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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打印，请添加助理微信

助理给您发送电子版文件资料

您就可以去打印店打印了

科 目 一 技 巧 过 关 秘 籍

考场真题答案加强记忆版
1、扣分题

1 分

1、不按规定倒车；

2、不按规定会车；

3、不按规定使用灯光；

4、违反禁令（指示）标志、标线；

5、未按规定年检；

6、未系安全带；

3 分

1、不按规定设置警告牌开双闪；

2、不按规定避让校车；

3、不按规定超车让行、礼让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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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普通道路逆行；

5、普通路超速 20%-50%；

6、不按规定行驶，普通路逆行；

7、不按规定安装号牌；

8、未定期检验公路客车、旅游客车、危险品运输车上路；

9、开车接打电话；

10、借道超车、穿插；

6 分

1、致人轻微伤或财产损失逃逸的；

2、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

3、占用应急车道；

4、欺骗手段补领驾驶证；

5、高速路超速 20%-50%；

6、违反能见度车速车距规定；

7、普通路超速 50%以上；

8、驾照被扣后开车上路；

9 分

1、准驾车型不符；

2、未悬挂、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停车；

4、未取得校车驾驶资格开校车；

12 分

1、致人轻伤以上或死亡逃逸的；

2、饮酒、醉酒驾驶；

3、高速逆行；

4、伪造变造驾驶证行驶证；

5、高速路超速达到 50%；

6、代替他人扣分；

英文对照表

名称 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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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道偏离预警系统 LDW

车辆自适应巡航系统 ACC

车辆交通标志识别系统 TSR

车辆自动刹车辅助系统 AEB

车辆前方碰撞预警系统 FCW

车辆自动变道辅助系统 ALC

车辆盲点检测系统 BSD

车辆牵引力控制系统 TRC

车辆电子制动力分配系统 EBD

车辆车身稳定控制系统 ESP

车辆紧急制动辅助系统 EBA

2、罚款吊销答题技巧

选择题：

●当吊销、扣分和罚款同时出现时，除了小写的“20”选吊销，其余全

选罚款；

●当选项中有多个罚款数额时，逾期审验驾驶证的是"250"。

●多项罚款金额选择题，有 200~2000，可直接选择这个选项来答题。

●判断题：

A、绝对性话语直接答×。
B、试题中有 200 或者 2000 的关键罚款数字，除了“大 2000"答×，其

余全√。

●吊销单独出现时，除了驾驶证被暂扣期间继续驾车，选“15 日以内

拘留”，简称“扣 15”，其余全选吊销。

●吊销和没有金额的罚款同时出现，直接选罚款

●罚款单独出现，读题审题再作答：

A、试题有一对儿“撤离”，找选项里的“撤离”。
B、既然要处罚，就直接点儿，别多话，话多了都是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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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销和没有金额的罚款同时出现，直接选罚款不按规定投保“交强

险”、“第三者责任险”都是双倍罚款。

3、一般道路车速答题技巧

●原理及记忆口诀：城三五、公四七。

A、城市道路：没有中心线 30 公里/小时；有中心线 50 公里/小时。

B、普通公路：没有中心线 40 公里/小时；有中心线 70 公里/小时。

●技巧特别说明：学会原理保平安，确保顺利过关。人多路窄开最

慢；数楼、数树来答题。左侧 5 栋楼，选 50 公里；左侧 4 棵树，选

40 公里；左侧 6 棵树，植树造林，种 1 棵，选 70 公里来答题。

●判断题：试题结尾写着 30 公里的，直接答√，其余公里数全部答×。

●万能的 30 公里/小时：

A、特殊路段选 30：急弯路、窄路窄桥、进出非机动车道、通过铁路

道口、陡坡转弯掉头。

B、特殊天气选 30：雨雪雾、能见度 50 米以内。

C、特殊路况选 30：冰雪路面、泥泞路面。

D、特殊状况选 30：牵引故障车。

4、高速公路车速答题技巧

●问最高看红牌，红牌多少答多少

●问最低看蓝牌，蓝牌多少答多少

●问最低，没有蓝牌用减法：红牌写着 120，用 120 减车道，几条车

道减几十，得到的结果就是正确答案。

原理：
A、两车道：左快、右慢。

右侧慢车道：60—100；
左侧快车道：100-120；
B、三车道：

左快右慢中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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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慢车道：60-90，
中间无论多少条，都是：90—110，
左侧快车道：110—120。

●车行左侧——找最快！且合法的选项。

●车行右侧——找最慢

●最快 120，110 很快！找最左侧

5、能见度车速答题技巧

记忆口诀：261；145；520

能见度 200 米 100 米 50 米

车速 60KM/小时 40KM/小时 20KM/小时

车距 100 米 50 米 离（0）

6、年份类考题答题技巧

●舞弊就是做假的意思，找“1 年”

●原理：

考试过程中！申请材料出现问题，被取消考试资格的，都是 1 年以

后才能重新申请。

●看见不正当找“3”年

●原理：

已经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被撤销的，都是 3 年以后才能重新申领。

●实习期可以上高速，但是记得带“老 3”，安全！有 3 年以上同车型

或者更高车型驾龄的老司机，简称“老 3"。

●其余年份试题，有 6 年选“6年”，没有 6 年选“3 年”。

●构成犯罪的，选终身。

●提交身体条件证明：50 岁答×，60、70 都答√。

●注销类试题，要注销的答√，不注销答×。

7、日期类考题答题技巧

●选项中有“12 个月”的，直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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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一考试合格，应当在“1”日内，核发学习驾驶证明。

●事后要求公安机关处理的，关键字“事”后，记住成语”事不过三”，
选“3”日

●看见核发驾驶证，找“5”日。

●一个记分周期，满分是 12 分，达到 12 分，暂扣驾驶证，参加法

律法规学习。学习是强制性的，记住！俗话说：躲得了初一，躲不

过十五。看见 12 分学习，找“15”日。

●一个记分周期，两次 12 分，要考两个科目，科目一和科目三，看

见考科目一、科目三两科，找“10”日。

●申请换证的日期题，有 90 日选“90 日””，没有 90 日，选“30 日”

●判断题：有 30 日的，直接答√，没有例外。

8、灯光题技巧

近光灯

●A、判断题：使用近光灯全√。
●B、选择题：除了雾天选雾灯；以及因事故无法驶出隧道，选择危

险报警闪光灯。选项中有使用近光灯的，直接选择。

●原理：

起步、会车、跟车、雪天、照明条件良好、前方有行人及非机动车，

全部使用近光灯

●交替使用远近光灯

A、判断题：远近挨一块儿全√，远近中间出现第三者，答×。
B、选项中有交替使用远近光灯的直接选择

●原理：

夜间通过人行道口、交叉路口、超车、急弯路、坡顶都应交替使用

远近光灯，提示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我方的动向。

●远光灯

A、使用远光灯的全×
B、不得使用远光灯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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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灯开启原则：左进右出环岛不开灯。

●原理：

实际道路驾驶中，使用远光灯只有一种情况，即无照明，且对向无

来车、无行人、无非机动车时，才需要使用远光灯，目前考试真题

中，没有要求使用远光灯的情况。

●雾灯：

A、红圈直接选择雾灯。

B、左前右后，绿帽子一前雾灯，“黄”帝的老婆叫“黄”后，黄色后雾

灯。

C、雾天不选近光灯，选择雾灯。

D、雾天有雾灯、示廓灯和前照灯的，选择全部都是。

●危险报警闪光灯

原理：

危险报警闪光灯，应用于发生故障或事故停车、高速路受阻排队、

雾天能见度低、牵引与被牵引、雨天、雪天临时停车时。

答题技巧：

●A、判断题：让我们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的全√
●B、选择题：选项中有危险报警闪光灯直接选择，事故无法驶出隧

道，虽然选项中有近光灯，但是优选“危险报警闪光灯”。

9、扣留问题答题技巧

●扣留驾驶证只有一种情况：你将机动车交给驾驶证被吊销的人驾

驶，那就扣留你的驾驶证。其余扣留类判断题：未带身份证扣留答×；
扣留行驶证答×

●开车上路 5 大件，两证两标一号牌：驾驶证、行驶证、检验合格

标志、保险标志以及机动车号牌。

10、登记地、核发地和居住地答题技巧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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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驾驶证属于人的证，可以到核发地，也可以到居住地办理，但是

选择题，优选“核发地”。
B、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发动机识别号码、号牌等，属于“车证”。
车的证明只能去“登记地”办理。但是初次申领机动车号牌，可以去住

所地，也就是您常住的地方。

●答题技巧：试题中有两个“居住”，答√！试题中只有一个“居住”，
答×。初次申领号牌，“住所地”答√
A、看见“车证”，登记地！全部答√
B、选择题：驾驶证优选核发地；机动车登记证书，有登记，找“登记”；
迁出，有迁出找迁入。

11、法规类：公安机关相关

●有“公安”保平安，文字描述中凡是有“公安”字样的，除了 50 岁的

公安答×，其余√。

12、酒驾类

●酒驾标准：80：20 法则！每百毫升血液，酒驾含量达到 20 毫克至

80 毫克之间，属于饮酒驾驶机动车。每百毫升血液，酒驾含量达到

80 毫克及以上，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

●醉驾害人害己，非常危险，属于“危险驾驶罪”

●饮酒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第一次 1000 元，第二次 2000
元。

●饮“6”、醉“5”、“犯”终身：饮酒驾驶机动车，暂扣机动车驾驶证 6
个月。醉酒驾驶机动车，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

构成犯罪，终身禁驾。

13、责任判定三原则

1.没有过错，也需担责，这叫人道主义责任。

2.以静制动，不担责。

3.故意就是碰瓷——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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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争议处理三原则

1.无争议——撤离、自行协商。

2.虽无争议，但有严重违法行为的，不可自行协商。

3.有争议怎么办？有困难找警察呀！

15、刑法及交通肇事罪

刑法类试题：

●A、选择题：

1.ABCD，哪个就“拘役”就找哪个来答题。

2.没有拘役，三短一长选“最长”。四个一样长，三个下选一个“上”。
●B、判断题：

结尾是“拘役”的答√，结尾是“有期徒刑”的，答×。

微信添加教练 微信扫码练习做题

交 通 常 规 基 础 类 知 识
标 志 标 线 机 械 仪 表 交 警 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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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高举过头顶，手心向外， 表示拒绝，

停止信号。

手握伞杆找最长，字数最多的选项，左

转弯待转信号

手捂胸口找最短，字数最少的选项，变

道信号。

一高一低让你走慢点，减速慢行信号。

两手一字打开，直直的，直行信号。

交叉是转弯信号，开口朝向哪一侧，就

朝哪一侧转弯。

伸哪只手那就是朝哪一侧转弯。

当交通信号灯和交警指挥不一致时，按

交警指挥行驶。图中虽然绿灯，但是交

警同志发出了停止信号，请停车等待

【机械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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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找“发”，发

动机转速表。

圆形仪表答×；方形仪

表答√。

红圈加操纵

杆，代表“雾

灯”。

红圈在操纵杆上，寓意

戴上了戒指，答√！

红圈在操纵

杆外面，没戴

上戒指，答×
左离合

右加速 中间踏板是制动

绿色

前雾灯

黄色

后雾灯

三角套三角危险

报警灯“双闪”

技巧：双闪选择题找两个闪字，判断题只有一个闪答×，两个闪答√。

只剩最后一滴油，

找“低”字，机油

压力过低，也就是

机油压力不足。

红圈加 P 字，表示驻车制

动器处于制动状态， 驻车

就是停车，这也是唯一亮

起表示工作的指示灯。其余

均为故障状态，“双闪”除

外。

技巧：
选择题看到两个“动”字直接选。判断题，看到两个“动”字选√。

前后风窗玻璃刮水

及洗涤器
扇前方后



暴走驾考™团队

— 12 —

拐弯箭

头来除

雾

小白人

答√
小黄人答×

圆球放不稳，滚来滚去变位置，找到“变” 字来

答题，变速器操杆

找最长的答案来答题——驻车制动器操纵杆。

钥匙孔控制的是点火开关：

1，“LOCK”锁；

2，“ACC”部分电路开；

3，“ON”全部电路打开；

4，“START”启动

技巧：1、4 位置，答√！2、3 位置，答×。

ABS 题

ABS 防抱死系统，紧急制动时防止车轮抱死，车轮抱死会失去转

向能力。

技巧：选择题，找“急”，找“死”来答题。判断题，有“短”

字答×，没“短‘’字答√。

安全头枕是发生追尾事故时，保护驾驶人的颈椎，不是头部，

调整高度——与头平齐。

技巧：问错误做法，选择题选两个“头”的选项；判断题有两个“头”

字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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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一快速简洁技巧速记知识
题型 技巧内容

罚款题

判断题：题中有数字二百、200、两个 100 √

选择题：题中有罚找罚

罚款找 200-2000，罚款 20 选吊销

特殊天气
特殊天气口诀：261 145 520（离）（按顺序选）

车压实线 × 箭头压实线 ×

米数题 有 150 选 150，没 150 选数字最大的。

标志题

选择题：黄色警告标志找注意，

判断题：线条全弯×，一直一弯√，

左对右错，人 山 洞 车×，水风√

标线题
虚线找可 没可找分 两个分看箭头

实线找禁止 两禁止看箭头

速度题

判断题：30、100 公里 √ 其他 ×

选择题：题中没城市，公路都选 30 公里

有城市公路口诀：城 35 公 47

信号灯题
三颗灯竖√ 三颗灯横× 灯横着有确认安全√

两个灯亮√ 一个灯亮×

优先通行 交叉√ 没交叉×

文明驾驶 减速、确认安全√，应当√（应当＋两年×）

送分题 可可不选不、可可可非选非，未未未选其它。

月份选择 直接选 12 个月

点火开关 指向两端√ 指向中间×

ABS 题
选择题：有急找急 没急找死

判断题：有缩短×，没缩短√

领证须知 假 1 舞 1 骗 3，换证√ 换领√，书＋换领×

仪表题 判断题：圆形仪表× 方形仪表√，戒指戴上√没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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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灯亮√ 1 个灯亮×，两个门开√一个门开×，

图形对称√ 不对称×。

选择题：单数字转速表 多数字速度表，水花找水温表，

加油机找燃油表，左离和 中间制动 右加速。雾灯光

线左前右后，光线直远斜近，转向灯左下右上。

文明驾驶试题 1
1 题目中：不能、不得、不要、不准√

2 不能+大货车、不得+远近光灯×

3 判断题有 可、可以 ×

4 可+自动、可+轻√、可+专用√

5 公交车站 30 米停车√(站 3 口 5)

6 无障碍一方先行

7 让行原则：右转让左转，左转让直行，掉头让一切

文明驾驶试题 2
1 减速、低速、慢√

2 不减速× 无需减速× 紧急减速×

3 停车√(有减速有停车优先选停车)

4 迅速、快速、尽快、加速、立即×

交警与信号灯试题

1

看到交警先看脸，脸正对选 4 个字，脸没正对看手， 手伸直

找直，手摸杆选最长，手 一上一下选减。抬两个手找左右，

指左选左，指右选右(短)

2 红绿灯 横× 竖√

3 红灯找禁止，黄灯找路口，绿灯找准许

4 高架桥有中间选中间，没中间找禁止

5 两个灯√ 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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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交通、绿灯√ 不属于×
安全行车试题 1
1 应当√ 应当＋两年×

2
让行、注意、观察、依次、主动、避兔、等、安全、易、报警

√

安全行车试题 2
1 30 公里√

2 农村 40 城市 50 高速 60 中间虚线最高

3
看见 200 找 60 公里或 100 米；看见 100 找 40 或

50；看见 50 找 20、离;
4 最高速度看牌，最低速度：几条路减几十

5 有最左侧选最左侧

6

（速度区间从 120 里挑最大的)两条路：左侧路速度区间

100-120，右侧路区间 60-100；三条路：左侧路速度区间

110-120，中间路区间 90-110，右侧路区间 60-90

7 看到 60 找汇入

汽车仪表图试题

1
两个灯√；戒指戴上√；圆形×方形√；8-发；0 找
0(和)；点找点；总找总；左灯右水(点 找点)；曲线找雾

2 双闪找两个闪找故障

3 两个门√

4 滴找低;不足√机油×冷不足,少冷√

5 P 找两个制动；!找出

6 + - 找电路

7 气囊找故障

8 安全带找安全带√

9 左离中制右加速

10 开关图片指向中间×指向两侧√

11 前曲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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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迎面√

13 安全头枕找颈部√

14 安全带找减轻

15 安全气囊找辅助

16 ABS 找死找紧急√ 判断题有缩短×没缩短√

微信添加教练 微信扫码练习做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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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四 技 巧 过 关 秘 籍

考场真题答案总结记忆版
技巧一

安全、减速、减档、主动、停车、礼让、让对方、注意、观察、

易、违法、利用发动机。

√

安全、安全带、安全距离 √

安全+不需要、不系安全带、安全头 ×

安全+吸烟无影响 ×

安全+吸烟有影响 √

顺口溜：减速减档安全行驶，主动停车礼让对方，注意观察别轻易

违法，多利用发动机制动减速。

技巧二

一个“安全”、“安全距离”直接选

出现两个“安全、安全距离”选“大安全”

关键词：减速、前减、先减、后减、再减、急减、不减速。

●解释：前减、先减 理解为提前减√ 后减、再减、急减、不减速×
●不管做什么“提前”完成当然是最好的。之后完成、拖延完或者不完

成肯定是不好的。

判断题中看到“减速”√ “急减、不减速”×

选择题答案中

●一个“减速”直接选两个“减速”选“主动减速、减速停、慢慢减速、

减速靠右”
●四个减档选“前减挡”
●“急减速”、“缓抬”加速踏板减速选“缓抬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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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中看到“主动、停车、礼让、让对方”√
●选择题答案中看到“主动、停车、礼让、让对方”直接选

技巧：主动停车礼让对方

技巧三

●判断题中看到“让”√
●图片出现一个“让”字和有人翻越栏杆的“让”×

●判断题中看到“注意”√

选择题答案中

●看到“注意”直接选，当同时出现“观察”跟“注意”时，选“观察”
●看到只有一个“观察”直接选，多个“观察”选字多的

●判断题中看到“易”√ “易”在开头第一个字×
●判断题中看到“违法”√ “不违法、违规、违章”×
●判断题中看到“利用发动机”√
●选择题答案中看到“利用发动机”直接选

技巧四

●停车、应当、不妨碍、及时、检查、切忌、保持距离、依次（√）

顺口溜：停车应当停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起步前及时检查车况，

切忌道路拥堵时保持距离依次通行。

●判断题中看到“停车、停车让”√
●选择题答案中

一个“停、停车”直接选

几个“停车”选“停车+报警”

●判断题中看到“应当”√“应当+两年、抵押+应当”×
●选择题答案中看到“不妨碍”直接选

●判断题中看到“切忌”√
判断题中看到“及时”√
●选择题答案中看到“及时”直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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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五

●判断题中看到“检查”√“检查刮水器、绕车检查”×

●判断题中看到“大+距离”√

●选择题答案中看到“保持距离”直接选

选择题答案中看到“依次”直接选

●避免（避让）、陋习、不文明、提前、近光灯、降低、控制、低

速、抱死、果断、判断、稳（√）

顺口溜：避免陋习或不文明行为，会车提前开近光灯，降低速度控

制车辆低速行驶，遇轮胎抱死时要果断判断周围情况稳步停车。

技巧六

●判断题中看到“避免、避让”√
“避免+高速行驶”×
“不避让、避让直行、转方向避让、可以+避让、鸣喇叭+避让”×
●选择题答案中看到“避免”直接选

●是一种“陋习”√ 不属于/不是“陋习”×
●选择题中问陋习行为选“随意、抢行”
●判断题中看到“不文明”√
判断题中看到“提前”开灯或“开灯”√未开灯、不开灯×
判断题中看到“开近光灯”√“不开近光灯”×

●选择题答案中

1 个“近光灯”直接选 2 个“近光灯“选“交替”
特殊题：题目是雾天、雨天、进出隧道的不选“近光”
●判断题中看到“降低、降+速”√“降低+气压、降低+鸣喇叭”×
判断题中看到“控制”√

●判断题中看到“低速”√“困难+低速”×
判断题中看到“判断”、“稳”√
判断题中看到“抱死”√
●选择题答案中看到“低速”直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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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题答案中看到“果断”直接选

●第一、一个、一种、一条、二次、两条、三条、外、后、再、不

得、不能、不准、不要、玻璃、毛巾、新鲜空气（√）

●判断题中看到“第一、一个、一种、一条”√
判断题中看到“二次、两条、三条+右”√“三条+左”×
判断题中看到“再”√
判断题中看到“玻璃”√
判断题中看到“不准”停车√“不得、不能、不要、要”√
“不能+离开、不能+逃生、不要+下车、不要+慢、不要+脱”×
判断题中看到“毛巾、新鲜空气”√
●选择题答案中

一个答案带“后”或“再”字，直接选

关于路口的选择题有“外”选“外”，没有“外”选“后”，有很多“后”选“再”

技巧七

迅速、快速、超车、加速、可以、临时停车、路肩、喇叭、远光灯 (×)

顺口溜：迅、快、超、加速、可。临时停车别停路肩别按喇叭别开

远光。

●判断题中看到“迅速”×“迅速+停车、迅速+离开、迅速减速”√
判断题中看到“快速”×”不能快速“√
判断题中看到“超车”×“不能超车、不得超车”√
判断题中看到“加速”×加速+“不能影响、不应该、切记、松开”√
●选择题答案中看到“停止超车、放弃超车”直接选

关键词：可以、可以不、可不、可由、不可以

●判断题中看到

“可以、可以不、可不、可由、可以+超车、可以+掉头、可以+停车、

可以+加速、可以+插入、可以+转弯、可以+直接、可以+倒车”×
不可以√

●特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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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是虚线没有“公交车”几个字，“可以+超车、可以+掉头”√
因为虚线可以超车、可以掉头

●图中是红色圆形信号灯的“可以+转弯”√
●选择题答案中看到

两至三个“可”选带“不”、“非”字的选项

技巧：可可不一可可非

●判断题中看到“临时停车”×
●选择题中看到“临时停车、 事故”选“报警”

●判断题中看到“路肩”×
判断题一个“喇叭”×“合理使用喇叭、减速+喇叭、两个喇叭”√

●选择题没有图片的答案中看到“喇叭”直接选

解释：如“连续鸣喇叭、持续鸣喇叭”都×
技巧：“续”×

●判断题中看到“开远光灯”×“不开远光灯”√

技巧八

只、不需、无需、不用、不会、紧急、紧跟、长时间、车上等、直

接急转、滑行、任何、大转向、横穿、骑、猛（×）

●判断题中看到“只”×
判断题中看到“不需、无需、不用”开灯、“不会”×
判断题中“紧急制动、紧跟”×“不能/不要+紧急制动、不能紧跟”√
判断题中看到“长期、长时间”×
判断题中“车上等”或“等待救援”×遇到事故我们应该先想办法自救

判断题中看到“直接”×
判断题中看到“急转”×
判断题中看到“滑行”×“滑行+困难、不得+滑行”√
判断题中看到“任何”×
判断题中看到“大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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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中看到“横穿”×
判断题中看到“猛打方向、猛踩踏板”×
判断题中看到“骑”×
●选择题中看到“无可避免”选“紧急制动”

ABS 题

●ABS 判断题中看到“力、急”√有“短”×
●ABS 选择题选“轻、力”

看图答题

判断题真实图片都√

图中的标志牌上有数字√

●判断题

穿虚线旁边有标志牌×
蓝色箭头穿实线的×穿虚线的√

红色箭头前面有个叉，有信号灯或车√没有就×
判断题图中只有一个蓝色箭头的√箭头朝上×箭头指天×
判断题图中蓝色方块里面有红色的×三个箭头分开√

●动画 4.5.6 选三种，其它编号选二种。没有编号的只能看动画

●选择题有 ABC 选 ABC，没有就选 CBA

关联词语

下坡---提前

上坡---推迟（比喻：下班要提前，上班要推迟）

下长坡---下降

故障停车---平缓路段

障碍---障碍

故障---应急

轮胎/气压---爆胎

侧滑---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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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泞路---滑

逃跑---相反方向

姓氏：单选题（案列题）

冉---疲劳

罗、佟---超速

何、徐---超员

郝---超载

周---载客

赵---“不”或“右”

常识题

路口拥堵不能进入路口等待，所有叫进入路口等的都×

不靠山的危险，应先行。靠山的相对安全，应下坡车要让上坡车

我国实行的是右侧通行原则，“右侧“√“左侧”×

道路中心线不能压线行驶，所有“压线“都×

雾天行车要开危险报警闪光灯

驶入路口应开左转灯，驶出路口应开右转灯（进左出右）

大雨天开近光灯是为了“不干扰前车视线，有利于自己看清道路”

沙尘、冰雹、雾、雨、雪天应“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后位灯”

车辆进入环岛“不用开灯”，驶出环岛“开右转灯”

雾天/夜间，能见度低，视线不清，雾天应该开启雾灯

弯道、交叉路口停车×

高速公路停车要找“服务区”，有故障必须停车时应在“应急车道”

驶过路口/出口时，应“继续向前行驶，寻找下一个出口”

冰雪路面“制动距离延长”

容易抱死的路面“冰雪路面”

警告标志要放在 150 米以外

隧道/窄桥前 50 米不得停车，隧道内禁止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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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发生故障应将人员疏散到护栏外

车辆发生侧滑时，不能使用紧急制动，要向车尾侧滑的一边适当修

正方向

轮胎下垫砂石要在驱动轮下铺垫

安全头枕保护驾驶人的“颈部”，但要调整支撑“头部”

抢救伤员“先救命”

多选题

答案中看到“长、倒车、4 小时、出车、气压、空间、122”四个全选

图片中有雨伞的 4个答案都选

图片是照相机照的 4 个答案都选

题中看到“胎压”4 个都选

题中看到“转向灯”4 个都选

答案中看到“喇叭”题目问错误的不选“停车、先行”

技巧：看到“喇叭“除只有”鸣喇叭示意“5 个字的选项√，其他“连

续鸣喇叭”；过 5 个字都不选，除非题目让你选错误的。

答案中 4 个“接近”选 3 个长的

答案中 4 个“停车”选 3 个长的

答案中 4 个“下坡”选 2 个长的

答案中 4 个“灯”选 2 个短的

答案中 4 个“侧滑”选“前轮”最长的，“后轮”最短的 2 个（技巧：前长

后短）

答案中 3 个“爆胎”选 2 个“易”

题中看到“安全带”不选“人员”

题中看到“二次”不选“伤员”

题中看到“制动”不选“首先”，没有“首先”四个全部选

题中看到“雨天”不选“油、加速、阻力”

题中看到“故障”不选“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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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中看到“注意”不选“快速、迅速、黄色车、远光、随意、尽量左转/
尽量+超车、两条”

题中看到“安全”不选“加速、向左”

题中看到“怎样行驶”不选“加速、远光、滑行”

题中看到“超车”不选“加速、长时间”

题中看到“手机”不选“加速”

题中看到“陡坡”不选“加档、加速”

题中看到“弯道”不选“加速、左侧”

题中看到“山区”不选“加速、高速”

题中看到“引发事故”不选“右”

题中看到跟车行驶不选“左侧”

题中看到“会车”不选“抢行、中心、不停、远光、不靠山体”

总结：

运用排除法，排除这些错误的词“加速、高速、快速、迅速、左侧行

驶、长时间、远光、滑行、随意、紧急制动、紧跟、超车、连续/持
续、抢行、猛、立即停车、后视镜、两腿蹲直”剩下的选项直接选遇

到题目问“错误的”、“不正确的”那就选带有这些词的选项

题目没有让选错误的先选带有“安全、减速、让行、注意、避免、提

前、近光、不得、不能、不要、右侧行驶、切忌、降速、低速、易、

报警”这些词，剩下的选项如果出现上面错误的关键词就不选，没有

任何错词，这个选项也要选。

常识：

靠边停车开右转灯，起步开左转灯

停车要停停车（泊）位、停车场，停车后关闭电路、锁门

不能在“弯道、交叉路口、隧道、陡坡”这些地方超车

超速/超员（超载）/疲劳/（案例多选题）

王、叶（非法载客、超速）

有时间选“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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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后面有车速、速度、时速选“超速”
核载数字小于<实载/乘载选“超员/超载”
出现以下情况时也应该同时选上

酒选“酒驾”
异常选“安全隐患”
化学品选“易燃易爆炸”
停车下客“非法停车”
载货汽车载人选“非法载客”
A2 选两个“不”
灯光选“灯光”

看数字选答案（多选题）

120 不选“停车”
90，110 不选“疲劳”
两个 50 米不选“不足”
出现 3.17/4.05 小数数字，3 选三个长，4 选三个短（技巧：三长四短）

特殊题：题中逃离现场的选“右转、逃逸”

微信添加教练 微信扫码练习做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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