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车(RV, Motorhome)自驾游攻略 

刘建磊 

 

(Lost Maples RV Campsite, March 15, 2016) 

谈起对房车的向往那还是十几年前去 Austin 西部的州立公园（Inks Lake State Park）进行地质实习，

当我们在公园里顺着河往上游走，看到河边一家人悠闲的坐在房车旁边，就想有一天我也要带着

家人来这里，享受这自然风光。 

另一次是几年前去 Utah 进行地质实习，空旷的山区里，开着车拐了一个弯，猛然看到一家人在一

处平地停下房车，大人在烧烤，小孩子和狗在玩耍，夕阳西下，柔和的光线暖暖的照在山谷里，

顿时有一种回归大自然的感觉，不由自主地向往这种安逸。 

当你每天在拥堵的 10 号或者 59 号高速路上消耗着上下班的时间，当你每天坐在办公室为油价的

跌涨而忧心仲仲的时候，是否也想驾驶着房车来一次舒心的旅行？ 

房车类型： 

房车有很多类型，一般称为 RV, Recreational Vehicle 或者 通俗的叫 Motorhome。 大体分四种，

Class A 豪华型，Class C 一般型，Class B 紧凑型，还有一种就是老美最喜欢的房车 Trailer。 



 

 

 

(Source: https://www.classicvans.com/specialty-van-information-center/travel-and-camper-vans/comparison-rv-types.html) 

 



Class C 又分为三类： 

20ft 长的小巧型 C19 可以睡 3 人 

25ft 长的标准车型 C25 可以最多睡 5 人 

30ft 长的大型 C30 可以睡 7 人 

我们这次租的是标准 C25，福特车(V8, 马力大)。根据经验，这个车型在高速上开一点也不逊色，

除了刚开始加速有些慢，但是走 10 号可以开到 75 mph, 甚至更高。据朋友介绍 C30 的车型速度一

般就是 60 多 mph（不知道有没有限速）。 

 

 

 

根据在 RV 营地的观察，我发现很多人都是自己开着卡车或者 SUV 拖着房车的 trailer, 这样一到营

地，安扎好房车 trailer 就可以开着车去其他地方玩了，估计一个营地可以住几天那种。我们只是

开着一辆房车，如果需要去哪里都要收拾好，开着房车四处逛，不便之处就显现出来了。 

 



房车基本结构： 

以我们租的 Class C 标准车型来看，前面是驾驶室，和我们平常开的车一模一样，紧接着司机后面

就是所谓的小客厅，有一个长方形桌子和两边的座位（晚上可以转换成第三张床）。 

 

前面驾驶室上面是一张双人床，也就是从外面看车顶上往前突出的部分。乘客后面是一个座位，

然后紧挨着就是进出 RV 的门了，这道门分两个部分包括纱窗门。这就是房车的前半部分。 

 



房车的后半部分是这样安排的，长方形桌子和座位后面是冰箱(冰箱有冰冻和冷冻两个门），冰箱

后面是立柜放各种东西的 storage。紧接着后面是洗簌盆和镜子，最后面就是卫生间和洗澡间。 

 

进出 RV 的门后面，也就是冰箱对面就是厨房，包括微波炉和洗菜洗碗的水池。厨房后面就是一

张大的双人床。这就是整个 RV 标准车型的结构。 

 



房车的水，电，气： 

房车的用电供应主要分三类：电池，房车自带的 generator（发电机）, 和营地供电。RV 的备用电

池保持灯光使用，但是不能在车厢里用空调，插头和微波炉等。要想用这些设备必须启动

generator 或者在营地接上电线。Generator 是使用油箱里的油，而且使用需要额外花费。一般夏

天开房车时要在开车路途中使用 generator，不然车厢里太热。我们一路上只是使用驾驶舱提供的

空调冷气已经足够了，毕竟还是三月份。这次租房车没有使用 Generator。 

 

营地里的电很好接，从车厢外面打开电线 cable 储藏隔间的小门，拔下插头插到营地提供的电线

接口上就可以了。一般营地提供两个接口 30A 和 50A。 我们车型使用 30A(安培)的接口。使用营

地的电相当于自动切断 generator 的电，因为是从车上拔下插头。 

 



营地的 RV site 会有不同的选择，Full hookup 的 site 说明可以提供三个接口 （water, electricity, and 
sewage）：水和电，外加废水出口。很多营地只提供水电 (Water and electricity)，然后有公共的

dump station， 在 dump station 可以排掉生活污水（包括洗澡, 刷牙，洗菜洗锅的污水，也称 Gray 
Water)和厕所污水（称为 Black Water)。房车带有一个生活污水箱和厕所污水箱，可以经常查一下

它们的容量到了多少，有一个监测板（后面会讲到）。 

而有的营地要么只提供电或者只提供水，甚至啥也不提供。我们这次选择的营地全都提供水电，

然后出公园时在公共的 dump station 把污水放掉。 

Gray water 和 Black water 共用一根排污管子。排污水时需要把管子从存储隔间把管子拿出来，接

到车底的出口（卡住），然后把管子另一头放到地上的污水口里，至少把管子放进去 6 inches, 最
主要的就是先排放厕所污水（black water), 然后排放生活污水（gray water)。（下图为排污水的

Dump Station, 我都是带着手套处理这根排污管） 

 

到了营地停好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水电接上。水管从营地需要接到房车的 City water 接口。如

果营地没有水，房车也自带一个水箱(fresh water)，只要在房车里打开 water pump 就可以用水箱

里的水了，如果用光了水箱里的水，还可以到有水的地方把水箱充满。给房车水箱加水的接口叫

Fresh water。使用水箱里的水，一定需要打开 water pump。 



 

房车里的炉子是使用 propane gas, 冰箱也会使用 propane gas 但可以自动切换到用电。一般提取房

车时，propane tank 是满的，可以用很多天，我们用了四/五天才用了四分之一多点。退还房车时

必须把 propane tank 加满，可以搜索 propane refill station, 可以搜索到离你最近的店帮你把

propane 加满，一般加到四分之三多就算满了，店员会帮你加满。我们是用的 Katy 一家 Propane 
gas 店。 租车公司的店员告诉我，很多 U-haul 的店或者卡车休息区都会有 propane refill。 如果不

加满就还车的话，租车公司会额外收取$35，而我自己去店里加满才花了不到$5。（下图为店员在

加气，因为安全原因，只有店员可以加气，而且车里的人全都要出来） 

 



房车里会有一个监测平板，the monitor panel,    上面会显示各种指示，包括 Gray water(污水箱已

经容纳多少了）, Black water, Fresh water, Propane Gas, Battery。这个监测平板还可以 turn on/off 
water pump, water heater, 和 generator。 

 

租车的相关事项： 

出租房车的公司应该有不少，我们选择了美国一家大连锁公司，Cruise America。这家公司在

Houston 有两家分店，其中一家距离 6 号不远，就在 Westpark Tollway 边上，另外一家在

Kingwood 附近。 

 

Houston 
 

22532 Loop 494 
Kingwood, Texas, 77339 
(281) 359-4001 

Houston 
 

13505 Alief Clodine Road 
Houston, Texas, 77082 
(800) 549-2342 

 

美国的连锁房车公司有 Cruise America, El Monte, Road Bear, Moturis。其中 Cruise America 和 El 
Monte 的网点最多。网点之间都可以异地还车。当然租车公司应该有更多，还有一些小的 local 租



车公司，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寻找合适的 deal。有朋友在一个小租车公司租的车是一天 200
美金封顶，不管开多远。我们自己租的是一天$150，然后每跑一迈需要额外付$0.34，也就是跑

100 迈付$34。 

取车时间是下午 1 点到 4 点之间，还车时间是 11 点之前，超过时间会额外收费。例如多一个小

时需要付$25。 

租好 RV 后, 剩下的就是准备工作。可以提前计划好去哪里游玩。 

营地主要可以分为三类。 

1. 美国国家房车公园与露营地协会(ARVC)的私营营地。 

2. 联邦营地，包括国家公园，国家森林，联邦土地管理局和联邦工程局管理的营地。 

3. 州立营地， 包括州立公园（ 例如，Huntsville, Garner, Stephen Austin）或者州立自然区域 (例如

Lost Maples) 

公立营地包括国家公园和州立公园等。公立营地的好处是地理位置优越，很多地方有山或者有水，

或者山水都有，风景优美，而且价钱相对便宜。但是公立营地提供的 campsite 相对有限，不一定

会同时供水电。预定需要提前几个月在网上进行，不过即使没预约到公立营地，也不用担心，因

为有的宿营地例如一些国家公园开放给预约系统的都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留给先到先服务

（first come first serve）的。我所知道的德克萨斯的州立公园必须从网上或者电话预订。州立公园

带水电的营地，一般每晚大约花费$18-$25。 

 

（Garner State Park, Frio River, March 17, 2016） 



私人连锁营地服务商中 Kampgrounds of America (KOA)和 Good Sam Club 是非常有名的。一般营地

每晚租金$15 美金 到$50 美金左右，按营地提供的设施和季节会有所浮动。 

我们预订的州立公园， RV site 都是提供水电，而且每个 site 都有 BBQ 桌子，火坑和烧烤架等。天

气凉爽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外面桌子上吃饭 ，晚上生起篝火，孩子们烤着棉花糖(marshmallow), 
也是玩的很尽兴。一般比较 popular 的公园很早就被订满，德州可以提前 11 个月预订 campsite， 
如果有计划出行，可以提早准备。 

 

租车公司有时会提供锅碗瓢盆，有的公司会收费，有的公司会免费供给租车的人。我们不想用租

车提供的这些东西。所以就在 Amazon 买了一套网上评价不错的 Magma Cookware Set。一共十件

套，大约$160。好处就是所有的锅都可以收在一起节约空间。我们还在 Costco 买了一套餐具 16
件的晚餐餐具，大约 30 多美金。 

       

 

 



Cruise America 提供的厨房套包： $100 一辆车  

厨房套包一般包含：炊具，汤勺，搅拌碗，杯子，铲子，烹饪叉，刀叉，茶匙，塑料桶， 碟子， 
橡胶铲，开罐器， 水果刀，茶壶，咖啡杯， 汤碗，菜刀， 扫帚， 漏盆，手电筒。 

个人套包大约$55 一个人， 基本包含：枕头，睡袋， 枕套， 床单， 浴巾，擦碗布，洗碗布 。 

我们没有租用这些个人套包的私人物品，我们每个人都带着野营用的睡袋，枕头等。 

 

虽然 RV 里面有淋浴间，但是州立公园里都有提供 shower room, 为了节约 RV 的水箱（污水箱），

可以尽量使用州立公园里的设施。如果真要在 RV 里洗浴，天气冷时，需要把 water heater 打开，

把水加热。 

另外，Cruise America 在 YouTube 上还有 20 多分钟的 RV 介绍，http://youtu.be/GKdr4Z1LBKY 看完

这个视频，相信你会对整个 RV 如何运作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如果大家还有问题，可以直接问我。（完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