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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祁驿 解元利

任何一个功能，带
上自动之后就会显得
非常神奇，自动泊车也
不例外。自动泊车系
统通过雷达系统监测
周围障碍物之间的距
离，从而判断车辆是否
能够停入。如果有合
适的空间，无需驾驶员
操作方向，就可以自动
完成停车。对于很多
新手来说，这的确是一
个非常玄妙的功能，因
为很多时候，你觉得没
法停的位置，系统可以
妥妥地停进去。

吐槽：自动泊车，
买的时候人人都爱，开
的时候几乎没人用，除
受停车场路况等多方
面的影响，目前还真没
有谁敢把停车这么难
的事情，完全松开方向
盘，交给电脑去实现。

看似高大上实则似鸡肋——

那些使用率不高的高科技配置

这个配置在最初被豪华品
牌作为一项“高级功能”装配在
部分车型上，而现如今已经非常
普及。自动启停的功能主要反
映在城市驾驶中，一旦遇到红灯
或者前方拥堵，踩住制动踏板几
秒后，发动机就会自动停止运
转，以此来减少油耗。而只要一
松开刹车，或者转动方向盘，发
动机就能重新点火进入行驶状
态。总体来说，就是省去了大家
频繁挂N挡的麻烦。

吐槽：在实际使用中，不少
车主会习惯性关掉这个功能。

一方面，是担心这样频繁熄火点
火会影响发动机寿命，当然，这
样的担心其实没有必要，汽车厂
家在设计这个功能之初，就已经
充分试验过自动启停会给发动
机带来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在
国内的大多数城市里，拥堵已经
成为一种常态。面对那种动一
次只能挪一米的路况，自动启停
显得非常累赘，反而更加剧了驾
驶者的焦躁感。所以，如果你不
是太懒，不如用起N挡，别把购
车经费花在这项配置上了。

核心提示 | 买车，除了看性能和空间，现在不少人还看重配置。特别
是最近一两年，随着技术的逐步更新，以及车企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
越来越多配置被逐步普及。不过，这些貌似酷炫的配置，在现实中的
使用率却未必很高。就让我们一起看看，那些看似高大上实则似鸡肋
的高科技配置——

对于很多消费者而言，座椅
的材质决定了他们对于这款车
是否高档的认知。显然，在他们
看来，真皮座椅当然比织物座椅
更豪华，因为大多数车型的入门
款不太可能配置真皮座椅。选
择真皮座椅还有很多原因，比如
方便清洁等。

吐槽：且不说市面上各种所
谓的真皮座椅，有不少是人造皮
革。更重要的是，真皮座椅的散
热功能并不理想。夏季里被晒
得滚烫，冬季里怎么都暖不起
来。如果只是为了高级，大可不
必受这样的罪。

现如今，汽车不仅是交通工
具，更是一个移动的互联空间，
因此更多的娱乐功能被注入到
了汽车上，其中就有这个后排显
示屏。当然，这个配置并不是非
常普及，往往只在一些豪华车上
装配，功能主要就是供后排乘客
看看剧，玩玩游戏。

吐槽：后排显示屏看上去很
高大上，但是由于一辆车的研发
时间长，往往出现诸如格式不兼
容，不能和手机连接，影片资源
少等问题，而且还有一点，这种
后排显示屏往往不能上更好的
处理器，造成反应速度偏慢的情
况，影响观看感受。

自动启停：还不如用N挡

真皮座椅：散热功能并不好 后排显示屏：反应有点慢

自动泊车：
几乎无人敢用

★电子助力方向盘为何会
自动向左转动？

读者吴先生问：近期发现汽
车的电子助力方向盘会自动

向左转动，请问是什么问题？
答：建议对电子控制单元

进行故障码及数据流分析，以
此进行维修即可。如果这个车
还在保修期内，经厂家授权维
修站检验并确认后均由厂家提
供无偿维修或更换相应零部
件。

★汽车大灯为何照不清楚？
读者虎小姐问：近期发现

爱车大灯照不清楚，是什么原
因？

答：如果是大灯的照射角度
不正确的话，可以通过调整来解
决；但是如果是大灯散光的话，
就应该是大灯内部灯罩的问题，
散光是无法调整的，只能是更换
大灯总成了。

★如何降低胎噪声？
读者叶先生问：我的汽车

在行驶过程中，总感觉胎噪声
很大，请问应如何降低胎噪
声？

答：如果想要得到一个很
安静的车内环境，需要对全车
进行隔音处理，包括车门、地胶
下面、防火墙等，其次就是更换
高品质的静音轮胎，这个改动
的费用比较大，不会影响车辆
质保，因为不会涉及原车配件
的改动。

★拔掉钥匙后为何不熄火？
读者李小姐问：汽车已行驶1

万多公里，近期发现拔掉钥匙后
不熄火，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答：如果车辆加装防盗器系
统，则要对防盗器性能进行检查，
是不是防盗器控制单元的故障，
如果没有加装防盗器则建议去维
修店对点火开关底座进行检查，
是否有回位不良的现象。

开车在路上，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欢迎问大河汽车君，您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大河报汽车版）进行提问。
本栏目可为广大读者朋友提供各种关于车辆的问题，并请专业的汽车技师以及律师等为读者朋友们解

答。请将您要咨询的问题用微信留言给我们。
本期主持人：祁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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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印刷 ●求购物资设备 ●机械物资 ●出租大型机械 ●转让物资设备

求购物资设备 ●废旧物资设备 15138693611
●闲置物资设备 13783682499

●闲置物资设备 13523089014

转让物资设备
●转200-8000g注塑机86115176

招 聘
●诚聘：房建建造师及工程师。

电话 13803817800

培训招生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 66565839

●学历职称资格证13513897893
推拿师培训
小儿推拿培训
郑州市第一按摩医院

双证 推荐安置工作

0371-66210824

家 教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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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写字间楼 ●房产中介 ●出租仓库厂院 ●求购求租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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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高校窗口招租 15736751993
●建业路成熟社区门面373㎡
可分租 13623822109
●特价写字间金水路黄金地

段价优精装修 15838249916

●纬五空房出租 13910689166
●纬五路一小金水医院大门

口门面房 90㎡13703841004
●高校餐厅窗口 15937077277
●大学一楼窗口 13027518356
●高校窗口招租 18737174558
中青大厦招租
整层半层精装 18203621726

旺铺招租
黄河路经四路交叉口现房商

铺，建筑面积 600到 2000平方

之间，有水电、中央空调、门

口车位。适合银行、金铺、

西餐、影楼等公司入驻

15290856399 15003954211

房地产

●经开区东方今典独栋别墅，

业主出国急售 13803816249

●办房产疑杂症13837152577
临街商铺租售
郑汴路东建材对面209㎡门口

多车位电话 15333805099

出租仓库厂院

●平原新区标准厂房 4 万

平 方 自 由 分 割 或 整 体 招

租：蔡先生 13653822289
●中牟厂房出租 13213190932

●北四环厂仓租 13673661085
●金岱园区标准化仓库车间

写字楼50-3500㎡215343839977
●江山路 2万㎡13903718234
●西南四环 2500㎡车间办公

楼土地证水电全 13938507112
●市郊工厂 17亩有证租售

6500㎡可分租 13603715983
●南三环仓库 17737113200
●郑西 8亩厂院 13007618466
● 北 四 环 框 架 钢 构 仓 库

650㎡赵 13503836789

求购求租

●求购商住用地 139371666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