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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1 日，全球知名
豪华汽车品牌玛莎拉蒂携旗
下三款重磅车型亮相郑州，
包括奢华典雅的全新2019
款Quattroporte总裁轿车、
轻盈动感的全新 2019 款
Ghibli运动轿车以及玛莎拉
蒂首款SUV Levante，倾情
诠释玛莎拉蒂品牌传承百年
的卓尔不凡。

全新2019款Quattro-
porte 总裁轿车配备3.0 升
V6发动机，性能在同级轿车
中出类拔萃，167 N·m/升
的扭矩系数、5.6秒破百的加
速，凭借更轻的V6发动机

和后轮驱动布局，使其最高
车速可达 263km/h。2019
款Levante的设计独具特色
且富有魅力，它将最具价值
的意大利风格美学元素运用
其中。配备了3.0升V6双
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发动
机与“Q4”智能全轮驱动系
统搭配，需要时可在前后轴
之间实现扭矩的瞬间转换。
全新2019款Ghibli轿车焕
新演绎1966年首款车型的
精髓，可选偏向舒适奢华的
GranLusso 套装或者运动
风格的GranSport套装，精
准契合个性化需求。

11月4日，随着一辆东风启
辰D60EV和一台VC-TURBO
发动机的揭幕，东风日产郑州工
厂正式迎来了第200万辆整车
暨第300万台发动机下线。

东风日产郑州工厂集整车
和发动机一体化管理，多年来
承担东风日产和东风启辰双
品牌车型共线生产任务。“200
万台整车及300万台发动机
产量的达成，是东风日产郑州

工厂发展历程中承前启后的
里程碑，是东风日产和东风启
辰续写在郑州事业发展新篇
章的新起点，是全价值链员工
同心共创，夯实体系力的重要
成果。”在下线仪式上，东风日
产副总经理陈昊表示。

东风启辰D60EV定位为
长续航合资纯电家轿，依托国
际标准打造，充分满足消费者
对合资品质产品与无忧出行体

验的双重需求。东风日产郑州
工厂是国内唯一一家生产
VC-TURBO可变压缩比涡轮
增压发动机的工厂，代号为“超
变擎”的 VC-TURBO 发动
机，是全球首款量产可变压缩
比涡轮增压发动机，荣获

“2019沃德十佳发动机”称号。
自2010年9月正式投产

以来，郑州工厂从零开始接连
创下东风日产新线体量产标杆
速度：2016年整车累计下线
100万辆、发动机累计产量突
破100万台，2019年累计生产
整车超 200 万辆、发动机超
300万台。未来两年内东风日
产将会相继推出 4 款搭载
VC-TURBO发动机的车型，
郑州工厂将持续为东风日产旗
舰车型新奇骏和启辰品牌提供
产能保证。

玛莎拉蒂多款重磅车型
亮相郑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耿子腾

东风日产郑州工厂第200万辆整车下线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11月 1日～3日，智联
网硬核中型SUV荣威RX5
MAX在郑州设下硬核挑战
赛，特别打造超高难度驾道，
八大关卡环环相扣，惊险刺
激接连不断，引来无数车迷
围观。

体验者完成荣威RX5
MAX特有的“刷脸”签到，
即可坐上实车，悠扬的音乐
从 BOSE 沉浸式立体声音
响中缓缓而出，抬头透过
I-MAX巨幕级全景天窗便
可看见深邃“星空”，伴随着
256 色随心溢彩交互氛围

灯的律动，硬核的驾道挑战
便 开 始 了 。 荣 威 RX5
MAX 从 30°的陡坡轻松
登顶7米高空，一展370N·
m 最强中国芯的超强实
力 。 随 后 ，凭 借 专 业 级
SUV 底盘、超高强度钢结
构笼式车身等优势，一气呵
成顺利冲过颠簸路、大幅度
侧坡等重重关卡。得益于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系
统、360°环境感知系统等
装备，面对雨淋隧道与真人
突袭关卡，荣威RX5 MAX
应付自如。

荣威RX5 MAX

郑州设下硬核驾道挑战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11月1日下午，2019河
南汽车UP实力榜在郑州发
布。上汽大众途观L、吉利
星越等 12个车型，合众汇
金、威佳奥迪等 10家汽车
经销商上榜，榜单在全国交
通广播中独家权威发布“汽
车消费大数据”，精准解读

“区域汽车销量排行榜”，为
消费者买车提供真实参考。

河南汽车UP实力榜由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联合河南省公安交通警察
总队、河南省汽车行业商
会等部门共同主办，旨在
通过真实的数据、权威的

排行，引领河南汽车消费
市场，服务亿万汽车消费
者。截至 9 月 30 日，河南
省小型机动车上牌总数
186.3534 万辆，同比 2018
年增长 12.6%。2019 年河
南车市稳步增长，其中新
能源汽车销量依然抢眼，
上牌总数64095辆，较去年
同期增加 1.6%，插电混动
汽 车 增 速 尤 为 明 显 达
108%。回顾即将过去的
2019 年，市场上新车型层
出不穷，然而消费者更加理
性，需求也更加多元，汽车
经营者的压力更加明显。

强制安装胎压监测
势在必行

胎压监测、安全气囊和
ABS防抱死刹车系统被称为汽
车的三大安全系统。有数据表
明，我国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
故中70%～80%是由于爆胎引
起的，并且事故发生时车速在
120km/h的话，人员死亡的概
率会过半。例如，美国在没有
强制安装胎压监测前，因为轮
胎引发的交通事故高达80%，
其中胎压过高引起的事故占到
20% ，而 胎 压 不 足 则 占 到
57%。实施强制安装胎压监测
后，爆胎事故现象下降到3%。

早在2013年，关于强制安
装胎压监测装置就已经提上日
程，但由于当时胎压监测技术
和产品实际情况的限制，直到
今年1月1日起，工信部才宣
布以强制措施对M1类车辆，
也就是包括驾驶员座位在内不
超过9座的载客车，安装胎压
监测装置。随着今年M1类汽
车安装胎压监测的普及，工信
部提出将会在明年起强制所有
生产新车全部安装胎压监测。

有业内人士就指出，纵观全球
市场，汽车的相关安全法规基
本遵循一个规则：汽车市场的
发展程度越高、成熟程度越深，
相应的安全法规严格程度和完
善程度就越高。强制安装胎压
监测，对我国汽车安全发展有
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胎压监测有多重要

在车辆的安全性上大部分
车主关注的都是安全气囊有多
少，防撞钢梁有没有，碰撞测试
怎么样，车身钢板厚薄等问题，
在实际用车过程中很容易忽视
胎压不正常带来的潜在危险。
而在驾驶过程中，即便是再有经
验的老司机，也无法在没有数据
监测的情况下明显察觉轮胎的
气压变化。

胎压不稳会导致轮胎制动
距离加长，容易发生车辆因刹不
住而导致追尾、冲出路面等事故
发生。更危险的是，胎压不稳会
增加爆胎的概率，车辆在高速状
态行驶过程中发生爆胎有可能
会酿成车毁人亡的惨剧。

作为一项车辆主动安全配

置，胎压监测作用最显著的就
是能大幅降低由于轮胎压力失
常发生的爆胎事故，同时还能
延长轮胎使用寿命。有数据显
示，如果车辆始终能保证在正
确平稳的胎压下运行，每年还
可为车主节省不少的油钱。

胎压监测怎么用

据记者了解，目前市面上
的胎压监测系统主要分两种，
直接式和间接式。其中，应用
最多的是直接式轮胎压力监
测系统，利用轮胎上的压力传
感器将轮胎压力信息传送到
中央接收器模块，然后再显示
出来。而早期通过计算轮胎
之间转速差的间接式监测系
统基本上已经被淘汰。

由于轮胎胎压受环境温
度、车况的影响会发生变化，
所以并非一成不变，可以根据
胎压监测适当调整。

对于私家车主而言，温度变
化对胎压的影响最为明显，这种
变化一种是来自轮胎本身，与路
面的摩擦会导致轮胎升温从而
使胎压发生变化；另一种则是外
界气温变化引起的，比如季节的
差异。夏季天热可以适当将胎
压比标准数值下限调低0.2bar，
如轮胎标准数值胎压是2.3bar，
可以相应地调整为2.1bar；冬季
则可以将胎压调至标准数值的
最高上限。

根据行驶的路面不同，胎压
也要相应做出调整。如果是在
雪天或湿滑路面，胎压过高的
话，与地面的接触面积较少，摩
擦力较低，轮胎的附着力也较
小。此时可以适当降低一下胎
压，增大摩擦力保证安全。方便
起见，车主最好在车上备一台小
型充气泵以备不时之需。

河南汽车UP实力榜
郑州发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明年起，新车强制安装胎压监测
胎压监测有多重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耿子腾

近日，根据工信部文件显示，2020年1月1日起，
所有类型新车将强制安装胎压监测，否则禁止上市销
售，提及多年的胎压监测强制安装终于得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