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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车 讯讯

好车买得起养不起？
宋DM/宋EV300解后顾之忧

油价升了又降了，油价要升的消息一传来，各大油站
排满长队，油价一跌，各大油站依然车满为患，油价的升
与降似乎成了油站车多与否的晴雨表，而新能源汽车则
不存在如此烦恼，充电即跑，不用担心油价的涨与跌，并
且在全球倡导环保的大势下，新能源车正在逐渐步入寻
常百姓家，此时，宋DM、宋EV300应运而生。

作为新能源车领域的“老司机”，“三电”技术是比亚
迪的看家本领之一，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比亚迪在电
池、电机、电控这些被业界通称为“三电”核心技术的研发
上面不遗余力，而这，也成就了今天比亚迪在新能源领域
的全球领导地位。

宋平台技术优势，消费者最受益

平台造车在业界早已不是新鲜事了，平台造车的最
大优势就是可以规模化生产、降低制造成本、技术更加可
靠、品质更加出色。它能让消费者的选择更为多元化。
在汽车设计、底盘工艺等领域，比亚迪陆续有一些世界级
团队加入。这些世界级团队，与比亚迪的世界级技术，形
成合力，打造出更好的产品。

从开始，比亚迪就把宋定位为“全擎全动力”平台车
型，规划了燃油、双模、纯电等不同动力。前期上市的宋
盖世版（燃油车型）年销量已经达到了10万+，足以证明
宋平台的实力，也为宋DM/宋 EV300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比亚迪将宋平台的技术亮点及五星安全保障扩大到
整体，渗透到每一款不同动力的车型上。“三电”核心技术
是比亚迪的看家本领。宋DM和宋EV300，就是这项技
术日臻完善的产品。宋DM、宋EV300上市前，进行了
总里程超过100万公里的各种专业测试，给每一位用户

“百万公里”的信心与保障。
此外，两车还搭载了比亚迪独创的移动电站技术，实

现220V交流放电功能。通过随车的供电系统，能让用
户在远离城市的郊外，打电动麻将、吃火锅，甚至还可以
救助别的电动车，创造了全新的出行方式。

宋DM：20万级4.9秒疾速中级SUV

消费者买车时，只要一提到车的性能，首当其冲的就

是百公里加速，因此，在比亚迪的“542”黑科技（即百公
里加速小于5秒、全时四驱、百公里油耗小于2升）中，将
百公里加速小于5秒放在了首位。

而宋DM以1.5T涡轮增压发动机+前后电动机的动
力系统，最大功率333千瓦，峰值扭矩740牛·米的巅峰
动力性能，让宋DM在混动模式（HEV）下，实现了百公
里加速4.9秒逆天成绩。

这个性能指标有多强悍，可谓20万级最强性能车。
与此同时，宋DM搭载的全时电四驱技术，不仅适应

山路、雪地、沙地、涉水等全地形全路况，更重要的是，电
四驱的响应速度比机械四驱快十倍，能够及时有效地防
止爆胎、制动失灵、侧翻等突发危急状况，重新定义了行
车安全。

在用车成本上，与同级别的燃油车，刨除上面提到首
批1万名用户各1万元的电补外，宋DM同时还可享受减
免购置税、享受新能源车补贴以及超长的质保期，以5年
的用车期算，其成本也已经远远低于同级燃油车型了。

并且，宋DM的智能、互联配置更贴合年轻用户需
求。除了大家熟悉的CarPad多媒体系统、360°全景影
像、PM2.5绿净系统外，还增加了遥控驾驶功能以及智能
云服务。

比亚迪全新定价模式
将新能源实惠落地 消费者成最大受益者

如果买一台燃油车，每天行驶 50公里，一年行驶 1
万多公里，油费大概是1万元，5年就是5万元，这是一笔
非常大的开销；宋DM、宋EV300不仅定价超给力，比亚
迪还给予首批 1万名用户各 1万元的电费，能充 16600
度电，行驶超过8万公里，相当于5年开车行驶里程。宋
DM和宋EV300的上市，开启了一种“为客户考虑购车
用车费用”的全新定价模式。

拥有顶级动力性能、高端安全防护、越级车辆配置的
宋DM，成为国内 20万元级一款极具竞争力的 SUV产
品；同时，1万元用电补贴、减免购置税、新能源车补贴以
及超长质保等服务，也让宋DM成为这一价位中性价比
最高的SUV产品。拥有这些特质的宋DM，无疑是一个
划时代的精品国产车，也解决了消费者买得起而养不起
车的烦恼，其未来市场表现十分值得广大消费者期待。

日前，海马汽车携手河南电视台新农村频道《车舞飞
扬》栏目共同打造的“强动力SUV海马S5·寻找最美乡村”
第三季在周口淮阳太昊陵广场拉开帷幕。

今年，海马汽车携手河南电视台新农村频道、《车舞飞
扬》栏目举办“强动力 SUV海马 S5·寻找最美乡村”第三
季，历时5个月，走进15个地市，在传承中原优秀历史文明
的同时，力图在主流用户中强化“强动力”产品属性，进一
步提高品牌认知度。

海马S5强动力版，在延续海马S5虎鲨式造型基础上，
对动力总成及操控性能进行了全新调校与升级，动力表现
更强劲，外观造型更炫，智能配置提升，自由移动互联，是
海马汽车引领移动互联时代SUV消费潮流、满足80/90后
年轻用户“互联网+”时代时尚用车需求的又一经典力作。

“寻找最美乡村”系列活动，海马汽车一直以活力无
限、青春敢闯的势头，传扬中原悠久历史文化。 （赵薇）

近日，东风启辰携旗下最强明星阵容，以“新启辰，致
未来”主题亮相第十七届上海国际车。其中既有启辰T90、
启辰全新70系、启辰50家族等广受好评的热销车型，还有
晨风电动车，以及备受关注的启辰M50V等产品，为大家
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汽车文化盛宴。

作为东风启辰成立元年所推出的首款产品，启辰
M50V 成为展台的当红主角。定位于轿车级优享 7 座
MPV的启辰M50V，肩负着完善启辰产品布局和快速提
升启辰销量的双重使命。

在“互联网+”热潮高涨、主流消费群体加速年轻化的大
背景下，东风启辰准确把握市场脉搏，顺势推出惊艳智领
SUV——启辰T90，作为启辰品牌的旗舰车型闪耀全场。

七年来，启辰品牌始终坚守创业的初心，用追求卓越
的创造精神、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用户至上的服务精神
和整合创新的发展精神，锻造出“高品质国民车”的品牌口
碑。站在崭新的历史起点，东风启辰以更卓越的行动践行

“匠心匠品 与你同行”的品牌理念，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
富多元的移动汽车生活。 （朱庭延）

近日，长安福特，无尽越野，SUV试驾盛会，在咸
宁东方汽车谷顺利开展。

首先我们看到新福特翼虎经过起伏路面，这个路
面的中长度大约 80m，起伏坡五组，该障碍对车辆的
车身悬挂及车身整体抗震性、通过性都是一个巨大的
考验，新福特翼虎不负众望，轻松通过。

经过泥水洗礼过的福特SUV家族来到了整个场
地最后一个障碍，一个直径1m左右的炸弹坑，炸弹坑
也叫做炮弹坑，在通过的过程中，车辆会出现轮胎悬空
的状况，这对车辆的车身钢性及智能四驱分配有极高
的要求，如果车身钢性不够，车辆会发生异响，同时不
能打开车门和启动，四驱分配不够智能，会对车辆的通
过性产生影响，不能顺利的通过障碍，造成车辆的搁
置。所向披靡的福特SUV家族，顺利通过该障碍，完
成整个赛道的体验。

通过本次试驾，来宾对长安福特SUV动力、性能、
操作等方面都有了接触式的深入了解，并对长安福特
品牌有了更深的热爱，让我们期待下一次长安福特无
尽之旅SUV试驾会长沙站的到来，一起再一次一睹福
特SUV家族的风采！ （魏东）

5 月 7 日，由备胎好车主办，河南交通广播电台
FM104.1协办，为期两天的“备胎好车万人购车节——暨
首届二手车春季展销会”在惠济区省体育中心南广场圆满
落下帷幕。

备胎好车是由备胎控股集团为国内二手车经销商量
身订制的集二手车交易、金融、信息查询与分享、车商服务
等服务于一体的互联网平台。在全国拥有 200多家子公
司，员工规模超5000人，业务遍布全国一二三线城市，在
汽车金融服务领域名列前茅，是一家打造二手车全产业链
闭环的互联网平台。

备胎好车的CEO马月婵表示：随着本次备胎好车购车
节的圆满落幕，我们备胎好车分布于全国的200家子公司
都将学习郑州万人购车节的精神，无差异的城市继续举办
备胎好车二手车展，当地情况有差异的城市举办更贴切的
大型落地活动。一方面帮助现在加速发展的二手车市场
添油助力，另一方面是巩固我们备胎好车在全国的品牌基
础；更好地为车商朋友和消费者服务。 （刘宁）

5月6日，“驭速大师”——玛莎拉蒂全国驾驶体验
营郑州站正式拉开帷幕。郑州法利携玛莎拉蒂2017
最新全系车型，惊艳亮相元和试驾场地。

2017款总裁轿车绝非仅仅是在第六代总裁基础
上的小“变脸”，而是一次由内至外的革新——无论是
在车型外观、内饰风格、操控性能，和驾驶科技上，都更
加符合当今车主的审美品位和日常需求。

作为融合风格、性能、运动操控性和舒适性的非凡
之作，玛莎拉蒂Ghibli 轿车旨在将激动人心的驾驶乐
趣成为一种日常体验。两款 3.0升V6双涡轮增压汽
油发动机，可分别输出330马力和410马力的澎湃动
力。两款发动机均以超低燃耗输出强大扭矩，提供无
与伦比的澎湃动力性能。

作为玛莎拉蒂首款SUV面市，Levante集奢华气
质与冒险精神于一身，可提供无与伦比的舒适驾乘体
验，即使面对最极端的恶劣环境，仍然保持卓越性能。
Levante所有车型均配备八速变速箱、玛莎拉蒂精密
Q4智能四驱系统和扭矩控制系统，轻松实现酣畅淋漓
的驾驭快感。 （刘伟）

5月 7日，“狠角色 耀不凡”瑞虎7 SPORT鲁豫区域
上市发布会在郑州裕达国贸酒店盛大举办。

本次发布会的主角——自带“明星体质”的新一代
“SUV驾控专家”瑞虎7 SPORT，以全新运动时尚造型、世
界级动力总成和顶级主动安全配备三大优势，成功拿下

“跑男新座驾”的荣誉桂冠。
瑞虎7 SPORT外观上，H.D.S灵性动感水流车身，辅

以全新黑色钢琴烤漆进气格栅，凸显出别具一格的动感风
尚；霸气的双排气设计，以及同级最大的19寸双色全幅锋
刃式超大轮毂，彰显出瑞虎 7 SPORT超凡的驾控野心。
与外观相呼应，瑞虎7 SPORT采用全新酷黑内饰配色，进
一步提升车内质感和品位，打造运动气息的驾乘氛围。

不仅全系标配ESP电子车身稳定系统与HHS坡道辅
助系统，还提供了同级独树一帜的360度全方位行车监护系
统，包含了BSD盲点监测预警，LDW车道偏离预警，LCA
变道辅助，RCTA后方交叉碰撞预警等行业领先的四项顶
级主动安全配备，为驾乘者打造顶级安全呵护。 （任克）

5月 7日，“悦青春 享自我”——全新景逸S50全
国媒体试驾活动在桂林火热上演。

作为东风风行2.0时代的首款品质家轿，全新景逸
S50完美诠释了东风风行2.0时代产品所具备的高颜
值、高品质、高可靠的“三高”特征。

高颜值：每一次出发，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全新景逸S50车身比例和谐流畅，轮廓之美纤毫

毕现，前脸横向扁平化先进设计风格的运用，令整车品
质焕然一新，全新设计的进气格栅与前大灯融为一体，
令贯通式灵动前脸造型立体动感、层次分明。

高品质：于静中感受舒适质感 于动中感受卓越品质
全新景逸S50采用搪塑工艺全软化贯通设计的中

控台和全新悬浮式立体座舱，无论是在视觉，还是触感
上均得到了大幅提升，置身其中，让你感受更加舒适、放
松。软性材质仪表台，集成电子手刹、杯托以及储物格，
在满足储物功能的同时提升了内饰的品质与科技感。

高可靠：臻于至善 底盘调教、人性科技配置铸就
舒适体验

全新景逸S50在底盘配备和调教上进行多项优化
与平衡，与原沃尔沃底盘调校团队合作，在提升整车操
控性能的同时，打造完美的底盘操稳性能和舒适性。

（朱庭延）

5月 8日，在郑州日产中牟工厂新总装车间，随着一辆
棕色的纳瓦拉缓缓驶下生产线，郑州日产第100万辆整车
璀璨下线，同时也是高端SUV级皮卡纳瓦拉的正式下线。

100 万辆整车，是郑州日产坚持打造市场标杆的过
程。从一款皮卡到先后推出13款车型，从单一序列到涉足
皮卡、SUV、CDV三个领域，从NISSAN一个品牌到双品
牌发展，郑州日产先后跨越了5万台、10万台的台阶，成为
中国高端皮卡与越野型SUV的领军型企业。

下线仪式上，郑州日产首款“高端SUV级皮卡”纳瓦拉
同样引人注目。这是日产84年皮卡制造技术的巅峰之作，
是郑州日产24年高端皮卡合资制造经验的精华体现，延续
日产优秀品质基因，被誉为中国高端皮卡的新标准。

纳瓦拉是郑州日产品质传承和匠心坚守达到的新高
峰。以时尚霸气的外观设计，行业唯一的7AT变速箱，前
所未有的驾乘舒适性，是皮卡行业的新标杆。它为郑州日
产第100万辆整车画下了完美标记，同时为新阶段的品质
标杆之路确立了高起点。

当天，与会媒体还参观了郑州日产制造水平新标杆，
代表日产最高水平的新总装车间生产线，新总装车间国内

首创承载式车身与非承载式车身车型混流生产方式，是国
内第一条、世界第三条混流生产线，生产制造水平大幅提
升，更好地凸显了卓越的品质基因。

100万辆，是一个节点，更是一个起点。已经完成的产
品上市规划路线，将强力支持郑州日产中期事业计划的达
成。郑州日产也将用更有魅力的产品、更高品质的服务，
持续打造皮卡和越野型SUV新标杆。 （朱庭延）

日前，吉利汽车携旗下博瑞、博越、帝豪GS、帝豪GL
等 3.0精品车型，以及帝豪EV、帝豪 PHEV新能源汽车，
1.0TD、1.4T、1.8TD+7DCT、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器混动版
7DCTH等动力总成组成的强大阵容登陆上海车展。同
时，吉利汽车正式发布了全新 MPV 概念车，宣布进军
MPV市场。作为吉利“精品车发展战略”下诞生的首款全
球战略MPV车型，其造型采用吉利家族化的设计语言，时
尚新潮，稳重大气中不失动感。吉利MPV概念车的亮相，
也寓意着吉利汽车将进入MPV这个发展迅速的品类市
场，开创中国中高端智能精品MPV新蓝海。这款MPV概
念车由彼得霍布里领衔的国际团队设计，源于私人飞机的
整体设计灵感和演进后的吉利家族化设计语言相得益彰，
具有数字时代元素的科技感和未来感。

根据吉利的“20200战略”，吉利到2020年实现年产销
200万辆的目标，进入世界汽车企业前十强，成为最具竞争
力和受人尊敬的中国汽车品牌，MPV显然是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届时，吉利汽车将涵盖轿车、SUV、MPV、
跨界车等各品类，覆盖从A0到B级的各细分市场，满足不
同的市场定位及需求。 （李涛）

“强动力SUV海马S5·寻找最美乡村”
第三季隆重起航

随着汽车技术的发展，自动挡汽车逐渐成为主流，虽然
在驾照考试的过程中还是采用手动挡来考核一个学员的驾
驶水平，但是日常生活中很多新司机在通过考试后更多接
触的还是自动挡，手动挡怎么开或许都快忘记了，甚至很多
老司机也是一样。

自动挡后的车型一般情况下分为 P挡、R挡、D挡、N
挡，偶尔会有手自一体的变速箱还会有M挡或者S挡从而
为追求驾驶乐趣的车手去体验飙车的快感。其中这些挡位
的作用我就不多做解释了，相信很多新司机也应该知道，不
过我想大部分人或多或少都会疑惑几个问题，虽然这些问
题不知道也不会影响什么，不过我想大部分人一定都想过
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你是不是也中招了呢？

首先第一个问题，N挡到底有何用？
为什么会有这个疑问呢？或许很多人都知道，D挡是前

进挡，在行车的过程中，几乎一直用这个挡就可以，即使遇到
红绿灯需要停车，只要一直踩死刹车，不用换挡也是可以的，
或者直接P挡驻车，那这个N挡到底是干吗用的呢？为什么
要多此一举呢？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首先需要知道P挡和N挡的区别，
N挡比较好理解，就是手动挡对应的空挡，这个时候发动机
与变速器之间的动力切断分离，不过如果你去推车仍旧是
可以动的，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在斜坡上停车只是挂N挡
会发生溜车的原因。而 P挡虽然和N挡同样有空挡的作
用，不过P挡会多出一个锁止机构，会将变速器输出轴锁
止，这时如果去推车，会对变速箱的机械结构造成永久性损
坏，这也是为什么一定要在车辆停稳之后再挂P挡。

因此，N挡和P挡是不同的，那相对D挡可以脚踩刹车
临时停车，要N挡有必要么？其实是有必要的，D挡是前进
挡，即使脚踩刹车停住了，但仍旧会一直卡住变速箱，不宜
过长时间，正确的临时停车方式应当是，时间长的话挂N
挡，拉起驻车手刹从而可以歇脚；时间短的话，挂N挡，脚踩
刹车防止溜车。这样做不仅对机械机构有好处，同时也有
省油的作用，相信你会更喜欢选在N挡。

第二个问题，就是停车的时候应该先挂P挡还是先拉
手刹再挂P挡呢？

这个问题或许很多人并没有想到过，甚至大家会养成

一种自己的习惯，每天都在重复着相同的顺序，并没有感觉
有任何不妥。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在过去曾经探讨过一段时
间，甚至说“停车先挂P挡等于毁车”，当时也有一些专业人
士的总结结论是：踩死刹车停稳后，挂N挡，拉其手刹，最后
挂P挡完成整个流程。

我想其实有很多人会下意识的在车辆停稳后直接从D
挡挂到P挡，最后拉起手刹。但是前面提到P挡的作用，是
在空挡的基础上多出一个变速箱锁止作用，也就是有一个
钢爪卡住了齿轮，如果踩死刹车后，车辆虽然不动了，但是
很可能松开自由的情况下会需要些许的活动才能重新停
稳，这时如果直接挂P挡，很可能就会让钢爪在停车的时候
一直处于吃力状态，时间长了会松动导致变速箱损坏。但
是如果先拉手刹，让手刹去吃力，再挂P挡，就不会对变速
箱有任何吃力而导致的损坏。

随着汽车技术的进步，驾驶者需要考虑的问题越来越
少，甚至当未来自动驾驶实现之后都不需要驾驶者了，不过
就现阶段而言，科技依旧是辅助作用，我们需要合理地利用
技术成果才能达到更好的生活状态。 （郭阳）

自动挡汽车的N挡有用么？

蓄势待发
东风启辰携最强阵容首秀上海车展

“备胎好车”
郑州万人购车节圆满落幕

吉利MPV概念车
上海车展全球首发亮相

试乘试驾

纵享驾驭 心自驰骋
2017玛莎拉蒂全国驾驶体验营（郑州站）一触即发

纳瓦拉定义皮卡新标杆
郑州日产第100万辆整车璀璨下线

随心远行
与全新景逸S50一起邂逅桂林山水

“狠角色 耀不凡”
瑞虎7 SPORT奔跑上市

福特SUV家族总动员
尽享无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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