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6月29日 责编史歌 美编季枫 邮箱 dhbrcb@126.com汽车试驾 AⅡ·04

广汽三菱
欧蓝德荣耀版郑州交车

□记者 祁驿

很多车主买了车后并不
经常开，将自己的汽车长期停
放，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的
行为。对于此种情况，汽车业
内人士表示，长期停放对汽车
的危害很大，汽车故障率会相
当高。

车子放地下停车场两周
没开，再去开时，发现打不着
火了。郑州的李先生在咨询
4S店工作人员后才知道，是
由于停放时间太久，蓄电池没
电了，从而导致车辆无法正常
启动。对此，郑州一汽车业内
人士介绍，现在汽车上用的一
般是铅酸蓄电池，其特点是一
旦汽车停驶就会产生自放
电。在正常条件下，蓄电池每
昼夜自放电可使其电量下降
1%以上。更严重的是，蓄电
池长期自放电后，极板表面产
生硫化物，将影响蓄电池再充
电的效果，最终令蓄电池提前
报废。

车子长时间停放，不但对
蓄电池不好，还会影响行车安
全。河南旭龙别克4S店技术
经理冯卫星介绍，这样会对刹
车系统造成锈蚀，轮胎也会变
形。车辆长时间停驶，轮胎就
会在一侧被长时间压迫，从而

可能导致产生不可逆的形变，
使轮胎四周的重量分布发生
变化，滚动半径不均匀造成轮
胎不平衡。一旦汽车进入高
速行驶后，就会发生车身抖动
难以控制，除了加速轮胎损
耗，也给行车安全带来隐患。

油封老化也是危害之一，
由于汽车长时间停放，让油封
四周的接触受力总是不均匀
的。受力大的方向，油封变量
就大；车辆停驶时间越长，其
变量就越不易恢复，直到油封
发生永久变形，这样非常容易
漏油。冯卫星提醒，此外，还
需要注意的是，长期停放容易
导致汽车的电子元件出故
障。汽车电子元件及连接件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要防
水、防潮和防腐蚀，否则就会
引发故障。而停驶车辆的电
子元件或插线接头，受潮的可
能性会大大增加，并且停驶时
间越长，发生故障的概率就越
高。

所以，如果没有特殊的原
因，最好不要让车辆停放超过
半个月，最好让车辆隔一段时
间就行驶一段距离，保证各个
系统的正常运转。而一旦长
时间停放，则需要在使用前进
行保养和检查，才能确保安全
正常使用。

□记者 史歌

6月22日~6月23日，“奔跑
吧 瑞虎7 我是车手挑战营”活
动在郑州登封正式开启，奇瑞汽
车营销公司总监方杨先生、奇瑞
汽车营销公司鲁豫大区总经理
高飞先生与30多家一线媒体齐
聚现场，携手共同见证这一精彩
时刻。本次“挑战营”是瑞虎7
SPORT为挑战潜能、超越极限
的年轻消费群体倾力打造的产
品体验平台。

瑞虎 7 SPORT，自 4月 17
日上市以来，凭借全新运动时尚
造型、世界级动力总成及顶级主
动安全配备三大优势，成功赢得
年轻消费群体的青睐，并成为新
一季“跑男”座驾。

瑞虎7 SPORT在造型设计
的每一处细节上都精雕细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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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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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速跃动的车身线
条，像一艘快艇在水面划出优美
水波，尾部的矩阵式LED尾灯采
用虎爪式仿生设计，完美呈现忠
于纯粹的设计美学。瑞虎 7
SPORT首次采用世界级动力总
成，全新1.5T+DCT经济性最强
劲高效动力组合，百公里加速仅
10.2 秒，百公里油耗仅6.3L，动
力与平顺性兼顾，完美平衡了动
力性和经济性。本次“挑战营”
分为道路驾驶和场地试驾，通过

对瑞虎7 SPORT操控能力、制
动能力及速度表现等方面进行
挑 战 ，全 面 展 现 了 瑞 虎 7
SPORT出色的底盘调校以及动
力总成搭配。在长距离的试驾
体验中，瑞虎7 SPORT所配备
的 LDW 车道偏离预警系统、
LCA变道辅助系统，给人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在变道超车时能够
为驾驶者提供更多的检测与预
警提示，让驾驶者在享受驾控快
感的同时，更添安心。

□记者 解元利

6月 24日，别克“强者U乐
园”郑州站活动在锦艺城广场开
启，飞驰、激情、云霄、刺激……
这些本应用来形容过山车的词
语，却被别克SUV昂科威一一印
证。

“强者U乐园”是别克为旗
下SUV车型昂科威全新打造的

试驾展具：10米国内第一高度，
41°国内第一陡峭 U 形悬崖
谷。现场工作人员驾驶昂科威
从弯道一端顶部呼啸而下，在到
达底部后停顿10余秒，然后加速
一跃冲到弯道顶部的另一端。

昂科威在U形弯上如履平
地，得益于其配备的坡道辅助系
统，该系统能防止车辆在坡道驻
车或起步时发生溜坡的可能，昂

科威在41°的斜坡上能够持续
保持静止状态，配备的HSA坡
道辅助系统仍可正常工作。另
外，不得不提的是昂科威采用的
全新一代2.0T直喷涡轮增压发
动机，可输出191kW最大额定
功率和353N·m最大扭矩。匹
配全新6速DSS智能启停变速
箱，完美驾驭10米高41°倾斜
角的U形弯谷。

□记者 解元利

个性化的造型设计令很多
人对 MINI 情有独钟。日前
MINI推出了全新一代COUN-
TRYMAN，基于宝马UKL平台
所打造，这款车从外至内进行了
全面升级。作为MINI中的“硬
汉”，全新一代COUNTRYMAN
有着怎样的驾乘表现呢？记者
有幸对其进行了一番深度试驾
体验。

相较于MINI家族的其他车

型，COUNTRYMAN应该算是
最MAN的一款车型。全新一代
COUNTRYMAN采用最新的家
族式设计元素，蜂窝状的进气格
栅让新车显得更为年轻运动。
内饰方面沿用了其经典的设计，
圆形和圆角四边形依旧在中控
台唱主旋律，多种颜色的氛围
灯、飞机拨杆式按键、HUD抬头
显示和iDrive系统的设计，让整
体内饰充满科幻元素。

全新一代COUNTRYMAN
提供了1.5T三缸和2.0T四缸两

款发动机。本次试驾的车型为
2.0T车型，匹配8速手自一体变
速箱，在排挡杆的后方亦有
Sport、Green 等行车模式可供
切换，当切换到Sport 模式时，
这款个性小车就变身为小猛
兽，引擎的咆哮声浪传入耳膜，
强力的推背感随之而来，让人
忍不住热血澎湃。值得一提的
是，COUNTRYMAN拥有的全
新ALL4智能四驱系统，能快速
应对路况变化，精确分配驱动
力。

□记者 祁驿 实习生 田昊

6 月 24日，东风日产SUV
家族全境挑战赛在郑州越无止
境穿越基地拉开帷幕。挑战赛
运用专业的越野场地，真实模拟
冰川、山林、沙漠等六大极限场
景，尽显日产SUV家族勇于挑
战的精神。

东风日产华中一区市场经
理张晏齐女士出席了本次活动

并介绍道：“2016年举办的‘全境
挑战赛’，首次登陆全国重点16
城，近万人次的消费者深度体验
了 SUV 全系产品的魅力。今
年，NISSAN全境挑战赛第二季
重磅开启，全新升级的赛道，能
为消费者带来更富激情和挑战
的SUV体验。”

通过“勇者之弯、极限飞跃、
月球登陆”等一系列的高难度挑
战，日产SUV家族扎实的底盘

和充足的动力以及优秀的通过
性全部得以体现。

除了日产SUV家族的试驾
挑战之外，活动现场还特别设
置了少年卡丁车比赛环节。经
过交通知识培训后，穿戴整齐
的小赛车手正式进入赛道开始
近距离接触卡丁车，在教练的
陪同下进行愉快的卡丁体验之
旅。

□记者 刘婷婷

6 月 24日晚，河南财经
政法大学校园内如一片荧光
闪烁的海洋，海马汽车＆苏
宁易购“强动力 跑出趣”青
春荧光跑郑州站活动在此进
行。

活动现场，海马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海权表示，
海马汽车携手苏宁易购，共同
开展此次活动，是希望通过年
轻人喜欢的形式，对话年轻
人，影响年轻人，传递青春正
能量。与此同时，海马S5强
动力版＆海马S5 Young也
闪亮登场，与参与荧光跑的选

手们来了一次亲密接触。海
马S5强动力版，搭载1.5T涡
轮增压发动机，“前麦弗逊+
后五连杆”独立悬架，配以专
业运动底盘，使整车运动性能
卓越；海马S5 Young则沿袭
家族化经典虎鲨设计风格，总
面积达1.07平方米的全景天
窗，为整车增添了无限青春活
力气质和浪漫格调。

值得一提的是，海马汽车
郑州基地特意为本次活动推
出了专享购车福利。6月10
日至30日，登录苏宁易购平
台选购海马S5强动力版、海
马S5 Young，即可享受多项
购车福利。

□记者 史歌

6月24日，主题为“燃动
我心，欧蓝德”的广汽三菱荣
耀交车仪式在郑州体育中心
激情开场，与此同时北京、广
州、济南、石家庄、西安、长
沙、武汉、厦门、成都、昆明、
苏州、沈阳、长春等城市亦陆
续上演欧蓝德百车列队巡游
的重磅“大片”。

随着SUV市场的发展，
17万已成为主流合资SUV
乃至B级车2.0L市场的“黄
金消费线”，A级车的顶配、B
级车主销车型、紧凑型SUV

都处在这一价格带上。面对
这块“必争之地”，为了更全
面地满足消费者日益多元的
需求，欧蓝德2.0L荣耀版应
运而生，自6月10日全国火
爆上市以来吸粉无数，赢得
一众粉丝青睐。欧蓝德荣耀
版将延续产品力强、高性价
比的优势，领跑两驱SUV市
场。欧蓝德荣耀版“价格、配
置”两手抓，在2.0L风尚版的
基础上，升级多达16项主流
配置以及 14 处内饰，将以

“全、驾、值”的产品优势刷新
17万元全驾值都市SUV价
值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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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不是收藏品
长时间停放危害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