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 活动

十万公里不间断考验
见证全新启辰 D60 高品质
□记者 解元利

“10 万公里不间断”挑战，见证可靠品质
以来全新启辰 D60 就凭借着智联科技、超
级空间和高颜值等备受各界关注，订单也
是如雪花一般纷至沓来，更是达到了上市
即脱销，
零库存的惊人业绩。
十万公里不间断也就意味着发动机将
至少连续工作 1500 个小时，这对于新车的
发动机和变速箱都有着非常严苛的要求。
全新启辰 D60 采用的全面升级的 HR16
1.6L发动机匹配日产全新调校的XTRONIC CVT 变速箱，
不仅有着出色经济性和动
力表现，
更在这次
“10万公里不间断”
挑战活
动中让人们见证了其高品质的表现。

全价值链体系，为高品质保驾护航
“10 万公里不间断，全新启辰 D60
品质大挑战”活动，见证了全新启辰 D60
的高品质。作为赢得消费者信任的最重
要的指标高品质，也是驱动品牌向前发
展的助推器，多年来，东风启辰全价值链
体系建设都是围绕“品质启辰”展开，这
也为企业今年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强大的
动力和支撑。
东风启辰拥有全球供应商体系，与
日产新轩逸共线生产，采用合资品质标

别克 GL6 上市便领跑细分市场——

通用 1.3TEcotec 发动机：
用实力打破质疑
□记者 解元利

十万公里有多长——相当于绕
地球 2 圈半、绕国界线 4 圈半。一辆
车行驶 10 万公里不算什么，但 100
天不间断行驶 10 万公里，那无疑是
对车辆品质和可靠性的巨大挑战。
日前，
“10 万公里不间断，全新启辰
D60 品质大挑战”活动不仅以事实再
次见证了东风启辰对于“高品质”矢
志不渝的追求，更让消费者充分领略
到了启辰的产品力和质量保障。

自 9 月 11 日从北京出发，全新启辰
D60 经过太原，重庆，广州，长沙，武汉，
杭州，青岛，又再次回到北京。从夏季
到冬季，各种路段，各种环境，除去日常
的必备保养，挑战用车全程无休。100
天不间断行驶，24 小时不间断直播呈
现，全新启辰 D60 在这勇敢的征途中赢
得了品牌与销量的双丰收。
作为品牌 7 周年的标杆作品，全新
启辰 D60 不仅是启辰品牌首款启用全
新 LOGO 的车型，更是东风启辰品牌向
上的全新智联车型。自 11 月 2 日上市

AⅡ·04

2017 年 12 月 28 日 责编 史歌 美编 冯帅 邮箱 dhbrcb@126.com

准，从零件进厂到整车出厂，每一辆启辰
汽车都要经过 1697 道质量检验工序的重
重把关，
为高品质提供坚实的保障。
事实上，
东风启辰成立之初，
在构建品
牌金字塔的时候，品质已经开始刻入品牌
DNA 当中。10 万公里不间断的考验，
挑战
了品质极限，全方位展示出全新启辰 D60
的产品实力，这无疑将直接推动东风启辰
高口碑的积累，
高销量的转化，
使东风启辰
逐渐占领市场，
成为主流高端自主品牌。

核心提示 | 上市一个半月销量
即破万台，11 月更以 6896 台的
销量登顶细分市场销量排行榜，
全新高档中型 MPV 别克 GL6
甫一上市即在车市开创了新的
格局。从上市之初曾因“三缸动
力”被质疑到如今销量节节攀升
引领行业细分市场，别克 GL6 用
实力打破质疑，其搭载的通用全
新 一 代 1.3TEcotec 双 喷 射 涡
轮增压发动机以出色的性能表
现，正赢得越来越多消费者的接
受与认可。

劲头足还省油
在不断趋严的油耗标准法规的要求
之下，小排量涡轮化已成大趋势。通用
汽车整合全球优势资源打造的一款小排
量 高 效 智 能 发 动 机 —— 全 新 一 代
1.3TEcotec 双喷射涡轮增压发动机，就
搭载在了别克 GL6 身上。
尽管这款 1.3T 发动机是三缸发动机，
但其可输出最大120kW/230N·m的充沛
动力，
综合工况百公里油耗仅为5.8L，
实现

了高效的动力与优秀的燃油经济性。同
时，其采用了平衡轴设计，增加了减震器
等，
都有效减小了发动机在运转过程中的
震动。在实际测试中，
记者在车身上放置
了一瓶矿泉水，
在怠速的情况下，
水瓶里的
水面很平静，
没有水波纹。在实际驾驶过
程中，
这台1.3T三缸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的平顺度表现和四缸发动机基本无异，
就
连怠速状态下的抖动也并不明显。

一如既往的静谧
别克车的优秀静音性能有口皆
碑，GL6 延续了别克车型引以为傲的车
厢静音效果。在噪声方面，如果不是大
脚油门或者全油门加速，GL6 所搭载的
这台 1.3T 发动机在分贝值和声音特性
方面与四缸小排量发动机几乎感受不
到太大的差异。在中低速状态时车内
基本没有多余的杂音，即便是在高速上
巡航时，传入到车内的风噪和路噪也不
多。
这得益于全新一代 1.3TEcotec 双

喷射涡轮增压发动机采用了 12 大静音减
振核心技术，通过精密的结构布局和先
进的整体声学设计、优化运转振动等方
式，降低了空气流动噪音和结构噪音，从
而达到出色的静音水准。
作为别克深化家用车市场布局的战
略产品，别克 GL6 凭借着可靠的高效动
力、出色的静音降噪以及“2+2+2”六座
布局的灵活空间、智能科技等，满足新生
代大家庭多乘员、多用途的出行需求，也
因此迅速赢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

车上粘玩偶:拉风但不安全
□记者 耿子腾

核心提示：最近记者注意到，在郑州街头一些私家车车顶或者车尾多了一些个性的玩偶，有蜘蛛侠、超人、蝙蝠侠、小黄人等，
甚是醒目。不少车主见状纷纷效仿，渐成风潮，甚至在类似 GL8 这样的商务车车顶记者也都见到粘有玩偶小人。粘上这样的玩
偶的确能满足不少车主好看好玩的心理，不过如此做法不仅不安全，而且违法，并不提倡车友们效仿。

粘在车顶牢靠吗？
由于玩偶安装简单，只是靠胶粘在
车顶，很多车主疑惑玩偶是否会跑掉。
淘宝店家告诉记者：玩偶的底座用的都
是 3M 亚克力胶，不伤车漆，粘在车顶或
者车尾上都没问题。新装上的胶黏性还
不是很强，最好过一天等胶凝固了再动
车，真要开车的话车速不要太快。另外，
因为玩偶有尺寸大小之分，大个的玩偶
装在车顶虽然会更好看更醒目，但是风
阻也会更大。尺寸在 20 厘米以内的玩偶
车速不超过 120km/h 一般没问题，超过
20 厘 米 车 速 最 好 不 要 超 过 100km/h。
所以说，如果车速过快或者遇上大风天
气就有可能被刮掉。

花上几十元就能“显个性”
90 后郑州车主小任对记者说：前不
久看到朋友的车上粘了这样的玩偶就很
好奇，为了让自己的车在路上也能拉风
一些，就跟朋友打听哪里能买到。后来
在淘宝上花了几十元就买到了这样的玩
偶。相比动辄就要花上千百元的改装车
而言，这样安装简单又好玩的小装饰显
然更受年轻车主的青睐。
记者在淘宝上输入“车顶装饰”几个
字，就弹出了七八条关于玩偶的搜索。
类似这样的装饰大大小小种类繁多，有

动漫人物、电影中的超级英雄、天线装饰
球等，而这些车主仅仅花上几十元就能
买到。一些物美价廉的商家销量也很是
可观，
生意好的能达到过万。
不少车主也跟记者反映说：路上经
常能见到车顶装饰得五花八门个性十足
的私家车，像高尔夫、Smart、Mini 这些
个性小车都是热门装饰车型。遇到好看
的玩偶还会靠近多看几眼。但是遇上大
风或者跑高速就得离这些车远一点了，
总担心这么大物件粘不牢。

在买家的评论留言中，记者看到有
买家反映质量问题，要么是没用两天就
不粘了，要么就是粘在车尾不知道什么
时候就跑掉了。从事汽车装饰销售的易
老板告诉记者，车身上的配件不宜太大，
由于价格不同，胶的质量也参差不齐，难
免会有些黏性差的情况。还有些玩偶配
件采用的是塑料卡口设计，特别现在寒
冷的冬季，低温很容易就导致塑料件变
脆，影响硬度。此外，如果遇上雨雪天
气，棉绒制品的玩偶具有吸水性，一旦结
冰变重更有脱落的风险。之前就有车主
加装的天线装饰，一场大雪过后压弯了
车顶天线。

美了自己危害他人
这些装饰玩偶造型夸张，在路上比
玩偶装饰造成了车身外观的改变。根据
较引人注目。有些车主为了多看两眼，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
就容易被分散注意力，导致追尾事故的
六条规定，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
发生。同时，安装在车外的装饰在路上
构、构造或者特征，都属于违法行为。虽
行驶会有掉落的风险，对周边行驶的车
然很多年轻车主会觉得粘上这样的玩偶
辆安全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
个性又拉风，但在行驶过程中确实存在
高速路上一旦掉落，有可能引起更为严
安全隐患，所以按规定不允许私自在车
重的后果。
身外部加装配饰，已经安装的应当尽早
交警提醒，装在车顶或者车身上的
拆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