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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
人靠衣装 车靠保养

对爱车之人而言，车不仅是代
步工具，同时也是一位不可或缺的
家庭伙伴。所以若想把这位“大伙
伴”照顾好，让它“少生病”，不下点
功夫怎么行？

照顾爱车，保养是关键。记者
走访了海口市青年路多家汽修店了
解到，正常保养周期一般为5000公
里至10000公里，用完头几回免费
保养后，车主下期保养时一般都选
择就近到汽修店进行，因为这比去
4S店更实惠、更便捷。也有细心的
车主发现，保养时要完成更换机油、
机芯、滤清器以及清洗节气门等多
个步骤，如何避免花“冤枉钱”和“过
度维修”就成了大难题。

不过如今只要输入车型、车龄、
行驶公里数，“汽车超人”App就能
帮车主估算出保养所需的项目和费
用，同时提供机油、轮胎包邮直购，
替车主节省了不少时间和费用。如
果心存疑虑，车主也可通过“汽车美
容养护”App直接购买到新车除
味、车漆保护等服务，了解汽车保
养、维修和美容小知识，杜绝再花

“冤枉钱”。此外，虽然目前像“呱呱
洗车”“快洗车”“车点点”等一众提
供上门洗车、喷漆、道路救援等服务
的App还未覆盖到海南，但记者相
信在不久后海南车主一定也能享受
到这些软件带来的上述便利服务。

食
油耗门清 分类更精

8 月 19 日海南成品油价上
涨，让92号汽油重回7元时代，意
味着“口粮”更金贵了，也意味着
爱车“每顿饭要吃多少？”“吃完能
够跑多远？”两大问题受到更多海
南车主的关注。

为此，记者特意安装了几款
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油耗计算
App。其中界面最为整洁质朴的
是“油耗通”，只需每次在加油时
输入油量、油价、行驶公里等数
据，便能从主界面直观地看到爱
车在本周、本月和本季度的总加
油金额、总加油升数、百公里油耗
升数和每公里消耗的油费等，美
中不足的是未配备数据曲线图，
车主无法掌握各时段的油耗变化
规律。

另一款“小熊油耗”在分类
上十分细致，甚至存储了每次加
油的原因和加油站等具体信息，
但也因此要输入大量数据、操作
过于繁琐，该App更适合耐心、
仔细的女性车主。“天使油耗”
App 则兼具了前两者的优点，
既可选择快速、简便地记录加油
数据，也可选择详细填写，同时
配有曲线趋势图，但比较“鸡
肋”的是该 App 无法输入系统
日期前的油耗数据，使补填信息
失去可能。

住
轻轻一点 停车不愁

如今开车难，停车更难。有着
15年驾龄的李师傅告诉记者：“偏偏
最着急办事、接人的时候就总找不
着停车位，一冒险停在路边就可能
被贴条，真是有苦难言。”作为滴滴
司机，李师傅认为：“有需求就有市
场，眼下和停车有关的手机软件越
出越多，就是为了帮助人们特别是
我们网约车司机解决“抢车位”“找
车位”“记车位”等等难题的。”

首先从iPhone手机的内置地
图中，车主便可查询到周边停车场
的位置，但由于地图信息比较滞
后，可能会出现部分停车场未显
示、不对外公开等情况。而将手机
升级至iOS 10（苹果公司开发的
第10代移动操作系统）的车主会
惊喜地发现，自己在停车场下车时
iPhone手机会自动记录车辆的停
放地点，使得车主返回停车场找车
时更加方便。

这点上“PP停车”App则是
在主界面上显示车主拍下的停车
场照片或二维码，根据这些内容
寻找爱车的停放位置；同时该
App还提供各个停车场的免费或
收费信息，支持扫描二维码缴纳
停车费等；此外它还用绿、黄、红
三种颜色来标注场内车位的剩余
数量和紧张程度，方便车主提前
规划行驶路线。

如何保护汽车底盘
底盘相对汽车的外观内饰而言，确实比较

容易被车主忽略掉，毕竟也没谁有事没事都爬
到车底下去瞄底盘对吧，可是往往等到底盘真
的受损出问题并且影响到日常操控时，问题已
经比较严重了。

路面情况向来复杂多变，很多时候车主在驾
驶过程中很难做得“面面俱到”，一不留神就发生
底盘蹭底托底之类的情况，较为多见。加之近期
的雨水较多，很容易造成底盘被腐蚀的情况。

所以还是建议车友，要给爱车的底盘装上
个保护装置——“底盘装甲”，同时排查下有没
安装了发动机护板，有些经济型轿车可能为了
节省成本而不会在发动机和变速箱下安装保护
装置。

“底盘装甲”听起来可能会让人以为是加装
了一套盔甲上去，其实它只是在汽车底盘下面
喷涂上一层2-4毫米厚的弹性密封材料，这也
被称“底盘封塑”。

“底盘装甲”的作用

防砂石 可以有效防护路面砂石的“冲
击”，轻微的托底摩擦完全不用担心；

防腐蚀 可以预防酸、碱、盐等物质对底盘
的腐蚀，就算是进“醋坛子”都不用担心了；

防松脱 可以防止底盘螺丝松脱，不然万
一在颠簸路面掉了一两颗螺丝，问题就来了；

防震 发动机、车轮均固定在汽车底盘上，
它们的震动在某一频率上会与底板产生共鸣而
震动，加了“装甲”后能消除一定的震动共鸣；

隔音降噪 可以降低行驶时噪音的传导，
很多底盘较差的车一般风噪和胎噪声都比较
大，选择材料较好的“底盘装甲”，能相对提高隔
音效果；

隔热 可以阻止底盘铁板热传导，使驾驶
室内冬暖夏凉。

防托底 当底盘被路面突起的地方刮蹭
时，底盘装甲能减轻突起物对底盘的伤害。

（金羊）

车·窍门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
未来呈五大趋势

未来30年中国汽车产业链及产品将面临
重大挑战和变革，人们的用车生活、汽车产业模
式也将随之改变。

第一电动网24日称，目前人类能源、环境、
安全等问题日益显著，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的特
征正初现端倪，预计未来中国汽车产业将呈现
五大发展趋势。

首先是电动化：新能源电动车及充电桩的
全面普及。目前新能源电动汽车已开始普及，
到2016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有望达到60万
辆。

预计2050年，一线城市绕城内将不再有
传统燃油车行驶，取而代之的将是拥有清洁能
源且零排放的新能源电动汽车。到2050年，
为保证电动汽车的畅行，所有街道边、停车场
等公共停放车辆的场所将全部配置无线充电
的设施，高速公路将成为沿路无线充电覆盖的
大通道。

其次是动力电池技术提升：续航能力增
强。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关键，预
测未来随着技术的提升，电池使用的高效率
以及环保化将成为新能源电动车的主要发展
方向。

第三是未来技术进步：轻量化、智能化、环
保化。轻量化是电动汽车技术发展的方向，到
2050年，随着技术及新材料的进一步突破和发
展，汽车“用料”会在保证车身强度的同时，车身
重量更轻。智能化是指从ADAS（先进驾驶辅
助系统）到无人驾驶。环保化指的是车身材料
可回收。

第四是汽车共享成为主流：如今滴滴、优步
等的出现极大刺激了中国汽车运营端的变革，
汽车共享可用更少的车搭载更多的人，同时拯
救城市交通。35年后，随着技术的进一步更
新，车辆建立在车联网定位基础上，汽车分享将
成为人们用车生活的主要形态。

第五是汽车业态：新兴汽车科技成为主
力。到2050年，汽车产业结构也将迎来翻天覆
地的变化，汽车的设计研发、制造、运营等环节
将高度集中在新型且少数的几大集团中，而这
些新型的集团也将整合资源，运用新思维打通
汽车产业各个端口，变革汽车产业体系。

（中新）

8月28日，“中级家享SUV”吉
利远景SUV百城万辆上市交车暨
幸福助学行动启动仪式在北京、成
都、广州等全国百个城市同步举
行。新车共2种排量6款车型，售
价区间为7.49-10.19万元。上市
当天，首批万辆崭新的远景SUV正
式交付用户，展现出远景SUV上市
即热销的火热开局。此外，吉利当
天还启动了远景SUV幸福助学行
动，资助100名贫困学生实现大学
梦，将远景SUV承载的幸福、温暖
和责任传递给社会。

上市当天，吉利汽车启动了远
景SUV幸福助学公益行动，资助全
国100位贫困大学生，帮助他们解
决资金困难，最终完成学业。此外
广大车主、员工和媒体朋友们也通
过社交媒体平台参与到“你我的远
景 你我的幸福”捐资助学行动中
来，和吉利汽车一起，帮助这一百名
学生实现大学梦。

此次资助100名贫困大学生只
是吉利控股集团开展的“吉利精准
扶贫项目”的一小部分。未来5年，
吉利集团将从教育扶贫、就业扶贫、
产业扶贫、特产扶贫四个方面入手
推进精准扶贫，投入超过3亿元资
金，帮助贵州、四川、陕西、河北、浙
江等五省约12000个贫困家庭脱
贫，主要是资助他们的子女完成大
学或职业技术教育学业，助他们实
现未来人生的“幸福远景”。

吉利汽车集团总裁、CEO安聪
慧表示：“我们深知吉利汽车的每一
步成长离不开用户和社会各界的关
心和支持。吉利集团在三十年的发
展历程中始终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实现企业
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当主题服装、涂鸦、行为艺术、舞
蹈、跑酷、改装车碰撞在一起，将会产
生怎样的火花？他们之间又有怎样千
丝万缕的联系？最终又将呈现出多么
震撼人心的效果？8月26-27日，雪
佛兰华南全新科鲁兹秀在广州之窗盛
大上演。一股跨界时尚风潮席卷整个
华南，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新车发布会，
而是一场汽车圈的“维密”盛宴。

7年前，当科鲁兹第一次正式进
入中国，给单调乏味的A级车市场带
来了一股美国文化的清流，而本次雪
佛兰华南全新科鲁兹秀，则是一场充
满时尚潮流元素的跨界T台秀。

除了时装和涂鸦，行为艺术、现
代舞、跑酷等潮流元素也在雪佛兰华
南全新科鲁兹秀上悉数登场。没有
主持人的T台上，灯光随着音乐翻飞
变幻，模特、演员、涂鸦车穿梭其中，

这是一场秀，更是一场时尚Party。
当下的年轻人乐于接受并不断尝试
新鲜事物，他们对于时尚潮流总是充
满着好奇，所以这些年轻人总是在追
逐潮流，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引领
潮流，他们才是“热爱、梦想、行动、分
享”的绝佳代言人。

近年来，追求个性的车主们不断
涌现，他们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来改装
自己的科鲁兹，彰显自己的个性与态
度。还记得全新科鲁兹改装方案招
募活动吗？当初的优胜方案现在已
经变成了现实。酷炫的车身颜色谋
杀了无数的眼光和相机快门，低矮的
车身和更宽的轮距让行驶更加稳
定。车早已超越了“代步工具”的定
义，它更是车主们表达个性的载体，
改装则是车主们表现自我的最好方
式。但改装绝不等同于飙车，安全驾

驶才是不变的真理。
直到雪佛兰华南全新科鲁兹秀

的最后关头，神秘嘉宾终于浮出水
面，香港明星方力申乘坐亲自参与改
装设计的全新科鲁兹闪耀登场。对
于全新科鲁兹，方力申也给出了自己

的看法：“这是一款很潮的车型，适合
追求时尚的车主，在改装这款车时，
我也加入了自己对于时尚潮流的理
解，希望将这款车变得更加特别。把
路交给全新科鲁兹！把全新科鲁兹
交给我！”

It’s show time！这里有场汽车圈的“维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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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导航直达 违章立查

“选定目的地”“规划行驶路线”
“开始驾驶”是人们使用导航最常见
的三个步骤，但今年刚考取驾照的
陈默荣坦言，作为一个新司机，他对
导航的要求绝不仅限于此：“驾驶途
中如果临时有事，或者要去接个朋
友，原定的路线不得不改变，就得靠
边停车或者让副驾驶人员帮忙调整
导航。”这时导航的重新规划能力和
操作流程便显得尤为重要：操作越
简单、规划速度越快、线路越合理，
就能越好地避免进错车道、驶过高
速路匝道等麻烦，同时也能少分散
边驾驶边调导航的司机注意力，尽
量减少行车隐患。

经过对比，记者发现这类App
中“百度导航”的地图信息更新最
快，定位最准，尤其是它在重新规划
行驶路线时耗时最短，路线也相对
智能，但对新建路桥的路线分析能
力仍待提高；“凯立德导航”可与多
款汽车原装导航对应，通过在查询
位置代码输入到车载导航，可帮助
版本较旧的车载导航找到新增的位
置；“导航狗”则可以通过点击屏幕
设置目的地，在线路的选择上更丰
富多样。

让陈默荣最为困惑的是另一种
App：“如今查询违章记录，软件时
效性不一、有违章刷不出等问题着
实让新手们头疼。”记者随即下载了
交管部门的官方App“12123”，虽
然查询结果十分权威，但目前该
App只允许持有海口、三亚和儋州
牌照的车主注册，持有琼C、琼E车
牌的海南车主还需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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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五十铃瑞迈加长货厢版即将上市
作为主打实用性、可靠性皮卡车

型的代表，江西五十铃将再度奉上重
磅车型——瑞迈加长货厢版。

此次将上市的瑞迈加长货厢版相
比普通版车型加长了285mm，与D-

MAX同平台打造，采用相同的高刚
性、高强度底盘，配合双横臂螺旋独立
悬架/钢板弹簧非独立悬架，使车辆具
备可靠的高通过性和行驶稳定性；源
自日本五十铃的成熟技术使发动机实

现了澎湃动力和低油耗、低噪音的完
美融合；主被动安全配置则使车辆在
安全性上充分满足了消费者需求。

据近几年皮卡市场数据显示，长
货厢型皮卡的市场比重呈逐年递增

趋势，且随着皮卡解禁等一系列政策
的推出，长货厢已成为国内皮卡的一
种发展趋势。而瑞迈加长货厢版车
型将成为江西五十铃竞争皮卡市场
的又一生力军。

购置爱车后，车主的手机里总
要装上几个相关的App（手机软
件）。但目前市场上汽车类
App琳琅满目、种类繁多，让
许多车主心里直犯嘀咕：
除了时下火热的嘀嘀出
行、优步、神州租车等，
还有哪几款App能给
我们的“车生活”带
来方便和实惠呢？

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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