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车养护课堂

——— 教您五大预防爱车自燃招数

防患于未“燃”

汽车自燃事故时有发生（特别在夏季），给车

主朋友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甚至于人员伤亡。 引起

车辆自燃的原因很多，最常见的有三种：一是随意

改装（加装）电器部件；二是燃油泄漏；三是线路老

化。而其中以线路老化短路引起自燃事故居多，占

到

80%

以上。 因此我们建议车主（司机）朋友从下

列五点入手，防止自燃事故发生：

1

、勤检查：经常检查油路、电路是否有漏油、

漏气、漏电以及熔断器是否有效等。

2

、不要随意改装汽车：如果一定要改装应请

有资质的专业技术人员施工。

3

、配备有效灭火器。

4

、远离易燃物品：普通车辆不要载放汽油、

柴油等危险油品。

5

、定期进行线路养护：优质的电器线路养护

剂，如奥孚电器线路（发动机舱）养护剂，含有多种

稀有元素，能够深层清洁保护线路及有关元件；防

腐防潮及防止电器元件、插件等氧化腐蚀；减少因

电路控制不稳引起的不正常抖动， 使发动机怠速

正常；有效提高导电效率

,

还原动力输出，节省燃

油；防止和延缓橡胶塑料等绝缘件老化龟裂，防止

漏电，有效降低汽车自燃率，提高行车安全系数。

40

出头的任玉涛是省建设厅的一

名公务员，他的父亲是“激情燃烧岁月”

时代的老一辈革命家。一有假期他就会

开车带着年近七旬身体健朗的老父亲

到一些偏远的革命老区，缅怀回忆。

100%

的回头率，舍我其谁

华泰特拉卡强劲奔放的外形让任

玉涛家人很满意。 特拉卡整车激光焊

接，使车辆全身的一体感非常强，没有

不自然或者突兀的棱角出现； 双色尾

灯、前雾灯以及散热栅栏等细节之处的

设计，经久耐看。 每当任玉涛开着华泰

特拉卡出行时，总能吸引过往行人关注

的目光， 近乎

１００％

的回头率让任玉涛

有一种不是明星胜似明星的感觉。

时事造英雄 好车见真功

当然，对于专业

SUV

，人们更在

乎的不是外表而是性能。 为了对特拉

卡做一个全面的测试，刚买完车，任玉

涛就参加了越野俱乐部的活动， 到专

业越野场地上小试牛刀。 看着人家改

装切诺基能过的坑华泰特拉卡也能

过， 人家陆虎发现

3

能上的坡特拉卡

也能上，像炮弹坑、

V

型槽、高坡、轮胎

阵、 水坑等项目华泰特拉卡都能顺利

过关，这些都让任玉涛倍感满足。

安全、舒适，一个也不能少

谈到特拉卡的安全性时， 任玉涛

十分肯定地说：“除了较高的通过性

外， 善于爬山涉水的华泰特拉卡能够

在险恶路况时， 很好地保障我们的安

全。 另外，相对于其他的专业

SUV

，特

拉卡的乘坐也比较舒服， 内部空间特

别大，我有时会带着父亲回老家看看，

特拉卡高底盘带来的宽阔视野使得老

人不头晕，长途跋涉后仍精神抖擞。 ”

可以看出，任玉涛对特拉卡的喜

爱溢于言表，他也更加坚定了自己当

初的选择。性能卓越的专业

SUV

———

华泰特拉卡，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惊喜

和美好回忆，也让任玉涛尽情体验了

那份勇往直前的畅快淋漓。

华泰特拉卡车主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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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马自达：见证品质 驾趣安享

一汽马自达深度试驾会现场 人愷摄

日前，风骏皮卡开到大西北，在鄂尔多斯“库布

其沙漠”上演了一场沙漠练兵。 有分析指出，风骏皮

卡的沙漠练兵开启了皮卡综合品质的竞争格局。

大牌 “真金”自求“火炼”

业内人士指出，沙漠挑战由于具备很高的风险

性和挑战性，对汽车性能和品质有着很高的要求，这

也是众多皮卡品牌对此活动望而却步的原因。 而风

骏皮卡则以真金就用火来炼的高姿态进行沙漠挑

战，其实以目前风骏的市场情况来说，完全不必这样

“难为自己”。

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销量数据显示， 今年第

一季度风骏皮卡累计销售

23673

辆， 占整个市场份

额的

29.2%

，已连续

12

年获得销量冠军的风骏皮卡

市场份额仍在稳步提升。 一位广东的消费者在比较

了几家产品后直言， 如果产品价格都差不多的情况

下，肯定就选择风骏了，“毕竟是个大牌子”。 可见其

口碑已经被国内消费者广泛认可。

据了解，由于沙漠的特殊性，像参加达喀尔、环

塔等沙漠挑战赛的车型都是经过严格改装的， 这样

才能保证万无一失。然而“来参加此次沙漠挑战的风

骏车型都是平常销售的车型，”现场活动负责人告诉

记者。作为普通消费者的参赛选手，都纷纷对风骏皮

卡的品质更加信服， 对皮卡第一品牌的品质魅力有

了更深的体会。

单一竞争走向多元化

各种性能挑战赛的兴起，说明随着国内皮卡市

场的繁荣， 消费者对皮卡产品的需求已由比较单一

的基本需求，向品质、综合等多元化需求转变。“风骏

皮卡正是迎合这一需求打造的高质而不高价的产

品”风骏品牌负责人表示。本次来参加沙漠挑战的风

骏车型， 有

2.4L

和

2.8L

排量两种四驱车型。 其中

2.4L

排量车型装配了三菱汽油发动机， 采用了德尔

福电喷系统，具有功率大、扭矩高的特点。

2.8L

排量

搭载了长城与德国博世联合开发的电控高压共轨柴

油

INTEC

发动机 ， 最大功率

70kW

， 最大扭矩

225N

·

m

，整车提速性良好，配合着电控四驱，足以应

对包括沙漠在内的各种复杂路况。

此外， 风骏皮卡家族独有的螺旋簧轿车前悬

设计 、

5.06

米的超长车身和

1.68

米最长货箱 ，使

其驾乘空间超越同级车

1.2

倍 。 油耗方面同样也

有着突出表现，从工信部公布的数据看，风骏百公

里油耗为

7.1L

，比其他品牌产品平均要低

0.5

升 ，

作为工具车使用优势明显。 可见综合品质的提升

已成为风骏的最大优势。

对此业内人士指出， 皮卡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正推动着厂家从单一性能竞争转向综合品质的较

量，这对消费者说是个很好的福音，消费者就可以拿

较少的钱买到品质更佳的产品。 据了解，目前风骏

3

正在促销，

6

万元就可买到高端皮卡，这也证实了这

位人士的判断。 （姚人愷）

极地挑战 风骏皮卡借沙漠验品质

——— 一汽奔腾

B70

深度试驾体验会

聚焦奔腾 激情驾控

近日，“一汽马自达深度试驾会” 在长沙红星国

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 据负责此次试驾活动的湖南

万乘贸易有限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此次全国性

质的深度试驾活动以 “见证品质信心、 体验驾趣本

色”为主旨，包括长沙在内共有

90

个城市同步展开，

持续时间将长达

6

个多月。

彰显品质信心、诠释驾驶文化

一汽马自达在

2010

年提出了“安全负责任的享

受驾驶乐趣”的驾驶文化理念，作为驾驶文化理念的

重要平台， 此次深度试驾活动的环节设置与体验内

容都体现了安全与驾趣的结合。 参与此次深度试驾

的专业车手对本刊记者表示， 驾驶乐趣的根本是车

辆本身的卓越性能，这是安全与驾驶乐趣的保障，实

际上， 这样大规模的深度试驾活动是对睿翼品质的

考验和见证。

据了解，为了诠释驾驶文化与传递马自达“进化

的

Zoom-Zoom

”理念，一汽马自达在此次全国深度

试驾活动中将运动技巧与驾驶体验结合在一起，在环

节设计上特别加入了专业技巧的讲解和演示，还邀请

了中汽联的国家级教练及车手全程参与此次活动。

畅享驾乘乐趣、安全源自设计

长久以来一直倡领运动型轿车风潮的一汽马自

达希望通过此次活动传递所有的驾驶乐趣都是以安

全设计和安全驾驶为前提的。基于运动理念设计的睿

翼在制动系统方面采取了独特的降扭控制技术，以降

低输出扭矩的方式保证安全与操控性能的平衡。

由于马自达系列产品的控制系统均采取了安全

设计，与其他车型的油门拉线连接有本质区别，马自

达旗下车型的油门踏板与节气门控制是电子式的，

无物理接触与损耗，电子部件之间没有机械接触，避

免了磨损和粘连现象，并且采用防水设计，从而确保

油门踏板的安全有多重保障。

一汽马自达相关负责人表示， 安全是一个从产

品到消费者的系统工程， 厂家有责任确保产品的安

全性能， 并且将安全驾驶的理念和技巧传递给消费

者。通过此次活动，一汽马自达倡导的驾驶文化与安

享驾趣的理念能否成为社会公众的共识， 一时还难

以考证， 不过一汽马自达为消费者所做的努力却是

有目共睹的。

本刊记者 谭遇祥

6

月

19

日， 由湖南永通华腾、湖

南瑞思和湖南华润三店联合举办的为

期两天的“聚焦奔腾 激情驾控”一汽

奔腾

B70

深度试驾体验会在长沙世

界之窗前坪举行。

奔腾

B70

配备了国际领先技术的

发动机， 并匹配

5

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和

6

速手动变速箱； 加强型

3H

高刚

性车身设计、

ABS+EBD+EBA+TCS+

DSC

五位一体的主动安全电子控制

系统和各项被动安全设置充分保障了

整车安全； 轿跑车平台底盘应用了前

双横臂、后

E

型多连杆独立悬挂结构，

能让用户感受到堪比高等级行政轿车

的驾乘体验，和极其出色的操控性。

2010

款奔腾

B70

更是装备了

7

辐

铝合金轮毂、 应用了钻石效果的

LED

尾灯，并将前格栅由原来的

3

条双层装

饰条改为

5

条单层装饰条，内饰也改变

得更符合人体视觉感受。

本次“聚焦奔腾，激情驾控”的深

度试驾活动， 让记者们切身感受到了

奔腾

B70

精益求精的工艺， 宽敞实用

的空间，良好的动力性、操控性、安全

性以及经济性的同时， 更加稳定了奔

腾

B70

作为自主中高级轿车的典范地

位。 （姚人愷）

风

骏

皮

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