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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来不缺热度的二手车平台
融资野烧钱冶战火再起遥 日前袁人人
车宣布与滴滴出行达成合作协议袁
进军新车交易领域曰车好多集团也
宣布完成 8.18亿美元 C轮融资遥

人人车于去年 9 月获得滴滴
战略投资袁此次双方再联手为滴滴
平台上的车主提供包括二手车尧新
车在内的车源和用车解决方案遥此
外袁双方还将在汽车售后服务领域
展开深度合作遥滴滴野小桔车服冶今
年计划在全国范围内落地汽车维
修保养店袁人人车将全面对接小桔

车服的维保服务遥 人人车 CEO李
健透露袁人人车月底将公布新的融
资袁腾讯会继续参投遥

有趣的是袁 腾讯还出现在另
一家二手车平台的融资中遥 日前袁
旗下拥有瓜子二手车直卖网尧毛
豆新车网的车好多集团正式宣
布袁已完成 8.18亿美元 C轮融资袁
由腾讯领投遥 车好多集团 CEO杨
浩涌表示袁 车好多今年将重点投
入到线下瓜子保卖店和毛豆体验
店建设中袁 全面覆盖全国的主要
一二线城市遥

不仅是腾讯袁 几家互联网巨
头均已经进入二手车这个赛道遥
此前袁大搜车获得阿里巴巴融资袁
百度参与优信融资噎噎业内人士
分析袁互联网市场垂直领域袁能诞
生寡头与独角兽的不多了袁 而二
手车领域格局未定袁 且增长空间
巨大袁 全产业链布局的互联网巨
头势必入局遥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数据显示袁2017年袁全国累计交易
二手车 1240.09 万辆袁 同比增长
19.33%袁 交易金额为 8092.72 亿
元遥 董禹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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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开车的人加油是最最平常的
事情袁 不过很多人也经常说加油站有很
多猫腻袁加油时必须要各种注意遥不过很
多传言是真的吗钥有没有加油的误区钥今
天咱们就来说一说最常见的 5大加油误
区遥

误区 1院等到车没油了再去加
很多小伙伴都习惯等到油表灯亮了

再去加油袁其实这样做真的没必要袁因为
加油站真的是你想找的时候就能找到
吗钥 再说了一些车型的油泵设计在油箱
里面袁 油箱中的汽油对汽油泵有冷却的
作用袁 如果总是等到汽油用的就剩下一
点点才去加油袁 那么对油泵的冷却作用
也就没有了袁 总是这样就会加速汽油泵
的老化遥

误区 2院加油跳枪后继续加就是有问题
很多人都觉得加油到跳枪还可以继

续加油袁甚至会跳第二次袁那么这其中就
必定存在问题袁也就是有猫腻遥 其实真不
是这样袁加油枪上装着一个传感器袁它非
常敏感袁随着加油袁当油箱中的油气向上
顶袁加的约满压力也就越大袁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会跳枪遥比如你加了 100元或是 200元的油袁工作人
员设定好油量袁等加到设定数据后就会跳枪袁这也表
示加油结束袁并不是非得等到油加满了才会跳枪遥

误区 3院加油量超出标定容积有猫腻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油箱明明是 50升袁

可是加油却可以加到 55升遥 所以会怀疑加油站数据
有问题袁存在什么不知道的猫腻袁其实这种传言也不
对袁小编绝不是为加油站说话遥 实际上很多车辆标定
的油箱容积并不是车辆实际的油箱容积袁厂家为了安
全起见袁 在说明书上总会留有 10%到 15%的余量袁所
以 50升的油箱可以加到 55升遥

误区 4院加半箱油更省油
汽车的油耗的确跟车身重量有关袁所以很多人都

觉得加满油车身更重袁行驶起来更费油袁加半箱油车
身会轻一些袁就会更省油遥 可是大家都没有想我们的
车辆油箱容积都在 60升左右袁 多加几十升不过几十
千克袁对于一吨多的车来说可以忽略不计遥 不过经常
加半箱油多跑几趟加油张反倒是浪费时间增加油耗袁
如果赶上堵车还闹心不是吗钥

误区 5院晚上加油更省钱
网上流传着很多晚上加油更省钱的文章袁其依据

就是热胀冷缩袁利用白天和晚上的温度差袁认为晚上
可以加更多的油遥 殊不知加油的油库都是建在底下
的袁而且保证恒温状态袁无论是炎热的夏季还是飘雪
的冬季袁油液出来的温度都是一样的袁体积自然也没
什么变化袁多少钱加多少油都是相同的遥 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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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H5
官方指导价院16要20万元
全新红旗 H5 具有出色的动力

总成尧 动感时尚的外观和丰富的主
被动安全配置袁 将成为高级 B 级车
智能互联新标杆遥全新红旗 H5 车身
尺寸达到了 4945 伊1845 伊1470mm袁
其轴距达到 2875mm袁为同级别最长
轴距袁 舒适的前后排腿部空间将为
消费者创造绝佳体验遥 全新红旗 H5
搭载 1.8T 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袁具
备出色的加速能力袁在城市路况中袁
频繁的起步和变道超车也能带来畅
快的提速感遥 该发动机燃油经济性
及动力性俱佳遥 王 辉

近些年袁 对于各种碰瓷话题的
热度一直是居高不下袁 也怪不得行
车记录仪的销量节节攀升了袁 在行
车记录仪准确直观的镜头下袁 碰瓷
什么的都不是事儿遥 今天就教大家
如何快速的选择一款合适的行车记
录仪遥

音价格区间选择钥
行车记录仪在市场上价格区

间的跨度非常大袁少则两百袁多则
两千袁虽然是数码类的产品袁但也
不是越贵越好袁一分钱一分货当然
是存在的袁但是明星代言的品牌需
要付出的代价也可想而知遥基本上
五六百的配置就很够用了遥

音什么品牌好钥
打开某宝一查就看到了袁品牌

多的不知道如何下手袁市场其实也
是鱼龙混杂的袁品牌效应不是空穴
来风袁也不是小品牌就差劲袁网友
的反映来看袁这几个品牌的口碑比
较不错院 先科尧 飞利浦尧 惠普尧
DOD尧任 e行尧小蚁尧360遥 惠普的
品控是优秀的袁 但是价格偏高袁包
括主流的娱乐功能袁但是再强大的
功能哪有手机来的方便呢钥飞利浦

也是个大公司袁飞利浦的产品就比
较专注于行车记录本身袁DOD 也
是这样袁功能单一但是性能方面是
一流的遥 小蚁则是小米旗下的袁仍
然秉承了小米低价高配的销售方
法袁颜值也不错遥

音参数配置如何定钥
参数方面的选择就得引起注

意了袁首先是广角袁图中我们可以看
到袁60度的广角只能拍到距离很远
的车袁120度的则是近一些袁但两车
相擦的话袁120度基本是拍不到的袁
而现在市面上的袁 基本是都超过了
120度袁价格稍高的都达到 140度-
160度的广角袁 甚至有品牌制造出
170度广角的产品袁 其实也不需要
太大角度袁 因为画面的畸变程度也
随之增大袁140度左右就够用了遥

屏幕大小选择主流的就好了袁
行车记录仪毕竟是带有储存功能
的袁不需要经常盯着它看袁所以尺寸
太大还会阻挡视线遥

摄像头的数量分为单个前摄
像头袁双个前后摄像头和多个多方
位摄像头袁当然摄像头越多记录的
也越全面袁 但主流还是单摄像头袁
一般的家用也不必装太多摄像头袁

不仅成本高袁车内也不太美观遥
录像模式基本上都是循环的

模式袁比如设置 2 个小时袁那么 2
个小时就是一个记录的视频袁内存
满了之后从最早时间的视频进行
覆盖袁也可以设置某一视频永久保
存袁 这些功能不同的品牌也不相
同袁建议购买之前询问清楚遥

画质和夜视效果也非常重要袁
有些行车记录仪在夜间的拍摄效
果很差袁视频很模糊袁就很尴尬了袁
飞利浦和 DOD的夜视效果不错袁
选择品牌的时候多去论坛看看网
友们是如何评价的遥画质一定要选
择 1080P 以上的袁720P 拍不清楚
的袁别想了袁打码似的遇到碰瓷的
可开心坏了遥

音行车记录仪的安装
行车记录仪有几种安装方式袁

一种是贴在后视镜上袁但是受热容
易掉而且阻挡视线袁夏天就特别麻
烦袁不推荐曰第二种是吸盘式的袁安
装比较方便牢固还可以自主完成袁
十分推荐曰还有一种是镶嵌在车内
的袁 这种需要请专业人员操作袁为
了个几百块钱的东西付几百块的
人工袁划不来袁不推荐遥 藤郝仁

怎样选择合适的行车记录仪？

二手车平台“烧钱”卖新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