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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克全新君威
官方指导价院17.58-26.98万

新一代君威的外形设计很大一
部分继承了别克概念车 Avista 的设
计 DNA袁颜值的提升大家有目共睹袁
获得了一致好评遥 从外观造型来看袁
全新君威与新君越的设计风格类似袁
家族化的特征比较明显遥而且车身非
常修长袁 车头中网和 LED日行灯也
是采用了飞翼式元素袁在营造运动氛
围的同时并未忘记了家用车的本分袁
时尚年轻的设计很符合年轻家庭的
审美与胃口遥除去各种豪华舒适配置
之外袁全新君威在主动安全配置方面
可以说是非常的全面袁一系列的主动
安全防护功能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袁并
且 APA 自动泊车尧SBZA 侧盲区预
警和 RCTA泊车预警这三个配置的
覆盖率达到了全系车型的 70%袁实实
在在地给行车提供了安全屏障遥艾澈

机油过量加注
车辆多多少少都会烧机油袁 而对

于一些涡轮增压发动机袁 烧机油则更
为明显遥 这个时候一些自以为聪明的
车主袁在爱车保养的时候直接将车辆
机油过量加注袁但却不知道袁机油过
量也会对发动机造成损害遥 机油太
多袁发动机在工作时曲轴柄尧连杆大
端会产生剧烈的搅动袁不仅增加了发
动机内部功率损失袁而且还会使溅到
缸壁上的机油增多袁产生烧排机油故
障遥 因此袁发动机油底壳中的机油应
控制在机油尺的上尧 下刻线之间为
好遥

熄火后长时间用电器
很多车主在路边停车等人的时

候袁喜欢将车通电听广播或音乐袁短时
间内袁 如半个小时之内这样做不会有
太大问题袁但如果超过 1个小时袁对蓄
电池电量的消耗会很大袁 这会影响蓄
电池的使用寿命袁 严重时还会导致车
辆起动困难遥

过度热车
寒冷的冬季袁 汽车也会怕冷袁所

以很多人都会原地长时间怠速热
车遥 但事实上袁原地怠速热车不仅效
果甚微袁还浪费汽油和时间遥 当引擎
在没有负荷的状态下袁 温度的爬升
是相当缓慢的袁 需要很长的时间才
能达到正常的工作温度遥 因此袁正确
的做法是原地热车 2-3 分钟后立即
上路袁低转速行驶袁等待引擎及传送
系统达到合理的工作温度后再高转
速行驶遥

油箱不到底绝对不加油
不用说袁这大部分原因是懒浴 总有

一些懒司机袁 非要等到油灯亮了之后
才去寻找加油站遥 殊不知长此以往袁爱
车的油泵寿命可能会降低遥 因为现在
的汽车多为电控喷油袁 燃油泵都是依
靠油箱内的燃油来进行冷却的袁 如果
油位长期过低袁 就有可能导致油泵过
热甚至烧坏油泵遥 因此车主在平时日
常行驶时袁多注意油位袁不要等到底了

才去加油遥

停车蹭轮胎
轮胎的胎侧面是最薄的浴 侧面的

碰撞比正面更容易毁胎袁 所以开车上
台阶或过路肩时袁 要特别留意保护胎
侧袁 在正面不碰撞的同时还要保证不
剐蹭到侧面遥

长期习惯性踩刹车
谨慎是好事袁 但是长期踩着刹车

会加快磨损轮胎袁 还会引起刹车片磨
损过快遥 尤其是在下坡时袁一旦刹车片
过热容易使刹车失灵遥

低挡高速行驶
很多驾驶员或因为懒惰图省事儿

在车辆已经达到一定速度后仍不提高
挡速袁 甚至一些新手驾驶员因驾驶不
熟练在汽车出现转速与车速不符的抖
动时才想起换挡袁 这时已经大大增加
了发动机的负荷袁 造成了不可挽回的
损害遥 藤讯

汽车使用时间久了袁油耗
比较高袁变得油耗如喝水遥 怎
么办钥 看下这三个地方袁保你
比别人多省几箱油遥

驾驶时猛烈加油一次很
耗油遥 猛加和缓加袁同样的速
度袁 油耗相差可达 12毫升袁每
公里会排出多余的 0.4克一氧
化碳遥 另外袁急加速造成轮胎
与地面的强烈磨擦袁加速轮胎
磨损遥 还容易造成发动机积
碳袁容易产生油耗遥

老化的蓄电池是油老虎遥
当蓄电池使用时间达到 2-3
年袁便会产生亏电现象袁从而导
致启动电压不足袁 马达带动引
擎比较无力袁 火花塞无法跳出
强而有力的火花袁 从而使点火
能量变低袁油耗会因此飙升遥

低挡高速行驶非常耗油遥

有人测试过袁 如果 3挡长距离
高速行车袁 比 4挡正常行车油
耗要增加 10豫袁 而如果用 2挡
代替 3挡行车袁油耗还会增加遥

热车时间太长浪费油遥 很
多朋友喜欢原地热车袁 原地怠
速无疑会增加油耗袁 低速热车
是最好的热车方法袁也最省油袁
行驶到水温上升了袁 就可以加
速开了袁这样才省油遥

此外袁行驶了 8-11万公里
后要记得更换氧传感器遥 这是
位于发动机排气管上的一个陶
瓷元件袁 用于检测与控制氧与
燃料的比例遥 使用时间长了之
后袁 电子燃油喷射系统的电脑
就不能得到排气管中氧浓度的
信息袁 发动机内的混合气浓度
往往会偏高袁油耗同样会增加遥

郝仁

近年来袁我国新
能源车产业体系不
断完善袁配套环境持
续优化遥 截至今年 苑
月份袁全国共建成公
共充电桩 圆苑援缘万个袁
同比增长 缘圆豫遥

我国新能源车
产业发展已经从培
育期进入成长期袁在
全球范围内形成了
一定的先发优势遥 工
业和信息化部装备
工业司副司长瞿国
春说袁在政策体系利
好支持下 袁 近 缘 年
来袁我国新能源汽车
年产销年均复合增
长率近 员猿园豫袁 连续
三年产销量居世界
第一遥

与之相适应的
是袁新能源车配套环
境持续优化袁充电网
络建设稳步推进遥 目
前袁公共场所尧居民
小区尧 单位内部尧高
速公路等主要场所袁
充电桩的覆盖率大
幅提升遥 截至今年 苑
月份袁全国共建成公
共充电桩 圆苑援缘万个袁
同比增长了 缘圆豫袁新用户私人安装率接
近 愿园豫袁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已经在全
国推广使用遥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的不断
扩大发展袁新能源汽车的溢出效应更加
明显袁吸引了资本尧人才尧技术加速集
聚袁带动了产业投资就业遥据统计袁圆园员苑
年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投资就超过了
苑园园园亿元袁占整个汽车产业的投资新增
投资额的 缘园豫以上遥

瞿国春表示袁 还应清晰地看到袁我
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基础还不牢固袁
动力电池综合性能仍需提升袁野当前及
今后一段时间袁仍是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业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遥 冶

他说袁接下来将完善扶持的政策体
系袁完善财税优惠政策袁倡导地方的优
惠政策袁从过去的鼓励购买向鼓励使用
的环节转变袁加强新能源汽车的安全管
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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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伤车的错误驾驶习惯
95%以上的人都会犯

怎样驾驶才省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