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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大众新款迈腾
售价院18.69万元-30.99万元

近日袁一汽-大众新迈腾家族在北京正式上市袁包括新迈腾 GTE尧新迈腾在内的两款新车共提
供 10 种配置选择袁售价区间为 18.69 万元-30.99 万元遥

新款迈腾车身侧面袁凌厉的车身腰线从前翼子板贯穿整个车身延伸至后尾灯袁尾部的最大变
化在于原本右侧的野Magotan冶英文标识移到了品牌 Logo 的下方遥

内饰方面袁车内延续简约的设计风格袁且采用全新造型的多功能方向盘袁空调控制面板改为了
触控式袁而中控屏尺寸得到了进一步加大袁并且集成了最新多媒体互联系统袁拥有更为丰富的功
能遥 如 IQ.DRIVE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袁该系统涵盖了与驾驶尧泊车及改善行车安全性相关的驾驶辅
助技术遥 其依托于先进的雷达和摄像监控系统袁 通过集成领先的驾驶辅助功能院Travel Assist 一键
式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尧ACC 3.0 高级自适应巡航尧PLA3.0 泊车辅助尧交通标志识别尧车道保持尧变道
辅助等袁新 Magotan 提供了集成度更高尧功能更强的驾驶辅助系统可实现 0-160km/h 范围内的全速
域覆盖遥

动力方面袁新迈腾搭载 1.4TSI 及高低功率版本 2.0TSI 发动机袁并满足国六排放标准袁与 1.4TSI
发动机匹配的是 7 速干式双离合变速箱袁与 2.0TSI 发动机匹配的是 7 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遥 此外袁
电子手刹+Auto Hold 自动驻车尧发动机启/停系统及能量回收系统也配备在了新迈腾车型上遥

而新迈腾 GTE 则搭载由 1.4TSI 发动机与电动机尧三元锂电池组所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袁系统
综合最大功率 155kW 渊211Ps冤, 综合最大扭矩 400Nm遥 电池组由宁德时代提供遥 百公里综合油耗
1.8L袁纯电模式下续航里程 56km遥 陈贡

近日袁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
渊2020冤媒体沟通会在北京召开袁中国电
动汽车百人会副理事长尧中科院院士欧
阳明高做了题为野新能源汽车技术热点
问题和趋势预测冶的报告遥

欧阳明高认为袁2019 年新能源汽车
产业呈现出四大特征院第一袁国内新能
源汽车产业遭遇补贴退坡阵痛袁全球汽
车产业形成了向新能源汽车转型的大
趋势遥 第二袁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的技
术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遥 第三袁由电动
汽车核心技术经济性决定的市场前景
已经非常明朗遥 第四袁新能源汽车推动
新能源革命的战略意义开始被认识袁但
还没有受到足够重视遥

新能源汽车市场整体向好袁全球转
型是大势

欧阳明高指出袁如果仅仅从交通工
具角度尧化石能源角度看袁新能源汽车
的价值就会被大大低估袁还应该注意到
其推动新能源革命的角度遥

国内看袁补贴政策退坡袁新能源汽
车销量不及预期袁 但是国际上看德国尧
法国尧美国刚刚都发布了新能源汽车继

续补贴的政策遥 从中国公司看袁比亚迪
和宁德时代为代表的中国公司加快技
术创新力度袁 尤其在电池技术方面袁相
继推出刀片电池技术和 C2P 技术袁并且
进一步扩大了配套公司的速度和规模遥
从新兴公司看袁特斯拉市值突破 700 亿
美元袁超过奔驰尧宝马成为仅次于大众尧
丰田第三大市值高的公司袁其中在上海
的超级工厂建成袁 即将大规模量产袁全
球转型是大势遥

在欧阳明高看来袁虽然近期新能源
车市出现了下滑趋势袁但整体还是朝着
好的方向发展遥 针对近期热度持续升高
的 PHEV袁 欧阳明高预测袁 今后五年
PHEV 要上涨袁 但是中间会有一个大概
5 年左右的高峰袁估计繁荣期大概 10 年
左右袁而在 2035 年之后袁纯电动将成为
汽车市场主体遥

纯电动技术逐渐成熟袁未来可期
针对纯电动汽车袁欧阳明高提到了

应对里程焦虑尧成本焦虑尧充电焦虑尧寿
命焦虑尧回收焦虑尧安全焦虑的一些进
展情况遥 2019 年袁宁德时代和比亚迪同
时在电池包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袁以前

是单体电池尧电池模块尧电池 PACK 三
个层次袁 现在基本上去掉中间模块袁直
接单体到 PACK遥 这一突破使得电池系
统的重能量密度提升 10%要15%袁体积
能量密度提升 15要20%袁零部件减少了
40%遥

此外袁 比亚迪电动大客车现在已
经提出 10 年 100 万公里的质保袁现在
宁德时代还做了新的一种自加热技
术袁靠电机里的电缆尧电容尧电路袁来进
行高频振荡袁可以到加热 2 度/分钟袁低
温条件对性能的影响问题也有了很大
进步遥

快充方面袁 目前常规的电压平台袁
可以做到半小时至 45 分钟充至 80%袁
超级快充可以做到 15 分钟充至 80%袁
不过需要增加一定的成本遥 当然袁技术
升级的同时袁安全理念也在升级遥 当下
新能源领域关注的已经不仅仅是单体
的安全袁而是包括电池系统尧整车尧充电
桩在内整个系统的安全遥

燃料电池优势与挑战并存袁出路在
创新

欧阳明高还介绍了 2019 年燃料电

池的发展情况遥 他指出袁氢能的合理性
取决于它可作为再生能源转型中的大
规模能量储存袁另外袁氢能是多元化利
用需求袁不仅仅是车用袁将来可用于工
业原料尧农业化肥袁甚至医学尧炼钢尧取
暖等领域遥

在可再生能源话语体系下袁氢能具
有极大优势遥 一是更低的储能成本曰二
是跟储电具有互补性曰三是作为商品属
性更好袁特别是对外出口袁卖氢比卖电
更具可行性遥 欧阳明高指出袁基于可再
生能源袁动力蓄电池和氢能成为储能的
优先选择袁纯电动汽车尧燃料电池汽车
成为智能低碳能源系统的互动终端袁新
能源汽车的优势才会凸显遥

据了解袁中国燃油电池商用车 4000
辆袁已经居世界首位袁但目前中国燃料
电池商用车仍然面临着氢运输尧车载储
氢和加氢站三大挑战遥 欧阳明高认为袁
市场突破口一是在弃风弃电弃水和副
产氢富余的地方袁 尽量在当地使用袁不
要增加运输成本曰二是在温度较低的北
方地区袁燃料电池效率是 50%袁其排出
的废热在北方可作为取暖使用袁防止能
源浪费遥 付雨晴

同一款车有些人开了三五年车况还很
不错袁而有些人开了三五年就状况百出遥 其
实说到底都是开车坏习惯造成的遥 今天我
们一起来盘点下最毁车的 5 大开车陋习袁
看你有没有犯过这些错误钥

音过减速带不降速
很多车主驾驶中遇到减速带都没有减

速行驶袁这样汽车不仅很颠簸袁而且对汽车
的冲击力还很严重袁对汽车的底盘也会造
成一定的影响袁之所以路面会设置减速带
就是希望能控制车速遥 建议各位车主行驶
经过减速带时减速行驶袁安全第一遥

音打死方向盘
可能大家在学车的时候袁 教练有时会

让你将方向盘打死袁 但是大家要知道袁那
是教练为了让你更快的通过考试的方法遥
而在正确的日常行驶过程当中打死方向
盘袁会对方向动力泵造成部分损耗袁时间
久了次数多了袁会越来越严重袁对汽车造
成的伤害会很大袁因此大家一定要小心遥

音没停稳车就挂 R挡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犯过袁 遇见急事就

急忙找地停车袁在车还没有停稳的时候就
挂 R 挡倒车袁这对于汽车的损害是非常的
大的袁这样久而久之对汽车的损害是非常
严重的袁 汽车的变速箱会慢慢减少寿命袁
汽车自然使用寿命会更短袁因此有这种情
况的司机朋友一定要纠正下错误哦遥

音快没油了才加油
油表灯亮了袁并不表示油箱一点油没有袁但是油量

也没多少遥虽然还能继续行驶一段距离袁但是袁倘若汽车
出现大幅度侧倾袁那么油箱油量少就会影响到车油泵的
正常工作遥伤泵很厉害的浴由于汽油泵是在燃油箱底部袁
当汽车的油面过低时袁 就会导致汽油泵不能良好的降
温袁从而对汽油泵造成一定的损害遥

音冲积水
下大雨的时候袁不少路面因为有低洼之处袁这样会

存有积水袁但是雨天开车时有些人就喜欢冲积水袁溅起
水花觉得很特别好玩袁这样是十分危险的袁特别在一些
不太熟悉的路段袁更不能冲积水袁积水太深会导致车辆
熄火尧损坏电子元件等遥 钟南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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