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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6 日袁 长安逸动 PLUS 线上发布预售
价格并开启预售遥 新车共推出 5 款车型袁 售价区间
7.29-10.39 万元遥 预期新车将于本月月底上市遥

外观方面袁长安逸动 PLUS 采用了双外观设计袁分
别为镀铬横条格栅和点阵式黑色菱形格栅袁 对应偏稳
重和运动两种取向的消费群体袁 满足不同用户的审美
标准遥大尺寸前格栅整体被进一步横向拉伸袁前格栅上
方的镀铬装饰条左右延伸与大灯自然融为一体袁 大灯
样式也与现款有显著差异袁 双折线形的日间行车灯采
用 LED 灯带光源袁形成双野箭心式冶造型袁视觉感受更
加凌厉遥点阵式菱形格栅的车型袁还在黑色的中网右上
角增加了红色野S冶标识遥

车身尺寸方面袁 长安逸动 PLUS 长宽高分别为
4730/1820/1505mm袁轴距为 2700mm遥 轴距跟现款逸动
一致袁车身长度有所提升袁也优于轩逸尧朗逸等合资品
牌竞品遥

内饰方面袁 长安逸动 PLUS 内饰布局升级更加明
显袁全新环抱式设计整体向驾驶员一侧倾斜袁并且全液
晶仪表盘和中控屏相连袁都被放在更高的位置袁用全黑
色外框独立出来袁驾驶时读取信息视线偏差更小袁并与
中控台水波纹面板形成野高山流水冶的中式设计风格遥
考虑到双联屏的位置较高袁 在设计时就加入了防眩光
膜等技术袁实际使用中尽管中控屏仍有部分反光袁但不
影响信息读取遥

配置方面袁根据车型不同搭载 360毅影像尧行车记录
仪尧 远程视频监控尧10 度向内弯曲的 10.25 英寸双连
屏尧可分享的手机蓝牙钥匙尧LED 双透镜大灯尧全景天
窗尧红黑座椅配色尧后排空调出风口等功能遥

动力方面袁长安逸动 PLUS 有两种动力选择遥 蓝鲸

1.4T 高压直喷发动机最大功率 116kW渊158Ps冤袁峰值扭
矩 260Nm袁百公里综合油耗 5.7L袁匹配 7 速湿式双离合
变 速 箱 曰1.6L 自 然 吸 气 发 动 机 最 大 功 率 为 94kW
渊128Ps冤袁峰值扭矩 168 牛米袁百公里综合油耗 6L袁匹
配 6 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和 5 速手动变速箱遥 晓刚

汽车自燃是很多车主都很害
怕遇到的事故袁 自燃产生的原因
有很多袁 不知道的情况下很难预
防袁 对乘车人的身体和财产也会
造成严重威胁遥

那么汽车自燃的原因主要有
哪些袁 应该怎样做才能防止自燃
的发生呢袁下面会具体来解析遥

音非法改装汽车

很多年轻的车主都喜欢通过
改装自己的汽车袁 进行内部升级
和外观改造袁 却不知道核心部分
的改装袁会留下汽车自燃的隐患遥

比如加装涡轮增压器尧 改喷
火排气之类的袁 虽然可以提升汽
车性能并且达到车主想要的炫酷
效果袁 但是也会引起更多的故障
危险遥

这些经过改造的内部核心机
件袁在高温天气之下袁极有可能会
导致线路发生自燃袁 为车主造成
不可挽回的损失袁 甚至威胁车主
自身安全遥

音汽车油路严重老化

如果你的汽车出现了汽油渗

漏的情况袁 证明你的汽车油路已
经严重老化了袁 所以不论是油箱
还是油管袁都要仔细检修袁杜绝隐
患遥

因为一旦渗漏在排气筒或
者 水 箱 等 容 易 产 生 高 温 的 地
方袁很容易引起汽车自燃袁所以
车主必须定期对自己的汽车内
部进行检修遥

特别在出现问题的时候袁不
论大小都不应该忽视袁 要对自己
和他人的安全负责遥 定期对车辆
进行维护袁 可以最大程度降低汽
车自燃的概率遥

音明火引起自燃

另外明火引起的汽车自燃也
需要车主注意袁 不论是车主还是
其他乘坐者袁 在车上抽烟后一定
要注意把烟头熄灭遥

避免因为烟头没有彻底熄
灭袁 导致汽车内部的烟灰缸被烧
掉袁进而引起较大的明火袁最后导
致汽车自燃袁造成安全事故遥

音发动机内积灰过多

虽然大多数车主都会定期洗

车袁保持汽车的外部干净袁但是很
少有车主会对汽车的机舱内部进
行除灰袁 这也就给汽车自燃留下
了隐患遥

长期没有清理的灰尘袁 最后
形成泥袁覆盖在发动机上袁影响正
常散热袁 不仅会影响发动机的正
常运行袁 还会导致发动机因温度
过高而发生自燃遥

音停靠位置问题

除了汽车内部因素引起的自
燃外袁 汽车停靠位置也是引起汽
车自燃的重要原因遥

在天气炎热的时候袁 将汽车
停放在比较阴凉的地方之下更为
安全袁 杜绝因为长期太阳直射造
成车内高温袁导致汽车自燃遥

另外不要将汽车停靠在尾部
排气筒靠近树枝尧 干草等易燃物
质的位置袁 因为排气筒中的三元
催化器的最高温度可达到超 300
度袁非常容易发生自燃的现象遥

了解汽车自燃产生的原因袁
才能更好地预防事故的发生袁车
主在日常对汽车的检修中一定要
注意遥

张楠

现在的环境污染很厉害袁 虽然洒
水车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工作袁 但空
气中的灰尘还是非常的多遥 在城市
道路上跑袁就算你刚把车洗干净袁不
过一会就铺满了一层灰袁 这也让很
多车主感到非常无奈袁 索性自己拿
布擦一擦遥这种情况下袁去洗车的次
数也就自然而然地降低了遥 而且现
在很多地方洗车价钱都不便宜袁车
里面也不会进行打理袁 顶多拿抹布
擦一擦袁并没有起到清理的作用遥最
主要的是袁 抹布擦过之后会留有一
定的水渍袁 在金属面还会产生氧化
反应袁 加速汽车零部件的老化遥 所
以袁用水擦的方法是不对的遥那么车
内灰尘比较多应该怎么办呢钥

透明去污乳胶
这种胶呈透明状袁 像流体胶水一

样袁可以深入缝隙袁吸附能力非常强
悍遥 小编清理电脑键盘就是用的类
似的胶遥 不过这个袁有汽车专用袁价
格相当便宜袁去污能力非常强悍遥一
般在清洁之后袁 会由原本的透明色
变成黑色遥

汽车镀膜
镀膜这种操作在国内相当的流行袁 业务也非常

的广泛院车身可以镀膜尧车窗可以镀膜尧汽车内饰也
可以镀膜遥 这个时候的镀膜是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的袁同时可以减少汽车表层和内部的氧化遥清洁时也
有配套的工具袁像清洁眼镜尧电视机之类的喷雾袁在
使用之后擦除袁和新的没有什么区别袁而且避免在毛
巾擦过之后留下污渍水印遥

车载吸尘器
大家都知道袁 汽车内有一些隐蔽的位置或者是

缝隙袁是特别不好清理的袁而吸尘器的作用大家都知
道遥车载专用吸尘器袁体积小袁使用方便袁可以很轻松
的清理那些我们够不到的地方袁吸附碎屑尧灰尘等微
粒物质遥 杨和樟

车主们要注意

长安逸动 PLUS
预售价 7.29-10.3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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