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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消费逐渐成为一种潮流。 都市报为营造一个和谐的消费环境，服务消费者，特开通汽车消费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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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车跑高速得不偿失
“新车必须要跑到时速 150 公里、160

公里以上，才可清掉发动机积炭，更好磨合
新车。 ”在一些车主看来，新车跑高速必不
可少。不过，在一些有经验的车主和汽修人
士看来， 跑高速既面临超速违法酿成事故
的风险，更达不到所谓的磨合效果。

跑高速有无必要呢？
在一些有经验的车友和汽车厂家专业

技术人员看来，盲目跑高速得不偿失。“我

感觉毫无必要。 ”日前，在聊起新车跑高速
这个话题时，有近十年用车经验，并先后购
买过 4 辆私家车的车主唐先生说：“我之
前也试过把车子开到时速 180 公里跑高
速，但发现除了浪费汽油和增加危险外，车
辆的驾驶感觉没有明显变化。 ”

正常行驶就是最好的磨合
正常行驶就是对新车最好的磨合。 例

如，车辆行驶时不要急加速、急刹车，还要
避免过高的负荷。只需要按照路况行驶，运

行一段时间后， 汽车的动力性和经济性就
会处于比较好的状态。此外，准确地完成保
养手册上的项目是汽车性能最基本也是最
有效的保障方式。

对于新车而言， 需要进行磨合的重点
其实不是发动机，反而是刹车系统，因为新
车的刹车片较厚， 而且刹车碟涂有一些防
锈油液，这需要车主在启用新车后，使用均
匀的力道多踩几次刹车， 以达到去除刹车
碟油液的目的。如果车主盲目地极速行驶，
一旦遇到突发状况， 刹车系统很可能会有

安全隐患。
国内可以说没有一个汽车厂家会硬

性要求车辆跑高速， 而且每一辆新车装
配的发动机， 都会在下线前进行长时间
的试运行， 而且是按照不同转速区间去
进行充分磨合， 按照现有发动机制造工
艺， 也不可能允许有金属碎屑留在发动
机内，如果有那就是废品，不会装配到商
品车上。

（来源：腾讯网）

新车磨合是否一定要跑高速
正常行驶为最好

修炼少林 72 绝技， 必先精通少林内
功， 基于同平台而生的不同车型也都有各
自不同的性格，平台之于汽车，就像少林内
功之于 72 绝技，非有不可。

内燃汽车发展至今， 笼统上可以分为
三个阶段，即手工打造阶段、流水线生产阶
段、平台或模块化生产阶段。

既然汽车平台由流水线催生， 所以汽
车平台当然不等同于流水线， 并非仅仅是
一条具体的生产线。汽车平台，指的是汽车
从开发至生产过程中一系列包括设计、设
备、工艺、流程、零部件等等一整套体系，所

以， 同平台车型应当具备类似的设计制造
工艺、相似的底盘结构和质量，只不过不一
定是来自于同一生产线。

平台的劣势在于， 同一平台基本上仅
能生产同级别车型， 对于拥有庞大产品线
的大厂商而言， 每一级别车型都拥有不同
平台，使得多平台战略投资过大，而且同一
平台生产出的车型特点比较统一， 且车身
尺寸限制严格，很难灵活组合，不能将同平
台车型理想中的特点完全发挥。 所以在不
愿意开发新平台的基础上，增强平台“宽
度”则成为目标，也就是提高零部件通用
率、兼容平台，让汽车尺寸及级别不再受限
制，自由组合，这就是所谓的模块化平台。

拿大众举例，MQB 平台相信大家耳熟
能详。无论是以前 PQ35 或是 PQ25 平台的
车型，目前 MQB 平台能够囊括其中，也就
是说，目前 MQB 平台，承担了大众旗下几
乎所有级别横置平台车型的生产任务。

作为所谓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缩
短周期” 等三大优势于一身的 MQB 模块
平台，2012 年大众发布时便引发全球模块
化平台热， 但随后被各大媒体曝光 MQB
平台极大限制了大众的发展， 而且所谓降
低 20%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纯粹是子虚乌

有， 更重要的是， 由于不再受限于底盘结
构， 基于 MQB 平台生产的新速腾和新明
锐更是让大众经历了压缩成本、 黑心简配
的灰色时刻， 多连杆变扭力梁被指技术倒
退，诚意不足，不过眼下，大众虽口碑急转
直下，但销量方面似乎影响不大。 只不过，
精品车的光鲜外衣可能也只有做工精细这
一点来支撑了。 但同一平台能够生产不同
底盘的车型，MQB 的灵活性却不容置疑。

虽然好处多多， 但高通用率的零配件
也引发了一个问题， 如果其中一环出现问
题，便会引发连锁效应，对厂商或供应商在
质量方面的管控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大
量车型出自同一平台， 同质化问题未来或
许也会显现出来，这不，大众已经有这方面
苗头了。

总之，模块化就是为了节约生产成本、
缩短生产周期， 模块化平台为厂商节约的
成本若是体现在终端售价方面， 对我们当
然有百利而无一害。 但如果利用模块化平
台的灵活性而悄悄降低车辆本身的品质，
那么，无论你的平台有多先进，对于我们来
说，技术倒退就是对这种行为的唯一评价。

（来源：腾讯网）

未来汽车都一样吗

在探访了中国极边第一城云南腾冲和
云雾蒸腾的长白山后，10 月 20 日至 10 月
30 日由上汽通用五菱宝骏品牌举办的“宝
骏 560 探索中国最美公路” 试驾体验活动
在素有东海渔仓的浙江舟山拉开帷幕。本次
活动通过舟山环岛深度试驾体验，让我们切
身感受到宝骏 560 出色的驾控性能。

双优动力 驾享东海
本次试驾体验路线主要选取位于舟山

市朱家尖岛南端的大青山，途经陡峭坡路、
泥泞小路、 沙石路段等多种路况。 1.8L�
VVT-i 发动机 + 爱信 5 挡手动变速器的
黄金动力组合， 使得宝骏 560 动力表现比
拟主流 2.0L 车型，让宝骏 560 的驾驶者一
路领先尽享舒适操控及超强动力， 而空载
情况下 202mm 的超大离地间隙充分展现
了宝骏 560 良好的通过性。

销量亚军 助力宝骏品牌稳健增长
作为上汽通用五菱首款家用大 SUV，

宝骏 560 凭借 “宽大更舒适”“实在更实
惠”“安全更放心” 的产品优势一上市就
实现了销量的垂直增长。 自今年 7 月上市
以来， 宝骏 560 首月以 9158 辆取得开门
红，8 月以 17128 辆的喜人业绩创造了车市
最新成长速度，成功跻身 SUV 细分市场前
三甲，9 月， 再次以 24228 辆的惊人速度跃
居 SUV 市场销量亚军， 刷新 SUV 市场单
一车型增速最快的纪录。

宝骏 560 的出彩， 也助推着宝骏品牌
的快速发展。在以“可靠的伙伴”为最高准
则下，2010 年正式发布的宝骏品牌， 先后
完成了从 A 级、A00 级、 以及 MPV 市场的
产品覆盖。 此次 SUV 车型宝骏 560 的加
入， 见证了宝骏品牌在家用车领域市场布
局的不断完善。

5 年之间，凭借过硬的品质及良好的口
碑，宝骏品牌的用户量已超越 50 万人。 宝
骏 730 的销量神话仍在继续，如今宝骏 560
又接棒领跑，双引擎轰鸣，助推宝骏品牌超
速发展，今年 1 月至 9 月，宝骏品牌共计销
售 306071 辆，同比去年劲增 271%，一举成
为中国车市成长最快的乘用车品牌。

寻访最美海路
宝骏 560 舟山
东极岛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