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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城市市四四驱驱
谁谁与与争争锋锋

专刊记者 原玥

消费者的购车需求从
代步逐渐转型到了要求舒
适，宽敞的空间、先进的科
技，让驾乘者在车上能更舒
适地享受出行的过程。若说
到大空间，与家轿相比，
SUV便占尽了上风，本期为
大家介绍的就是当前热销
的车型福特翼虎与大众途
观。

广广汽汽传传祺祺22001144年年劲劲销销1111 .. 6688万万辆辆

没没有有车车模模的的车车展展，，你你对对此此怎怎么么看看？？

为你支招

解决汽车常见问题

大众途观福特翼虎

专刊记者 孙维扬

爱车在经过一段时间行驶后
车主会发现一些问题，方向盘不
正、车辆难启动等都是常见问题，
遇到这些问题车主应该怎么办呢？
今天就同大家分享一下这方面的
知识。

方向盘向右歪怎么调整？

读者问：近期发现汽车方向盘
向右歪，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
的，应该如何调整？

回复：车辆在使用一段时间后
出现方向盘不正，这与轮胎气压、
轮胎磨损、底盘各部件磨损、四轮
定位都会有一定关系。可先测量一
下两侧的胎压，当两侧胎压不一致
时，车辆会向气压低的一侧行驶。
如果两前轮胎花纹磨损不一致，同
样会导致车辆跑偏。

如果轮胎没有任何问题，建
议到 4 S店检查底盘各部件的使
用情况，四轮定位的数值发生变
化也会导致使用一段时间后出
现方向盘不正的问题，还有可能
是横拉杆出现向一侧偏移而导
致方向盘不正。

早上车辆难启动是怎么回事？

读者问：近期在早上发动汽车
时，发现很难启动，要打好几次才
可以启动，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回复：汽车难启动，一般会有
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冷车启动时由
于汽油雾化不好；二是遇到劣质的
油品；三是车辆停放时间过长后，
燃油管路内的油压下降，不能保持
正常的供油压力，所以在凉车启动
时会出现不易启动或是怠速不稳
的现象。

因此，建议在每次启动发动机
前，先将钥匙门转到第二挡位置
(或是反复开关几次)，此时汽油泵
会自动运转几秒钟，目的是建立起
一定的燃油压力。等待汽油泵运转
之后，再启动发动机，就会有所改
善。

跨越增长远超合资

三款新车重磅出击

短短4年，传祺已完成B/C

级和A/A0级两个体系、四个平
台的开发，销量更是节节攀升，
从2011年的1 . 7万辆持续上升
到2014年的11 . 68万辆，连续4年
实现跨跃式增长。

2014年传祺接连推出三款
全新产品，并依靠硬实力在市
场中斩获颇丰。8月上市的时尚
优质家轿——— 传祺GA3S视界，
一经推出便迅速成为市场宠
儿，首月销量突破5000台，上市
仅4个月，单月销量更是突破
10000台，在竞争白热化的A级市
场与合资车型抗衡，成功树立

“8万元极致家轿”新标杆；在自

主品牌尚未攻破的高端市场，
采用全新家族理念设计，搭载T
-7Speed黄金动控组合，配备同
级罕有高端科技装备的传祺
GS5速博率先突破，上市首月订
单便超3000辆；年末，传祺再度
发力B级市场，推出新时代精英
座驾——— 传祺GA6，并受到媒体
与消费者一致好评，上市后订
单纷至沓来，甚至出现车主为
加快提车而加价的现象。

坚持高端路线

极致品质塑造良好口碑

成功背后是一颗矢志不渝
的“初心”。在诞生之初，传祺就
已将目标锁定合资品牌，选择
向高端路线探索。广汽传祺始
终坚持“为亲人造好车，让世界

充满爱”的品牌理念，摒弃中国
品牌长期以来为人诟病的抄
袭、模仿，整合广汽集团优势资
源与丰富合资经验，积极开发
适合国人驾驶习惯与道路特点
的优质车型。“对于消费者而
言，有些东西是不能减的，安全
配置不能减，与车性能相关的
零部件更要以顾客需求为主，
这个底线不能触碰。”广汽乘用
车总经理吴松说。

四年如一日的坚持，传
祺不仅赢得消费者的信赖，
转介绍率超过30%，品牌亦实
现破茧成蝶般的质变。10月，
J .D .Power亚太公司发布2014

年中国汽车质量研究(IQS)报
告，传祺不但以 9 9分的优异
成绩两度蝉联第一，更将众
多知名合资品牌甩在身后，
进一步向世界证明了“中国
创造”的优异品质。

专刊记者 张潇匀

近日，有消息称2015年上
海车展或将不设车模。暂且不
说这一可能最终是否会成为现
实，仅此可能的消息一出，就引
发各界热议。没有车展的车模，
大家对此怎么看？

汽车商大赞，车展回归本色

不设车模？汽车商们纷纷
笑了，大呼支持，很多车企的相
关人士表示如释重负。他们认
为，这一举措可以使汽车展览
回归正常态势。吉利控股集团
公关总监杨学良在他的微博

上，对车展不设车模给予了评
论：“最好明星、演出啥的都取
消，地方车展也这样，还大家一
个清静的车展！”

有经销商表示，如今请车模
早已失去了最初想要的效果。本
来是想靠车模来吸引观展大众
的眼球，但往往是车模出现人群
聚拢，车模退场人群消散，车却
不曾被关注。所以，如今若是不
设车模，或许可以让展台上的车
得到更多的关注。

消费者议论，褒贬不一

车展上，有人专门看车，但
也不乏专门背着摄像机抓拍香

车美女的人们。所以，面对不设
车模，有人叫好，有人吐槽。

有的消费者表示，真是大快
人心。车展的本质是车，不该让
车模扰乱了车展的最初目的。一
场车展过后，最受热议的往往不
是车，而是车模，本末倒置。很多
身为家长的消费者也长舒一口
气表示，有些车模暴露的穿着以
及不文明的行为让他们总是不
敢带孩子去看车展，如果不设车
模，绿色的车展将是孩子们丰富
汽车知识的不错去处。

也有的消费者表示，对车
展不会再爱了。有网友调侃：

“总局风都刮到车展了？”他们

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车模都是
那么低俗的，只要把握好穿衣
尺度，车模依然是车展上的美
丽风景。

车模们吐槽，不该一刀切

面对不设车模的可能，广
大车模妹子们在感叹可能要失
业的同时也吐槽不该一刀切。
她们纷纷表示，其实现在车模
被大众诟病最多的就是穿衣尺
度的问题，只要把握好穿衣尺
度就好了，不应该如此简单粗
暴。很多车模也在为自己鸣冤，
她们称，其实车模穿什么衣服
大多都是车企决定的。

2014年，广汽传祺又打了一场漂亮战役，三款全新产品
上市，全年销量11 . 68万台，超额完成全年目标，同比涨幅高
达41%，远超行业平均增长水平，再度证明了自身硬实力，
成为自主品牌迅速崛起赶超合资的领军旗手。

福特翼虎自上市以来与
它的兄弟翼博就一起霸占了
消费者们的眼球。单从内饰上
来说，设计感爆棚的翼虎就比
一直在内饰上没有什么突破
的途观占据了优势，让在内饰
上追求动感的消费者们心中
的天平偏向了翼虎。虽然设计
让人心动，但在材料的选用上
却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细节
的处理方面让人们感到还有
一丝的不足，追求完美的消费
者们可能会有一点不满意。

在整车的车身尺寸上，无
论是长、宽、高，翼虎都比途观
要多出一些，它的长、宽、高分
别为：4 5 2 4 m m、1 8 3 8 m m、
1695mm，轴距为2690mm，这样
的尺寸虽说不是大型SUV，但

在视觉上给人一种非常宽大、
敦实的感觉。虽说翼虎在尺寸
数据上比途观要大，但由于设
计理念的不同，在发动机舱布
局、座椅位置、悬架结构等设
计理念的个异化让翼虎的内
部空间更为紧凑。由于受到设
计影响，使得其腿部空间不太
宽裕；前后排的坐垫给人的视
觉感受比较单薄，但实际感受
还是很舒服的。

作为一款四驱车型，翼虎
配备了一套在城市SUV中非
常常见的基于前驱结构的适
时四驱系统，电子制动强大的
力度给了翼虎不错的脱困能
力，作为一款城市SUV，有这
样的通过性，完全可以应付在
城市中的道路了。

2015款途观内饰还是刚
上市的老样子，实用至上是大
众车显著的标志。新车顶配车
型还增加了典雅红色内饰可
供选择，以满足消费者个性的
需求。三幅方向盘握感很不
错，底部“T形”镀铬件点缀效
果很好，很有质感。但设计风
格依旧以简约为主，整体感觉
上途观的内饰与翼虎相比更
硬派一些。虽然设计感不及翼
虎，但在材料使用上显示出了
大众细致的用心。

从外观尺寸上来看，途观
的整体数据都不及翼虎，它的
长、宽、高分别为 4 5 0 6 mm、
1 8 0 9 mm、1 6 8 5 mm，轴距为
2684mm，每项数据都在30mm

以内的差距让整个车身与同
级别车型相比并不逊色多少，

所以在视觉感受上并没有太
大的区别，但整体的设计风格
与翼虎相比却是大相径庭。途
观的外观与它的内饰相搭配，
显得稳重有余但运动感不足，
让稳重的消费人群更为之倾
心。虽然外部尺寸整体小于翼
虎，但在内部空间的设计上设
计师下足了功夫，与翼虎重视
设计感不同的是，途观更注重
内部空间的利用，让乘坐者感
受到了更为宽敞的空间。

与翼虎的适时四驱系统不
同，途观搭配的是全时四驱系
统，这让途观在正常情况下，后
轮也拥有5%的扭矩分配。偏向
城市SUV定位的途观，采用多
片离合器的四驱结构，依靠电
子辅助的四驱系统，足够应付
城市中的行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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