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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汽车新材料新工艺
发展趋势论坛举行

路虎全新一代发现

水瀑创意巡展激爽盛夏
在 40 摄氏度高温的盛夏里
遇见一道水雾缭绕的
“瀑布”，
路
虎全新一代发现为都市街头带
来一股强劲的激流。这些“瀑
布”现身闹市，四溢的水柱托举
着路虎全新一代发现，让更多人
感受到发现车型传承 28 年始终
不变的探险精神。全新一代发
现水瀑创意巡展在席卷了上海
和成都之后，
已于近日登陆北京
世贸天街，为北京的夏日带来一
场激爽盛宴。
为什么路虎全新一代发现
那么喜欢亲水？自然因为水性
好，全新一代发现将最大涉水
深度提升到了 900mm，加上先
进的涉水感应系统，让拥有它
的现代探险家们无“水”不欢。
而这一切都源自于路虎发现车
型从诞生至今始终引以为傲的
全地形能力。这个能力不仅在
于全时四驱，更是由一系列先
进科技加持：电子空气悬挂系
统可以调节底盘高度，降低可
以方便上下车，而升高则可以
通过各种岩石山路；搭载的第
二代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可以
自动切换 5 种针对不同路况的
驾驶模式，全地形进程控制系
统让你无需掌握油门刹车，只
需调整方向盘就能从容面对复
杂路况。如此强悍的越野能
力，让全新一代发现始终保持
着独到之处。其实想做一个探
险家，真的一点都不难。
倾泻的水柱形成一道流线
的白幕，辉映出全新一代发现扣
人心弦的前卫气场。开创性的
设计思维为全新一代发现带来
突破传统造型的表现方式。设

计师巧妙地保留了发现家族标
志性设计元素，
例如蚌壳式发动
机舱盖、阶梯式车顶、非对称式
牌照框等，并加入了更流畅的车
身线条、时尚明快的环景式舷舱
造型、鲜明独特的直竖式进气
孔、堞垛式轮拱、一体上掀式尾
门设计与电动内尾门等新元素，
这些极具创造力的设计元素赋
予全新一代发现崭新的前卫风
采和独树一帜的外观气场。
全新一代发现用丰富的内
涵充分证明了自己大型豪华 7
座 SUV 的定位。首先“真大型，
真 7 座”，它采用真正成人规格
的七人座席，第二排、第三排腿
部 空 间 分 别 达 到 945mm 及
851mm，保障乘客的舒适坐乘；
指挥官式的驾驶座位、阶梯式的
车顶和剧院式三排座椅的规划，
为每一排乘员提供宽敞头部空
间及视野；创新的智能互联座椅
折叠功能，可通过智能手机遥控
折叠后排座椅。而最大 2500 升
的载物空间可轻松收纳物品，
充
分满足载物需求。再次，
“ 真豪
华，真科技”，天然橡木、金属饰
面和可选配的温莎豪华皮质，
结
合一丝不苟的精细工艺，
尽展现
代奢华；In Control 智能驭领尊
享触控系统搭配双屏显示的 10
英寸触摸屏，带来出众的人机交
互体验以及丰富的功能；
更有可
选装的 Meridian TM 高级音响
系统，以先进的数字音源处理科
技释放纯净音质，令人如临音乐
会现场。
瀑布之上，发现豪情。在你
的城市，路虎全新一代发现与你
不见不散。

英国政府正式宣布
2040 年起禁售汽油和柴油汽车

英国政府于近日宣布，将于
2040年起全面禁售汽油和柴油汽
车，
届时市场上只允许电动汽车等
新能源环保车辆销售。
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
部当天公布的解决道路污染计
划显示，英国政府将确保 2050
年道路上不再有汽油和柴油车
行驶，这意味着从 2040 年起政
府将不允许汽油和柴油车出售。
计划还提出，
地方政府应出台
具体措施，
如改装公共汽车、
改善
道路布局以及征收污染税等，
以改
善污染严重地区的空气质量。
一位政府发言人表示，解决
道路污染计划总投资约 30 亿英
镑（约合 39 亿美元）。
根据英国汽车制造商和经

销商协会公布的 6 月份销售数
据，英国新能源车仅占汽车销量
的 4.4％，未来市场空间巨大。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
为了在全国
各地安装快速充电点，
以便司机
可在半小时内完成充电，
英国需
要进行大量投资。
汽车制造商对此已有准
备。德国宝马汽车日前宣布，
将
于 2019 年开始在英国牛津工厂
生产纯电动 Mini 汽车。此前，
瑞典汽车制造商沃尔沃表示，
从
2019 年起公司所有新车型都将
配备电动引擎。
早些时候 ，法国宣布将在
2040年前禁止销售柴油和汽油汽
车。挪威此前也宣布，
到2025年
前禁止销售化石燃料汽车。

艳阳逐浪

全能多面手

BMW X1 sDrive18Li

本报讯（见习记者 唐晓峰）近日，由盖世
汽车与寻材问料主办的第二届汽车新材料新
工艺发展趋势论坛在昆山维景国际大酒店举
行。700 多位来自汽车行业协会、汽车品牌厂
商、汽车零部件企业、汽车材料企业、科研机构
和检测机构的专家学者、企业高管汇聚一堂，
共同探讨汽车在低 VOC 与轻量化方面的新
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并就汽车行业现状和
未来发展趋势展开讨论。
近年来，随着汽车消费日益普及，消费者
对汽车的美观和环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汽
车材料正在逐步向轻量化、低 VOC 与低气味
性等方向发展。据组织方介绍，
与第一届论坛
相比，
此次论坛更加注重专业化、技术化、实用
化和前沿化，
旨在为汽车行业搭建一个沟通交
流的平台，促进汽车厂商、零部件企业和材料
企业之间的联系，
提高国内汽车产业链的竞争
力，
加快汽车相关行业的发展与融合。

夏季，汽车轮胎如何保养？

载你 High 翻盛夏

盛夏时节，人们的炙热感
直线上升，此刻的海滩便成了
夏季度假的宠儿。想要正确地
开启一段动感、
活力、
激情的逐
浪之旅，
除了那些夏日必备，
更
需要一台操控、舒适上佳且空
间够大的出行工具来满足所有
需 求 。 新 BMW X1
sDrive18Li 凭借其充满力量
感的纯正家族基因、超大越级
空间及独有的驾趣，让每一位
家庭成员都能 High翻夏季！

大肚能容 众口易调
作为全家总动员开启逐浪
之 旅 的 最 佳 拍 档 ，新 BMW
X1 sDrive18Li 同你一样早已
蠢蠢欲动，渴望载上幸福奔向
旅途。其全系标配同级面积最
大的贯穿式全景天窗拥有 0.82
㎡，
且前半部分可全部打开，
阳
光透过天窗温暖地洒进车里，
让每个人都洋溢着阳光般的灿
烂。除此之外，新 BMW X1
sDrive18Li 还拥有碾压同级
紧 凑 型 SUV 的 2780mm 轴
距，
无限接近更高级别车型，
实
现了空间上的真正越级，尤其
是后排2拳以上的腿部空间，
令
家人可以
“肆意妄为”
地找到适
合 自 己 的 姿 势 ，惬 意 享 受 旅
程。同时，在抵达海滩后还可
毫无压力地为孩子在车内更换
衣物，
穿戴装备尽显从容不迫。
值得一提的是，新 BMW
X1 sDrive18Li 除 了 超 大 越
级空间外，车内储物空间的设
计尤为注重人性化，不仅使用
起来非常顺手，而且大到堪称
“奢侈”
的地步。其大开度尾门
及灵活充裕的行李箱空间，
可容
纳下沙滩椅、
潜水装备及全家人
的衣物等所有物品，
同时还带有

隐藏的100L储物格，
无论是放
置隐私物品、
易消失的小件物品
还是沾满金色砂砾的鞋子都极
为便利，
车顶行李架更是可将冲
浪板、
划水板等一并带在身边。
更为贴心的是，
后排座椅可按照
40:20:40比例三段放倒，
其容
积也随之扩大至1650L，
除了可
以放置更多物品外，
诸如沙滩椅
这种较长的物品可被更灵活地
安置，
后排的乘坐空间及舒适性
并未受到丝毫影响。后侧车
门内储物槽可以轻松放下防
晒霜、毛巾、沙滩鞋等，甚至还
能再加两瓶矿泉水，副驾驶手
套箱内足足可以容纳下一台
单反相机与其镜头和配件等，
人性化的设计无处不在，也让
新 BMW X1 sDrive18Li 凭
借其真正越级的实力，满足不
同人群不同家庭的不同需求。

驾趣依旧 不忘初心
进入沿海公路，一望无际
的海平线让人心血澎湃，
孩子更
是雀跃欢呼，
此时不由得深踩油
门。新BMW X1 sDrive18Li
的动力随传随到，虽然排量不
大，但其最新搭载的 B38 发动
机拥有低扭强劲的特性，
同时，
发动机声浪依旧是经典的沧桑
加磁性。除此之外，其燃油经
济性更是达到同级最佳的
6.1L/100km，
节省用车成本的
同时令车主无形中为环境作出
贡献。不仅如此，
“世界年度
发动机”和“沃德十佳发动机”
两项大奖也曾被收入囊中。
随着洒满金色的沙滩越来越
近 ，道 路 也 开 始 变 得 有 些 复
杂，半沙半柏油的路况时有出
现 ，隆 起 的 小 沙 包 也 越 发 多
了，考验着车辆的通过性，新

BMW X1 sDrive18Li虽然是
两驱车型，但凭借着较高的离
地间隙与宽大的车身依旧能做
到四平八稳，
舒适性不言而喻。
不忘初心！在打造新
BMW X1 sDrive18Li时依旧
将驾驶乐趣至于首要地位。其
底盘采用了同级独有的等长
传动轴设计，在蜿蜒的沿海公
路上可让你“肆意撒野”，即使
遇到刁钻弯道，也不会出现险
象环生的场景，而是紧贴地面
摒弃多余的车身动态，稳健地
穿梭于一个又一个弯道。为
了赶到制高点览尽至美，不觉
中加快了速度冲向山顶，弯道
中 新 BMW X1 sDrive18Li
独有的驱动力控制系统为车主
保驾护航，实时感知车身动态
的变化不间断地分配着驱动
力，最大限度地减小了转向不
足。路峰一转，一轮朝日散发
着玫瑰色渐渐升起，感叹自然
景致的同时，你最忠实的搭档
新 BMW X1 sDrive18Li 静
静地停在那里时刻等待着与你
同行。

High翻夏季 近在咫尺
携家人冲向金色的沙滩，
吹着醉人的海风 High 翻夏季
是何等的幸福与惬意，但专注
在事业上的你也许会忽略身
边 的 幸 福 ，新 BMW X1
sDrive18Li 告诉你其实幸福
近在咫尺！通过 BMW 悠贷
金融方案首付低至 5.8 万元，
月供仅 1399 元起；还有悦贷
金 融 方 案 可 供 选 择 ，20Li 和
25Li 车 型 最 低 利 率 仅 为
0.88%。此外，月供增容计划
可将保险并入贷款项目，更能
拉近你与家人的幸福时光。

随着夏季气温逐渐升高，
汽车轮胎在车辆
行驶过程中散热会变慢，
胎压也随气温相应增
高，
因此很容易引起爆胎。作为车辆唯一与地
面接触的部分，轮胎一旦发生故障，将直接导
致车辆运行不稳，
甚至撞向旁边行驶的车辆或
其他危险物品，
这直接威胁到驾乘人员的生命
安全。这么重要的
“生命之胎”，
车主应该高度
重视。

■ 为何夏季汽车频爆胎？
1.当路面温度升高时，轮胎与地面的摩擦
产生热量增加，胎表温度随之升高甚至超标，
轮胎胎体发胀变薄，
结果就容易导致爆胎。
2.天气炎热还容易导致轮胎变形，进而抗
拉力下降。此外，对轮胎本身来说，性能不达
标，
如气压不标准、轮胎老化，
或者在行驶中轮
胎扎到了尖锐的东西等情况，
都会导致汽车突
然爆胎。

■ 如何预防夏季汽车爆胎？
1.充氮气可预防爆胎
如果车主资金比较充裕，
可以为轮胎和备
胎充氮气。充氮气可减少爆胎率，杜绝自燃。
从化学角度来解释：由于氮气是惰性气体，热
胀系数稳定，不易发生爆炸，所以大大降低了
爆胎几率，
同时对橡胶轮胎释放出的气体的自
燃也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杜绝自燃。需要注
意的是，充气时要保证清洁，充入的气体不能
含有水分和油液，
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内胎橡胶
因这些物质作用而变质损坏。
2.莫往轮胎上洒水降温
炎热的天气，
一般在高速路上开两个小时
后，就要让车在路边阴凉处停下，让轮胎休息
降降温，但不能往车胎上洒水，以免轮胎变
形。给轮胎降温降压时，
要让其自然降温。若
采用往轮胎上泼冷水等手段，
易使轮胎产生裂
纹，
缩短轮胎使用寿命。
3.换位延长轮胎寿命
车主常常会注意到，
汽车的前轮因打方向
盘的需要，磨损速度会比后轮快，往往会出现
前轮花纹磨光时，
后轮花纹还是轻微磨损的现
象。为了延长轮胎的使用寿命，
可采用定期进
行前后轮胎换位的方法，
这样可平衡后轮的磨
损情况。根据专家的建议，
前轮驱动的车辆应
每行驶 8000 公里进行换位，使各轮胎磨损均
匀。
4.汽车别长时间停在暴晒地方
夏天停车时，
应将车停在没有阳光长时间
暴晒的地方，因为车轮经过长期阳光暴晒后，
易使其胶面发生老化，
导致爆胎的概率增大。
同时，停车时还应保证 4 个车轮在同一水
平面上，不可将车停在一高一低的路面上，否
则，处于最低处的轮胎会“不堪负重”，致使轮
胎内部钢丝变形从而导致轮胎的损坏。
另外，
夏天由于气温高，
胎面较冬天柔软，
从理论上讲会加快轮胎的磨损，
因此建议车主
在夏天时要时常注意是否需要更换新胎，
以确
保行车安全。
（来源：
爱极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