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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面

蚂 蚁 王 二 手 车 专 栏

★

成都商报记者现场测试情况：

逸动的怠速启动键英文标识

为“ECON”。工作人员表示，在车

辆处于斜坡情况或者溜坡时车辆

都会自动开始工作。比如，停车拿

卡，发动机自动停机后若车速大于

5KM/H则立即自动点燃。 测试过

程中，工作人员还特别在空挡行驶

途中突然将钥匙扭熄火，车子惯性

滑行， 此时拉手刹就完全停下了。

这就意味着，即便怠速启停中途熄

火，该车型也可以通过直接手刹将

车子停住。

由于新车的不断换代和降价，

很多二手车出售时都有比较明显

折旧，这一点无法避免。在市场行

情稳定的情况下，以下几个因素会

影响您的二手车价格：

1

、 良好的车况

———按时保

养、没有事故、良好驾驶习惯都会

使您的车辆价格高于同年同

类二手车。2

、手续齐全

———原

始发票、购置税本妥善保存，按

时年审、不欠税费，完整的手续

会让您在卖车时省去很多麻

烦。3

、添加配置要慎重

———对

购买的车辆进行改装或增加一些豪

华配置并不能在卖车时提高车辆价

格， 有时甚至会使价格更低。4

、出

手时机很重要

———选择在新车价

格平稳时或二手车销售旺季卖车

相对会有较高的价格。

（刘逢源）

对于网帖“小姨妹”的遭遇，张

夏和赵宇心这两位专业的奥迪内训

经理都表示有些意外。张夏说，无论

是溜车还是下坡或者紧急制动连续

多次踩下制动踏板， 这两种情况都

属于发动机会重新自动启动的范

围。赵宇心认为，如果驾驶者确认不

是在慌乱中操作失误的话， 建议一

定将车辆送至专业4S店详细检查，

不排除单车故障的可能性。

截至记者发稿时，我们依然没能

同该发帖网友以及当事人联系上。在

此， 希望知情人士能和本报联系，我

们将和您一起尽力寻找溜车原因，确

保以后的安全驾驶。当然也欢迎对此

感兴趣的车主或厂商和我们联系，让

大家帮助大家。

（王聪）

这位奥迪车主快联系我们

一起找出溜车原因确保安全

商报热线：86613333-1

微信：搜索“买车帮”进行关注

同步

测试

这些车也能自动起停

有的遇高坡自动关闭

如今，很多热门新车上都配备了“自动启停”或“怠速启

停”设计，那么，它带给我们的是方便还是尴尬？您是否懂得

如何操作使用？上周，成都商报汽车部记者兵分多路试驾了

多款配置该系统的新车， 帮助大家一次性深入了解自动起

停的正确操作。

成都商报记者 刘爱妮 刘逢源 周燃摄影报道

如何让你的二手车卖个好价钱

★

成都商报记者现场测试：

自动启停键默认开启，按下后

黄灯亮起表示关闭。刚上车时自动

启停不起作用，必须等水温正常后

才行。正常情况下踩刹车停稳后自

动熄火，松刹车自动点火，但在走

走停停的堵车状态下,速度一直小

于9km/h、 空调温度未达到设定

值、熄火后没有挂在D挡、倒车或

转向过程中挂S挡等情况下该功能

也不会启用。实际测试中，当踩下

刹车起停系统发生作用熄火后，记

者模拟打开车门取门禁卡，此时D

挡会自动跳到P挡，车辆处于完全

停驶状态，松开刹车发动机也不会

工作，需重新手动点火。同行的销

售人员表述，重未听说宝马车因自

动起停系统而产生溜车的状况。

新BMW� X3� 28i豪华型

试驾时间：

2

月

8

日

试驾地点：成双大道

“自动启停”亮点：当在较大

坡度的坡道中停车或下坡滑行时

该功能会自动关闭， 以使发动机

运转来确保安全。

2014款

奔驰E260L运动豪华型

试驾时间：

2

月

8

日

试驾地点：美洲花园附近

“自动启停”亮点：更智能化，

可同时兼顾“自动启停”和“自动

驻车”两项功能。

★

成都商报记者现场测试：

自动启停功能就是中控上的

ECO按键，默认开启，按下红灯亮

起表示关闭。当温度没达到空调设

定值、转向、倒车、选择SPORTS模

式时不会启用。成都商报记者在坡

道上挂D挡深踩刹车时，发动机熄

火，松开刹车后自动工作，没有出

现失控滑行。 该系统比较智能化，

踩刹车熄火后再深踩刹车就会激

活“自动驻车”，这时脚离开刹车

发动机也不工作。再次触动油门踏

板时， 系统会同时解除 “自动驻

车”和“启停系统”。并且，假如发

动机工作后你未进行操作，几秒钟

之后仍会自动熄火。

MG6� 1.8T� TST性能版

试驾时间：

2

月

7

日

试驾地点：南三环外斜坡路段

“自动启停”亮点：在车辆处

于斜坡的情况下， 自动启停系统

默认车辆没有处于完全停驻状

态，自动启停系统不会开始工作。

★

成都商报记者现场测试情况：

当行驶至一段斜坡路段时，成

都商报记者试图通过制动待车辆

完全停驻后再来启动自动启停系

统时，但并未如愿。陪同试驾的工

作人员表示，由于该车的启停系统

同时具备智能识别功能，在车辆处

于斜坡的情况下，系统默认车辆没

有处于完全停驻状态且不会自动

激活。测试结束后，工作人员还特

地查看了技术手册，并进一步证实

了这种说法。这就意味着，网贴奥

迪车主遇到的情况，从理论上讲在

MG6上不会出现。

长安逸动手动挡顶配版

试驾时间：

2

月

7

日

试驾地点：龙潭寺工业园附近

“怠速启停”亮点：处于斜坡

的情况时，即使该功能起用，发动

机熄火， 随后也可通过踩离合恢

复启动或直接拉手刹制动。

综合多位业内人士的意见， 按理来讲，自

动启停系统这项技术本身已经很成熟了，此前

确未听说因此功能导致的刹车失灵等故障。当

然，成都商报记者未能还原网贴车主的驾驶情

况也不能就证明系统就一定没有任何问题，同

时也不排除车辆本身另有故障或者车主误操

作的可能。

成都商报记者 王聪

摄影 王效 制图 帅灵茜

特别

说明

由于无法和车主取得联系， 仅就网帖文

字表述而言，我们觉得还是有点疑问：

1

、自动启停系统是否确实被开启？因为

按照一汽大众内训经理的说法并结合成都商

报记者测试过程来看， 该车型的自动启停系

统一旦打开，则电子手刹是配合开始工作的，

不存在帖中所说的“忘了向上扣”电子手刹的

操作过程。

2

、车辆已使用了一年，车况是否正常？当

时是否另有故障？

3

、按网帖文字表述而言，司机刚拿驾照

一个月，会不会是慌乱中进行了误操作？

一般说来， 车辆的自动起停系

统有水温和行车速度等条件限制，

就奥迪车型而言：

■

启停系统仅在下列条件下工作：

驾驶员车门和发动机罩已经关

闭；驾驶员安全带已系好；自上次停车

起车速已超过4km/h；不带挂车行驶。

■

在下列情况下发动机不会关闭：

发动机尚未达到工作温度；未

达到通过空调器设置的车内温度；

车外温度很高/很低；对挡风玻璃进

行除冰霜； 打开了声控辅助泊车或

驻车辅助系统；蓄电池电量过低；猛

打了方向盘或正在转弯； 先前已挂

入倒车挡；在坡度较大的斜坡上。

■

在下列情况下无需驾驶员干预，

发动机会重新自动启动：

汽车溜车；对挡风玻璃除冰霜作

业；通过空调器设置的温度与车内温

度相差很大； 连续多次踩下制动踏

板；蓄电池电量太低；耗电量过高。

那么，什么是发动机“自动启

停” (Start-Stop� System)系统？简单

说， 就是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临时停

车（例如等红灯）的时候自动熄火；

当需要继续前进的时候， 系统自动

重启发动机。 该系统是这几年来发

展最迅猛的汽车环保技术， 特别适

用于走走停停的城市路况， 可在一

定程度上减少尾气排放降低车辆油

耗。在欧盟地区，2013年已经有超过

半数的上市新车配备此功能。

网络热帖引发数万次关注

地库下坡奥迪溜了

自动启停有问题？

近日，一篇名为《下面情况可起诉奥迪公司吗？》的

网帖引发巨大争论，短短两日关注量高达数万次。该网

帖称其所驾驶的奥迪A6L“在地库入库长下坡取卡后，

自动启停未自动点火继而溜车， 最终两个前气囊全弹

出!”一时间，关于自动启停，网友言语激烈。

前日，成都商报记者进行了奥迪车的实车测试，模拟

了几种情况下的停车状况， 但并未还原产生网帖所述的

情况。那么，这到底是自动启停有问题还是另有隐情呢？

2月6日，一名昵称“多多糖”的网友发帖

称：“小姨妹为新手（刚拿驾照1个月），驾驶

新款奥迪A6L（刚买一年）进一商场地下停车

场，在入口小姨妹踩刹车，解开安全带开左侧

车窗取停车卡，停车场自动抬杆开启。关键的

来了，因奥迪有自动启停系统，车子确定是挂

在D挡，小姨妹拿卡后没系安全带准备抬脚刹

就走，没想到自动启停系统没自动点火，停车

场入口是个陡坡，松脚刹就向下溜车了。这下

小姨妹慌了，因为发动机没启动，刹车不管用，

手刹为电子手刹，也忘了向上扣，地库入库为

长下坡，眼睁睁直奔墙而去，只听崩的一声，两

个前气囊全爆开，车头翘起，水箱报废。”

一时间，“奥迪自动启停系统是否有设计

上的缺陷还是驾驶不当” 引发了网友争论激

烈。 有的网友说是德系自动启停系统问题，有

的则表示“你小姨子是新手，慌乱导致炒作不

当”，还有人称因为不习惯自动启停，平日里干

脆不用，甚至有热心网友还把奥迪说明书相关

资料张贴上网以供讨论。 一时间，发动机自动

启停被推上风口浪尖。

就本次事件而言，难免让人产生疑问，已

经在国际上相对技术成熟的自动启停系统，

是否就是将网贴中“小姨妹”吓得花容失色

的原因所在呢？ 成都商报记者反复联系发帖

者，希望能详细了解相关情况，却始终联系未

果。前日，成都商报记者与一汽－大众奥迪内

训经理一起驾驶奥迪A6L� 2014款30� FSI豪华

型，结合网帖中“小姨妹”所述，在几种长坡

道路面进行了实车测试。

新闻

回放

设计有缺陷还是新手不过关？

实地

测试

三种测试 均未出现溜车状况

名词

解释

何为自动启停?

■测试车型：

奥迪A6L� 2014款30� FSI豪华型

■测试时间：

前日

■测试地点：

成都几处停车场的下坡路段

专家解读

运通奥迪内训经理张夏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测试一和测试二无论操作方

式有何不同，但有一项功能显示是相同

的———就是在踩停熄

火的同时车辆的电子驻车系

统

(

俗称“手刹”的圆圈内带字母

P

的功

能键

)

随即开始工作，车辆稳步停放在

原地。在第二种测试中，当发动机不再

自动启动时，需要将挡位复位至

P

挡，重

新点燃发动机，然后手动松开电子驻车

功能键后车辆才能重新行驶。两种情况

均未出现溜车情况。

专家解读

华星名仕奥迪内训经理赵宇心解

释说，为确保安全，奥迪车型

即便开启自动启停，在坡度较大的斜坡

上，发动机也不会关闭，也就是说，奥迪

的自动启停功能的开启使用是在坡度

10

度以内。

奥迪启停系统简介

自动起停发生作用有限制

事故模拟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