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0.1《继承者们》

主题：帅气深情男

VS

玛萨拉蒂

推荐指数：

★★★★★

火爆的韩剧《继承者们》再一次以富二代爱上

灰姑娘为故事铺展开来。 剧中男性角色几乎清一色

的高富帅，那么自然连座驾也是高水准。

该剧中“男神”李敏镐开的是红色版玛莎拉蒂

GranCabrio� Sport，红色代表激情四射，最具有运动气

息，美女朴信惠坐在副驾驶上，行走在路上别提有多

拉风！ 玛莎拉蒂GranCabrio� Sport敞篷跑车运动版在

2011年日内瓦车展上首次亮相， 刚上市就引起了不

少消费者的青睐。它的价格也不低，在268.8～278.8

万之间。 玛莎拉蒂的等级与作为帝国集团继承人的

金叹可谓是完全匹配，而且动力上4.7升V8引擎可提

供450马力，这款车最高速度为285km/h，百公里加速

时间为5.2秒，爆发力超强。

N0.2《来自星星的你》

主题：干净气质男

VS

梅赛德斯

-

奔驰

推荐指数：

★★★★★

本月，最火的剧莫过于《来自星星的你》。还没

看过？证明你已经OUT了。这部集结了韩国国民女神

全智贤和最年轻视帝金秀贤的电视剧， 不仅频频在

搜索榜名列榜首， 更在视频网站上获得数亿的点击

量。整部戏中男女主角开的可都是奔驰新家族哦！虽

然被遮住了大LOGO，可奔驰家族的“三叉星”风姿

是挡不住的： 全智贤开的是奔驰新款E400� coupe敞

篷版，欧巴金秀贤开的是奔驰新款CLA（国内还没上

市），就连男配角辉京开的都是SLK哦！

N0.3《My� Girl》

主题：硬朗个性男

VS

捷豹路虎

推荐指数：

★★★★

热播剧《My� Girl》，让我们看到了韩式独特而

诙谐的爱情故事。《My� girl》里的汽车品牌清一色都

是捷豹路虎。薛功灿的座驾是一辆路虎发现3，他是

一个年轻有为的企业家，能力超强外表时尚。路虎发

现3外形不拘一格，有着超强的越野功能，两者非常

契合。而外表花花公子、内心温柔善良的徐政宇的座

驾是捷豹XK跑车，被誉为“公路上的野兽”，XK是

捷豹品牌高强动力的标志， 它的出场给人一种灵动

的惊艳。

另外， 女主角李多海开着一辆双龙的korando，

这是韩国人打拼欧洲市场的先锋之一。

NO.4《屋塔房王世子》

主题：超萌正太

VS

福特探索者

推荐指数：

★★★★

“正太”王世子是从古代穿越到现代来的，因此

对什么都充满着好奇。现代人是要开车的呀，于是王

世子就缠着女主人公让她教开车， 片中有很多精彩

的人车互动情节哦！

同时， 精明的网友很快发现， 王世子的座驾是

2012款的福特探索者， 它的外形跟路虎揽胜极光十

分神似。你说它是越野车吧，确实也具备越野车的性

能，但外形呢，又确实看起来比较另类个性，不那么

野性，反倒是比较前卫。

N0.5《魔女幼熙》

主题：优雅成熟男

VS

宝马

推荐指数：

★★★★

韩国大美女韩佳人扮演女主人公马柔熙， 性格

像个“魔女”，但却是韩国最大广告公司的继承者，

拥有独立个性，卓越的管理才能，能干且工作认真。

这部剧里，出场最多的是宝马7系和Z4。比如柔熙的

座驾是M6，柳俊河的是Z4，Johnny的是X3，会长的是

750Li，特别是美女帅哥在高速公路上展开了逛飙，超

车、漂移、急刹，这一场戏里宝马出尽了风头。

成都商报记者 周燃

煲 / 韩 / 剧 / 淘 / 靓 / 车

有车主担心加油站在油罐车卸油前后卖的油更

脏，理由是新进的油倒进油罐时，会冲起沉淀的赃物，

而“尾油”则因为油已经接近油罐底部，也很脏。这种

说法有无道理呢？

一家大型正规加油站给飞哥做了现场演示，该加

油站站长介绍说：“正规加油站有严格的过滤工艺，一

是卸油过滤、二是加油机进油管道口过滤、三是加油机

精密过滤，可以保证油品质量。其次，正规加油站有严

格的管理措施，一是每三年清洗油罐，保证油罐清洁；

二是液位仪具备水位报警功能， 并每周坚持人工检测

罐底水高和油样，保证罐内油品不会出现质量问题。另

外，正规加油站均严格要求卸油期间禁止边卸边发，而

且加油机进油管口距离罐底都有250mm至300mm的

安全距离，卸油前后的油品质量都是有保证的。”

飞哥，憨厚老实，认死理，爱刨

根问底，这些特质尤其适合“包打

听”。对车略懂，因有众多业内朋友

可问，才敢斗胆接招“飞常帮”，在

此放出话来： 关于车的问题尽管抛

过来， 我和我的伙伴们一定努力给

你找到正确答案。

如果你有任何与车相关的问

题， 或者对飞常帮的内容有任何看

法，欢迎@成都商报汽车 新浪官方

微博或@川A王飞 新浪微博，或通

过“买车帮”微信告诉我，当然也可

以 发 送 email 至 cdsbwf@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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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当喜庆的传统元宵节撞上浪漫的西方情人节，当极富运动基因

的性能融入时尚个性的外形，当豪华品牌DS携手极具人气的成都商

报“汽车超市”，将擦出怎样绚烂的火花？本周末，一场你绝不能错

过的震撼购车优惠———DS狂欢购车派对一定给你好看！

1.

进店送元宵：

活动期间进店即可免费领取元宵一袋（送完

为止）。

2.

原装进口

DS3

元宵惊爆价：

独享“无忧计划”3重礼。一重

礼，首付4.59万，法国原装进口DS3开回家，5.99万包牌买车无忧；

二重礼，3年10万公里养车无忧；三重礼，免息用车无忧，0利息、0手

续费，原装进口新车可以轻松拥有。

3.DS3

情人节“白色限量版”特供蓉城

，活动期间定车存1万抵

5万。

法国“总统座驾” 豪华品牌血统

DS作为源自巴黎的豪华品牌，是法国汽车工业的代表，更是

法国文化、创新精神和时尚风格的代表。1955年，DS于巴黎车展首

次亮相便以大胆的设计和超前的技术引起了轰动， 并引发汽车行

业的革命，奠定了DS在全球汽车发展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一直

以来，DS都极受法国政要的欢迎，被誉为“总统座驾”，从戴高乐

到奥朗德，DS都是法国总统的不二之选。 而DS品牌进入中国市场

后，不仅向中国消费者传递法式豪华和源自巴黎的创新精神，更汲

取、融合两国的文化、科技精华，成为中法合作的杰出代表之一。

2013年12月19日，DS全球战略车型DS� 5LS在巴黎全球首秀， 并将

在中国市场进行首发， 让中国消费者零距离感受到源自巴黎的创

新精神。

拉力赛称王 DS3以荣耀佐证性能

个性、拉风的外观，精致、豪华的内饰并不是DS3的全部，作为

一款精品小车，强大的内在实力才是核心的产品力。始于1973年的

WRC世界汽车拉力锦标赛，相信每个赛车迷都不会陌生的。WRC

是FIA国际汽联四大赛事之一，与F1齐名，但是与F1不同的是所有

参赛车辆必须以量产车研发制造而成， 并在世界各地的雨林、泥

泞、雪地、沙漠及蜿蜒山路等不同的路况进行比赛。DS3在WRC赛

车2011年首战即获得冠军殊荣， 正是对DS品牌性能的最好佐证。

作为DS家族中最具个性的代表，DS3在兼顾法国浪漫与奢华的同

时，却不失都市时尚动感。专属的动感驾驶乐趣由DS3重新诠释。

DS3承袭WRC冠军血统，采用前麦弗逊式悬挂和后柔性梁的底盘

设计，匹配“适应”路面的减震器让您轻松驾驭弯道，畅享行云流

水般的驭弯乐趣。WRC冠军级别的操控实力， 当然带给你稳操胜

券的自信。

（刘爱妮）

1月3日，郭先生才买20多天、跑了747公里的新捷达EPC故障

灯点亮（意味着发动机可能发生故障）， 经四川一汽贸易4S店拆

检，其发动机第四缸进气门运动受阻，导致气门摇臂错位。该4S店

检测结果是：“油品问题导致发动机故障”， 而非车辆本身的质量

问题，厂商没有责任。一汽-大众考虑到顾客是几百公里新车就有

如此遭遇，本着对客户的关怀免去了郭先生的绝大部分费用，仅象

征性收取几十元的材料费以表明这并非质量问题。 而郭先生最近

一次加油的成都中油能源有限公司三环路摸底河（外侧）加油站

则表示：“当日共售出7000多升汽油，除郭先生外并没有收到一例

质量投诉，油品没有问题，欢迎鉴定。”

自己车油箱里面的油为何这么脏？ 郭先生也找不到一个确切

原因，因觉得鉴定难和起诉太麻烦，他最后决定在4S店修复自己的

新车，并表示愿意支付厂商象征性收取的费用。

1月27日，本报对此事进行了报道。1月28日，为了证明自己油

品质量没有问题， 中石油四川成都销售分公司和成都中油能源有

限公司邀请记者到他们旗下的加油站探访，参观其卸油过程，以说

明他们的技术手段可以保证卸油前后的油品与平常时段保持一

致，并现场抽样展示其油品正常。

在三环路摸底河（外侧）加油站内，成都中油能源有限公司负

责人向记者提供了一份专门从油库提取的郭先生加油当日（12月

25日）的油品检测报告，报告显示油品的各项指标在规定范围之

内。记者将此结果告诉了郭先生，他对加油站的这种积极态度表示

肯定，称自己不打算再就此事折腾，只等车辆修好就行。

成都商报记者 王飞 摄影记者 刘畅

无论何地、无论事大事小，你都可以通过热线或者微信

向我们反映；不管你是遭遇消费陷阱，还是面临维权难题，或

者有消费疑惑需要解答都可以和我们联系。

汽车维权通道

成都商报热线：86613333-1

成都商报汽车微信账号：买车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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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最好别混加

实在要混，就高不就低

韩剧中的“欧巴”们

不仅人帅 座驾更拉风

97号油比93号质量更好？

不是。标号不代表质量，代表抗爆性能

燃油专家告诉飞哥，车用汽油按照“研究法辛烷

值”不同，标号划分为90号、93号、97号和98号。辛烷

值是表示汽油抗爆性的指标，辛烷值越高，抗爆性越

好。抗爆性是指汽油在汽油机中燃烧时不发生爆震现

象的性能。

黄海波明确表示，不同标号的汽油的成分基本相

同，只是为了实现不同的抗爆性能而在附加成分上略

有区别， 并不是说高标号的汽油比低标号的汽油更

“纯”或者更好。

专家建议：为汽车选用汽油应依据汽车的发动机

压缩比大小来确定 （汽车的压缩比可以从汽车的使

用说明书中查到），如果选用了不符合汽车所需牌号

的汽油，汽车发动机就会产生爆震，影响汽车的正常

使用。

有车主认为，97号油更贵， 而且一般给高档车使

用，是不是会更劲爆一些，所以偶尔会给自己的车喝喝

“高档油”，而且会感觉自己的车力道更好，加速更快。

“可能是心理作用大于实际作用。” 罗开俊说：

“不同标号的汽油可能在燃烧速度和充分程度上会

有一些细微差别， 但是对动力性不会带来明显的改

变，踩踏油门的一点点轻重差别就会覆盖掉这细微的

差异。”

用97号油比93号更劲爆？ 实际感受差异不大

飞

常

帮

高标号油不经烧？

差别很小,感受不到

有车主反映，自己的车如果加一箱93号油，可

以跑600公里，但是加97号油就只能跑550公里。97

号油当真没有93号油经烧？

“确实有这个现象。”黄海波说：“我们曾经做过

台架试验。 同样容量的低标号油可能会比高标号油

多出一点里程，最多可达2%～3%的差异。但是这要在

条件很一致的情况下才能体现出这种区别， 汽车在

实际使用中，路况、驾驶风格对油耗的影响远远大于

这点细微区别。 不同标号的汽油行驶里程差别其实

不会太远。”

技术专家明确表示，根据汽车生产厂家要求

来选用合适的汽油标号不仅可以延长发动机的

使用寿命，还可以达到节油的目的。高压缩比的

车如果使用低标号的油， 除了会给车造成损坏

外， 还会增加油耗， 综合来看其实并不便宜。反

之，如果将高标号的汽油用在压缩比较低的汽车

上，不但造成经济上的浪费，而且还会导致点火

慢、燃烧时间延长、功率下降，甚至烧坏排气总

管，也是不科学的。只有使用与汽车的压缩比相

适应的汽油，才能提高发动机的功率，增加行车

里程，节省燃料。

专家建议车主尽量选择到正规大型加油站加

油，避免出现加到劣质油、不达标油的情况。

成都商报记者 王飞

头道油和尾油更脏？ 不是。任何时候加油都一样

春节自驾出游刚回来的张先生， 一直担心自己

的车因为混加了93号和97号汽油而导致汽车故障，

“就跟红酒不能和白酒兑着喝一样，我这样混着加行

么？ 当时加油站没有93号油， 我车的油箱都快见底

了，实在没法只有加97号。”

关于汽车加油，车主有很多问题：例如97号油是

不是比93号质量更好？ 汽车加97号油是不是跑起来

更劲爆？97号油是不是不经烧？同样的量，行驶的里

程数会比用93号油跑的路程更短？还有，所谓的“开

头油”和“尾油”是不是更脏？

上周，记者请教了燃油方面的技术专家，以及汽

车专家西华机动车司法鉴定所所长黄海波、 四川省

汽车维修专业委员会专家组组长罗开俊等专业人

士，请他们告诉车主关于燃油的种种知识，消除一些

车主的认识误区。

目前市场上，标号更高的汽油更贵，一些车主为

了省钱， 就降低了汽车的伙食标准———加低标号汽

油，或者给车辆吃高低混搭的“勾兑”油。一些偏远

地区， 原本烧高标号汽油的车可能会被迫加低标号

的汽油。而有时候，一些车主因为油站没有低标号汽

油，而不得不给车辆吃一下高标号的“细粮”。汽油

混加，对车究竟有没有影响呢？

“不同标号的汽油短时间混用不会对汽车造成

大伤害，但长期混用不同标号的汽油，将影响汽车点

火系统、喷油嘴及火花嘴的使用寿命，使车辆的大修

时间提前。” 专家称：“严格来说，93号汽油和97号也

不能混用，不过它们两者的化学成分等各方面都比较

接近，抗爆震性强，两者混用一般不会有什么太大问

题，短时间混用不同标号汽油后，一般不需要对车辆

进行特殊保养， 但是建议车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应严格按照车辆本身的要求使用相应标号的汽油。”

“如果实在要混加， 那应该遵循就高不就低的原

则。”罗开俊提醒车主：“例如原本加93号油的车加97

号油一般不会出问题， 但是反之就可能导致车辆损

坏， 汽车如果用低标号的汽油可能引起车辆爆震，严

重时可能导致车辆气门弯曲、气门室盖损坏等问题。”

今年春晚，微信“朋友圈”刷屏最多的非韩国“长腿帅

哥”李敏镐莫属，《继承者们》的“金叹”一出场，就让众多女

观众惊声尖叫！众所周知，韩剧对于汽车品牌要求甚高，因此

每一部热播剧都能掀起一场偶像座驾热潮。因为，豪门家族的

“继承者们”，帅气不光要有好皮囊，选车还得要有好品位！今

天，记者就为大家盘点下韩剧中“欧巴”（韩语：哥哥）的那些

“名车座驾”。没准儿，你还能从中找到心仪的爱车呢！

加油站出具质检报告：

油没问题

《新车七百多公里发动机报故障 都是油脏了惹的祸？》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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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汽车加油的其他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