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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况导入倒计时
刘葳漪

半个月前，《2019年第13号国家标准公告》正式
发布，独属于中国自主的汽车行驶工况体系，即全
国标准行驶循环工况（CATC）迈向独立、自主的新
阶段。工况测试，既是基础标准，也是体现国家汽车
产业的软实力。

汽车工况是汽车行业重要的共性基础，也是车
辆、能耗、测试方法和限值方法的基础。经常听到消
费者实际用车的油耗和买车时标注油耗有较大出
入，原因就是一直以来我国采用的是NEDC（欧3/4
排放标准的一型试验）工况。

NEDC工况测试法基于匀速状态下的油耗和

排放进行测试。但实际上，很少会有驾车的司机会
长时间采用匀速驾驶，即便在路况较好的高速公路
上，这就导致NEDC测试结果与实际使用结果有出
入。中国幅员辽阔，地区道路条件差异较大，NEDC
标准不可能参照这些实际情况。 此外，NEDC工况
测试要求忽视气压、温度、驾驶习惯等外部条件，但
这些都是影响油耗的外界因素。

言简意赅地说，NEDC工况在我国应用的问
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NEDC工况与我国机动
车行驶特征差异很大， 这种差异尤其表现在以
NEDC为基础标定的排放性能、 燃油消耗和优化

标定值上； 直接影响我国节能减排政策实施效
果； 现有NEDC工况法低估了新能源汽车的节能
效果， 不适用于评价制动能量回收、 怠速启停等
新技术。

据悉，中国工况的总体框架一直在不断完善和
测试。2019年4月-2020年4月，中国工况工作组继续
在天津、北京、南京、合肥、武汉、南昌、福州、厦门开
展为期一年的数据采集工作，共计100辆车。

日前，在2019年“中国工况”开发应用技术研
究会议上， 针对CATC导入规划给出了具体时间
节点：2025年前，轻型汽车中的汽柴油车、混合动

力汽车、替代燃料汽车采用全球统一轻型车辆测
试循环测试标准（WLTC）工况，而重型商用车、纯
电动汽车、 燃料电池汽车将率先采用中国工况
（CATC）。2025年后， 所有车型都将采用CATC工
况标准。

作为一个汽车行业的从业者，深信适合我们的
才是好的。但是，理性也告诉我们，法规需要给诸多
车企一个过渡周期，对于一个新工况来说需要充足
时间去运用、磨合，毕竟，无论软件还是到硬件，产
品还是市场， 人员和设备都需要进行完备的调试，
这也是对广大消费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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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摇号帮改装 买货车躲限行靠谱吗

北京现代押注年轻化战略

·车界·

皮卡持续热销

根据去年6月发布的《关于对部分载客

汽车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今年11

月1日起，外埠牌照车辆一年最多办理

12次“进京证”，每次有效期最长为7天，

限行区域延伸至通州区全域（不含高速公

路主路）。

“根据实际需要，既可以连续申办，也

可每月或不定期申办。”北京市交通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每辆车每年可以在办证范围

内通行的时间为84天，占全年时间的23%，

可以满足临时来京办事、旅游等需求。

随着限行政策落地，不少持有外埠号

牌车辆并在京长期使用的车主，选择售出

手中车辆，并开始选择“替代品”。北京商报

记者发现，目前不少不用参加摇号的车型

在市场上出现热销场面。刚刚卖掉手中外

埠号牌车辆的王先生表示，由于不符合北

京摇号资格，他在处理掉手中外埠号牌车

辆后，正在考虑入手一辆皮卡作为替代。

实际上，像王先生一样的车主不在少

数。近期，北京皮卡市场逐渐火热。“不用摇

号就能上北京牌照。”一位皮卡销售人员对

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由于货车不属于小客

车范围，因此皮卡可以不参加摇号直接上

货车牌照，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业内人士

表示，今年以来五环外出现大量皮卡车型，

既有自主品牌也有进口品牌，长城、东风日

产等品牌皮卡车型均出现热销，部分品牌

经销商已出现断货现象。

货车“变身”SUV

由于皮卡属于货车不用参加北京小客

车指标摇号，因此不少商家也将其作为卖

点吸引消费者。不过，销售人员表示，皮卡

属于货车，虽然可以不摇号上北京牌照，但

还受限行政策限制。按照规定，每天6时至

23时，货车禁止进入北京市五环路以内道

路行驶。“不少购买皮卡车型的消费者多居

住在五环外，购车后基本也在五环外行

驶。”上述销售人员表示。

然而，由于不摇号上北京牌照的皮卡

大部分时间只能在五环外行驶，因此部分

商家开始动歪脑筋，通过改装的方式，将轻

型封闭式货车改成SUV卖给消费者，并“承

诺”不仅能不摇号上北京牌照还能进入五

环内行驶。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发现，一家经

销商店内，捷途X70被摆放在显眼位置，该

车型从正面看与一般SUV并无差别。店内

销售人员表示，该车型属于轻型封闭式货

车类型，不用摇号便能上北京牌照，如果消

费者需要在五环内道路行驶，店内会帮助

对车型进行小改动，改动后车主便能在北

京区域道路上随意行驶。

据了解，作为轻型封闭式货车，捷途

X70后挡风玻璃与两块后门玻璃均用白铁

皮包裹，同时两扇后门与后备箱盖上均贴

上反光条，后座也被拆除。上述销售人员透

露，所说的“小改动”便是将反光条和喷涂

的字样清除，后挡风与后门的白铁皮也换

成玻璃，并安装上后座，与普通SUV车型并

无差异，上路后很难被发现。

不仅捷途X70，北京商报记者发现，开

瑞K60及K50两款车型也能进行改装，外观

与普通车型并无差别。不过，由于是轻型封

闭式货车，行驶本上仍会注明货车，需要每

年进行年检。

购车存风险

虽然经销商对货车进行改装，使其在

外观上与普通车型差别不大，但消费者在

使用中却存在重大风险。

据了解，轻型封闭货车在检验时与小

型客车的主要区别为，车辆不能核定载客

人数，只能核定载质量。轻型封闭货车自注

册登记之日起需每年进行一次车辆年度检

验，车辆年检时需确认客货隔离装置是否

安装牢靠、车身是否喷涂“封闭货车”字样

和总质量、是否按照规定粘贴车身反光标

识，车辆使用年限为15年。同时，北京市规

定，货车在6点到23点间不能驶入五环内行

驶，货车在限定时段内进入五环要处以

100元罚款并记3分。

“改装后，车辆外观与小客车保持一

致，可以放心使用。”上述销售人员表示，车

辆年检时可以替车主送检。不过，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擅

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

征，车辆注册登记后拆除相应装置或做相

应改装的行为，都属违法。

业内人士表示，商家的这种操作，在使

用过程中存在重大风险。虽然肉眼无法分

辨，但是车辆牌照决定了该车的属性，无论

通过电子眼还是交警手中的执法仪，都可

以检测出来，一旦被交警发现，消费者将面

临扣分罚款等处罚。

汽车行业专家颜景辉表示，商家的这种

推销手法对消费者极不负责。货车需每年验

车一次，而且验车时要将车辆恢复原状。“非

法改装、更改车辆用途的车辆，保险公司可

以拒赔，消费者的权益将受到很大的损失。

因此购买此种车型并不能解决问题，消费者

一定要慎重选择。”颜景辉如是说。

北京商报记者刘洋刘晓梦/文并摄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洋 刘晓梦）今
年前9个月销量低迷的北京现代，开始通

过密集布局新品并开启年轻化战略，欲

重夺市场份额。在此前推出领动PHEV加

码新能源车市场后，新一代ix25和新一

代悦纳两款车型同时上市，北京现代通

过燃油、新能源双线车型发力，加速回归

销量快车道。

数据显示，今年9月北京现代销量为

6.86万辆，同比下滑14.2%；前9个月销量

为45.14万辆，同比下滑19.6%。对此，北

京现代常务副总经理刘宇表示：“此前北

京现代在面临销量压力大的情况时，也

曾实施购车优惠政策，但这对一个品牌

的健康度并不利，因此对于北京现代来

说，告别过去的‘性价比’战争，提升品牌

溢价变得尤为迫切。”

事实上，此前北京现代推出的菲斯

塔车型，已经开始通过年轻化战略提升

品牌溢价能力。据统计，作为北京现代年

轻化车型，今年菲斯塔月均销量稳定在

8000辆左右，在北京现代全系车型中排

名第三位，整体占比达15%。而本次上市

的新一代ix25和新一代悦纳两款车型则

欲复制菲斯塔的成功。

北京现代相关负责人表示，新一代

ix25和新一代悦纳在产品定义、目标人

群方面各具特色，而相同点在于都有着

高颜值、大空间、高智能、低油耗等产品

优势。两款产品分别定位小型SUV和小

型轿车市场，给细分市场的消费者带来

全新选择，同时进一步强化北京现代年

轻、活力、智能的品牌新形象。

其中，新一代ix25切入“85后”至“95

后”年轻购车人群市场。该车型采用

“SensuousSportiness”（感性运动）设

计理念，前脸夸张的多边形前隔栅、分体

式LED自动前大灯，具有超高识别度。双

拼色车身、悬浮式车顶和小幅溜背造型

的采用，增加潮流时尚元素。

相比新一代ix25，本次上市的新一

代悦纳更加符合“90后”群体需求。新车

搭载领先的智能出行安全系统，融合车

道偏离警示系统（LDWS）、车身电子稳

定系统（ESC）、上坡辅助系统（HAC）、间

接式智能胎压监测（TPMS）等。

据透露，上市前新一代ix25预售订

单已超过5000辆，远超北京现代定下的

3000辆预期。北京现代销售管理室室长

刘观桥表示，在今年剩下的两个月中，该

车型销量有望达1.5万辆。

根据规划，今年北京现代将总共投

放8款车型，分别为三款D＋S全新战略

车型，即第四代胜达、新一代ix25、第十

代索纳塔；两款主力轿车改款车型，即

领动和悦纳；还有三款新能源车型，分

别是领动PHEV、昂希诺EV、菲斯塔

EV。此前，第四代胜达、领动PHEV等

车型已相继上市。北京现代相关负责人

表示，新一代ix25和新一代悦纳两款车

型的上市，将今年北京现代产品投放规

划推向顶峰。据了解，在近日昂希诺EV

上市后，菲斯塔EV、第十代索纳塔将随

后上市。

企业供图

11月1日起， 外埠牌照车辆在京

限行管理新政正式实施。 在北京二手

车市场， 外埠号牌车辆交易量提升的

同时，部分经销商开打擦边球。北京商

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 近期不仅皮卡

车型市场销量出现增长， 部分小型封

闭货车也出现热销现象， 个别商家将

销售的货车改装成SUV卖给消费者，

并将“不摇号，买车送北京牌照”作为

卖点吸引消费者。 对此， 业内人士表

示，不摇号上北京牌照只是噱头，改装

车型在使用过程中存在重大风险。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洋 刘晓梦）比亚
迪“新一代智享座驾”全新秦燃油、全新秦

EV近日正式上市，共推出6款车型。其中，燃

油版车型官方指导价为5.99万-7.69万元，

纯电动车型补贴后售价为12.99万-13.99

万元。

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赵

长江表示，今年前9个月紧凑型轿车市场

在整体市场中占比达到31.7%，成为份额

最高的汽车细分领域，也是比亚迪要全力

以赴的“兵家必争之地”。随着全新秦燃油

版及全新秦EV车型的正式上市，比亚迪

将兵分两路“征战”紧凑型轿车市场。

据了解，秦燃油版车型搭载1.5升＋

CVT动力组合，满足国六排放标准，并配

备比亚迪目前主推的DiLink2.0智能网联

系统和生态化座舱；秦EV车型基于比亚

迪e平台打造，综合续航里程达421公里。

财报显示，今年前9个月比亚迪营收

938.22亿元，同比增长5.44%；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74亿元，同比增

长3.09%。在今年三季度国内新能源车市

场销量下滑局面下，比亚迪销量稳定增长

便开源于燃油版车型的发力。

作为比亚迪王朝家族的“开山之作”，

2013年上市以来，秦系列车型凭借优异的

性能和超低油耗赢得市场广泛认可。与上

一代车型相比，全新秦的提升非常明显，

全新造型设计、丰富的科技配置、更长的

续航里程，进一步增强产品竞争力。

目前，比亚迪汽车业务已形成“王朝

家族”＋“e系列”两大产品矩阵的格

局，产品级别更实现从A00级轿车到大

型SUV全覆盖。此时推出全新秦燃油

版，将补齐比亚迪王朝系列缺少紧凑型

燃油版轿车的短板，在紧凑轿车、中级

轿车、紧凑型SUV、中大型SUV、MPV市

场实现全覆盖。 企业供图

新秦上市 比亚迪双线征战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