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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青年报 孙臣

本报讯 自2011年进入中
国市场以来，揽胜极光立刻就成
为了扩大路虎品牌销量的利
器。根据官方数据，极光在全球
市场的累计销量是39万辆，而
中国消费者为此贡献了 8.5 万
辆，可谓是真爱。

因为市场宠爱，因此奇瑞捷
豹路虎选择揽胜极光作为开山
之作，显然是最稳妥最理性的。
但另一面，捷豹和路虎这两个品
牌的产品线都不算长，其中真正
能适合拿来国产的更是屈指可
数，所以揽胜极光其实也是现阶
段奇瑞捷豹路虎的唯一选择。

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奇瑞捷
豹路虎的常熟工厂完整包含了
冲压、焊装、涂装、总装四大工
艺，所以国产极光初期就有着近
50%的国产化率，至于发动机、变
速器、四驱系统等核心部件，暂
时还是需要进口。但从试驾体
验来讲，国产极光与进口版的一
致性理应更高。

路虎将国产极光的试驾体
验放在了湖州裸心谷，优雅的环
境与揽胜极光的完美流线型相
得益彰。此次试驾分为了公路

环节和越野环节，公路环节的体
验笔者就简单地做个评测，重点
还是要放在越野环节。

恰逢周末，郊区车多人多，
公路试驾的车速一直被压制在
40km/h 左右，那款 2.0T 发动机
始终难有发挥的机会，但9挡变
速器却成了媒体同行们的首要
话题。据官方介绍，国产极光
的变速器原本就是软件升级后
的版本，所以不存在之前的故障
问题。

从笔者的试驾感受来看，变
速箱的平顺性还是不错，尤其是
在保持高速通行的时候，但当减
速转弯，再加速出弯的时候就能
感受到9速变速箱的迟滞，因为
它降挡不及时，出弯时一直犹豫
挂2挡还是3挡，所以不能及时
提速，这就是变速箱挡位过多后
造成的，但整体来说，为了平顺
性这点小瑕疵还是能接受的。

真正展示极光性能的还得
说是越野环节。在莫干山脚下
的湖州路虎体验中心里，设计有
长坡、侧倾坡、交叉轴、涉水等各
种路况，看似危机满布，但实际
远没那么复杂。极光全地形反
馈适应系统共有普通、草地/沙
砾/雪地、泥沼/车辙、沙地四种不

同驾驶模式，只要选择好相应模
式，驾驶者根本不用理会动力是
怎么前后调节，离地的那个车轮
又是怎么锁止的，只需要控制好
油门方向，就能轻松克服那些视
觉上很夸张的险途。

笔者真正感受到国产极光
质量过硬的地方是，随行教练驾
车走坑洼路面时，一边车身轮子
悬空，车门依然开关自如，证明
了车子钢身强度和抗扭性。一
路不同的越野路段笔者虽然开
得挺小心，但这台国产极光让笔
者越开越有底气，也证明了国产
极光的越野性能还是值得认可。

揽胜极光本身作为一个城
市SUV，舒适性是第一位，教练也
跟笔者讲道：“其实极光的车主
95%不会真正用到它的越野性
能，都只是在城市里开。但是我
们依然要保证它具有优良的越
野性能。”

此次的试驾也是在向众多
媒体以及消费者证明，国产极光
的质量过硬，越野性能优良，在
众多技术层面与进口极光保持
一致，依然是一台可以应付多种
路面的SUV。另一方也证明中国
制造也是靠谱的，也能在今后朝
着中国创造走出坚实的一步。

青年报 孙臣

本报讯 说到奥迪 A7 家族
系列，笔者就感到一种优雅，却
又很有活力，先前笔者试驾过奥
迪S7，作为A7的高功率版本，动
力性、操控性上真没得说，2吨左
右的车能做到那么灵巧，真的深
得笔者的心。

而这次笔者为大家带来了
经济性更好的奥迪A7，它作为最
区别于奥迪家族系列的一款车
型，优雅、运动和豪华集于一身，
它独特的Sportback造型也让它
得到更多消费者的青睐，在豪华
轿跑车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Sportback让它优雅极致
奥迪开创的Sportback车型

的成功，让他们坚定了走向高端
的 信 心 ，这 款 A7 就 代 表 了
Sportback 的最高水平，它把优
雅、运动和豪华完美结合。如果
说奔驰CLS开创了四门Coupe轿

跑风格，那么保时捷 Panamera
和阿斯顿马丁Rapide将这种风
格发挥到了极致。如今奥迪A7
的加入也让这个级别市场更加
热闹。

外形设计，A7 袭承了奥迪
100 Coupe S 轿跑车的设计精
髓，车顶运用了平滑的弧线让C
柱与后备厢融合在一起，这条
弧线到达尾部后陡然向下，勾
勒出的棱角力度十足，是A7身
材最美的地方。车身侧部的两
条贯穿前后的线条是A7的另一
重要元素，一条线始于前大灯，
穿过前翼子板、车门和后翼子
板，收于尾灯；另一条贯穿车身
裙部，并上挑与尾灯和尾部上
沿衔接在一起。看似简练的设
计，却让A7动感锐气，更接近跑
车味道。

随性驾驶感受风格魅力
奥迪A7作为豪华轿跑车，

其经济性真的有点出乎笔者的

意料，笔者这台3.0TFSI发动机，
开了五天320KM左右，油箱最后
还剩1/4多点，笔者估算下大概
油耗在15L/百公里，而且高速路
情况下更省油。

除了经济性外，多数消费者
还是乐意看到它运动的一面，你
只需要调到运动模式，就会感受
到不一样性格的它，自适应空气
悬架在动态模式下，减震一下就
硬来了，路面的细微变化你能马
上感觉到，尤其在过弯，悬架绷
得很紧，但你能感受到支撑是很
给力的，即使侧倾明显你也觉着
能Hold住。不同模式下，它配备
的 7 速 S Tronic 双离合器变速
箱都让车身加速平顺性更好。

奥迪A7这台发动机依然保
持着家族式的低调和沉稳，运动
模式下你也感受不到本该撩人
的发动机声线，笔者认为在这种
豪华轿跑车上可以加装可变节
式声浪，让想感受它运动魅力的
消费者好好过把瘾。

青年报 程元辉

本报讯 6月7日，上海国际
赛车场上引擎轰鸣。在观众的
尖叫和助威声中，CTCC演绎了
中国量产车版的速度与激情。
群雄林立的赛道上，身披丰田红
色战衣的VIOS威驰，表现抢眼，
气势逼人。

决赛现场，在克服一辆威驰
赛车退赛，以及第二回合最后一
位发车的劣势下，老将万金存
驾驭17号赛车，在组合弯道上
稳定进弯并快速出弯，一气呵
成，毫无拖沓之感；同时4圈比
赛中，万金存驾驶威驰紧紧咬住
对手，又灵巧躲避碰撞，实现高
难度地连续超越，最终取得比赛

第九名，俱乐部杯第二名的成
绩，上演了精彩的飞车大战，场
外观众惊呼：“惊险刺激，快得有
点不可思议！”

能够献上如此精彩的赛车
秀，VIOS威驰优异的商品性功不
可没。全新研发的双VVT-i NR
型发动机动力充沛，与i- Su-
per AT变速器完美匹配，时刻准
备上演超车大战。轻量化的车
身设计，完美的配重，丰田GOA车
身的高扭转刚性，带来自然从容
的弯道表现。无处不在的空气
动力学设计，如来自 F1赛车技
术的长筏型车顶、后视镜、尾灯
以及底盘的鳍形设计，使其风阻
系数达到了超低的 0.28，助力
VIOS威驰在赛场所向披靡。

青年报 程元辉

本报讯 6月7日，2015年中
国房车锦标赛（以下简称CTCC）
第二站上海嘉定站在上海国际
赛车场拉开战幕，长安福特车队
车手甄卓伟凭借成熟的车技、丰
富的比赛经验以及全新福特福
克斯赛车的卓越操控性，完成比
赛，赢得超级量产车组第3名，为
车队赢得宝贵积分，长安福特车
队暂列排行榜第三名。

上海国际赛车场拥有世界
一级方程式（F1）专业比赛赛
道，本次比赛使用的赛道全长
4.602公里，长度可谓CTCC国内
比赛之最，同时配以多弯和长
直道，令比赛难度系数大增。
赛后甄卓伟表示：“上海F1站的
多弯道对赛车的操控性要求非
常高，1.1公里的大直道更考验
我的车速和发动机性能，好在
我的全新福特福克斯赛车拥有
极佳的操控性和澎湃的动力，
帮助我们建立了领先优势，感
谢长安福特给我提供了一台性
能这么好的赛车，也希望我和
队友在接下来的上海佘山站比
赛取得更好的成绩。”

经过九年征战七度夺冠的
洗礼，长安福特车队表现得愈
发的沉稳。本赛季长安福特选

用的是全新福特福克斯赛车参
加比赛，其出众的性能和卓越
的操控性给赛场的观众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新赛车配以全新
的涂装，车身整体以蓝白两色
为主，车身侧面的 EcoBoost 字
样动感绚丽。通过专业、严格
的风洞测试，升级空气动力学
套件，加之全新福特福克斯极
具设计语言的气动外形，使全
新福特福克斯赛车有效地降低
风阻系数，同时应用轻量化的
用材，使车速有显著提高。进
行专业调校后的 1.6 升 Eco-
Boost 发动机爆发出强大的扭
矩，充分显示了长安福特的先
进技术与澎湃动力。

除了拥有征战赛道的利器
之外，驾驭良驹的勇士同样不
可或缺。在车手阵容方面，长
安福特引援高华阳——一名拥
有十多年丰富赛车经验的资深
车手，他曾获2013年CTCC涡轮
增压组别第一站冠军和2014年
CTCC 中国量产组别第七站冠
军。他的驾驶风格细腻中不乏
冲劲，是一名成长中的赛车界
新生代偶像车手，本赛季他将
与去年的冠军班底何晓乐、甄
卓伟、欧阳若曦三人并肩作战，
这种新老联合的模式让这支冠
军之旅具备了强大的竞争力。

青年报 孙臣

本报讯 6月5日，“生【活】
质上与爱同行 全新爱丽舍600
万KM+品质溯源之旅”在美丽的
江城圆满落下帷幕。此次，通过
前期层层选拔，全新爱丽舍品质
挑战赛第二季冠军代表携家人
一起，跟随600万 KM+的脚步，
来到了小爱的娘家——神龙公
司第三工厂，共同追溯品质之
源，见证全新爱丽舍品牌荣耀！

品质挑战赛第二季太原站
冠军小张在参观了冲压、焊装、涂
装、总装等四大工艺之后告诉笔
者：“我对品质生活的理解非常简
单，能和爱人一起为理想奋斗，有
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到外面的
世界去看看，就觉得特别开心。
今天亲眼看到小爱是如何从一块
块钢板，最终锻造成一款高品质
的汽车，非常震撼，作为我们家庭
重要的一员，有小爱陪伴家人左
右，我更加放心了。”

中国制造也靠谱 试驾国产极光

从优雅到运动 试驾奥迪A7 Sportback

长安福特收获
CTCC上海嘉定站季军

威驰CTCC取得俱乐部杯季军

全新爱丽舍600万KM
品质溯源之旅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