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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 车键

7 月 21 日，日产汽车宣布
将在9月6日全球首发的全新日
产聆风上搭载两项可以改变驾
驶方式、极具革新的创新性技
术——日产自动泊车技术与日
产电子踏板。

作为日产汽车全球产品线
中首款搭载日产自动泊车技术
的车型，全新日产聆风可以凭借
该项技术帮助驾驶员自动引导
汽车进入泊车位。该项技术可
将驾驶员从驾驶中最为繁琐、最
具挑战的操作中解放出来，信心
满满的面对泊车。

日产自动泊车技术通过全
新日产聆风上配置的传感器和
摄像头，全方位引导汽车精准
进行平行泊车或斜向泊车，既
可正向驶入泊车位也可倒车驶
入泊车位，减轻了驾驶员在停

车过程中踩踏油门、刹车和操
纵方向盘的作业负担。只需三
个简单的步骤即可轻松完成泊
车：按下ProPILOT Park 日产自
动泊车按钮、选择在屏幕上显
示出的停车位置、继续按下
ProPILOT Park 日产自动泊车
按钮。

作为全球首个单踏板操作
系统，日产电子踏板可使驾驶员
通过操作单一的踏板，实现车辆
在包括山地等倾斜路面上的加
速、减速和停车操作。驾驶员只
需点击按钮即可切换到日产电
子踏板模式。

日产电子踏板能够完成驾
驶员90%的操作，可使驾驶过程
充满更多乐趣，尤其是在交通拥
堵路段和城市通勤中，该系统将
大大减少驾驶员从油门踏板切
换到刹车踏板的频率，让驾驶变
得更轻松、更自如。

青年报 程元辉

上 汽 大 众 旗 舰 大 型 SUV
Teramont途昂自上市以来销量
节节攀升，截止6月底累计销量
已达19981辆；其中，6月销售
6675辆，领跑大型SUV市场。

从市场反馈的销售情况看，
在Teramont 途昂全系车型中，
价格在40万以上的车型成为其
近3个月来的销量主力。其中，
380TSI旗舰版不仅提供强劲动
力，而且拥有4Motion智能全时
四驱系统，高端科技配置也相当
丰富。其530 V6车型的发动机
峰值扭矩高达500Nm，百公里加
速快至6.9s，带来澎湃的动力输
出，而且均配备了DCC自适应动
态悬架，提供8种驾驶模式选择，
也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青睐。

业内人士分析，Teramont
途昂精准的定位及强大的产品
力是其一经上市便热销的重要
原因。作为一款全尺寸大型
SUV，Teramont途昂填补了国内
合资品牌大型 SUV 市场的空
白。该车拥有超过5米的车长
及近3米的轴距，拥有卓越的空
间表现。除了7座车型，Tera-
mont途昂还提供6座版可选，其
6座版是目前国内市场中的“同
级唯一”。可以说，Teramont途
昂满足了众多消费者升级的

SUV需求。
在产品力方面，Teramont

途昂首次搭载了全新的 EA390
2.5T V6涡轮增压发动机，并在
上汽大众车型中首次搭载12.3
英寸全数字液晶仪表。

在消费者较为关注的乘坐
舒适性方面，Teramont 途昂配
备的NAPPA高级真皮座椅质感
十足，前排座椅集12向电动可
调、三组记忆功能、X-Woks头枕、
主动通风功能、加热功能、老板
键于一身，第二排座椅也配有加
热功能。Teramont 途昂的“黄
金第三排”让第三排乘客也享有
舒适的乘坐体验。除此之外，
Teramont途昂配备的丹麦Dyn-
audio顶级音响系统拥有12个
扬声器，带低音炮、中置及环绕
音响，带来极致的听觉享受。实
木内饰、手机无线充电功能、多
色可调的环境氛围灯等配置也
一应俱全，彰显了Teramont 途
昂的高端品质。

自3月上市以来，Teramont
途昂以亮眼的销量成绩展示了
强者的实力。其40万以上车型
的热销，印证了消费者对上汽大
众产品与服务的认可。作为上
汽大众又一标杆力作，Teramont
途昂不仅推动了大众品牌的高
端化进程，还将有力促动国内大
型SUV市场的发展与变革。

青年报 孙臣

7 月 21 日，奇瑞捷豹路虎
全新发动机工厂开业。作为“品
智”制造典范，奇瑞捷豹路虎全
新发动机工厂引进捷豹路虎最
新动力科技，致力为消费者带来
超越期待的产品体验。全新发
动机工厂初始产能达13万台，
其首款产品为全新 Ingenium
2.0升四缸发动机，将搭载于奇
瑞捷豹路虎的未来产品上。

奇瑞捷豹路虎总裁戴慕瑞
（Murray Dietsch）表示：“这座
发动机工厂是目前捷豹路虎在
海外的首个发动机工厂。它的
开业，是捷豹路虎全球化战略的
持续深入，也是奇瑞捷豹路虎深
耕本土市场的全新里程碑。我
们将全球同步引进捷豹路虎最
新的动力科技，与中国消费者共
享价值。”

在中国，奇瑞捷豹路虎全新
发动机工厂的机械加工自动化

率高达100%，缸体、缸盖、曲轴
三大发动机核心部件均实现厂
内自制。高度灵活的柔性化生
产线可同时生产多款发动机，机
械加工和装配全过程应用了最
新的托盘加工技术，能够高效地
完成多种产品混线生产的快速
切换。

英国由捷豹路虎自主研发
的全新Ingenium 2.0升四缸发
动机，将成为奇瑞捷豹路虎全新
发动机工厂投产的首款产品。
在古拉丁语中，Ingenium 意为

“智能”、“天才”、“与生俱来的才

华”，与奇瑞捷豹路虎这座“品
智”工厂完美契合。该发动机拥
有全面优化的非凡性能及同级
领先的燃油经济性，展现捷豹路
虎前沿动力科技的最新成果。

奇瑞捷豹路虎常务副总裁
陈雪峰表示：“通过引进捷豹路
虎最新动力科技，奇瑞捷豹路虎
全新发动机工厂以‘品智’带领
企业发展迈入新境。在不断深
化的本土化进程中，奇瑞捷豹路
虎将立足长远，持续创造社会共
享价值，致力于成为中国高端汽
车市场的卓越创领者。”

全新家族设计语言
自2002年别克君威上市以

来，目前已坐拥110多万国内用
户。由于SUV和A级车的两面夹
击，非豪华B级车2016年仅占整
体市场份额的6.5%。君威作为别
克品牌旗下最成功的车型之一，
也有些撑不住了。今年上半年，
君威销量同比下降了73.11%，6
月 的 市 场 份 额 同 比 下 降 了
1.49%，这种“断崖式”的下跌既
意味着旧车型已不如以往，也体
现出消费者对新车型的期待。

消费者的眼光越来越毒辣，
对车的选择上外形和配置缺一
不可。在外形上，旧君威数年不
大改款，审美经典却跟不上受众
步伐，或许这是销量下降的原因
之一。别克自然意识到了这点，
在动感时尚元素大行其道的
2017，君威的整体设计明显年
轻时尚化。

全新一代君威的前脸采用
了全新的家族式设计语言，醒目
的飞翼式格栅与纤长的双层展
翼型LED日间行车灯，加宽了前
脸横向视觉感。LED大灯眼神较
旧款更犀利，科技感十足。更加
直立饱满的车头、动感的侧身形
面以及与车头呼应的立体车尾
设计，带来极强的视觉冲击力与
力量感。特别是GS车型，全黑的

飞翼纹理格栅、高亮黑展翼饰条、
直立式“獠牙”设计，配合前保下
沿大包围，使GS更个性十足。

得益于整车架构上的全面突
破，全新一代君威轴距达到
2829mm，比上代车型增加92mm，
车身宽度与前后轮距也同步加
大，带来纵向及横向空间的双重
提升。坐上新车的后排座位能明
显感觉到，后排空间宽裕了不少。

科技领先超前
上汽通用别克市场营销部

部长包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
调：“2017的别克君威来得比较
晚，但是它带来了一个潮流。整
个的潮流代表的是它的技术、它
的科技。”可见，新君威并不是一
个“绣花枕头”。

虽然君威的销量在B级车中
向来不甘落后，但其变速箱的顿
挫感总为用户所诟病。全新一代
君威拿出了它的杀手锏——通用
最新开发的9速Hydra-Matic智
能变速箱的车型，这款9AT变速
箱在20T、28T与GS车型上全系
标配。上汽通用汽车总经理王
永清在发布会上称这款变速箱
能让驾驶更“顺滑”，作为首款搭
载新变速箱的新车，可以看得出
别克在新君威上下足了功夫。

9AT 变速箱搭配 2.0T 发动
机，官方数据最大功率192kW，

峰值扭矩 350Nm，百公里加速
7.2秒。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
新君威的驾驶体验会比旧款的
大规模改进。除了驾驶体验，低
油耗也是消费者选车的一个要
点，全新一代君威还提供30H全
混 动 车 型 ，系 统 综 合 功 率
136kW，系统综合扭矩380Nm，百
公里油耗低至4.3L。

除了先进的动力配置，全新
一代君威还配有 11 项智能安
全科技，并将SBZA侧盲区预警、
RCTA泊车预警和APA自动泊车
这三大最常用的智能安全配置
覆盖了全系70%的车型。在全
新一代君威上也搭载了新一代
eConnect 只能互联科技提供

“云”服务，还有OnStar安吉星
让车辆在回家的路上就可以自
动开启家电。

包晔对这款全新的君威充
满信心：“别克从2014年全新一
代君威上市以后，一直在寻求着
别克销售架构体系往上提升的
战略。别克全新一代君威加入
到我们别克来，它会给我们别克
带来整个的科技、品牌提升。”九
年磨一剑，随着全新一代别克君
威的到来，别克高端市场车型布
局又落重子。新外形、新动力、新
科技，别克将最新科技融入了全
新一代君威。全新一代君威将
完成重振，市场表现力值得期待。

九年磨一剑 上汽通用重振君威
君威，一名久经沙

场的别克“老将”，终于在
战斗9年后脱胎换骨，为
别克家族增添了一抹亮
色。自从上海车展别克
发布全新一代君威以
来，这款新车吊足了胃
口。7月21日，全新一代
别克君威正式上市销售，
售价17.58万-26.98万
元。 青年报 于诗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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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amont途昂
巩固大型SUV市场标杆地位

全新日产聆风
将搭载自动泊车技术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