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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专刊

■资讯

青年报 程元辉

9月11日，中国汽车技术
研究中心发布了2017年度第三
批C-NCAP车型评价结果，雪佛
兰探界者535T驭界版以总成绩
56.7 分的优异表现通过了 C-
NCAP安全碰撞测试，荣膺五星
安全测试评定。在全部四项碰
撞试验中，参与测试的雪佛兰
探界者535T驭界版在可变形移
动壁障侧面碰撞试验中获得了
满分18分，正面100%重叠刚性
壁障碰撞和正面40％重叠可变
形壁障碰撞试验中，分别获得
了17.05分和15.39分，在座椅
鞭打试验中获得了 3.3 分，同
时，凭借丰富的安全配置又获
得3分的加分。C-NCAP五星安
全评定进一步印证了雪佛兰探
界者优秀的安全防护实力。

高刚性 高安全
全新探界者在设计阶段，

工程师将车身架构上各个角度
的强度以及每个零部件的强
度、碰撞模拟分析、NVH验算等

各个维度的数据输入电脑，通
过计算机辅助工程仿真工具
（CAE）进行了约950万小时的运
算，最终达成一套最高效的车
身优化方案。从而让探界者在
安全、操控、性能、燃油经济性
等各个方面“尽善尽美”。

在车身结构上，探界者采用
了比例高达82%的高强度钢与超
高强度钢。其中，A柱、B柱、车顶
横梁等关键部位，更是采用了屈
服强度能达1500Mpa的热成型
钢。这些钢的强度超过普通钢
材4倍之多，从而确保了探界者
在发生侧碰以及翻滚时，拥有了
应对巨大冲击的抗压能力。

优先保障驾乘者安全
探界者不仅拥有高强度和

超高强度钢构成的无比坚固的
“安全笼”式车身，还配有安全
约束系统，可在发生碰撞时用
于管理碰撞能量并保护乘员。
乘客舱内的优异结构梁布置能
将高效的将力分解到其他方
向，避免乘客在碰撞时候受到
伤害。

除了拥有强悍的车身防
护，雪佛兰探界者还配备SBZA
侧盲区报警、FCA前方碰撞预警
等10项同级领先的智能安全系
统，以及全系标配包含19项子
系统的全功能电子安全系统，
以全方位的安全预判，保护驾
乘者的安全。

更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
碰撞发生后，探界者所搭载的
全新一代OnStar安吉星智联系
统能在第一时间对车辆定位，
并自动呼叫后台系统提供救援
服务。

传承探界者历代高安全水准
作为雪佛兰旗下的实力

中级 SUV，探界者以全球 5 星
安全碰撞标准打造，其第二代
车型在 2016 年美国公路安全
保险协会评比中获得“年度顶
级安全车”的称号，今年 4 月
国内上市的新一代探界者在
整车刚度上较上一代又提高
了30%。

正是凭借一贯的顶级安全
标准，雪佛兰SUV得以在安全、
质量等方面远超竞争对手。

雪佛兰探界者荣膺2017C-NCAP五星安全评定

奥迪 RS3 Limousine 的六
边形霸气“大嘴”前进气格栅，
前格栅内部采用了黑色蜂窝状
结构，更具力量感，配合灯厂的
Matrix矩阵式LED大灯，使车头
侵略性十足。侧面车身的车身
线条也相当犀利，配合全新造
型的19寸铝合金轮毂，加上车

尾大口径的双边双出排气口，
停在那里就已经听到了小钢炮
的轰鸣声。

RS3 Limousine的车身比例
与奥迪A3保持一致，内饰上的风
格晃眼一看似乎也与A3无异，但
细看一下，平底式三辐运动方向
盘、全液晶仪表等装备以及碳纤

维、Alcantara等材质的加入，都
使新车在运动感和豪华感方面
都有质的飞跃。新车将配备自
动空调、一键启动、电子手刹、前
排座椅加热等实用功能。

动力上，RS3 Limousine搭
载的是2.5TFSI横置五缸涡轮增
压 发 动 机 ，最 大 功 率 可 达

270kW，峰值扭矩达到了465Nm，
与之匹配的是7速S-tronic双
离合变速箱，另外采用了赛车
化调教的 quattro 全时四驱系
统，0-100km/h的加速时间仅需
4.1 秒，极速可达 250km/h。用
实力证明了小钢炮的名号不是
吹出来的，而是跑出来的。

奥迪携RS3与TT RS袭来
9月10日，奥迪年

度最为重要的汽车文
化赛事——奥迪Sport
嘉年华在上海奥迪国
际赛车场盛大举行，全
新的奥迪RS 3 Lim-
ousine 和奥迪 TT RS
Coupe 也在当晚正式
上市，两款新车的官方
指导价分别为56.5万
元和84.8万元。

青年报 孙臣

TT RS Coupe 首先从外观
上便定义了一个合格的小钢
炮。外观相比普通版车型更加
激进，一向爱大嘴的奥迪设计
师，此次将TT RS的前保险杠进
气口明显增大，底部还有银色
装饰板和quattro字样，外后视
镜也采用了 RS 家族的银色壳
体，车尾增加了固定式扰流板，
后保险杠底部也更加夸张。内

饰上除了加入了些许细节元素
意外，在整体布局上并没有太
大变化。

动力上，全新TT RS Coupe
与RS3 Limousine一样，都搭载
的是2.5TFSI横置五缸涡轮增压
发动机与7速S-tronic双离合
变速箱，但不论是价格的差距，
还是奥迪对性能的极致追求，
TT RS Coupe 的发动机在调教

上明显来得更加猛烈--最大功
率294kW，峰值扭矩480Nm，匹配
并配有多片离合式 quattro 全
时四驱系统，0-100km/h加速用
时3.7秒。这样的成绩，足以让
TT RS Coupe 在小钢炮的朋友
圈里发布一条无人敢评论的消
息——“还有谁？”

或许小钢炮没有超跑来得
酷炫，也没有旗舰车来得豪华，

但小小的车身蕴含的强大动力，
正像不少年轻人有着一颗放荡
不羁的心一般，或许这也是为什
么这么多年轻人甚至是年轻女
性如此追捧小钢炮的原因。全
新TT RS Coupe与 RS3 Limou-
sine的上市，已经让不少年轻人
两眼发光，努力赚钱吧，不要等
到老了才来后悔没有在年轻时
拥有一辆心仪的小钢炮。

RS3 Limousine

TT RS Coupe

一汽-大众：
走进伟巴斯特

8月，一汽-大众实现1500
万辆整车生产，成为目前国内最
快实现量产1500万辆的乘用车
企业，让我们见证了一汽-大众
强大的体系能力和生产能力，而
在这其中，实力雄厚的供应商合
作伙伴为一汽-大众生产高品
质产品提供了有力保障。9月8
日，在一汽-大众的带领下，众
多媒体走进了一汽-大众天窗
供应商——伟巴斯特上海工厂，
探索一汽-大众高品质产品背
后的故事，畅想领先科技带来的
未来汽车生活。

自 2002 年起，伟巴斯特因
在汽车天窗领域的领先科技和
高品质产品，获得一汽-大众的
青睐，成为一汽-大众的战略供
应商，迄今已合作超过15个年
头，为一汽-大众提供了高品质
天窗产品超过600万套，使600
余万中国家庭享受到天窗带来
的舒适驾乘体验。

一汽-大众作为国内领先
的合资汽车企业，见证并陪伴了
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与壮大；而
伟巴斯特作为一家超过百年历
史的德国企业，是汽车工业中著
名的全球供应商，拥有60多项
天窗专利，在汽车天窗领域的市
场份额高达65%，已成为优质天
窗的代名词。选择伟巴斯特作
为一汽-大众的天窗供应商，印
证了一汽-大众对“创·享 高品
质”的不懈追求，也全面保障了
一汽-大众带天窗车型的极致
品质。

上世纪90年代末，爱车一
族开始为汽车加装天窗，随着天
窗在后加装市场的流行，一汽-
大众开始对车型配置天窗。15
年来，不仅推动了天窗在国内的
普及，为用户创造更好的汽车生
活，还促进伟巴斯特在天窗科技
上的持续创新，满足消费者的多
元化需求。

精选创造经典，“智造”改
变“制造”。作为中国合资企业
的典范，一汽-大众依靠强大的
体系能力，在供应商合作伙伴
选择上秉承着严苛要求，为中
国家庭提供更高品质的汽车产
品、更美好的汽车生活；而汽车
智能化作为未来汽车的发展趋
势，一汽-大众也与供应商合作
伙伴共同致力于汽车科技创
新，最终实现中国汽车行业从

“制造”到“智造”的跨越。
青年报 孙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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