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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第67届法兰克
福车展在德国法兰克福展览中
心盛大开幕。奇瑞汽车以“精
彩无限，领跑未来”为主题，携
旗下4款重磅车型和3大动力
总成首次亮相法兰克福。媒体
日当天，奇瑞正式发布了全新
高端产品系列“EXEED”及该系列
首款车型 EXEED TX（内部代号
M31T）。

EXEED 是奇瑞顺应当前消
费升级趋势，瞄准国内中高端
和国际主流市场，按照全球标
准开发的高端产品系列。EX-
EED TX是这个高端产品系列的
首款车型，也是奇瑞3.0战略的
开山之作。

奇瑞 EXEED 系列拥有四大
显著特征：采用了升级版的
Life in motion设计，外观和内
饰凸显品质感和精致主义；依
托全新的M3X高性能平台开发；
搭载奇瑞3.0动力系统，不仅有
传统汽油机，还将全系采用纯
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技术；

先进的智能互联技术，应用与
百度携手打造的全新一代人工
智能车内交互系统。EXEED 高
端系列规划了5座A+级 SUV、7
座中级SUV、B级轿车、A+级轿车
等在内的多款车型。

作为 EXEED 系列的首款车
型，EXEED TX 集中体现了奇瑞
3.0产品的“优秀基因”——整体
造型诠释了奇瑞“Life in mo-
tion”（生·动）的设计理念，具有
显著辨识度和家族化特征。搭
载奇瑞第三代1.6TGDI+7DCT的

“白金级”动力组合，百公里加
速低于 10 秒；搭载“1.5TCI +
7HDT”的PHEV混动车型，可提供
混电、纯电两种驾驶模式。混
合模式下，最高速度200KM/H，百
公里油耗仅为1.8L。纯电模式
下，最高速度 120KM/H，续航里
程70KM，快充30分钟即可完成
80%的电量。

EXEED TX 的一个显著特
点，是奇瑞旗下首款具有AI（人
工智能）特征的产品，奇瑞一直
在智能互联方面保持与非传统
车企、科技企业开放合作的态

度，部分成果已陆续应用到新
一代产品上。EXEED TX搭载的
与百度携手打造的全新一代人
工智能车内交互系统，拥有70+
语言识别的智能语音交互、AR
导航、人脸识别等诸多“黑科
技”，在智能互联技术应用方面
走在行业前列。

作为中国率先推出领先
的、完整的产品平台规划的车
企之一。奇瑞目前已有 M1X、
T1X、NEV三大平台投入量产应
用，本次车展上首发的 EXEED
TX采用的是奇瑞全新的M3X平

台。M3X平台是媲美国际一流
水平的高性能平台，兼容轿车
和SUV两种车型，可开发传统动
力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具
有可扩展柔性带宽，能够实现
奇瑞的跨品牌战略布局。奇瑞
在 3.0 阶段，将拥有包括 T1X、
M1X、M3X、NEV（纯电动平台）等
在内的，可衍生不同类型产品、
兼容不同使用功能、支撑不同
能源驱动的“平台矩阵”，覆盖
紧凑型轿车、紧凑型SUV、小型
SUV、中型轿车及SUV 和纯电动
产品的开发和生产。

新LOGO诠释品牌新形象
七年来，启辰品牌确立了

“品质启辰-亲和启辰-魅力启
辰”三步走中长期事业规划，
逐步实现品牌升级。全新品
牌 LOGO 的发布是东风启辰全
新升级战略之后、作为自主品
牌 极 具 战 略 意 义 的 重 要 举
措。从今以后，全新品牌LOGO
将正式应用于东风启辰旗下
所有车型。

值此七周年庆之际，东风
启辰发布全新品牌LOGO，背后
是东风启辰对品质的坚守：在

“高品质”基石上，凸显“星品
味、星品质、星价值”的品牌形
象，把握时代脉搏，以“智能互
联”致力于为客户创造更加美
好的生活。在“品质启辰”阶
段，东风启辰以全价值链品质
要求，建立全程品质管理体系、
确立世界级标杆工艺，以品质
走入国民心。

在“亲和启辰”阶段，东风

启辰创新服务模式，打造“20公
里服务圈”，用各种创新营销模
式为消费者带来丰富多彩的汽
车生活。今年，东风启辰正式
进入到“魅力启辰”阶段。作为
建立魅力形象的重要一年，东
风启辰将从产品、渠道、服务和
数字化层面加大投入，推进品
牌事业全面升级。

车联网战略发布
全新品牌LOGO寓意着东风

启辰的“星标准”，而体现在产
品上，则是精益求精、不断汲取
前沿科技，打造拥有“高品质”
与“智能互联”的“星级产品”，
让匠心陪伴消费者品质生活的
每一个细节。

本次会上，东风启辰正式
发布了最新的车联网战略，意
味着东风启辰的智能汽车时代
正式开启。

东风启辰的车联网战略是
利用“互联网+汽车”的技术和
应用，构建数字平台，高效整合

商品企划、产品研发、生产制
造、市场营销、客户服务等全价
值链的各个环节，促进产品和
服务的智能化升级。

据相关机构预测，未来三
年内，中国车联网市场整体规
模将达338亿美元，2025年或将
达到2162亿美元。迅速扩大的
车联网市场，必将是车企大展
身手的必争之地。

8月14日，东风启辰与国
内领先的高德地图达成战略合
作，标志着东风启辰车联网2.0
时代即将到来，双方未来将围
绕在线服务生态构建、高精度
地图与ADAS以及大数据应用等
板块，展开全面合作。

全新启辰D60开启预售
作为7周年的庆祝方式，东

风启辰带来了一款全新力作
——全新启辰 D60。全新启辰
D60力求为消费者创造品质、体
面、新鲜的轻松生活。全新启辰
D60拥有“高、大、上、好”等诸多

方面的科技亮点和产品卖点。
高端科技——全新启辰

D60搭载的启辰智能车载互联
系统是其最大亮点。从语音控
制到个性需求推荐方面，都大
大提升了人机的交互性；宽大
空间——全新启辰D60超大车
身 尺 寸 成 就 其 宽 大 空 间 ，
4756mm的越级修长车身尺寸，
加上2700mm的同级领先轴距，
和663mm超长后排膝部空间，打
造出了全尺寸宽适空间。上乘
设计——全新启辰D60以上乘
且富有档次的设计，“高颜值”
令年轻消费者一见倾心；好品
质——全新启辰D60坚持“品质
为先”的造车理念，努力打造同
级最好品质。

其搭载日产HR16+XTRON-
IC CVT的铂金动力组合，实现燃
油经济性和动力输出的最佳平
衡。而ZONE-BODY车身，6安全
气囊，以及 ESP 和 980Mpa B 型
前后防撞钢梁等工艺配置，全
面保障安全。

东风启辰新战略下首款车型亮相

奇瑞发布高端产品新系列EXEED

9月8日，东风启辰
在郑州隆重举办了“品
质启辰 智联生活——
东风启辰品牌7周年庆
暨全新启辰D60亮相预
售”活动。会上，东风启
辰发布了以开放式五角
星为主视觉的全新品牌
标识，揭晓了最新的车
联网战略及该战略下首
款车型——全新启辰
D60的预售价格7万-
1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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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日产开启
“天籁·升舱计划”

日前，东风日产开启了一
场“天籁·升舱计划”，将让舒适
的体验触手可及。本月只要通
过东风日产的H5界面报名就有
机会实现一次真正的升舱，主
办方共计为此活动准备了“经
济舱升公务舱、天籁车模、油卡
以及购物卡”等多个活动礼
品。其中，升舱券广泛适用于
北京、广州、深圳、重庆等多个
热门城市。

今年上半年，国内汽车市
场仅实现 2.39%的正增长，尤
其是轿车市场出现了 3.3%的
同比下滑，这反映出当前轿车
市场的需求其实并不旺盛；但
是，中型轿车的市场表现却截
然不同。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
型轿车市场销量为96万辆，增
幅为 6.31%；这表明在轿车市
场，消费升级趋势显现，兼顾空
间、科技和品质的中型车正在
越来越受欢迎。

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
主流中型车们正经历入门级豪
华车型价格下探、SUV市场分流
以及A+级车型冲击等多重市场
考验。

尽管天籁、雅阁、帕萨特们
主动进行大幅度产品更新，并通
过价格斡旋应对了挑战。但在
消费需求持续升级、各方市场的
冲击下，中型车消费者对车型的
诉求越来越高。

配置是普通消费者比较看
重的买点，天籁的配置丰富程
度远高于同价位车型。除此之
外，动力是保证驾驶舒适与乐
趣的根本，但目前主流合资品
牌中型车大多采用2.0L自然吸
气或者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其车身长度大都在4.7m以上、
整备质量在1.5吨以上；用这样
的动力自然能满足日常生活使
用，但并不能带来更有乐趣的
动力体验。

而新天籁搭载带有多点
电喷的 2.5L 发动机，最大功率
达 186Ps，最大扭矩达 234N·
m；再配合该款发动机具有的
连续可变气门技术，其动力输
出强劲且线性，舒适极高，能
带来超越同级合资车型、媲美
传统意义豪华品牌中型车的
动力体验。

结合天籁的产品体验升级
来看，其开展的这场升舱计划无
疑是切合时宜的，不仅能够为当
下追求更高产品价值的消费者
提供更好的体验，还能迎合向上
的人生观，实现人与车的价值观
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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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