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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 程元辉

10月11日，奇瑞捷豹路虎
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瑞
捷豹路虎”）宣布，奇瑞捷豹路虎
将于年内投产捷豹品牌全新豪
华越级运动轿车捷豹 XEL。全
新捷豹XEL由捷豹品牌结合中
国消费者需求设计开发，优雅中
透着个性，彰显非凡品味和运动
气质。

奇瑞捷豹路虎常熟制造基
地作为捷豹路虎首个英国本土
以外的整车制造基地，拥有先进
完善的制造体系和全球统一的
品控标准，是豪华车生产制造的
全球样板工厂。卓越品质是这
座“品智”工厂的基石，也将成为
全新捷豹XEL的实力保障。在
奇瑞捷豹路虎，严苛的品控全面
覆盖工艺和管理流程。大到生
产环境——为了保证高品质的
发动机质量，发动机工厂打造出

恒温恒湿“无尘车间”环境；小到
精细工艺——为了实现所有零
件的完美匹配，全铝车身车间应
用激光在线测量技术进行线上
检测，确保工艺精确至 0.5 毫
米。奇瑞捷豹路虎不放过每个
细节的严苛制造质量体系，将确
保年内投产的全新XEL成为卓
越品质之选。

全新捷豹XEL的投产，将全

面展现奇瑞捷豹路虎全球领
先水平的制造能力。随着新
车的投产，奇瑞捷豹路虎将拥
有路虎、捷豹双豪华品牌，单
一品牌双车型的品牌与产品
布局。2018年，捷豹全新紧凑
级跑车型 SUV E-PACE 也将在
奇瑞捷豹路虎常熟制造基地
投产，实现国内与全球同步的
产品落地。

青年报 程元辉

9月29日，上汽通用汽车宣
布 将 引 入 全 新 一 代 Ecotec
1.0T/1.3T双喷射涡轮增压发动
机 。 全 新 一 代 Ecotec 1.0T/
1.3T双喷射涡轮增压发动机将
以精准控制、纯净运行和强劲动
力等核心优势，引领行业动力科
技发展趋势。

作为通用汽车全球驱动系
统技术的最新成果，全新一代
Ecotec 1.0T/1.3T 双喷射涡轮
增压发动机基于全新架构开
发，创新采用单缸最优燃烧和
单缸最优结构设计理念，在全
球同类产品中首次采用单缸双
喷油器设计；发动机控制模块
配置尖端32bit 处理器以及充
足 RAM，能智能分析和诊断发
动机运行状况，配合 8 大智能
系统，实时调整和控制发动机
高效安全运行，实现性能、油
耗、排放与可靠性的有机统一；
同时，通过全铝结构紧凑设计、
全新设计的高效燃烧室、先进
的智能热管理系统、超低惯量
涡轮增压及电动放气阀、全方
位超低摩擦设计以及创新应用
12大静音减振核心技术等，连
同开发阶段使用近千台原型机
进行总里程约560万公里超强
度耐久试验，凸显“高智能电
控、高效率集成、高科技静音、
高可靠耐久”的独有优势。此
外，依托行业标杆级的智能制
造实力，上汽通用汽车在全球
一流的全新动力总成生产线
上，采用国际领先的数字化、自
动化和大数据化制造流程和新
工 艺 精 心 铸 造 全 新 一 代
Ecotec 1.0T/1.3T 双喷射涡轮
增压发动机，结合高标准全球
供应链支持，倾力将这两款产

品打造为行业领先的高效智能
精品发动机。

全 新 一 代 Ecotec 1.0T/
1.3T双喷射涡轮增压发动机可
输出最大92kW/170Nm与120kW/
230Nm的充沛动力，燃油经济性
也比上一代产品提高 5%-10%，
综合工况百公里油耗分别仅为
4.9 L和 5.8L，不仅各项性能指
标超越同类产品，振动与噪声抑
制水准同样表现出色。凭借高
效动力与优秀燃油经济性，以及
出众的静音性、耐久性、低使用
与 低 维 护 成 本 ，全 新 一 代
Ecotec 1.0T/1.3T 双喷射涡轮
增压发动机将为消费者带来焕
然一新的驾乘和用车体验。

作为行业与市场绿色发展
的先行者，上汽通用汽车通过

“改进和完善传统动力”与“发展
新能源驱动技术”，不断为中国消
费者打造“更性能、更节能、更智
能、更环保”的绿色车型，继2014
年引入通用汽车Ecotec顶置直
喷发动机1.4T/1.5T/1.5L、2016
年引入通用汽车新一代新能源
动力技术产品（插电式混动、全混
动）之后，今年以来又陆续引入增
程型混动技术产品、9速HYDRA-
MATIC?智能变速箱与全新一代
Ecotec 1.0T/1.3T双喷射涡轮增
压发动机。到2020年，上汽通用
汽车还将推出“高性能、高稳定、
低油耗、低噪音”的5款发动机和
4款变速箱，持续推动整车油耗
改善及性能提升。

外观：棱角分明运动范
老实说，对于不太懂车的人，

单看前脸还真的很难将A5和A4L
分辨出来，但更加低趴的姿态以
及更为锋利的线条刻画让 A5
Coupe看起来更为运动。前脸能
看到大量犀利的线条，进气格栅
的位置明显下移，配合发动机盖
上的线条拥有很强的攻击性，S-
line套件的前唇更具运动气息。

在 A5 Coupe 上采用了全
LED光源的前大灯，相比A4L那
种不规则形的灯组，A5 Coupe
的灯组细长更为犀利，日间行车
灯的辨识度也较高。与此同时
在下方区域拥有导流槽的设计，
性能表现更为优秀。

来到侧面能看到整个车身
姿态十分修长，C柱流畅的连接
到车尾处，后车窗的面积相比同
级别车型还算大，能为后排乘客
提供不错的空间感。车身尺寸
方面，奥迪A5 Coupe的长宽高分
别 为 4673mm、 1846mm、
1371mm，轴距达到 2764mm，定
位中型车。

尾部的设计继承近期奥迪
的家族设计风格，只不过在A5
Coupe上显得整个车身姿态更加
低矮，运动套件加身让这台A5更
具RS风格，整体战斗气息十足。

内饰：未来感十足
乍一眼看内饰你还真难以

分辨这到底是不是一台A4，横贯
式的出风口设计，全新的MMI系
统，全液晶仪表盘，和新款的A4L
如出一辙。但A5拥有着更为运
动的D形方向盘，视觉效果甚是
出色，多功能按钮布局合理且手
感清脆，换挡拨片当然没有缺失，
但较小的尺寸显然档次不足。

奥迪玩液晶仪表盘已经有些
年头了，界面功能设计越发完善，
在A5 Coupe上采用的全液晶仪
表盘拥有多种模式选择，当然笔
者还是最喜欢它地图选项，细腻
的画质体验充满未来感。悬浮式
的中控触摸屏界面设计出色，屏
幕分辨率不错，画面细腻操作也
相当简便，全新的MMI系统通过
旋钮操控，并支持手写功能，旋钮
采用金属材质边框，质感出色。

A5 Coupe上采用了三分区
自动恒温空调，其空调面板旋钮
以及功能按键均为金属材质，旋
钮手感细腻且阻尼适中，横排按
钮带有触控感应功能，手指接触
就会显示该按钮的功能选项，人
性化十足，当然在A4L上我们也
接触过这一功能。奥迪的做工
向来优秀，出色的质感表明一台
豪华车型该有的态度。

动力：2.0T刚刚好
这次试驾的 A5 Coupe 上

搭载了第三代 EA888 2.0T 直
列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其最
大 功 率 252 马 力 ，最 大 扭 矩
370 牛米，参数与 A4L 高功率
版相同，这样的动力表现在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阵型中
还算不错。

匹配的7挡湿式双离合变
速箱，其挡杆的造型必须说一
下，手感相当舒适，而且当你需
要操作MMI系统的时候它恰好
就是一个手托，不得不佩服设计
师的功力啊，拥有5种驾驶模式
选择，分别为经济、舒适、自动、
动态以及自定义，切换模式可以
直接在空调面板下方切换，也算
方便。

对于中国人来说，一台能
随时切换模式的轿跑才是实用
王道。此前试驾过的多款轿跑
车型都拥有着极其运动的外
形，但它们骨子里仍然是以舒
适为主，即使是运动模式下也
给不了你太多的激情。

但来到 A5 这就完全不同
了，在舒适与运动中找到不错
的平衡点，A5 Coupe 能时而绅
士，时而暴躁，轿跑不就该这样
玩么！

新一代奥迪A5 Coupe“战力”十足

青年报 于诗婕

今年5月和7月，一汽-大
众第二届粉丝嘉年华在成都、北
京两站成功举办，9月23日，粉
丝嘉年华迎来了收官之作--苏
州站。来自全国各地的 1310
辆酷车、近3000名大众车迷驾
驶爱车相聚苏州太湖迷笛营，以
车会友，共享此次规模空前、专
属粉丝的车迷狂欢盛典。

“一汽-大众第二届粉丝嘉
年华”由一汽-大众携手大众公
社共同举办，打造了一场两天一
夜的视觉、听觉、触觉“三觉盛
宴”。同时，23日上午，由一汽-
大众蔚领引领的“一汽-大众4+
2户外骑行媒体沙龙”也在苏州
太湖破风开骑，蔚领再次携手全
球顶尖自行车品牌TREK崔克，
从太湖迷笛营出发，一路环太湖
骑行，在太湖的隽秀景色中，让
大家远离平时繁忙的工作，感受
到骑行运动乐趣，畅快体验一
汽-大众蔚领带来的"4+2"新旅

行生活。
一汽-大众销售有限责任

公司副总经理马振山介绍：“在
两届的嘉年华上感受到浓浓的
热情，鼓舞我们继续做好粉丝文
化，继续精心打造中国版‘沃尔
特湖’车迷聚会，明年粉丝嘉年
华还要继续办下去，覆盖城市也
会更广，让更多的车迷朋友参与
进来，为创造独特的中国汽车文
化而努力！”

开幕式上，一汽-大众、大
众公社以及吴江政府等各方领
导共同揭幕七都太湖蟹美食节，
将本次嘉年华开幕式推向高潮。

嘉年华现场，大众经典老爷
车和超炫酷车精彩亮相，让车迷
们大饱眼福的同时，更将大众深
厚的文化底蕴完美呈现。

除此之外，嘉年华现场还有
精彩刺激的竞技活动，堪比《速
度与激情》的声浪比拼，车迷们
尖叫连连，同时评选出了最佳阵
容俱乐部，最铁VAG粉，最佳酷
车奖等多项大奖。

全新豪华运动轿车捷豹XEL年内投产
一汽大众粉丝嘉年华燃情太湖

■资讯

上汽通用将引入全新一代
小型双喷射涡轮增压发动机

作为一个性能控的
笔者，一辆轿跑要能做到
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才能入
的了本人车库。奥迪A5
作为最早进入中国的代表
性轿跑，相信已经无人不
识了。笔者有幸试过它的
两位“前辈”（RS5/S5），作
为性能极致的体现，操控
感与舒适性的结合，让笔
者深深地爱上了奥迪A5
系列车型。 青年报 孙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