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讯11月16日，广汽丰田重磅
发 布 TNGA 中 国 首 款 战 略 轿
车--全新第八代凯美瑞。拥有
35年品牌传承、深受全球2000
万车主拥戴的凯美瑞，借由TN-
GA“丰田新全球架构”实现自我
颠覆，以不同以往的炫酷造型、
驾驶乐趣和安全性能，重新树
立中高级轿车价值标杆。

全新第八代凯美瑞搭载
2.5L、2.5L HEV、2.0L三大动力总
成，包括凯美瑞、凯美瑞运动及
凯美瑞双擎三大系列九款车
型，全系列产品市场建议指导
价为17.98万-27.98万元，即日
起全面发售，新车将于2017年
12 月下旬开始陆续到店。同
时，广汽丰田为全新第八代凯
美瑞双擎推出“电池无忧计划”
※，在混合动力电池“8年或20
万公里”质保基础上，再免费提
供“不限年限、不限里程”电池
延保。

全新TNGA动力总成
所谓“千金难买低重心”。

全新第八代凯美瑞车身重心降
低了整整20毫米，这一关键变
革为塑造人车一体的驾驶乐趣
奠定了根底。驾驶者从进入座
舱的瞬间，就能获得理想的坐
姿和开阔视野，坐垫位置、方向
盘角度、踏板倾角等均以毫米
为单位重新进行设计。重心降
低提升了车辆行驶的稳定性，

宽轮距提升了贴地性。同时，
全新第八代凯美瑞车身超高强
度钢和高强度钢使用比例超过
94%，并在车身骨架主要部位运
用1500Mpa热成型钢，抗扭刚性
大幅提高了30%以上。全车新
增焊点数超过400多个，使用豪
华车工艺高强度粘着剂，让车
身更坚固的同时提升轻量化。
高刚性车身实现人车一体的自
信驾控，在高速行驶和变线时
具有出色的稳定性，驾控响应
速度更快。

全新开发的 2.5L Dynamic
Force Engine直列四缸发动机
是TNGA的重要成果之一，采用
了VVT-iE智能电动可变气门正
时系统，D-4S双喷射系统直喷
引擎，无极变压机油泵和激光
熔覆气门等大量尖端科技，实
现了高性能、高燃油经济性和
低排放的高度融合。它的热效
率达到40%，压缩比高达13:1，
最大功率为154kW，最大扭矩为
250Nm，而百公里综合工况油耗
仅为 6.0L。与之搭配的全新
Direct Shift-8AT变速箱，搭载
多片式锁止离合器，可实现接
近全域锁止，带来直接顺畅的
加速感受。

混合动力双擎车型更是高
性能版本。第八代凯美瑞双擎
采用新开发的THS Ⅱ混合动力
系统，能输出160kW的最大综合
功率，而百公里综合工况油耗仅

为4.1L。凯美瑞双擎同样采用
2.5L直列四缸发动机，而压缩比
提升至14:1，发动机热效率提
升至41%；匹配新一代平行式E-
CVT电子无级变速箱，动力传输
损耗降低了约20%，实现超越传
统燃油车的澎湃加速性能。

第八代凯美瑞使用全新开
发的麦弗逊式独立前悬挂、双
叉臂式独立后悬挂，在保持舒
适性基础上，大幅提升了高速
过弯的操控稳定性。新车还采
用和雷克萨斯相同的高精度齿
条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实现紧
致、精确的转向质感。此外，第
八代凯美瑞采用高灵敏度制动
系统，大幅提升制动力度的精
准度与响应的即时性。

搭载Toyota Safety Sense
智行安全

全新第八代凯美瑞拥有卓
越的安全性能。前不久，在严苛

的 IIHS（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
会）碰撞测试中，北美版2018凯
美瑞斩获"Top Safety Pick+ "
（顶级安全+）成绩。广汽丰田第
八代凯美瑞采用和北美版同样
规格的新GOA车身，具有高吸收
能力的车身结构以及高强度的
座舱。新的GOA车身不仅能确
保在正面碰撞时保持优秀安全
水平，并超前应对25%小偏置（副
驾驶席）碰撞。此外，全新第八
代凯美瑞还全系标配十个安全
气囊以提升被动安全性能。

在主动安全方面，全新第
八代凯美瑞搭载Toyota Safe-
ty Sense 智行安全（丰田规避
碰撞辅助套装），包括PCS预碰
撞安全系统、LDA车道偏离警示
系统、AHB自动调节远光灯系统
和 DRCC 动态雷达巡航控制系
统，通过先进的毫米波雷达和
摄像机传感器协助配合，提供
更安全的驾驶辅助。

纯电动休旅车
荣威Ei5首秀

11月17日，上汽携“全球首
款纯电动互联网休旅车”荣威Ei5
首秀广州车展，率先以“绿色出
行”生态价值开启“互联网×新
能源”汽车的全新细分市场。荣
威Ei5集世界级造型设计、绿色
纯电科技、全球最领先的智能互
联系统于一身，拥有百公里12.2
度电的同级最低电耗、超400公
里的最大续航里程等优势。

荣威 Ei5 是上汽首款完全
基于新能源纯电动架构设计的
休旅车，也是全球汽车行业首款
纯电动互联网休旅车，天生拥有

“互联网、新能源、休旅车”的三大
标签。早在设计研发之初，荣威
Ei5就直接采用专属的纯电动架
构进行开发，破除了技术约束，
以打造全面满足消费者真实需
求的全能型产品为基本目标。

青年报 程元辉

青年报 孙臣

2017年，在全国乘用车销量
增速明显放缓的情况下，豪车市
场内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从
销量上来看，奔驰在自身的轨道
上持续上升，宝马继续扮演跟随
者的角色，奥迪从下半年开始强
势复苏，继续保有再夺年度豪车
市场桂冠的机会。

从产品阵营上看，一汽-大
众奥迪凭借 A6L、A4L 以及 Q5 等
国产车型的强势销量，让其从6
月份到10月份，连续五个月夺得
豪华车市场销量桂冠，而且多个
车型夺得细分市场冠军。

同时，奥迪在品牌宣传与客
户服务上也做到了互联网思
维。一汽-大众奥迪前不久官方
宣布，国内首个由汽车品牌主
导、针对中国高端用车市场需求
量身打造的移动出行服务产品

“Audi on demand + 移动出行”
正式上线，更好的解决用户的出
行问题。

奥迪再夺得销量桂冠
6月份，一汽-大众奥迪单月

销量达到环比“两位数”涨幅，对
比去年同期增长 1.7%。51,651
辆的销售成绩，也再次刷新了中
国豪华汽车市场的 6 月销量纪
录。至此，奥迪开启了强势反弹
的“开关”，从6月份到10月份，
一汽-大众奥迪连续五个月夺得

豪华车市场销量桂冠，再无旁落。
1-10月份，奥迪累计销量

达47.2万辆。其中10月份，奥
迪在中国市场销量达5.4万辆，
同比增长14.5%。

具体来看，在10月国内豪华
轿车市场中，销量排名第一的车
型 为 奥 迪 A6L，销 量 达 11795
辆。随后为奥迪 A4L，销量达
11436辆。

豪华SUV车型方面，销量排
名第一的而车型为奥迪Q5，10月
销量为11119万辆。此外，奥迪
Q3排名第三，销量为8199辆。

一汽-大众奥迪多款车型连
续数个月占据细分市场榜首位
置，体现了其产品实力和豪华品
质备受青睐，同时也让奥迪继续
蝉联豪华车市场在华销量年度
冠军有了更多信心。

奥迪开启矩阵式投放
在国产车型方面，奥迪A6L

和奥迪 A4L 已经完成了更新换
代，每个月月销量均过万辆的表
现让其持续领跑细分市场。同
时，新奥迪Q5也即将上市，作为
该细分市场的领跑者，销量也不

用为其担心，全新的硬朗外观，
线条感十足的造型得到了众多
消费者的青睐。

一汽-大众奥迪凭借前瞻的
布局，新奥迪 A3 家族与新奥迪
Q3的投放，在豪华A级车市场始
终保持明显的领先优势，尤其是
新奥迪A3持续领跑豪华A级轿
车市场。

在进口车型方面，奥迪上半
年陆续投放了奥迪A6 Avant和
全新奥迪A5家族两款重磅车型，
在新车型的带动下，进口车型整
体销量实现大幅增长。下半年，

一汽-大众奥迪还引入了全新奥
迪 RS 3 Limousine、全新奥迪
TT RS等高性能、个性化车型，进
一步丰富产品矩阵。

同时，奥迪还会陆续推出
Q7、A6L、A4L 以及 A7 Sportback
等车型的年型款，以更加强大的
产品力，为用户提供丰富的产品
体验。

在“移动互联”上突破进取
9月19日，一汽-大众奥迪

宣布，国内首个由汽车品牌主
导、针对中国高端用车市场需求
量身打造的移动出行服务产品

“Audi on demand + 移动出行”
正式上线。这项服务将首先在
北京运行，一汽-大众奥迪计划
投放奥迪品牌几乎全系车型作
为首批试点车辆。

一汽-大众奥迪销售事业部
执行副总经理荆青春表示：“一
汽-大众奥迪是中国高档车市场
的开创者和引领者，29年来一直
以技术和服务的创新，为中国消
费者提供最好的用户体验。近
年来，随着移动技术的快速发展
和互联网思维的兴起，移动出行
服务成为新的行业热点。一汽-
大众奥迪‘Audi on demand +
移动出行’的推出，将为高端用
车市场提供一种创新的、高品质
的用户体验，也将更全面地诠释
奥迪品牌进取、尊贵、动感的品
牌价值。”

联系我们 qnbzkb@163.com

B04
2017年11月30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余长江 美术编辑翁浩强

汽车专刊

A6L领跑，奥迪涨势延续再夺桂冠

全新第八代凯美瑞售价17.98万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