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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青年报 程元辉

近期，上汽大众全新 SUV
Tharu 途岳成为媒体与消费者
关注的焦点，致电与前往上汽大
众大众品牌全国各地营销服务
网点咨询的消费者与日俱增。
据悉，Tharu途岳将于10月 31
日上市。作为途观丝绸之路版
的继任车型，Tharu途岳凭借德
系SUV的硬朗设计、出行空间享
受、纯正SUV驾控体验及全面的
科技配置，将为消费者带来高品
质的用车体验。

硬朗造型 全景视野
随着 SUV 市 场 竞 争 的 升

级，细分市场中的车型日益增
多，如何在琳琅满目的车型中
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成为消费
者的难题。作为一款纯正德系
SUV，Tharu 途岳给出了答案。
凭借独树一帜的Rock-Cutting
岩石切割设计理念，Tharu途岳
整体造型极富力量感，突出了
硬朗、果敢与非凡的气势，并
收获了“小途昂”的美誉，令人
一见倾心。

Tharu途岳前脸气势磅礴，
充满力量感；车身侧面，立体
岩刻腰线、U 型外扩式轮眉与
18 寸战斧式轮毂等设计元素
独具匠心；水平对置式全 LED
尾灯、双边单出镀铬饰条等设
计元素更赋予尾部丰富的视
觉感受。

作为途观丝绸之路版的继
任者，Tharu 途岳的长、宽、高
分 别 为 4453mm、1841mm、
1632mm，轴 距 长 达 2680mm。
座舱内，T 型横贯式中控台流
畅舒展，加强了视觉延展性；
皮质包覆式装饰贯通整个仪
表板，并一直延伸到车门部
分，营造出高档、舒适的内饰
氛围；同级领先的1.17㎡超大
全景天窗、1013/975mm 的前/
后排乘客坐姿空间高度带来
宽敞的乘坐享受。

强劲动力 领先科技
如今，消费者对汽车产品的

品质要求越来越高，除了要有让
人过目难忘的靓丽颜值，车辆本
身的动力与驾控性能亦不可或
缺，Tharu 途岳的“纯正 SUV 驾
控”直击消费者的需求，带来领
先同级的驾控体验。

如果你对高性能情有独钟，
2.0T车型绝对不容错过。该引
擎可迸发 137kW 最大功率和
320Nm的最大扭矩，匹配DQ381
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百公里
加速仅7.8s。同时，除了全系标
配的独立悬架，2.0T车型还配备
了 4Motion 智能四驱系统，提
供7种驾驶模式选择，让驾驶者
尽享驾驶乐趣。

如果你追求平衡舒适的驾
驶体验，1.4T车型可谓净效之
选，其发动机额定功率和最大扭
矩分别为110kW、250Nm，百公里
综合工况油耗低至5.9L，为驾驶
者带来澎湃动力与出色的燃油
经济性。

在配置方面，Tharu途岳全
系标配包括大灯、尾灯、日行灯、
氛围灯在内的 LED 灯组、Auto
Hold自动驻车、EPB电子手刹系
统、无钥匙启动、电动调节外后
视镜、RKA+智能胎压监测系统、
ESP车辆稳定行驶系统、HHC坡
道起步辅助系统、驻车启停及制
动能量回收系统等配置及功能，
可谓诚意满满。

此外，10.2 英寸数字化仪
表、Beats音响系统、ACC高级自
适应定速巡航系统、BSD智能盲
区监测系统、360°全景影像系
统等高端配置一应俱全，带来全
面的驾乘享受。

新设计：造型设计全面突破
在造型方面，TAYRON 探岳

突破了大众汽车以往沉稳的风
格，采用了全新的“锋·尚主义”
设计理念，集中体现出“力量、高
端、先锋”三大关键词，全面引领
未来大众SUV设计方向。

硬朗的X型前脸、犀利的律
动式腰线、饱满的轮包、强壮的
车肩、星轨状的车顶轮廓线……
TAYRON探岳的车身处处彰显着
SUV的力量感；此外，TAYRON 探
岳拥有可视面积高达1.18m2的
全景天窗、矩阵式尾灯和多达
24处十色可调内饰氛围灯，全
面营造出尊崇的高端感；其前引
擎盖上的8条棱线、蜂窝链式前
格栅和立体的尾部造型则充分
体现出先锋感，强烈的表达出车
主自信和勇敢。

内饰方面，TAYRON 探岳环
抱式的座舱设计与硬朗的外观
相得益彰，配合多处几何切割折
线设计，更加突出了力量感；中
控台的Floating设计简约大方，
功能布局清晰，细节设计更具质
感。加之大面积内饰软包材料
的使用，为驾乘者营造温馨舒适
的内饰环境，传递出浓郁的科技
感和舒适气息，将德系SUV的内
饰提升至全新境界。

在空间结构方面，TAYRON
探岳开创性的采用了“黄金结构
准则”，不再盲目地加长车身，而
是追求内部使用空间的最大
化。得益于MQB平台高度灵活
的可拓展性，短悬长轴的车身和
2731mm轴距，TAYRON探岳为驾

乘者创造出最大化的内部实际
使用空间。

新体验：动力操控强劲酣畅
探岳，车如其名，拥有与其

硬朗造型相匹配的强悍动力和
适应多重路况的卓越操控，为消
费者带来极致酣畅的驾控体验。

动 力 方 面 ，TAYRON 探 岳
2.0T 车型搭载了第三代 EA888
卓效版涡轮增压发动机、高功版
涡轮增压发动机。这两款发动
机最大扭矩分别为 320N·m、
350N·m，额 定 功 率 分 别 为
137kW、162kW，完美兼顾了低油
耗 和 高 动 力 。 其 所 搭 配 的
DQ500 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器
是大众变速器的巅峰之作，带来
澎湃的动力输出和绵密无顿挫
的换挡感受。TAYRON探岳搭载
的EA888 2.0T涡轮增压发动机
集多项尖端技术于一体，在低转
速时就可爆发超高扭矩

TAYRON探岳1.4T车型搭载
大众最新EA211涡轮增压发动
机，额定输出功率为110kW，最
大输出扭矩250N·m，能以更小
的排量实现更强劲的动力，同时
兼顾出色的燃油经济性。与之
匹配的DQ381七速湿式双离合
变速器是DQ380变速器的升级
版，功能更强大，令传递效率再
一次提高。值得一提的是，
TAYRON探岳还全系标配SSR2.0
发动机启停和制动能量回收技
术，有效降低了整车油耗。

操控方面，得益于诸多先进
装备加持，TAYRON探岳称得上是
一款能够应对多重路况、适用全
场景的全功能 SUV。它搭载了
4MOTION智能四驱系统、博格华
纳第5代中央差速器，配合Ac-
tive Control驾驶模式选择，可
实现4种公路模式、2种越野模
式和 1种雪地模式，带来更加智
能与个性化的四驱驾驶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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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东风日产系列
品牌活动“寻找未知的自己”第
四季上海站，于同济大学正式开
启，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市场销
售总部市场部副部长朱晓竹、凤
凰网全国营销总经理郝炜、央视
著名主持人张越、《最强大脑》中
国战队队长贾立平等出席活动，
围绕“未来的生活方式”这一时
代话题，与在场近千名青年学子
进行深入探讨和思维碰撞。

自2015年开始，东风日产持
续举办“寻找未知的自己”系列活
动，走进北大、复旦、浙大、华工等
高校，举办活动近25场次，邀请
胡军、李锐、小柯、姜思达、饶雪
漫、魏坤琳等科技、文化界的精英
代表，与数万名学子一起探讨创
业与就业、理想与现实、人工智能
与虚拟现实等社会热点话题，共
同洞察时代，发现未知。

2018 年10 月，“寻找未知
的自己”第四季重磅来袭。这一
季以“不确定的时代，寻找未知
的自己”为主题，聚焦科技变革
下，未来智慧定义、未来生活面

貌、未来文化形象和未来出行方
式等领域。首站活动已于10月
11日在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圆满
结束，东风日产商品规划总部总
部长张治、凤凰网科技频道主编
于浩、央视新闻主播朱广权、航
天专家张伟四位嘉宾，对“未来
科学智慧”这一话题进行多角度
解析，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场精彩
的观点分享会。后续活动将先
后于上海同济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华南理工大学举办，国家一
级编剧、作家刘和平，原央视著
名记者、投资人张泉灵，央视著

名主持人张越，著名京剧演员王
佩瑜，《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
长李栓科，《最强大脑》参赛选手
贾立平等文化、科技、出行领域
的名人嘉宾，也将齐聚现场，与
青年人零距离对话。

在谈及活动初衷时，东风日
产副总经理陈昊表示，“在这一系
列活动中，青年是主角，东风日产
要做的就是搭建平台，让他们去
打破边界，思考关于科技带来的
不确定性等话题，激发他们对未
知世界的渴望，而这也是本次活
动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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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星桥腾飞集团
旗下新加坡杭州科技园举行了
奕 桥 |thebridge 开 幕 剪 彩 仪
式。奕桥|thebridge 是星桥腾
飞集团全新推出的联合办公空
间和创新协作平台，2017年10
月在集团总部新加坡成功开启
并获得业内一致认可。

此次奕桥|thebridge 杭州
开幕，是该项目首次在中国市
场落地，旨在为入驻企业提供
灵活多元的空间与服务解决
方案，连接起人与空间，工作
与生活，实现跨界协作和资源
共享。

新加坡杭州科技园内的奕
桥|thebridge联合办公空间，硬
件设施配备齐全周到。共设有
约150个工位，既有为自由职业

者和移动办公人士提供灵活办
公选择的移动工位，也有可容纳
不同规模团队的更安全私密的
独立办公间。多个智能多媒体
共享会议室，可满足投影和电话
会议需求；超大公共空间亦可用
作活动场地；全天候开放的高速
互联网接入；无限量咖啡小食供
应，更有舒适休憩区和全配茶水
间。置身其中，全神贯注和放松
休息随时切换。

秉持着“为提高专注力和专
业度服务”的核心理念，奕桥
|thebridge在设计、建造和运营
的每一个环节，都细致考虑了用
户日常使用场景中的各种需
求。公共区域和私密空间分而
治之，动静结合；悉心选择的办
公设施和配套器材，舒心舒适；
配备先进的门禁及访客系统，安
全无忧。

一汽-大众探岳上市
售价18.88万元-31.98万元

东风日产“寻找未知的自己”上海站启动

上汽大众途岳
将于10月31日登场

星桥腾飞
国内首个联合办公空间启幕

10月22日，备受瞩目的一汽-大众首款高端中型SUV——TAYRON探
岳在成都上市，新车提供280TSI、330TSI、380TSI及两驱、四驱四种动力选
择，共计10款车型，售价区间18.88万-31.98万元。 青年报 车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