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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青年报 车键

1-2月份，江淮乘用车累计
销售31386台，其中瑞风SUV累
计 销 售 17195 台 ，同 比 上 升
7.3%；瑞风S4 1-2月累计销售
11593台，领衔瑞风SUV稳定发
挥。作为江淮主力SUV车型的
瑞风S4，上市不到半年推出CVT
版车型，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
为消费者带来更省油更流畅的
驾控体验。被消费者如此青睐
的SUV，瑞风S4有着怎样的过人
之处呢？

首先瑞风S4在外形设计上
非常用心，外形设计对于年轻消
费者非常具有吸引力，时尚的前
脸极具辨识度，在试驾当天媒体
在某社交平台发布的S4视频引
来万级点击，瑞风S4的外形设
计引来众多好评。年轻前卫的
汽车造型搭配超长车身尺寸，瑞
风S4可谓是诚意十足。

瑞风S4搭载了1.5T涡轮增
压和1.6L自然吸气两款四缸发
动机，匹配6MT和CVT两套变速
箱。其中1.5T发动机，采用低
惯量增压器，提升动力响应快，
最大扭矩 210N·m，最大功率

110Kw。同时，针对手动挡车
型，采用行业内最先进的霍尔
线性传感器，ECU可根据整车实
际工况在线性信号中选取最准
确的离合器接合点位置，从而
在最恰当的位置给予转速和扭
矩补偿，大大提升了整车的起
步性能。

在车载智联方面，瑞风 S4
搭载了最新一代的J-Link智聆
车联网系统，拥有智能语音管
家、智能生活管家、智能远程管
家三大功能，语音应用了科大
讯飞全球首发的车载语音 3.5
系统。相较于目前主流竞品，
其更具有在线海量高清视频、
途记实时记录分享、手机APP远
程发动机启动、远程开空调、远
程监控、声源定位、场景免唤
醒、一健紧急救援等多项独具
功能。

青年报 程元辉

苏州这座城，文化底蕴深
厚，保留了很多古建筑和历史韵
味，有着江南独有的情调。春日
的苏州更像是一位温柔灵动的
女子，讲着吴侬细语，让人着
迷。在四月的苏州，伴着春日暖
阳，行驶在满城春色中，在古朴
的建筑中漫无目的地走走停停，
庭院深邃，远处炊烟袅袅，安静
而美好。这一次，福特领界“领
你看世界”城市试驾来到了这个
充满魅力的城市，带领大家一起
倾听不一样的吴地古城，领略春
色之中的绝美苏州。

驾驶体验更安全
福特领界搭载 EcoBoost®

145 1.5T缸内直喷涡轮增压发
动机，它采用具有更高热效率的
米勒循环，匹配CVT无级变速箱
和48V微混系统的完美组合，不
仅可以提供高效而平顺的动力输
出，还让领界的燃油经济性达到
同级别领先水平，使得领界的综
合工况油耗低至 6.3L/100km。
同时，经过精准调校的动力系统
和底盘系统能提供更卓越的驾
驶品质，在保障多种驾驶条件
下，均能实现出色性能与高效节
能的完美平衡！

除此之外，福特领界拥有福
特Co-Pilot360™智行驾驶辅助
系统，包含 ACC 全速智能自适
应巡航控制系统、FCW前碰撞预
警系统、BLIS 盲区监测系统、
AEB自动紧急刹车系统、APA主
动泊车辅助系统、360度全景影
像可视系统等。这些主动安全
功能不仅能为驾驶者在城市通
勤及全家出游时带来更为便捷
更安全的驾驶体验，更能让驾驶

者更加从容自信，守护全家人的
安全。

领略“第一水乡”
苏州周庄古镇有着“中国第

一水乡”的美誉，这里有着最原
汁原味的小桥流水人家，经历历
史风韵的青石板路，随风摇曳的
柳树，简朴独特的青砖白瓦，以
及历史悠久的古桥。当然，最具
特色的还属古镇上的江南民
居。周庄的江南民居，大多数属
于明清和民国时期，其中有近百
座古宅院第和六十多个砖雕门
楼，还有一些过街骑楼和水墙
门，堪称典型的江南古镇。这些
建筑中，雕刻装饰繁多，白墙青
瓦，构造了一幅幅美妙的江南水
乡图。

同样精心设计的福特领界，
将福特SUV家族设计语言得到
了更加现代感的演绎：家族式六
边形进气格栅经过更加圆润的
折角处理，两侧的LED大灯与格
栅通过流畅的线条完美衔接，塑
造出优雅和谐的造型。位于下
格栅两侧的折线LED日间行车

灯，使整车前脸视觉观感更宽更
低，凸显城市家用SUV气质。保
险杠底部的下护板，更为它承载
了更多的家庭使命。

消费者可通过 APP 手机应
用掌控爱车，实现远程解锁或是
发动车辆抑或提前开启空调。

“福特派互联”支持4G LTE无线
热点功能，最多支持多达7个移
动设备同时连接，让移动互联无
处不在。

16项全系标配
匆匆的游览，体验的苏州

生活仍然是冰山一角，即使在
苏州生活多年，也总会有惊喜
等着你。让福特领界带你去体
验更多的精彩生活，福特领界
为了追求生活品质并始终兼顾
家庭的拥车需求的驾乘者，以
10.98万元至16.78万元的售价
带来16项全系标配、28项同级
领先配置，同时在设计品质、舒
适空间、智能科技、安全性能及
燃油经济性方面更是傲视同
级，更多城市家庭出行，都有福
特领界在！

青年报 程元辉

4月4日，日产汽车公司宣
布将其全球五大设计中心之一
的日产中国设计中心迁至上海。

从北京迁往上海后，日产中
国设计中心将继续专注于为全
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中
国市场以及全球的消费者创造
更大的价值。该中心将成为一
个重要的枢纽，通过设计更好地
将人们及社区和更安全、更互
联，更可持续发展、更加激动人
心的产品和技术相连接。

早在 2005 年，日产汽车就
在上海成立了设计工作室。

此后在 2011 年，正式成立日
产中国设计中心并落户北京，
并于 2013 年完成了扩建。目
前，日产中国设计中心约有50
名设计师，到2020年将计划增
至80人。

日产汽车公司全球设计高
级副总裁阿方索·阿尔拜萨
（Alfonso Albaisa）表示：“上海
的开放性和文化多样性吸引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意人才，使其
成为了不断成长的创新港湾。
上海的创新力将助力已在中国
拥有16年辉煌历程的日产汽车
在这里迸发出更多的想法和创
意，进而为消费者创造出更加激

动人心的作品。”
2013年，日产中国设计中

心参与并负责了Friend-Me概
念车型的设计，这款车型最终
以量产车型——新蓝鸟进入公
众视野。同时，日产中国设计
中心还与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展
开合作，共同培养中国年轻的
设计人才。

现在，日产汽车在全球范围
内拥有五大设计中心，除日产中
国设计中心外，还包括位于日本
的日产全球设计中心和创意工
作室、位于美国圣地亚哥的日产
美国设计中心，以及位于英国伦
敦的日产欧洲设计中心。

青年报 于诗婕

第十八届上海国际汽车工
业展览会将于4月16日在国家
会展中心（上海）盛大举行。届
时东风雷诺将推出首款纯电动
车型，正式开启新能源市场的战
略布局。

Renault City K-ZE是一款
面向全球的A级都市纯电SUV，
拥有着灵动设计，车身在视觉上

有紧凑的肌肉感，前脸延续家族
化风格、灯组设计呼应整体车
身。除此之外，Renault City
K-ZE拥有双充电系统，用户既
可以使用家庭220V电源充电，
也可以使用公共设施充电。同
时，高度互联的 Renault City
K-ZE搭载8英寸高清触屏中控
等丰富配置及领先同级的续航
里程，可最大限度地提升中国用
户对电动车的驾驶体验。

雷诺是电动车市场的先行
者和领导者，而中国是全球最
大、增长最快的电动汽车市场。
在 2018 年巴黎车展前夕，Re-
nault City K-ZE概念车进行了
全球首秀，此次上海车展，Re-
nault City K-ZE量产车率先在
中国市场亮相，正式开启东风雷
诺在电动车市场的战略布局，也
将有力支撑雷诺集团电动化战
略的实施。

青年报 于诗婕

随着消费者对多元化生活
的追求与向往，汽车也已不再只
是简单的交通工具，其已成为居
住空间、工作空间、公共空间之
外的“第四空间”。

作为速腾品牌的全面革新
之 作 ，全 新 一 代 速 腾 Long-
Wheelbase诞生于技术更为领先
的MQB A2平台，在设计理念、舒
适安全、空间布局等方面实现了
全面革新。

造型隽永动感
站在车头正前方审视新车，

全新一代速腾Long-Wheelbase
焕然一新的前脸造型给我留下
了良好的第一眼缘。宛若竖琴
琴弦般的镀铬格栅、硬朗锐利的
六棱线俯冲式前机盖、鹰隼明眸
般的全新LED大灯，带来强烈的
雕塑美感。

移步车侧，动感舒展的醒目
腰线即刻进入眼帘，大众集团全
球首次采用的外饰氛围灯，则如
点睛之笔般刻画出格调与品位，
加之轿跑风格的C柱造型及18
吋双色轮毂的巧妙搭配，展现出
浓烈的运动气息。尾部设计方
面，新车配备了时下流行的鸭尾
式尾翼，在提升运动气息的同时
更显精致感。

拉开车门坐进车内，全新一
代速腾Long-Wheelbase的驾驶
舱布局让我眼前一亮。环抱式
中控台、10.3 英寸全液晶数字
仪表，真皮多功能方向盘等，一
切以驾驶者为中心。当然，还有
极具品位与优雅的10色内饰氛
围灯，好似众星捧月将车厢内的

格调感渲染到了极致。

尽享极致驾控
在大致了解了新车的内外

饰设计之后，最令笔者期待的动
态试驾环节即将开始。毕竟，速
腾历代车型都有着相当不错的
运动基因，因此全新一代速腾
Long-Wheelbase的驾控表现也
成为此次试驾体验的重点。强
烈的推背感让笔者下意识的握
紧了方向盘，全新一代速腾
Long- Wheelbase 搭载的“TSI+
DSG”黄金动力组合果然名不虚
传，全系采用的 EA211 1.2TSI
和1.4TSI高功率发动机仿佛就
是“高效”的代名词，标志着全新
一代速腾Long-Wheelbase全面
进入动力澎湃的“T”时代。

笔者试驾的280TSI车型配
备了一台1.4T发动机，充沛的
低扭表现使车辆在起步加速阶
段即拥有迅捷的动力响应，而得
益于发动机宽泛的扭矩区间以
及变速箱聪明的逻辑响应，高速
巡航时的再加速力道依然底气
十足。更重要的是，这款高效的
动力总成在提供澎湃动力之余，
更兼顾了良好的燃油经济性，百
公里综合油耗仅仅只有5.6L，这
不仅令出行成本得到了有效控
制，更低的排放也契合了当今所
倡导的绿色出行理念。

全新速腾Long-Wheelbase问世

江淮瑞风S4：流畅驾控体验

初春好时光，福特领界领你看苏州

东风雷诺将推首款纯电动车型

日产中国设计中心落户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