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静而澎湃给我有史以来最完美驾乘感受
———车主72小时深度试驾报告

“我太开心了，能和心中的dream
car这样亲密接触一次。老实说，试驾只是
我的一个小心愿，今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
成为尊瑞的车主！”当得知自己将成为这
一轮凯美瑞·尊瑞的首位深度试驾者时，李
先生在电话那头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之
情。上周，5名幸运试驾者从60多位报名者
中产生，其中两位车主已经率先完成了自
己的72小时试驾。

自凯美瑞·尊瑞征集5名车主72小时
免费试驾的消息见报以来，报名人数持续
上升，截止中秋节前仍有新增名单。甚至有
许多报名者表示，关注这款车已久，试驾后
就有购买的意向，让笔者亲眼见识了尊瑞
的超高人气。

在全国，凯美瑞·尊瑞已经连续3个月
销量超过500台，成为了混合动力车型当
之无愧的领跑车型，并引领着混动消费的
潮流。凯美瑞·尊瑞为何有这么大的魅力，
它的混合动力技术究竟能为车主带来什么
新感受？这一次，刚刚深度体验了尊瑞的车
主将告诉你真实的试驾体验。

“我身边有很多爱车的朋友，在
他们的影响下，我对车也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生活中，刘小姐驾驶着
一辆两厢小车，时常也有机会开开
朋友的各种车型。“去年开始，那些
懂车的朋友经常讨论起混合动力，
也有朋友曾经开过凯美瑞·尊瑞，从
此就赞不绝口，所以我也对这款车
有了很大的好奇。”

刘小姐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
懂车的朋友都给尊瑞很高的评价，
这一次，她自己有3天时间来寻找答
案。“不得不说，这款车给了我很大
的惊喜，而且每一天，每一个不同的
操作，都可以带来不同的惊喜。”

刘小姐告诉笔者，从上车的第
一时间，便能感觉到车内变得安静，
营造出非常舒适的享受。“发动车辆

时，那个瞬间竟然没有一点发动机
的声音，连坐在车上的朋友都没有
察觉到车辆已经发动了。一下子就
让我们有了很尊贵的感觉，乘坐的
豪华感、舒适感全出来了。”

有一个搞笑的细节是，当刘小
姐开着尊瑞在车库出口刷卡时，保
安竟然以为车熄火了。“结果我很骄
傲的一踩油门走了，心里那个得意
劲儿啊，保安一定会想半天为什么
这个车没有一点声音。”

此外，动力，是让刘小姐觉得最
意外的感受。“之前我驾驶过其它品
牌1.8L排量的混合动力车型，虽然能
节油，但是我对它的动力表现不太满
意，混动在我心里留下了比较‘肉’
的印象。”而这一次，刘小姐发现，原
来，混合动力也可以很澎湃！“凯美

瑞·尊瑞简直颠覆了我对混动车动力的
定义，动力非常强劲！在超车的时候我
简直得心应手，一拿一个准。后来我的
朋友帮我查了下数据，尊瑞两个引擎同
时作用时功率高达155KW，难怪动力
感受丝毫不输3.0排量的车型！”

作为一名女性驾驶者，尊瑞的操
控，带给了她最完美的体验。在三天的
试驾中，“这个大块头并没有给我制
造因为体积大而带来的驾驶不便。”
开惯了两厢小车的刘小姐，竟然没有
觉得一点吃力或不适，“相反，尊瑞的
转弯半径小，在狭窄的道路能很轻松
地调头、转向，好像比我自己的两厢小
车还好操控，方向盘也很轻便。”在刘
小姐看来，凯美瑞·尊瑞完全打破了男
女驾驶者的界限，是一款极具操控感
的车型。 （陈佩佩）

从起步开始处处有惊喜 车主：刘小姐
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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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姐和凯美瑞·尊瑞

获奖理由：

在空间打造上，

全新爱丽舍拥有同级

别最长的2652mm轴

距、 同级别最宽的

1748mm车身、同级别

最大的485L行李箱、

同级别最大的0.37㎡

电动天窗。在配置搭载上，全新爱丽舍搭载

了同级别唯一也是最大的MRN� 7英寸大

触屏导航娱乐系统，更智能；隐藏式后排舒

风系统，更周到；后排座椅4/6可折叠，更便

利；PM2.5车内滤净系统，更健康；双隔离

超静防尘密封，更体贴。

在动力组合上， 全新爱丽舍搭载融合

多项先进技术的全新EC5� 1.6L� CVVT高

效发动机，兼具优良的动力性和经济性，其

功率达到86KW/6000rpm， 是同级别车型

中的最大功率。在安全设计上，全新爱丽舍

为消费者提供了系统周到的无忧安全解决

方案———同级别最优的ESC电子车身稳定

系统、标配超大尺寸四轮盘刹、标配EPS随

速可变电子助力转向的加入， 为消费者带

来了同级别最丰富的主动安全配置。

作为“老三样”续写不老传说的压轴

大戏，全新爱丽舍将于9月26在国内正式上

市，是今年最受消费者期待的车型之一。

（陈佩佩）

年度畅销

合资SUV

广汽丰田汉兰达

年度风云

创新中高级车

广汽丰田凯美瑞

获奖理由：

作为自主品牌， 比亚迪思锐首次尝试远

程服务这样的高新技术， 它搭载的云服务技

术极大地拓展了汽车的功能， 将IT和汽车技

术融合，给用车生活带来了新便利。云服务有

多达14项功能，利用多网融合优势，实现了车

载终端、PC端、手机端的互联。同时，思锐还

搭载了语音控制功能、HUD抬头显示屏

（10.2英寸）、360°全景影像以及遥控驾驶等

多项智能配置。HUD夜视系统则让夜间行车

如同白昼。AFS系统则能有效提升夜间转弯视

野， 当车辆转弯时，AFS系统的车辆灯光自动

往内侧偏转， 让驾驶者可以掌握更多的前方

路面状况，让行驶更安全。此外，思锐搭载世

界车载容量最大的500G超大移动硬盘影音魔

方，实现海量存储。而且硬盘拆卸、移动都十

分方便，可以直接连接电脑，通过USB进行资

料拷贝。

（陈佩佩）

获奖理由：

定位“跨级时尚大两厢”的致炫，浑身上

下散发着年轻、个性和时尚的气息。全新一代

致炫在“精”的基础上一改上一代小巧、圆润

的造型，从车标两侧延伸至保险杠两端的大

跨度亚光线条，与前保险杠底边一起，勾勒出

一张硕大的梯形大嘴，富有个性和视觉张力。

在此基础上，致炫充分考虑了中国消费

者对空间的需求，新车尺寸全面升级。其车身

长度达到4115mm， 轴距加长到2550mm，空

间全面超越目前主流的A0级车型，甚至可以

和A级车相媲美。

为了满足消费者对节能环保及操控乐趣

的追求，致炫搭载了丰田全新设计、首次量产

的“NR+i-Super”全新动力系统。该系统最

大的特点是： 提供了同级NO.1的超低油耗、

超级平顺性和非凡可靠性。 新发动机拥有

1.3L和1.5L两种排量，压缩比高达11.5，排放

满足欧5标准，采用了优化活塞环等诸多先进

设计，有效降低摩擦阻力，提升热效率。此外，

致炫全系标配高亮度卤素大灯、 六向调节驾

驶员座椅、EPS智能助力转向、 全尺寸备胎、

4/6分割后排座椅、全车3点式安全带、后排头

枕、ISOFIX儿童安全座椅固定装置等， 可谓

周到、实在。同时，高配车型还将拥有多功能

方向盘、电动天窗、智能钥匙&一键启动、真

皮织物混搭座椅、定速巡航系统等豪华装备，

进一步夯实了它强大的产品力。

（陈佩佩）

获奖理由：

今年8月， 五菱宏光S正式在全国上

市。五菱宏光S共有3款车型。此次上市的

五菱宏光S凭借新外观、新内饰、新动力的

全面幸福升级，不仅使其向偏乘用化的多

功能风格全面靠拢, 更给广大消费者带来

全新幸福驾驭体验。与宏光相比，宏光S在

外观、配置，以及定位等方面都与前者有

较大不同。

时尚流线的造型下，它推出的8种车

身颜色：大漠金、流沙金、珊瑚红、碧海

蓝、暴风灰、大地棕、晴空银、糖果白足

矣满足贪婪的年轻消费者， 对于座驾个

性化的诉求。

五菱宏光S作为7座大空间家用车新

贵 ， 轴距为 2720mm， 长宽高分别为

4400/1680/1770mm，车内空间宽敞，坐第

三排的成年人依然拥有十分充裕的腿部空

间和头部空间，乘坐感受超乎完美。此外，

新车行李箱空间扩展为330升，并有22处有

效储物空间。

五菱宏光S在科技配置上，新车无所不

在地展示人性化的概念。无论是解锁键，还

是放置儿童安全座椅的设计， 都大大提高

了车辆的主动安全度。

配置方面还有三幅多功能方向盘、包

裹式六向可调座椅、 中央门锁和车窗一键

下降功能、 最先进的EPS电子助力转向系

统， 这一切高端配置让驾驶者可以轻松精

准地掌控。同时，宏光S的NVH系统也非常

出色，车内静音效果非常好。除此之外，新

车还配备了ABS+EBD、 双安全气囊 、

ISOFIX儿童座椅接口，前后侧门内板采用

激光焊接，整车超高强度钢比例超过80%。

动力方面，五菱宏光S搭载通用最新一

代1.5L、1.2L� P-TEC发动机， 具有低转速

高扭矩的特点，且燃油经济性极高。1.5L发

动机的最大功率可达82kw， 最大扭矩为

146.5扭米/3600~4000转，油耗仅为7.5L/百

公里。前麦弗逊式后多连杆设计，经英国莲

花公司精心调校后， 平顺感和操控性表现

相当出色。

此外， 五菱宏光S的NVH系统也非常

出色, 发动机罩和防火墙吸音垫使用最新

轻质吸音PU材料，无论是在怠速、高速行

驶、加速行驶时，车内声音品质都得到极大

改善， 为驾驭者提供了一个低噪音的舒适

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 五菱宏光S将在自动

化水平先进的宝骏乘用车基地生产，各个

环节都严格按照通用汽车全球标准执行，

其生产工艺水平媲美欧美发达国家的同

类产品。

五菱宏光S上市后，将与现款五菱宏

光并行销售， 形成高低搭配的产品组

合， 以满足不同层面的用户需求。 五菱

宏光S上市后有望延续“神车”的销量奇

迹，继续引领MPV市场快速扩容，特别

对多人乘坐家用车市场将起到快速提升

的作用。

（张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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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获奖理由：

从今年4月上市后，遵循通用汽车全球高

标准打造的上汽通用五菱乘用车品牌宝骏汽

车2013款宝骏630凭借可靠的品质和性能，得

到了市场的一致好评，销量每月稳步上升。

据悉，3000元国家节能惠民补贴将于9月

30日取消。目前，四川嘉驰针对旗下三款在售

车型，特别推出促销政策：在9月30日之前，宝

骏630� 1.5L最低5.88万起，1.8L最高可享1.2万

的超高优惠； 宝骏乐驰1.0L超低价3.48万元；

五菱宏光S最低价6.58万元。

不论购车者是执著“外观派”， 还是追求

“舒适派”，抑或中意“性能派”，都可以在2013

款宝骏630中让自己的需求得以释放。2013款宝

骏630在NVH整车静音方面也做了诸多升级。

宝骏630搭载的是通用汽车全球动力总

成。宝骏630� 1.5L� DVVT通过搭载通用汽车

的全新一代DVVT发动机车型作为省油动力

强的杰出代表,实现了更为平缓的动力输出。

宝骏 630� 1.8L� 则搭载GM-ECOTEC发动

机， 让喜欢操控的车主能体会到更多驾驶乐

趣，同时保障良好的燃油经济性。变速箱搭载

5MT手动变速箱和GF6通用全球前驱6速手

自一体自动变速箱。

2013款宝骏630产自通用全球最高生产

标准的绿色基地———宝骏基地， 新车在生产

制造的各个环节， 都一丝不苟地按照通用汽

车全球标准来执行， 使高品质贯穿于生产制

造的各个环节， 生产工艺水平媲美欧美发达

国家的同类产品。

宝骏汽车将以强大产品力和更丰富的产

品线， 继续提升上汽通用五菱乘用车整体实

力，将具备国际品质的诚意产品推向市场，兑

现宝骏汽车“可靠伙伴”的品牌承诺。

（张煜）

广汽丰田 领跑市场

获奖理由：

自全新第七代凯美瑞上市以来，就以设计

科技、 动力科技和安全科技三大科技创新，将

凯美瑞品牌最令人折服的均衡价值推至极致。

在外观方面，大气、优雅彰显尊贵动感;车内空

间宽大舒适，通过移动座椅能获得同级别最顶

级的前后排距离; 配备了傲视同级的豪华装

备，8+2向调节驾驶席座椅、前排座椅通风加热

装置、7英寸触摸屏、10个扬声器的JBL5.1音响

系统以及Panasonic� nanoe纳米负离子空气保

湿净化系统、三区独立空调、G-Book智能副驾

系统等配置， 营造了豪华舒适的内部空间;而

顶级的动力性能和燃油经济性在同级别车中

首屈一指；在操控性和驾乘舒适性上也带来非

一般的感受。

2012年10月， 中国新车安全评价规程

(C-NCAP)2012年第一批测试车型的评价结

果公布。全新第七代凯美瑞经过安全碰撞3项

试验， 成为参与本次测评的10款车型中唯一

夺得C-NCAP安全最高评价“五星+”的汽

车。 新凯美瑞以50.3分的总分获得安全最高

评价“五星+”，这个成绩对上一代凯美瑞所

创下的48.8分实现了超越。此外，凯美瑞家族

的混合动力凯美瑞·尊瑞，也凭借丰田出色的

混合动力高科技技术而广受关注，今年6月以

来， 已经持续3个月销量超过500台，8月还创

下销量历史新高，成为混动车型的领跑者。

获奖理由：

2013年上半年， 汉兰达的销量总计42708

台， 再次荣登大中型SUV冠军宝座。 自上市以

来， 汉兰达一直是大中型SUV细分市场的领跑

者。作为一款豪华城市型SUV，汉兰达有5座版

和7座版两种类型， 四驱车型尤其适合自驾出

游，两驱版也是都市、外出两相宜。汉兰达那硬

派SUV的高大车身， 融合了豪华轿车的精细质

感， 丰富多变的坐椅组合方式、 简单轻松的操

作，打破了轿车乘坐空间的局限。汉兰达将多功

能性和轿车化的舒适性集于一身， 同时有良好

的通过能力，很多车主表示，这是一款适合自驾

出游选择的车型。外观方面，汉兰达的车身尺寸

为长4785mm、宽1910mm、高1730mm，车内额

定乘员为7人，是一辆不折不扣的“大块头”。动

力上汉兰达有两款发动机可以选择，3.5L的发动

机与之前进口版车型上的一样， 最大功率

201Kw/6200rpm，最大扭矩337Nm/4700rpm，

匹配5挡手自一体变速器； 另一款四缸2.7L发动

机则是主打产品， 最大功率140Kw/5800rpm，

最大扭矩252Nm/4100rpm， 匹配最新的6速手

自一体变速器。

最佳

时尚车型

广汽丰田

全新换代YARIS

致炫

获奖理由：

自2003年进入汽

车行业以来， 今年，比

亚迪汽车恰好迎来了

自己的十周年。 十年

来，比亚迪经历了高速

发展时期，成为车市的

当红炸子鸡；也曾经经历迷茫，处于舆论的风

口浪尖。从2011年起，比亚迪进入了一轮调整

期，通过持续优化经销商网络，重塑品牌形象、

提升车辆品质， 比亚迪稳打稳扎为未来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二次腾飞至此亦初显成效。虽

然过程不乏曲折和艰辛， 但如今的比亚迪汽

车，已成为国人、乃至国际一个耳熟能详的汽

车品牌，并在A0级、A级、SUV、MPV、B级车各

个细分市场都拥有了自己的拳头产品， 甚至

有几款月销量过万台的主力产品站稳了脚

跟。今年1~8月，比亚迪销量超过32.44万辆，同

比增长23%。十年成就了比亚迪成为自主品牌

的领军企业，并在新能源、电动车领域坚持不

懈，在汽车梦的道路上持续摸索、越战越勇。

十年成就

自主品牌

比亚迪

比亚迪 自主品牌的领军者

获奖理由：

今年1到6月， 比亚迪速锐累积销量达

64012台，平均月销量在1万台以上，是自主品

牌中级车的佼佼者。 速锐拥有1.5L和1.5T两

款发动机， 分别匹配5速手动、6速手动和6速

手自一体双离合变速器。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

是由比亚迪自主研发的1.5升四缸涡轮增压

发动机和DCT干式6档双离合自动变速箱组

合，1.5TID缸内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

率113kW，峰值扭矩240N·m，相当于一款普

通2.0� L自然吸气发动机的水平，油耗方面表

现不错， 达到了大多数消费者对于经济性的

追求。 速锐还首次使用了比亚迪遥控驾驶技

术，使这款车拥有诸多卖点和话题性。

作为转型之作， 速锐的外形脱离了山寨

味道。 圆润的线条和略显凌厉的前脸造型给

人感觉不错。双飞翼式的前脸设计，双辐镀铬

条与犀利的前大灯连成一体。 尾部采用宽大

的镀铬横条，通红的尾灯使用了LED，整体设

计很时尚年轻。

年度畅销

国产MPV

上汽通用五菱

五菱宏光S

最佳

创新车型

比亚迪思锐

宝骏630�夯实新主流家轿地位

年度畅销

经济型车

上汽通用五菱

宝骏630

五菱宏光S全新升级

年度畅销

中级车

比亚迪速锐

全新爱丽舍26日上市

获奖理由：

自从去年底上市

以来， 东风雪体龙

C4L迅速成为中级车市场的后起之秀，得

到了众多消费者的选择和业界的肯定。雪

铁 龙 C4L 的 长 宽 高 分 别 为 4620mm、

1780mm、1498mm， 轴距达到2710mm，后

排空间非常宽敞， 车身尺寸在紧凑级车中

处于前列。 全新的动力总成是C4L的最大

亮点，1.6THP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

120千瓦，最大扭矩240牛米。动力可与常规

2.4L发动机的动力相媲美， 此发动机是由

PSA集团和宝马共同研发， 搭载了来自爱

信的6挡手自一体变速箱，能很好地激发出

发动机的动力。 相比以往的涡轮增压发动

机，C4L� 1.6T最大的特点就是 “起步就

有”的爆发力，涡轮介入更早，使得动力更

澎湃、节油表现更好。1.8L车型的发动机为

神龙自主开发，采用了CVVT技术，其最大

功率达到了102kw。传动方面，该车匹配的

是一台5速手动变速箱以及6速自动变速

箱，上市后也立即受到热捧。

年度风云

中级车

东风雪铁龙C4L

获奖理由：

1赫兹是人类在

散步的时候， 整个身

体的振动频率， 在这

样的震动频率下，人体处于最舒适的状态。

新C5通过独有的底盘调校技术，使得车辆

在行驶过程中的振动频率精确地控制在

1.05～1.2赫兹之间。这就是新C5能在动态

中依然无比舒适的原因。 这种动态舒适的

秘诀，正是由于雪铁龙独步全球的MCS大

师级底盘。在全路况三重立体减震技术、高

速抓地循迹稳定技术和5IS多维超静音技

术三者的完美结合之下， 能够在动态行驶

过程中，有效消除各种路况、恶劣气候及噪

音对车辆行驶品质的影响。

新C5一赫兹舒适的背后，则隐藏着雪

铁龙9代高端车不断推进世界汽车底盘革

命的缩影。在雪铁龙造车理念的指引下，雪

铁龙DS首推高压液压中心底盘，SM在全

球率先配备高度自动纠正的液压气动悬

挂。正是传承了如此高贵的血统和基因，新

C5才能拥有如此卓尔不凡、领先世界的大

师级底盘。

最佳

舒适车型

东风雪铁龙C5

年度

最值得期待

中级车

东风雪铁龙

全新爱丽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