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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智能、颜值为品质加分
杰德&思域产品力再升级

买车就像找对象，不仅要求颜值，更要求内在。10月上市
的东风Honda全新杰德、思域就是颜值和内在均拥有明显提
高的优质车型，必将能成为你的爱车之选。

新版杰德、思域在原有的车型配色上，分别新增靛光蓝和
翡翠绿颜色，让车型更动感时尚。两车均新增智能互联导航
（NAVI+）配置，让杰德“性感、时尚”的品牌形象再次彰显；而
思域仍旧主打运动牌，四轮独立悬挂、丰沛动力总成，牢牢把持
着“A级车运动王者”的品牌形象。

杰德是本田首款以中国为核心
打造、在中国进行首发的全球战略车
型，是一款真正打破产品界限的“Se-
dan Avant-Garde（新概念轿车）”。

杰德兼具时尚性感的外观和精
致质感的内饰。车长近4660mm，拥
有2760mm的超长轴距，在同级别车
中拥有超大空间。杰德的整体外观
风格非常前卫，凤眼LED前大灯与
黑色蜂窝状中网紧密融合，配上带
钢琴漆饰板的镀铬前雾灯，勾勒出
一副极富未来感的X型前脸，凸显
与众不同的时尚感。

此外，杰德还是东风Honda首款
搭载CVT无级变速器的车型，将动力
的平顺性和燃油的经济性完美结合。
同时，杰德还大幅优化了车内防噪
性，加装吸音和隔音装备，有效防噪
音，大幅提升车内的静谧性能，达到
超越级别的高静音性能。

本次升级，杰德还将车内原本配
置的7寸智能屏互联系统（DA）升级
为智能互联导航（NAVI+）。不需手机
协助，也能凭借车辆自带的导航模
块，清晰显示路面信息，为车主提供
更为人性和便捷的操控。

杰德
时尚出“色”

历经40余年发展、9代辉煌，思域一直
坚持运动本色，是同级别中少有的以运动
性和操控性著称的车型，深受喜爱运动的
年轻消费者喜爱。

此次新版思域引入翡翠绿配色，搭配
车型原有的U形蜂窝状镀铬进气格栅、L型
红白双色锋锐尾灯、镀铬保险杠，让思域
在原有车型基础上更添动感。

同时，思域拥有满足运动驾驶基因的
前麦弗逊式、后横臂梁式独立悬挂，匹配
i-VTEC智能自然吸气发动机，实现了低
油耗、高功率与激情的驾驶乐趣。而灵活
操控的换挡杆手柄，将5速自动变速器的
优秀性能最大限度发挥，操控更灵敏顺
畅，令驾驭乐趣一触即发。

而在智能配置方面，思域也配备了全
新升级的9寸大屏智能互联导航（NA-
VI+），可以脱离手机导航，让你醉心于驾
驶乐趣的时候不用分心认路。近年来，东
风Honda在车型细节上对年轻消费者需求
的洞察不得不让人称赞。

经过全新升级的东风Honda杰德、思
域在延续两款车型原有强大产品力的同
时，为用户带来了更加炫酷、时尚的产品
体验。一如既往的强力产品、始终如一的
高性价比、敢于秀出真我的青春靓色，新
版思域&杰德无疑会成为年轻消费者购车
的优选。 （夏厦）

“开宝马，坐宝马”，这也许是整个
发布会上传送度最高的一句话。用宝马
集团董事伊恩·罗伯森博士的话说，中
国市场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重视后排
乘坐者的感受。而全新BMW 7系，重
新定义了新时代的豪华驾乘体验。
■创新高效动力组合

全新 BMW 7 系采用大范围改
进的V8发动机及BMW最新一代直
列六缸发动机，与 8 挡 Steptronic 手
自一体变速箱标配组合，该变速箱还
提供弹射起步功能，并使加速过程的
牵 引 力 得 到 优 化 。BMW 750Li
xDrive 百 公 里 加 速 仅 需 4.5 秒 ，
BMW 740Li也达到5.6秒的成绩。
■魔毯智能空气悬挂更运动更舒适

全新BMW 7系提供的魔毯智能

空气悬挂实现五大底盘领先技术的高
度集成：可智能升降的四轮空气悬挂、
每秒可调节100次的EDC动态减震系
统、电子机械防侧倾系统、整体主动转
向及可承载更大扭矩的xDrive智能四
驱系统，不仅将路况预判和底盘主动
调节功能与空气悬挂相结合，而且可
装备BMW 740Li豪华型以上所有车
型，为行业再树标杆。
■高强度碳纤维内核

功夫之星赵文卓以一套太极拳诠
释了全新 BMW 7 系上的 Carbon
core高强度碳纤维内核，比钢坚韧，比
铝轻盈。相比上一代车型，全新BMW
7系最大减重达130公斤，通过创新的
智能轻量化科技解决了动力与油耗、豪
华与节能之间的传统矛盾。

对于全新BMW 7系的信心，宝马集
团董事伊恩·罗伯森博士认为，预测未来，不
如创造未来，“全新BMW 7系已不仅是一
部车，更是一扇窗，通过它可以看见BMW
的未来——是科技，是创新，是勇气。”
■未来之车 用钥匙遥控泊车入位

当《007：明日帝国》詹姆斯·邦德扮演
者皮尔斯·布鲁斯南，在上市会现场用一把
全新BMW 7系的智能触控钥匙泊车入
库，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划分。全新BMW 7
系的钥匙嵌入了一块2.2英寸液晶显示屏，
除了常规功能，还可随时查看续航里程、锁
车状态及保养提醒等。
■未来之车 只需一个手势就能完成

在空中点一下手指即可接听电话，而
轻挥手掌则拒接来电，这样的操作是不是
很酷？全新BMW 7系的手势控制系统，
让iDrive人机交互系统进一步提升。借助
3D传感器，驾驶者通过规定的手势动作

与信息娱乐系统实现直观便捷的互动，例
如旋转动作可调整音响音量。现在，全新
BMW 7系的用户可以在语音控制、按键
控制、手势控制、触屏控制等多种方式中，
挑选自己喜欢的方式来控制车辆。
■未来之车 实现驾驶半自动

增强型驾驶辅助系统不仅包括带启
停功能的主动巡航控制系统、前方交叉车
流警示，还配有转向和车道跟踪辅助，包
含交通拥堵辅助和带主动侧面碰撞防护
功能的车道偏离警告系统。当车速不超过
210公里，通过转向助力帮助驾驶者保持
在车道中间或跟随前方行驶车辆。只要一
只手把握方向盘，这项半自动辅助驾驶功
能就可为驾驶者提供舒适的转向助力。
■未来之车 一键控制自动泊车

当车辆以低于35公里的时速寻找停
车位时，系统会自动扫描适合的停车位，
包括平行和垂直方向。驾驶者只需按住

泊车辅助按钮，泊车辅助系统便自动转
向、选挡、加速和制动。此外，全新BMW
7系还能用车钥匙遥控泊车。
■未来之车“目光”炯炯

带光束及照明区域自动调节功能的
防眩目BMW智能激光大灯第一次作为
选装配置供BMW车型使用，使汽车大灯
的照明距离从300米时代跨越至600米时
代（中国道路照明距离限定为475米）。

从全新BMW 7系看BMW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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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开宝马”还是“坐宝马”，全
新BMW 7系将豪华体验提升到全新
境界，将“豪华”定义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后排完成除驾驶以外的所有功能

智能后排触控系统如同“权杖”，
除了驾驶以外的所有功能，后排乘员
都可完成。这套系统集成在后排扶手
的7英寸平板电脑中，如调整前后排
空调、座椅加热和通风、星空全景天
窗、内部氛围灯、了解行程信息及娱乐
系统等，都可通过触摸屏幕完成。
■星空全景天窗营造独特格调

除了前部可以打开的两段式全景
玻璃天窗，全新BMW 7系还提供星
空全景天窗作为选配。星空全景天窗
的玻璃夹层间有激光雕刻的图案，在
夜晚，安装在天窗内部侧面的LED模
块产生的灯光均匀导向玻璃表面，照

亮上面的图案，产生流光溢彩的效果，
并提供六种颜色的灯光效果可选。
■“天使之翼”让尊崇感伴随上下车

宝马设计师还首创迎宾光毯，就
像投影在车旁的一对“天使之翼”，让
上下车充满“仪式感”的尊崇体验。
■体感互动娱乐系统让后排变健身房

后排座椅按摩功能首次扩充了
体感互动娱乐系统，通过主动式的
身体锻炼使后座区乘客恢复活力，
让后排随时转变为健身房。
■世界高级音响打造专属音乐享受

BMW 和 世 界 高 级 音 响 品 牌
Bowers & Wilkins 联手为该车量身
定制了钻石振膜环绕立体声音响系
统，功率达1400瓦，包含全主动式10
通道放大器和 16 个扬声器，使乘客
犹如置身高级音乐厅。 （刘爱妮）

新时代豪华驾驶体验

近期车市热词：

开宝马，坐宝马
全新BMW 7系上市，定义现代豪华驾乘体验新标准

在这天晚上的两周前，一把车钥匙刷屏了朋友
圈；而这晚1个多小时的发布会结束后，“开宝马，
坐宝马”继续刷屏。这天，是10月24日。

在上市之前的区域鉴赏会上，宝马西区负责人
田胜说，新7系的亮点就是“特点太多”。汇聚了全
球首创的智能触控钥匙、人机交互新时代的手势控
制系统、具有灯光革命的智能激光大灯、智能轻量
化车身结构等16项领先装备的全新BMW 7系，用
“时代由此划分”来定义自己的诞生，气势磅礴！

“坐宝马”体验颠覆传统的豪华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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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布鲁斯南爵士（右）现身发布会，再续与宝马的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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