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汽Acura CDX Sport Hybrid有惊喜

捷豹 I-PACE 自 3 月
1 日全球亮相之后，本次
北京车展上也将首次亮相
中国。

I-PACE 作为捷豹家
族的首款纯电动车型，它
将超级跑车的设计与性能
和 SUV 车型的功能性完
美融合。该车搭载两台由
捷豹自主研发的同轴永磁
电动机，拥有高达 500 公
里续航里程。使用高速充
电桩，捷豹 I-PACE 可在
40分钟内将电量从0充至
80%。在满足消费者日常
用车续航需求的同时，捷豹I-PACE还承袭
了捷豹的赛道基因和运动血统，从静止加
速至100公里/小时时间为4.8秒。

捷豹I-PACE在智能互联方面搭载了
先进的InControl智能驭领 双屏尊享触控

车载娱乐系统，通过触觉模拟控制和交互式
数字界面的完美平衡，令操作更加直观便
捷。其“智能设置系统”特别采用人工智能技
术，可根据不同驾驶者的偏好和习惯加以识
别，并精准的计算出可续驶里程和电量状
态，带来便利随心的驾驶体验。 （刘爱妮）

就在上周，广汽 Acura 还在厦门组织了
CDX Sport Hybrid的全国媒体试驾。据悉，车型
将会在北京车展正式全国上市，价格方面会比现
款的常规动力车型稍微贵一点，但绝对会有惊喜。

这 款 CDX Sport Hybrid 采 用 了 Sports
Hybrid i-MMD混合动力系统，由2.0L 阿特金
森循环发动机、高功率电机、E-CVT、控制双电
机的动力控制单元、高功率锂离子电池和
DC-DC变换器等组成。混动系统综合最大功率
158千瓦，相较于汽油版CDX，这套系统提供了
更加迅捷的响应速度以及更加平顺的加速性能。

在驾控智能上，CDX Sport Hybrid配备了
IDS智能动力系统，提供Comfort模式和Sport
模式两种模式，两种模式油门响应、悬挂阻尼强
度均有不同。Sport模式下，仅需轻踩油门踏板，
就会得到瞬间响应的动力加速，百公里加速可
达8.6S，而百公里综合工况油耗仅需5L。（夏厦）

责编 邓正彤 美编 刘静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汽车12
2018年4月16日
星期一

吉利博瑞 GE 将会在今年的北京车展
正式首发亮相，新车提供混动版和插电式
混动版两种车型供消费者选择。大灯使用
了全LED光源，灯组大体呈内低外高的设
计，灯腔内三条转向灯和流畅舒展的日间
行车灯也颇具设计感。尾灯造型也变得更
加狭长，这些都让这台车尾部的视觉感受
变得更宽。

内饰部分，吉利博瑞GE采用了全新设
计，整体布局方面显得更为大气。平底式方

向盘也采用了全新造型，12.3英寸全液晶仪
表盘也是这款新车的一大亮点。

动力方面，博瑞 GE 插电式混动版将
搭载 1.5T 发动机与电动机组合的混动系
统，并匹配 7 速 DCT 双离合变速箱。该系
统正是吉利欧洲研发中心基于 CMA 架
构开发而来，新车将是首款搭载该系统
的吉利产品。与混动系统匹配的是一款 7
速双离合变速器，带有三种不同驾驶模
式可选。 （夏厦）

4月8日，全新奥迪A8L在三
亚 上 市 ，共 发 布 4 款 搭 载 3.0
TFSI250kW发动机的车型，价格
区间为 93.78-130.98 万元。全系
标配 quattro 全时四驱系统、48V
轻度混合动力系统、自适应空气
悬架等领先的底盘及传动系统，
以及带触碰响应的全触控概念
显示屏、负离子空气净化器、奥
迪虚拟座舱等丰富的亮点功能。

全新奥迪A8L，不仅继承了
前代车型所有的优秀特质，更展
现了奥迪面向未来的全新品牌
形象，诠释了奥迪对于未来豪华
趋势的理解。一汽-大众奥迪销
售事业部执行副总经理荆青春

表示：“全新奥迪 A8L 创造性地
将豪华感受和智能体验完美融
合，作为一款开创驾乘智能时代
的豪华D级新标杆，推动豪华D
级车进入驾乘智能的全新时
代。”

全新奥迪 A8L 配备同级独
有的后排足底按摩座椅、带有冬
／夏不同季节的车内香氛系统、
同级独有的 LED 后排可调节阅
读灯、同级首次实现后排座位沉
浸式 3D 音效的隐藏式可升降
B&O音响等功能配置，以触感、
嗅觉、观感、听感的全面满足，让
用户享受到多维感官的越级舒
适体验。 （刘爱妮）

新一代比亚迪唐将于 2018
年4月开幕的北京车展亮相，新
一代唐的定位要高于现款车型。
据此前消息，除了继续提供插电
混动版车型外，新一代唐还将提
供2.0T燃油版车型可选。

比亚迪家族式的“Dragon
Face”设计理念将同步到全新一
代唐上面。新车会提供两种不同
的熏黑“大嘴”格栅造型，一款为
横向进气格栅，另一款为网状格
栅。此外，该车的 LED 灯组内更
嵌有镀铬饰条点缀。

很多看
过这款车图
片的人都认
为，车尾是其
设计的一天
亮点，非常漂
亮。新一代比
亚迪唐采用
了时下越来
越流行的贯
穿式尾灯设
计，搭配微微
突出的尾翼，

令车尾更有动感。新车车尾首次
采用“Build Your Dreams”标识。
车尾“4.5S”标识表示该车插电混
动版车型 0-100km/h 加速时间
仅需4.5s。

新车内饰设计非常简洁现
代，中控采用平直的线条，并配
备一块巨型液晶屏，可支持90°
旋转，符合大家在使用手机时

“横向”、“纵向”切换的操作习
惯。仪表盘也为全液晶屏，可提
供丰富的驾驶信息。

（张煜）

全新奥迪A8L上市

比亚迪新一代唐亮相

吉利博瑞GE布局更大气

驾驶捷豹I-PACE便利随心 4 月 9 日，上汽大众正式宣
布，Lavida 家族将再添一位新成
员，新车命名为“全新朗逸Plus”。
据悉，该车定位于国内 A+级主
流汽车市场，并在设计、尺寸空
间、科技能效以及安全性能方面
均有越级表现，未来将与目前在
售的Lavida朗逸一起，共同为中
国消费者带来品质汽车生活。

全新朗逸 Plus 长 4670mm、
宽 1806mm、高 1474mm，轴距长
至 2688mm，车身尺寸媲美 B 级
车。得益于轴距的提升，后排的
空间得以进一步优化，座椅坐

垫加长了 75mm，提供更舒适
的腿部支撑，膝部空间表现也
更为优异，为广大消费者营造
了超越目前主流 A 级车型的

“悦享后排空间”。
作为国内首款采用大众品

牌新一代设计语言的量产车型，
全新朗逸Plus的外观大气优雅，
让人眼前一亮。全新设计的前脸
气势强大，大众品牌标志性的横
向进气格栅再次进化，比例增
大，使前脸更有夺人气场，搭配
全新的LED灯组，整体造型犀利
动感。 （夏厦）

上汽大众全新朗逸Plus官图发布

以前，红旗轿车在人们的眼
中是稳重而过于保守。但是红旗
H5 的出现却将重新定义红旗。
这款车是红旗汽车迈向“新我”
的里程碑式的车型，颜值高，配
置高，内饰精致，做工精良，誓将
树立 B 级车价值新标杆。据悉，
红旗H5将于4月25日在北京车
展正式上市。

在全新的设计理念下，红旗
H5的整体比例采用了短前悬、长后
悬、长轴距的设计，低矮的车身配合
溜背车顶，非常动感。红旗H5的长
宽高分别为4945mm×1845mm×
1470mm，轴距为2875mm，车身尺

寸和轴距在主流B级车型中均位
居前列。

智能是红旗H5的另一新标
签。这款车搭载的智联系统采用了
全局语音控制技术，用户可以通过
语音指令快捷的操作“红旗智联”
系统内的任一功能，包括查天气、
查股票、查路况及娱乐功能等。车
主还可以通过OTA升级的方式，
不断给红旗车主带来全新的功能、
服务和用户体验，升级方式和手机
操作一样简单、高效。除了智能语
音控制之外，红旗H5还具备远程
控制能力，通过手机即可实现人与
车的全时互联。 （张煜）

红旗H5迈向“新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