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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驰 | 荣获CTCC年度亚军

试驾风格多样 比赛更加精彩
一周来，从全新第六代BMW 7系、国产路虎发现神行，到福汽启腾全新MPV启

腾EX80、东风日产逍客、蓝鸟，多种风格的试驾活动在全国上演。与此同时，2015年
第七届福田奥铃中国勒芒轻卡耐力赛全国总决赛举行，威驰荣获CTCC年度亚军，展
示出汽车运动的魅力。

全新第六代BMW 7系
已正式登陆中国市场。汇聚
了BMW最新顶尖科技的全
新BMW 7系带来了哪些改
变？11月9日，全新BMW7
系驾乘体验会在成都举行。

7系作为BMW品牌的
旗舰车型，其配备了如智能触
控钥匙、开辟人机交互新时代
的手势控制系统、智能激光大
灯、智能轻量化车身结构等十
六项领先装备。其中，智能触
控钥匙嵌入了一块2.2英寸液
晶（LCD）显示屏，除常规的功

能外，还可随时查看续航里
程、锁车状态以及保养提醒等
信息，并可实现遥控泊车。智
能激光大灯为驾驶者提供绝
佳的夜间视野，BMW动态光
束技术通过摄像头观察前方
环境，防止对其他驾驶者造成
眩目。

全新BMW 7系拥有最
精密的底盘，实现了动态表
现和驾驶舒适性的再次突
破，“魔毯智能空气悬挂系
统”中，结合前方道路起伏预
判主动式前后轴空气悬挂，

带来像魔毯般平稳至极的乘
坐体验。最智能的驾驶辅助
系统功能得到了极大丰富，
拥有多达40余项与安全相关
的辅助功能。全新BMW 7
系在210公里/小时以内可以
实现半自动辅助驾驶。

夜间试驾中，宝马首创
迎宾光毯使夜幕中的每次上
下车都有走红毯般的愉悦。
独有的星空全景天窗有超过
15000个激光工艺的精细小
孔，6种颜色可选的氛围灯配
合，营造梦幻星空。

11月 6日，路虎发现神
行带领我们行走在蜿蜒崎岖
的山路，严苛险峻的越野赛
道，让记者亲身感受到路虎
发现神行在各种道路状况面
前，展现出其强大的全地形
能力，以及勇敢自信、无所畏
惧的探险精神。

路虎发现神行在同级别
车型中率先采用5+2座椅布
局的设计，拥有人性化的座
舱机能设计、极致的宽阔空
间与座椅组合，创造出全能
空间。它的第二排座椅的前
后移动距离高达160毫米，
让第二和第三排的乘客均可
获得宽敞的乘坐空间。第二

排座椅靠背角度可调功能为
后排乘客提供更为舒适的乘
坐体验。

路虎发现神行的内部空
间组合灵活多变，16种座椅
组合方式、同级最大1698升
的后备厢空间，既能满足多
人同时乘坐，又可在野外探
险时装载各种工具。

丽江的古城、郊区野外
以及泥泞的场地是路虎发现
神行大展身手的地方，它搭
载的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拥
有普通驾驶模式、草地/沙砾/
雪地模式、泥沼/车辙模式、
沙地模式，从容应对各种复
杂路况。

驾驶路虎发现神行在丽
江古城的城市道路中穿梭，
精确的转向，强大的底盘，伴
随着顶级 Meridian 音响的
天籁之音，尽享豪华与舒
适。在蜿蜒起伏的郊区道路
上，它强劲的动力和平顺的
加速让任何角度的坡道都变
得如履平地。进入越野场
地，212 毫米的离地间隙、
25°的接近角、31°的离去
角、600mm 的最大涉水深
度，配合全地形反馈适应系
统，路虎发现神行面对沼泽
地、沙地、涉水深坑、大角度
坡道时，都能游刃有余。

作 为 福 汽 汽 车 进 军
MPV 的 首 款 力 作 ，启 腾
EX80是否有足够的实力挑
战当前MPV市场中的强者
呢。11月5日，“启动更好未
来”启腾EX80试驾会上，启
腾EX80用严谨高品质的制
造工艺、扎实的底盘性能、出
色的动力燃油表现证明了自
己的实力。

启腾EX80的外观车身
线条硬朗但不失协调，全车
层次分明张力十足。4.29万
～6.08万元售价，相比竞品
车型 ，它的价格更具优势。

空间表现也有着自己的独到
之处，整车采用2+2+3的座
椅布局，后备厢最大拓展容
积达到 1206L，具备了典型
的七座MPV的乘用特性。

内饰上，启腾EX80中控
台采用环抱式设计，结合高档
时尚的内饰营造出舒适的美
感。值得注意的是，新车还配
备了多功能方向盘、双炮筒式
电子仪表以及8寸触控多媒
体一体机。多媒体一体机整
合了倒车雷达、倒车影像以及
GPS导航等实用配置。

驾驶感受方面，福汽启

腾EX80的动力总成为1.5L
自然吸气发动机配5速手动
变速箱，能够输出最大功率
为 85kW/6000rpm，最大扭
矩 达 到 了 150N · m/
4500rpm。得益于响应十分
灵敏的油门调校，在初段加
速十分畅快，动力表现可谓
随叫随到，日常城市路段时
的并线超车非常轻松。中高
速加速均匀，发动机动力强
劲。在底盘系统上，该车配
备了五连杆式半独立悬架系
统，在减震支撑和路感反馈
上也有很出色的表现。

11月4日-6日，东风日
产在云南玉溪抚仙湖举行了

“玩出范”全新逍客/蓝鸟双
车试驾会，记者全方位体验
了这两款新车不同的驾驶感
受。

东风日产 LANNIA 蓝
鸟是一款主打年轻、运动的
新车型，产品定位在轩逸和
天籁之间。外形方面，LAN-
NIA 蓝鸟车身线条较为流
畅，车顶采用悬浮式设计，而
该车尾灯设计与前大灯相呼
应，短小的尾部造型设计精
巧。全新蓝鸟设计得比一般
家轿更长、更宽、更低矮：在

2700mm的轴距上全新蓝鸟
整车长度达到 4683mm，宽
度更比轩逸多出 20mm，达
到 1780mm，加 上 仅 有
1465mm的高度，让全新蓝
鸟看上去更具俯冲性，更具
轿跑风格。从上市现场看，
蓝鸟的外形更加炫酷，吸引
年轻人。另外，蓝鸟百公里
综合油耗仅为5.3L。

全新逍客轴距大幅加长
达到 2646mm，内部乘坐空
间将更为宽敞；动力方面新
车搭载 2.0L 自然吸气发动
机，外形更加偏向跨界风
格。值得一提的是，老款奇

骏与现款逍客轴距长度均为
2630mm，两车定位分别是
城市SUV和越野型SUV，全
新 一 代 奇 骏 轴 距 加 长 至
2706mm之后，更加偏向城
市SUV风格。此次试驾的全
新逍客采用2.0L MR20 缸
内直喷发动机，11.2高压缩
比设计，带来了高能低耗的
绝佳表现。而与之相匹配的
新一代Xtronic CVT 无级
变速器，在自适应运动模式
下，踩下油门时，可以智能调
节变速比，起步加速响应快，
加速度高，能够带来强烈的
推背感。

11 月 7 日，图雅诺杯－
2015年第七届福田奥铃中国勒
芒轻卡耐力赛全国总决赛，在
上海天马赛车场拉开终极对决
的大幕。来自全国各大赛区的
8支队伍上演了第七届勒芒的
巅峰竞技，经过15个小时“换人
不换车”的激烈角逐，江苏日新
外运队以正赛9小时273圈的
优异成绩，问鼎总决赛冠军。

第七届福田奥铃中国勒芒
轻卡耐力赛全国总决赛分为排
位赛和正赛两个阶段，两天赛制
共计15小时。8支车队每队3
人共计 24 人，比赛用车奥铃
CTX康明斯动力国IV产品。总
决赛排位赛为6小时，正赛连续
为9小时耐力赛，赛事经过连续
9个小时的激烈角逐之后，江苏
日新外运队最终勇夺全国总决
赛冠军，大田物流队以不俗成绩

摘取全国总决赛亚军，苏州天天
物流队以微弱的差距位居全国
总决赛季军位置，获得冠军的车
队可获得奥铃TX国IV整车一
台。

总决赛开幕时举行福田轻
型商用车旗下奥铃CTX国V、
奥铃CTX2.8L气刹新品、图雅
诺国宾版和风景G7商运版系
列新品发布会，向业界展示集
成科技的最新成果。

活动当天还举办了2015中
国城市绿色物流发展上海峰
会，相关专家就一带一路沿线
物流网络建设、运输车辆的技
术创新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
交流。而七彩书屋第二季——
图雅诺公益中国行发车仪式的
开始，则标志着移动七彩书屋
正式投入使用，带给贫困孩子
更精彩的知识世界。

8场赛事，6站冠军。11月
8日，随着CTCC北京站再次夺
冠，VIOS威驰凭借优异的商品
优势，在全部8站的2015赛季
CTCC比赛中取得上海佘山、韩
国、肇庆、上海嘉定、盐城、北京
六站俱乐部冠军，并最终荣获
中国量产车组年度俱乐部杯亚
军，完美收官。

好的成绩离不开优越的赛
车性能。威驰动力充沛、设计
稳定的NR-FE型发动机，轻量
化的车身，风阻系数只有0.28
的空气动力学设计，还有利于
发动机散热的出风口，更高安
全性、更少碰撞损坏的高位置
尾灯，从整体到细节，都非常适
合赛车这项运动，代表了一汽
丰田的一贯高品质。

威驰参与CTCC，不仅体现
了其对自身商品实力的自信，

也向消费者传递了年轻、活力，
向上拼搏的品牌精神，诠释了
一汽丰田“年轻化”的战略主
题。而这种赛事营销活动，更
将威驰“我，耀出彩”的品牌精
神传递到每一个消费者。

赛场上精彩纷呈，市场上
也出彩不断。新威驰自上市以
来，累计销量近25万台。这一
成绩的取得，是实力使然，也有
利好政策的支持。威驰1.3L的
两款手动挡车型，同时享受
3000元的国家惠民补贴和车船
税减半的优惠；全系车型享受
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的优惠政
策。此外，一汽丰田还推出“超
长0息计划”与“极限低息计划”
两大金融政策，首付仅需2万元
或日供48元，进一步拉低了购
车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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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BMW7系、逍客、蓝鸟、国产路虎发现神行、启腾EX80、福田奥铃、威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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