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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郑州北京
华联商厦广场人声鼎沸，
别克强者U乐园聚集了
众多市民。两个不同的
试驾乐园，霸气的U形轨
道、独特、惊险的车手特
技、如同云霄飞车般的刺
激感受和轻松欢乐的互
动游戏区，人气爆棚。

基于通用汽车全新
平台，别克昂科威采用了
荣获“沃德十佳发动机

“的全新一代2.0T直喷
涡轮增压发动机，可输出
191kW最大额定功率和
353N·m最大扭矩。10
米高度，41度倾斜角，别
克昂科威挑战41度弯时
充分发挥了HDC陡坡缓
降系统、智能全路况四驱
系统、自适应系统、HSA
坡道辅助系统、直喷涡轮
增压发动机等顶级配置
的辅助作用。昂科威利
用HDC陡坡缓降系统只
有在车速低于 30km/h
且位于坡度大于10%的
坡道上才会激活。在U
形弯41度倾斜角的坡度
上体验中平稳地从陡坡
顶峰行驶到谷底，整个过
程非常轻松顺利，在魔鬼
U形弯视觉和感觉上得
到充分的满足感。发动
机阻力扭矩系统是从容
驾驶的强有力后盾，最大
50%的扭矩，在极限条件
下也能轻松应对。

记者发现在挑战的
过程中，U形弯上的昂科
威竟然有一个轮子是悬
空的。通用利用独有的
智能全路况四驱系统，将
四轮的动力分配由被动
转为主动，大幅提升了车
辆脱困能力和驾驶稳定
性。坐上昂科威体验通
过这样的陡坡的过程中
丝毫不必担惊受怕，跨越
障碍，轻松自在。

奔驰新E级、东风日产新天籁、别克昂科威、吉利远景SUV——

新车实力大长 试驾精彩纷呈
□记者 解元利 介明钢 耿子腾 刘婷婷

核心提示 | 8月22日，奔驰全新国产长轴距E级轿车正式上市，率先推出的6款车型售价为43.68万~
49.98万元；20日，东风日产全新天籁郑州上市，售价17.58万-29.88万元；20日，吉利远景SUV试驾草
原、别克昂科威郑州挑战41度弯……新车升级上市实力大长，试驾充满挑战精彩纷呈。

8月22日，北京奔驰全新国
产长轴距E级轿车在北京正式上
市，率先推出的6款车型售价为
43.68万~49.98万元。新车轴距
相比新E级标准轴距版增加了
140mm，相比国产老款E级增加
了65mm，轴距超过了3米，整体
乘坐空间宽大舒适。

全新长轴距E级车外观时尚

大气，修长的发动机罩搭配较为
平滑的车顶线条与宽阔的车尾
流畅衔接，勾勒出迷人的轮廓，
经典的梅赛德斯-奔驰散热格
栅及立标，显得雍容优雅。而运
动轿车则带有运动型散热器格
栅及较大的盾标，动感十足。

几何多光束LED大灯是全
新长轴距E级车的一大亮点。

每个大灯均配备84颗单独启动的高
性能LED点光源，凭借精度控制达到
全新水平的光线分布自动照亮路面，
同时不会对其他道路参与者造成刺眼
的眩目。全新长轴距E级车的中控显
示屏由双12.3英寸高清显示器构成，
两块显示器在整体玻璃护屏的保护下
实现了浑然一体的效果，宛如悬浮在
空中的战斗机座舱。方向盘感应触控
板也是在量产车中首次亮相。

除此之外，全新长轴距E级车集
创新智能之大成，拥有一系列如同“黑
科技”般的自动驾驶技术和先进驾驶
辅助系统。比如智能领航限距功能可
在高于 20 公里/小时的预设定所需
速度下自动行驶，同时与前方车辆保
持安全距离。主动式刹车辅助可探测
到垂直于车辆行驶方向横向穿过的行
人。同时，将预防性安全系统上升到
了对听力的保护，首次利用人体的自
然反射，来使驾乘者的耳朵对事故中
产生的巨大噪声做好准备。

□记者 祁驿 解元利

梅赛德斯－奔驰全新长轴距E级上市

8月 20日，东风日产全新天
籁郑州区域上市发布会在良库工
舍举行，新车两大系列8款车型，
官方指导价为17.58万-29.88万
元。

全新天籁搭载日产独有的梯
形控制臂多连杆式独立后悬挂，
源自英菲尼迪技术的四轮精准循
迹系统，可有效提升车辆的转弯
性能。搭载以FEB预碰撞智能刹
车辅助系统为核心的 NISSAN
i-SAFETY 智能防碰撞安全系
统，给驾驶者以全时全方位的安
全防护。

新车采用全新QR25发动机、

全新MR20缸内直喷发动机，搭
载 带 运 动 模 式 的 全 新 智 能
XTRONIC CVT无级变速器，保
障驾驶乐趣，兼具良好的燃油经
济性。全系装备Multi-Layer人
体工学座椅和全维静音车体及3D
平视信息显示系统。搭载的带
CarPlay功能的智能手机互联系
统，可支持苹果和安卓系统。新
车采用日产新一代V-Motion前
脸设计，加上17英寸切削铝轮辋、
双腰线设计，运动感十足。标志
性的回旋镖式前大灯组合配搭全
新黑色饰圈，加上LED光源及点
阵式LED日行灯，更显犀利。

8月20日，记者来到清爽怡
人的“草原明珠”锡林浩特，与即
将上市的远景SUV来一场美丽相
遇，良好的视野、舒适的乘坐感、
宽大的空间、平稳的通过性...让整
个试驾过程变得十分完美，新车
配备1.8L和1.3T两款引擎，全新
调校底盘，标配博世9.1版ESP，
怠速噪音38.9分贝……一系列务
实又好用的功能，充分体现了远
景SUV的越野能力与舒适度。

初见远景SUV，第一感觉是
惊喜，最新的水滴涟漪家族前脸
设计，紫荆花式轮毂、北斗星式
LED日间行车灯、晶钻流光前大
灯...时尚又动感的设计细节均下
足了功夫，从细微之处见真章。
除了外观，空间也是个不可或缺
的考虑方面，从数据来看，长宽高
分 别 为 4500mm、1834mm 和
1707mm 的车身尺寸，2661mm

的轴距长度，让远景SUV拥有了
不俗的车内空间，吉利为远景
SUV搭载1.8L自然吸气发动机和
1.3T涡轮增压发动机，分别匹配5
挡手动变速器和8速CVT无级变
速器。其中，1.3T涡轮增压发动
机1750转达最大扭矩，最大功率
98kW(5500r/min)，最 大 扭 矩
185N·m功率与1.8L发动机完全
一样，不过最大功率的输出点相
比后者的 6000r/min 提早了一
些，满足日常驾驶已经绰绰有余，
这款发动机已经在远景、帝豪上
得到成功的运用。

在砂石路上60公里/小时的
速度奔跑，眼前迅速出现的坑洼，
由于车身底部采用了六纵四横结
构，更好地吸收路面冲击，跑烂路
也不怕颠簸，这对于一辆顶配10
万元左右的SUV来说，表现已经
足够出色。

吉利远景SUV草原试驾

别
克
昂
科
威
：
挑
战4 1

度
弯

配置方面，高配车的车内多镀烙装饰，轮毂多
为铝合金材质，会配置一些高科技的按钮，虽然功
能很强大，但是操作细节可能更加繁琐。

有些高配置，有些人并不需要。比如座椅的
加热功能、车载音响等，并且有些配置在汽车城买
会更加便宜、实惠。

动力方面，高配车一般动力和排量都比较大，
但是动力大、提速快并不是适合所有人。

对于经常在市区里开车的人来说，因为红灯
多，交通又拥堵，并不需要提速很快，提速在
11-13秒就比较合适；而对于经常跑高速的人来
说，提速在8-10秒比较合适。

买车都要买低配。其主要表达的意思是说在
同车系中，尽管配置相对较低，但同样的造型、空
间甚至动力方面，低配车型的价格更低，也意味着
更具有性价比。细想之后，这句话不无道理。

汽车基本配置够用，高科技配置使用率较
低。作为一台机械交通工具的核心，大部分与中
高配无异。一般而言，低配车型会舍弃一些高科
技或舒适性的配置，尽管日常使用起来没有高配
车型舒适，但也能满足日常使用。

消费者往往被车辆的高配和高配优惠力度所
迷惑,但消费者往往想不到：配置高的车交纳的

“购置税”越多，比如售价13.18万元的速腾手动时
尚款（基本型）和13.88万元的手动舒适，他们相差
胎压监测、电动天窗、真皮座椅、巡航定速和车载
蓝牙电话等功能，表面看裸车价相差只有7000
元，但是如果算上购置税和车险费用，那么差价就
会将近万元。

诸多配置都能进行后期加装。从理论上讲，
原车上的配置，几乎都可以通过后期加装来实
现。尽管低配车型会缺失一些高科技、带感的配
置，但随着国内各地汽配城、网络电商的发展，诸
多配置也可以在后期根据实际使用需求加装，且
往往性价比会更高。

高配版本贬值更快。为什么说高配版汽车更
不具有性价比？其一，除了更高的售价外，其后期
的保养、维修费用都相应地比低配车型更高。其
二，以往一款车可以做到10年一换代，5年一改
款；但随着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现在要想保持更
高的竞争力，市场的车型基本在5年一换代，2-3
年一改款。这种趋势加速了车型的更新迭代速
度，同时高配车相比低配车而言，市场的保有量
小，二手车贬值也就更快。

在使用几年以后如果换车，“高配”车反倒没
有太大优势。比如以同品牌、同年份的速腾为例，
1.8T涡轮增压的速腾与1.4T的速腾，成交价格基
本一致。

也就是说高配的二手车卖不上价，高配的车
在二手车市场上的优势并不明显。一辆2.8升V6
发动机的老款帕萨特，该车的收车价格与同年的
1.8T排量帕萨特价格一样，也就是说配置高、排量
大的高配车贬值更多。

建议消费者在试驾时别被“高配”试驾车迷
惑，选车时建议买低配的，实在喜欢天窗可以考虑
买个“中配”的，买高配实在是没啥必要。

最 后 ，整 车 价 格 低 ，比 高 配 通 常 便 宜
30%-50%。车主应该从自身的利益考虑，只要配
置够用就可以，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东风日产全新天籁郑州上市

不管高配低配
适合的就是好配置

核心提示 | 买车的时候我们一般先考虑车
型，然后再考虑配置。那么低配车和高配车真
的差很多吗？高配车就真的好吗？

高配二手车贬值多

有些配置自己就能来

低配也有不错的地方

高配有高配的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