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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太行山绵延千里，像一条青
色的巨龙，盘踞在河南、山西、河
北三省辽阔的大地上，而八百里
太行把风光最胜处，留给了绝美
的太行天路。日前，上汽大众
SUV家族“最美公路行”活动，
集结意见领袖和粉丝车主，携手
途昂、途观L、途观丝绸之路版
三款家族车型，共赴征服之旅。

在两天一夜的深度试驾体
验中，参与嘉宾不仅领略到太行

天路绝妙的沿线景色，更感受到
了上汽大众SUV家族三款车型
的绝佳实力。途中不仅涵盖市
区道路、乡村道路、高速、盘山路
等复杂路况，更设置了多重任务
挑战和趣味互动游戏，打破传
统，一路上带给所有参与者包括
动力性、操控性、舒适性以及安
全性在内的全方位深度体验，尽
显上汽大众SUV家族的强者风
范。

据悉，此次最美公路行活动
只是第一站，接下来还将继续开
启新的征程。

试驾DX7 prime，感受不凡魅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4月初应该是北京最好的
日子之一，记者在这样的日子
里开着东南DX7 prime在雁
栖湖边感受到了其不凡的魅
力。这次试驾过程不算太长，
但是东南DX7 prime的卓越
表现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 为 一 个 中 期 改 款 产 品 ，
DX7 prime非常实在，不仅外
观有变化，内饰及配置也堪称
力作。

作为东南汽车“翼 ”原创
设计理念下诞生的第一款产
品，DX7 Prime 完美诠释了

“型之翼”美学内涵，设计上还
加入了羽翼细节的具象化，让
整个鹰击造型得到更雕塑化呈
现，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车
内配备全新超清10英寸全面
屏液晶仪表，并将中控屏幕升
级为10英寸LCD悬浮式炫彩
触控显示屏，简洁大气的同时，
手感极佳。

在动力上，DX7 Prime
在承袭东南 DX 系列 SUV 运
动 血 液 的 基 础 上 ，新 增 了
1.8T+6DCT 动力组合，轻踩
油门便能感受强劲动力输
出。另外，DX7 Prime 新增
了 ADAS 高 级 驾 驶 辅 助 系

统，能够确保驾驶者自如穿
梭车山人海，也能根据路面
行驶情况，自适应调节远近
光灯。而配备的 FCW 前方
碰撞预警系统、PDS 行人探
测警示系统，能够对紧急车
况进行提前预判提醒。

此外，东南DX7 Prime还
新增了 AEB 主动刹车功能、
LDWS车道偏离警示系统、前
排座椅电辅热、脚踢感应开启
尾门等多项越级配置。值得一
提的是，东南DX7 Prime还搭
载了 keyword 智能语音交互
系统，全方位满足你旅途中所
需。

与东风风神一起驾享生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介明钢

4月14日，东风风神2018
驾享汇活动来到郑州，50多位
东风风神新老车主与媒体共同
参与了此次活动。170多公里
的试驾路程，让大家深度体验
了新AX7和AX4的操控性、
安全性和舒适性。

新AX7在原有大气流畅

线条的基础上，对前脸及尾部
细节进行了全方位的提升，前
大灯线条更为锐利；车尾用英
文Aeolus 取代了双飞燕 lo-
go。AX4以猫为设计灵感，前
脸的整体风格与小型猫科动物
如出一辙。分体式前大灯组和
后视镜上的三个灯也非常有个
性，与宝马i3类同的双层喷漆
技术更是吸睛无数。

新AX7搭载1.6THP发动

机和爱信最新的第三代 6AT
变速器，操控性能大幅提升，应
对复杂路况从容不迫。AX4
搭载1.4T+6DCT的铂金动力，
实际驾驶中轻盈利落。操控指
向性优秀，方向盘的手感稳重
扎实。

新AX7搭载的WindLink
汽车智能互联系统，可以进行
超远程控制，开关车窗、车门，
以及开启和关闭空调，另外还
具有语音识别功能。AX4的
WindLink 内置车友圈功能，
可以搜索附近的车主并添加好
友，还能发红包抢红包。

在安全层面，新AX7全系
标配多达16项的安全配置，包
含ESC车身电子稳定控制系
统、HSA坡道起步辅助系统、
TCS牵引力控制系统、胎压监
测系统、后倒车雷达等。而
AX4则是同级别中唯一搭载
AEB低速防碰撞系统的车型。

此外，AX7所采用的自动
泊车、全景摄像头、驾驶席带电
调加热记忆功能的真皮座椅等
配置，更是彰显了其作为新实
力中级SUV的风采。

型游仙境 试驾宝骏530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4月14日，宝骏530“与你
同型，型游仙境之旅”试驾活动
在山东烟台举办，通过别开生
面的场景试驾形式，展现其“颜
值出众、空间超赞、驾乘舒心”
三大核心产品力。

宝骏530的外形整体设计
时尚前卫，高昂的车头，自信
的姿态，刚劲的线条，展现出

硬朗大气形象。集合了日间
行车灯、转向灯、示廓灯三个
功能的LED“未来眼”是点睛
之笔，极具辨识度。内饰采用
灰色与黑色的撞色搭配及银
色金属饰板点缀，营造出时尚
品质。

试驾途经城市道路、高速、
城镇道路及山路，多样化路段
让宝骏530的操控性与舒适性
表现得淋漓尽致。在道路体验

中，换挡干净利落，加速时有明
显推背感。1.5T发动机为驾驶
提供强劲动力，且百公里综合
油耗仅6.9L。搭载的6速湿式
双离合变速器，可承受的最大
扭矩为360N·m，采用博格华
纳的预啮合技术，变速箱0.2秒
就能完成快速换挡。

宝骏530底盘采用的是前
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和后梯形多
连杆独立悬架的组合，前后悬
挂均采用采埃孚旗下的萨克斯
减震器。同时，高标准的NVH
对风噪、路噪的优化做到了极
致，并采用3M的进口隔音材
料，带来了安静舒适的驾驶体
验。宝骏 530 还配备了哈曼
Infinity车载音响系统，配合车
内的静谧空间，打造了一个移
动的音乐厅。

宝骏530超大的空间，让
你坐在后排可轻松跷起二郎
腿，而且腿部与前排座椅之间
还有充足空间，体会不到一点
拥挤感。

福特Mustang上演
现实版速度与激情

试驾“多才多艺”的
荣威RX8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婷婷

继荣威RX5、RX3成功发
布之后，荣威的“RX”系列收获
了不错成绩。今年，荣威RX系
列再次推出了自己的旗舰型产
品，全领域豪华大7座SUV——
荣威RX8。4月 12日，记者跟
随荣威RX8来到“竹海”浙江安
吉，体验了从高速公路到盘山公
路的真实驾乘感受。

外观上，RX8拥有比RX5
更加强壮的车型线条、更加饱满
的型面处理，极具视觉冲击力。
在整体舒展大气的造型基础上，
更加强调力量感。出色的车身
轴距，让荣威RX8在空间方面
表现相当不错。

动力方面，RX8搭载了一

台2.0T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
功率为224马力，峰值扭矩为
360牛·米，匹配爱信6速手自
一体变速箱。此外，荣威RX8
的主动安全配置还是比较丰富
的，全系标配SuperPilot 智能
主动驾驶辅助系统，整合了
ACC主动巡航控制、AEB自动
紧急刹车等安全辅助系统，最大
程度保证出行安全。

此次记者试驾的整体感受
是，RX8除了自带的高科技外，
在保持了SUV的越野性和动力
性之余，舒适感也非常不错。新
车底盘高，能提供优秀的越野能
力。总之，如果你需要的是一辆
安心又好玩的SUV，多才多艺
的荣威RX8绝对可以满足你。
而在价格方面，22.38万~25.88
万元的预售价让人心动不已。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4月13日，郑州车时尚赛车
公园，由河南天道、西城天道、东
城天道联合举办了福特Mus-
tang天猫超级试驾会，让我们
与这款美国经典肌肉跑车有了
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第六代福特Mustang采用
2.3TEcoBoost 与 5.0LV8 两款
发动机，并大量使用铝合金等轻
量化材料，将后整体桥改为时下
流行的多连杆独立悬挂，车身重
量得到大幅降低。

第六代福特Mustang提供

了丰富的驾驶模式，如“正常”
“运动+”“赛道”和“雪/湿”等。
在当日的赛道试驾中，将福特
Mustang选择为赛道模式，踩
下油门，在强劲发动机的带动
下，车子冲出起跑线，继续深踩
油门，动力则呈线性爆发，推背
感强烈，让人欲罢不能，甚至在
加速瞬间忘却这是一部仅有
2.3T排量的发动机。

试驾体验让大家对福特
Mustang 有了更为深刻的了
解，其动力、底盘调校等都堪称
史上最均衡的Mustang，尤其
是2.3T引擎让它也兼顾了一定
的燃油经济性。

上汽大众SUV家族
最美公路行首站收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