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24日，记者在江城武
汉试驾了2018年英菲尼迪的
重 磅 战 略 车 型 —— 全 新
QX50。这款创新豪华SUV，
搭载全球首款量产可变压缩
比 涡 轮 增 压 发 动 机
VC-Turbo、包含 12项领先
技术的ADAS智能驾驶辅助
系统及10大创新科技。

驾驶着全新QX50，当你
缓慢提速时，油门开度较小，
此时VC-Turbo发动机以接
近 14：1的高压缩比状态工
作，同时具备低转速高扭矩和
高燃油经济性的双重特点；伴
随 更 大 的 油 门 开 度 ，
VC-Turbo无缝切换至高性
能状态，压缩比调整为8：1，
272匹马力的同级最强动力
迸发而出。配合 XTRON-
IC-CVT变速箱卓越的传动
效率，全新QX50百公里加速

仅需6.9秒。在操控性能上，
全新QX50还搭载了线控转
向DAS2.0系统，使转向无延
迟、无偏差、无抖动，方向盘回
馈更自然。

此 外 ，新 车 配 备 的
ADAS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搭
载了同级唯一的超视距前端
碰撞预警系统（PFCW）及油
门 误 踩 智 能 纠 正 系 统
（EAPM），辅以同级领先的
全速段智能巡航系统、车距控
制辅助系统（DCA）等 12项
前沿科技和360°实时监测，
能够显著降低城市拥堵路况
下的驾驶负担，提供全方位的
安全保障。试驾时，在高速上
开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驾驶
过程中基本上只需动动方向
盘即可，油门、刹车完全可以
放心交给全新QX50自由掌
控。

试驾瑞虎8：展现雄狮智云黑科技

6月 21日，奇瑞汽车在
厦门举行了瑞虎8全国媒体
试驾会，本次试驾路线包括
了城市道路、高速道路以及
乡村道路，基本上包含了人
们平时的用车路况。而给记
者留下最深印象的，则是瑞
虎 8 上配备的雄狮智云系
统。

瑞虎8前脸采用了奇瑞
最新的家族式设计，虎踞式
的前脸采用了大面积的黑色
进气格栅，再加上两条贯穿

式的镀铬条，看上去颇为霸
气。排气采用单边单出隐藏
式设计，为了增加视觉效果，
尾部配备了两个假的镀铬排
气孔。全系标配同价位少有
的18英寸多辐式铝合金运
动轮毂、235/55R18轮胎。

动力上，瑞虎 8 搭载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
108千瓦（146马力），峰值扭
矩为210牛·米。与之匹配
的是格特拉克6速DCT双离
合变速箱，此外还提供6速

手动变速箱。底盘则是前麦
弗逊、后多连杆的组合。瑞
虎8可以在11秒提速到百公
里，运动模式下动力输出会
更加活跃迅速，ECO模式下
则比较注重燃油经济性。

瑞虎8是首款搭载奇瑞
雄狮智云系统的车型，这套
系 统 包 含 语 音 控 制 、
4GWiFi、手机互联等功能，
只要在车内说出“小虎，你
好”就可唤醒语音控制功能，
导航、空调、天窗、电动尾门
等都可通过语音控制。车辆
的语音控制系统来自科大讯
飞，可以识别32种方言，还
提供了在线音乐、天气查询、
新闻以及票务查询等在线功
能。该系统目前是瑞虎8除
了动力之外的一个亮点。

瑞虎8售价为9.88万~
14.28 万元，该价格涵盖了
5+2座车型，所以对于二胎
家庭来说，应该是个不错的
选择。

懂你更多 试驾别克新英朗

6月 21日，记者在古都
西安试驾体验了2018款别
克新英朗。新英朗采用了别
克最新家族化的设计后，车
头显得更宽，整个车身也给
人更加流畅犀利的运动气
息。坐进车内，360°环抱一
体式座舱和悬浮片层设计，
内饰设计和用料处处都体现
出超越这个级别车型的高级
和舒适。

新英朗改变最大的地方
就是换装了全新一代 1.3T
Ecotec 双喷射涡轮增压发
动机，最大功率120kW的、
最大扭矩230N·m。实际开
起来，动力输出和油门响应
要比账面数据显得更敏捷，
整个加速过程轻松流畅。采
用了无声平衡系统等静音减
震技术，配合Quiet-Tun-
ing别克静音科技，驾驶过程
中的静音表现也是新英朗的
一大优势。

新英朗的底盘调校更有

韧劲，稳健扎实的底盘带来
更为舒适的行驶品质。此次
试驾的1.3T车型百公里综合
油耗低至5.8L，记者甚至在
西安的绕城高速上开到了
3.6L 的平均油耗。而搭载
1.0T Ecotec双喷射涡轮增
压发动机的车型，相比上一
代的1.5L车型，不仅动力性
能指标全面胜出，综合油耗
还降低了 0.5~0.8L，排放降

低10%。此外，新英朗拥有
丰富的配置，全系标配ESP
电子稳定控制系统、TPMS
智能胎压监测系统、HSA坡
道辅助系统等，还引入了
SBZA侧盲区预警系统，全
面配备了别克新一代eCon-
nect 互联技术和最新一代
OnStar 安吉星全时在线助
理，为车主提供7大类22项
主要服务和4项增值服务。

试驾全新QX50：
黑科技加持SUV

6月 23日下午，爱温特
冷却液在郑州召开发布会，
邀请省物流协会的相关领导
及物流企业共同商讨高效节
能减排的话题。当天的发布
会上，爱温特负责人表示，为
了跟进国家对节能减排的要
求，爱温特产品从去年开始
与物流企业合作免费加冷却
液。通过实验显示，车主在

节能方面能有效感受到发动
机噪音降低、动力提升、油耗
减少。“我们产品的原理就是
汽车在使用该产品时，平衡
发动机各缸温度，均衡带走
热能，使燃烧更充分。我们
的无水冷却液一次性使用寿
命80万公里，节能可达6%
左右，减排30%左右，可降低
更多污染物排放。”四川爱温

特科技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
称，该公司专业从事汽车化
学品研发、制造、销售，拥有
从事汽车循环系统研究的科
研人员35名。10年来，公司
科研团队自筹资金1000余
万元，针对国内汽车发动机
冷却系统普遍存在寿命短、
故障多等现象，成功研发出
发动机无水冷却液。

爱温特召开产品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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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29日，第十五
届中国（郑州）国际汽车后市
场 博 览 会（ 简 称 2018
CIAAF郑州展）在郑州国际
会展中心召开。会展首日，人
气攀高，交易火爆。

本届展会紧密切合当今
时代汽车后市场发展趋势，拓
展并细化了展品品类分区。
在原有八大主题展区——装
饰精品、美容养护太阳膜、改
装、音响改装、电子、终端解决
方案、品牌、汽保的基础上，新
增电动尾门专区及润滑油专
区，涵盖后市场全产业链产
品。

本届展会，包括牧宝、镖
王、真的·午阳、爱科科技、云
实科技、车邦、慧云、威威、京

东、甲乙丙丁、龙膜、泰斯福
德、紫光、山由帝杉、保菲、保
赐利、恒源祥、妙声、香王、香
百年等国内外知名品牌上万
新品在现场首发，全面展示
当今世界优质的汽车后市场
产品。本届展会除了展产
品，更展技术、项目、最新的
技术服务、人才培养输出方
案以及门店管理培训等，极
大地为参会的终端经营者创
新经营思路。

CIAAF郑州展还精心准
备了20余场高端会议活动，
内容涉及战略、品牌、人才、生
产、技术、连锁经营各方面，为
买卖双方提供交流与资源平
台，促进智慧与胆量的碰撞，
成就企业合作共赢的雄心。

2018 CIAAF
郑州展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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