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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V：
热销车型轻松买

当下最靠谱的 SUV 是
谁？汉兰达和途观啊，还有最
实惠的SUV探界者，它们不但
将领衔贺岁车展，而且还有很
多独家的优惠。

途岳

车型亮点：途岳基于MQB
平台打造，车辆在设计语言上
参考了家族中“大哥”途昂的思
路，走的是粗狂硬派的路线。
采用“T”字形的内饰布局，另外
还提供两种内饰风格，车内采
用了大量软质材料包裹，还配
有金色的缝线做点缀。氛围
灯，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盘和
8 英寸触摸显示屏是一大亮
点。动力上提供1.4T和 2.0T
两款发动机可供选择，全系匹
配7速双离合变速箱。

途观L

车型亮点：新款途观L提
供280TSI、330TSI、380TSI三
种动力选择，结合不同的配置
共有8款车型可供选择。全系
标配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电
子驻车等诸多贴心装备。其中
最大的变化在动力系统上，用
2.0T 发 动 机 取 代 了 老 款
330TSI车型上的1.8T发动机，
最大功率137千瓦，峰值扭矩
为320牛·米。升级后新款途
观L全系均搭载 2.0T动力系
统。

探界者

车型亮点：探界者时尚的外
观，高端的配置，都显示出了很
高的竞争力。新款探界者部分
车型增加真皮座椅、电动后备
厢，配置上新增GPS导航系统、
type-C接口等。1.5T车型匹
配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2.0T车
型匹配9速手自一体变速箱。丰
富的配置带来的超高性价比成
为这款车最大的卖点。

C-HR

车 型 亮 点 ：作 为 丰 田

TNGA平台的首款全球战略
SUV 车型，C-HR 对概念车
的还原度非常高，凭借潮酷
的外观和先进的技术成为国
内小型 SUV 的焦点。与众
不同的造型也成为能够吸引
年轻人的重要原因。9英寸
的多媒体屏功能一应俱全，
科技感十足。丰田强大的品
牌号召力和完善的架构体系
奠定其细分市场标杆的地
位。

汉兰达

车型亮点：改款后的全新
汉兰达也同样备受消费者关
注，外观豪华的LED光源，亮
度更强能耗更低，全新LED流
线型后尾灯，形成自由动感的
尾 部 线 条 ，动 力 上 搭 载
2.0TD-4ST双涡管涡轮增压
发动机，采用丰田先进的发动
机技术，让其成为中大型SUV
的性价比之选。

奥迪Q2L

车型亮点：奥迪Q2L照搬
了海外版本奥迪Q2的外观，
前脸依旧是奥迪应该有的样
子，六边形进气格栅两边搭配
造型犀利的前大灯组，显得既
潮流又有型。并且还提供标
准版、设计版（design）和运
动版（S-Line）三种风格的外
观套件。内饰方面延续了海
外版奥迪Q2的设计，与目前
在售的奥迪A3也十分相似，
家族气息浓重，全液晶仪表是
一大亮点。

奥迪Q3

车型亮点：奥迪Q3车身
整体轮廓以圆润为主，但车头
部分又放弃了圆润，更多棱角
与硬朗线条让它稳重了不
少。座椅宽大主打舒适感，车
内在用料以及装配工艺上都
保持了豪华品牌该有的水
准。1.4T和2.0T两种动力和
四驱系统可供选择，最主要的
是，现在比较大的优惠幅度使
其相当具有吸引力。

名爵HS

车型亮点：作为全球首款
纯型面设计和光影肩线设计的
主流量产SUV，名爵HS无时
差响应不同年龄段的“荷尔
蒙”，不仅拥有一“部”到位的

“面子、里子、底子”，更带来视
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全感官
体验。名爵HS采用全新调校
的上汽NetBlue“蓝芯”高效动
力科技，搭载 30T Trophy 高
性能版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
马力231匹，最大扭矩360牛·
米，百公里加速仅7.5秒。

绅宝智行

车型亮点：刚刚上市的绅
宝智行定位小型SUV，融合了
多项AI核心技术成为该车最
大亮点。自带的智能语音系统
十分人性化，驾驶者可通过语
音指令实现拨打电话、调节空
调、调节音响音量、控制车窗升
降、控制雨刷器开关和导航等
操作。外观采用了家族最新的

“OFFSPACE”设计语言，保留
了北京汽车OFFSPACE概念
车的大部分设计，主打动感、前
卫和时尚的设计风格。悬浮式
中控屏，搭配四个“醒目”的圆
形空调出风口，颇具科技质
感。该车全系搭载1.5T全铝涡
轮增压发动机，匹配CVT变速
箱和6MT变速箱。

荣威RX5

车型亮点：荣威RX5整车
线条充满韵律、富有张力。搭
载阿里自主产权的智能操作系
统 YunOS，不仅集成语音导
航、快捷支付、系统级搜索及在
线娱乐等功能，还可将大数据、
阿里通信等资源打包服务于车
主。

轿车：
款款都经典

轿车在2018年重新成为
消费热点，这次大河贺岁车展，
我们精选了德系、日系、自主的
热销车型，不但是销量担当，更
是口碑佳品，尤其适合春节开
回家。

全新帕萨特

车型亮点：全新一代帕萨特
王者回归，凭借全面领先一代的
流动韵律、坐享舒适、数字视野以
及净效动力四大核心亮点在B级
车市场掀起一股热潮。采用全
新平台，尺寸全面超越主流B级
车，与C级车不相上下。外观设
计大气优雅，体现变化之美。创
新内饰设计，细节之处显豪华气
质。在人机交互方面，全新一代
帕萨特可在三种不同模式间进
行个性化切换的10.2英寸FPK
数字液晶仪表、集成在线导航，在
线POI搜索的9.2英寸导航屏
幕、将多项关键行车信息投射于
驾驶员视线前方的HUD平视显
示系统。动力升级，同步推出
PHEV双擎动力。

朗逸Plus

车型亮点：全新朗逸Plus采
用了大众品牌最新一代的设计
语言，使用了大众家庭式的设计
风格，尤其是充满立体感的尾部
设计让人赞不绝口。灯光方面，
朗逸Plus进行了精心的提升，实
现了全LED灯组的覆盖——透
镜式LED大灯、光导式LED日
间行车灯、外后视镜集成LED侧
转向灯。借助大众汽车集团最
新的MQB平台，朗逸Plus还对
轴距进行了加长，达2688mm，
后排座椅加长了75mm，使后排
空间更宽敞，舒适。

沃兰多

车型亮点：采用全新美学理
念，打造科技感外观设计，共有普
通版车型和Redline版两种车型
可选择。宽大的车内空间和5+2
的座椅布局是沃兰多主打的优
势之一，能充分满足一车多能的
用车需求，真的很省心。沃兰多
不仅在外观、空间方面表现出色，
搭载1.3T涡轮增压发动机动力
也不差，同时带来的是更加经济
的油耗。8英寸的触控大屏包含
了 Wifi、百度地图、CarPlay、
CarLife功能，兼顾了智能互联，
让这台车更具性价比。

科沃兹

车型亮点：外观来看，科沃
兹前脸采用了雪佛兰家族式的
双层前格栅，其格栅内部运用了

全新的“疾风”渐变纹理，相比现
款雪佛兰车型增添了一丝动
感。宽敞的空间、7英寸中控大
屏及天窗，还有众多舒适配置，
价格也很实在。此外，科沃兹还
配备有电子车身稳定控制、胎压
监测系统、7英寸触摸高清显示
屏、MyLink智能互联系统、剧
院级音响系统以及PM2.5空气
过滤系统等装备。

迈锐宝XL

车型亮点：迈锐宝XL增加
了配置的同时，五种车漆颜色也
拥有了更多选择，让其更加具有
竞争力。丰富的配置包括ACC
自适应巡航、FCA前方碰撞预
警+CMB碰撞缓解系统、LKA
行道保持辅助+LDW车道偏离
预警、PAEB前方行人侦测与刹
车辅助、AHBA远光灯自动控
制、SBZA侧盲区报警、RCTA
后方交叉路口提醒、APA2第二
代自动泊车辅助等安全配置。

雷凌

车型亮点：新款雷凌在外
观上有少部分改变，采用了最
新的家族式锐动前脸设计，由
原来梯形的下格栅改成上窄
下宽的六角型设计，格栅与保
险杠融为一体，夸张大嘴设计
让前脸视觉效果更具冲击
力。新款在车灯内腔加入了
橙色转向灯，而雾灯形状也有
所变化，且被银色镀铬条塑
形。尾灯改用雷凌双擎设计，
加入LED灯作为光源。车身
尺寸方面，新款雷凌的长宽高
分 别 为 4630mm、1775mm、
1480mm，轴 距 为 2700mm，
与现款车型保持一致。

凯美瑞

车型亮点：中控台呈现优
美的Y形曲线，打破传统T形设
计，三屏联动智能显示系统更是
点睛之作，彰显强烈的未来科技
感。第八代凯美瑞炫酷的造型
并不以牺牲空间为代价，在车长
增加35毫米、宽度增加15毫
米、轴距增加50毫米的基础上，
塑造更为宽裕舒适的内部空
间。全新开发的 2.5L Dy-
namic Force Engine直列四
缸发动机是TNGA的重要成果
之一，它的热效率达到40%，压
缩比高达 13∶1，最大功率为
154kW，最大扭矩为250N·m，
而百公里综合工况油耗仅为
6.0L。

过年买车哪里靠谱？
看过大河贺岁车展再说
上接AⅠ·2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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