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14 日晚，AR-
CFOX“生而破界”品牌之
夜 在 上 海 举 行 。 AR-
CFOX重磅发布了全球首
个商业搭载5G技术的平
台——IMC智能模块标准
架构，以及基于用户体验
的生态营销模式。基于
IMC架构，在2020、2021
两年内，ARCFOX将推出
六款产品，包括两款跑车
及四款高性能智能车。

ARCFOX 依托北汽
集团十年新能源造车技术
和经验的积累，聚合戴姆
勒、麦格纳、华为等全球顶
级资源，它的发布凸显了
北汽集团、北汽新能源决
胜未来的决心。北汽集团
董事长徐和谊表示：“站在
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北

汽集团加速全面新能源化
和智能网联化‘双轮驱动’布
局，蓄势突破，在新时代下、
新赛道上，倾力打造属于中
国的全新高端汽车品牌。”

据北汽新能源总经理
马仿列介绍，ARCFOX具
有“无界美学”“人本科技”

“极致体验”三大核心价
值，打破传统的出行方式，
创造更人性化、更环保、更
智能的移动终端，为人们
提供绿色、便捷、智慧的出
行生活。

ARCFOX“无界美
学”的设计理念在现场亮
相的ARCFOX-GT赛道
版及街道版、ARCFOX-
ECFConcept三款车型身
上得到充分体现：车辆非
必要的元素被减到最低，
在实现产品性能与设计完
美平衡的同时，彰显优雅、
自 由 和 灵 动 。 AR-
CFOX-GT搭载六电机，
0~100km/h 加速时间仅
为2.59秒，车身线条走势
硬朗锋利，简洁而充满力
量感的设计将赛道基因彰
显无遗。

4月15日，第三届汽车创
行者大会在上汽荣威儿童艺术
中心举办。会上，上汽荣威发
布了“全球首款5G零屏幕智能
座舱”荣威Vision-i概念车。
会上，上汽携手中国移动、华
为、上海国际汽车城，共同打造
全国首个“智慧交通”示范区，现
场还发布了全球首款达到L3级
智能驾驶水平的量产车型荣威
MARVELX Pro版。

“全球首款5G零屏幕智能
座舱”——荣威Vision-i概念
车，面向5G时代打造，将SUV
的高通过性与MPV的大空间

融合，独创了SPV全新车型品
类。SPV意指智能主动交互
汽车，拥有多场景适应能力并
强调车辆情感化属性，采用灵
活多变的座椅布局形式，可实
现不同场景模式的转换，真正
让车从“交通工具”转变为“移
动空间”。为给用户带来 5G
时代整舱沉浸式交互体验，概
念车首次尝试突破屏幕边界，
打造出具备全舱交互能力的
SKY VISION 整舱智能交互
系统，能实现将用户需要的内
容呈现在任意需要的位置和
材质上，做到全舱信息覆盖，

让汽车成为未来出行服务的
超级入口。概念车还引入“情
感化智能助理”概念，能识别
用户情绪与状态并做出反馈，
从而理解用户需求、学习用户
习惯、陪伴用户成长，成为用
户的通讯、娱乐、健康，甚至教
育助手。

布局新能源汽车

北汽发布
全新品牌ARCFOX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上汽荣威发布全球首款5G智能座舱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4月16日，欧拉R1女神版
作为欧拉品牌多版本化战略的
开山之作，在上海车展亮相。
该车搭载了包含AEB自动刹
车功能的智能前视系统，是一
款具有自动驾驶技术的电动小
车，未来欧拉品牌的产品还将
全面搭载L4级别自动驾驶技
术，并实现量产。

打造欧拉R1女神版的国
内首个电动车专属平台（ME
平台），自研发之初就确立了智
能网联与自动驾驶两大技术方
向，在电气架构方面分为自动

驾驶、影音、车身、动力四个领
域进行管理，功能涵盖手机钥
匙、TJA、AEB、APA、FOTA、
智能ID和自然语音识别，为将
来的自动出行生活打下基础。

欧拉R1女神版在自动驾
驶技术方面，配备了同级独有
的AEB智能前视识别系统，该
系统能够对周边环境实时监
控，在4km/h~40km/h速度下
实 现 自 动 刹 停 ，速 度 高 于
40km/h时实现紧急降速。此
外，低速行人警告提醒系统、前
碰撞预警、倒车影像等多项主

动安全功能也没有缺席。
未来，在5G移动互联网技

术的助力下，长城汽车将在自
动驾驶领域持续发力，构建完
整的车联网生态系统，描绘出
更完美的自动出行新场景。

4月16日，第14代日产轩
逸在上海车展进行全球首秀。
全新一代车型拥有动感的外形
并搭载了最新的“日产智行”科
技，为驾乘者带来更加智能、网
联、舒适与自信的驾乘体验。日
产汽车两款电动化概念车型日
产IMs概念车和日产IMQ跨界
概念车型也在本届车展亮相。

第14代轩逸采用全新且更
具燃油经效性的动力总成，低重
心、更宽的车身配以出色的空气
动力学表现和豪华的内饰，提供

更加出色的性能和更强的驾驶
体验。无缝连接功能和一系列
主动安全技术为驾驶员提供更
有力的支持。更加低俯的车身
和流线型外观有助于降低风阻，
0.26的风阻系数与日产GT-R
拥有相当的空气动力学表现。
搭 载 了 全 新 日 产 HR16DE
Gen3智驱发动机和XTRON-
IC CVT智能无级变速器，让驾
驶体验更加顺畅、平稳。

日产汽车公司执行副总裁
丹尼尔·斯基拉奇表示：“第14

代轩逸标志着‘日产智行’全面
落地中国市场的时代已经到
来。凭借更加时尚的造型，搭
载先进的智能网联技术和安全
性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加愉悦
的驾驶体验，引领家轿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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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佛兰：创界、新一代创酷首发

4月16日，上汽通用汽车
雪佛兰品牌全新 SUV 创界
Trailblazer、新 一 代 创 酷
Tracker，以 Redline 尚·红系
列造型全球首发亮相。

创界和新一代创酷秉承了
雪佛兰以生命力美学为核心的
设计理念，传承雪佛兰 84年
SUV家族基因的同时，创新融
入 先 导 概 念 版 SUVF-
NR-Carryall 的前卫设计，完
美演绎全新双元设计内涵。

作为通用汽车新一代全球
车型系列成员，创界和新一代

创酷汇集通用汽车全球优势资
源，集智能研发、高效集成、智
能制造于一体，搭载 Smart
Propulsion 智驱科技和智能
互联技术，以时尚个性的外观
和实用丰富的配置，为新一代
年轻消费群体带来探索生活的
乐趣和追求自由的激情。

为了让国内更多消费者深
度体验雪佛兰SUV的独特性
能和驾驶感受，雪佛兰今年还
将推出两大体验平台——“雪
佛兰SUV陆上飞行秀”和“DC
（Discovery&Chevrolet）

24Hours 驾训体验营”，在展
示雪佛兰SUV深厚实力的同
时，也让国内SUV爱好者尽情
领略纯正美式SUV的个性魅
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搭载自动驾驶技术——

电动小车欧拉R1女神版亮相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日产：第14代轩逸全球首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电动造车新势力

博郡iV6、iV7全球首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4月11日晚，博郡汽
车首届品牌之夜“电”燃夜
上海，其高品质智能电动
SUV 博郡 iV6、iV7 同时
全球首秀，不仅展示了博
郡汽车领先的自主正向研
发实力，也展现出致力于

“成为用户值得信赖的出
行伙伴”的美好愿景。博
郡汽车将以智能电动汽车
为载体，陪伴用户探索、远
行和成长，诠释中国中高
端纯电动汽车品牌的新内
涵。

创立于2016年的博
郡汽车，技术研发是其重
点，完全自主正向研发的
i-SP、i-MP、i-LP三大原

生电动车平台，具有高度
的柔性和可扩展性，未来
将衍生出数十款车型，覆
盖A、B、C三大主流细分
市场，全面覆盖不同细分
市场的消费需求。

博郡 iV6源自 i-MP
平台，定位中高端智能电
动跨界SUV，被誉为最美
跨界电动SUV，集黄金比
例轴长比、超长续航、超低
风阻系统、全面 OTA 升
级、完备生态体系和领先
的自动驾驶系统于一身，
未来将与特斯拉 Model
Y竞争。

另外一款重磅产品博
郡 iV7，源自 i-LP 平台，
定 位 为 智 能 电 动 旗 舰
SUV，拥有超豪华颜值和
空间、超长续航、超强性能
和国际安全标准设计等特
点，将对标特斯拉Model
X，重新定义豪华电动
SUV新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