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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比亚迪宋MAX的
燃油版在MPV车型中的热
销，今年比亚迪又顺势推出
了搭载比亚迪最领先的第
三代 DM 技术的全新宋
MAX DM。插电式混动版
的宋MAX跟燃油版有何不
同？记者对其进行了长达
一周的亲身实测。

全新宋MAX DM的汽
油发动机是1.5T，匹配6速
湿式双离合变速箱；电力部

分采用交流永磁同步电机，
最大功率110kW，最大扭矩
250N·m。整套DM混合动
力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达到
223kW，最大扭矩 490N·
m，官方宣称百公里加速仅
需 6.9 秒。这款车设置了
ECO、SPORT两种驾驶模
式，以及EV（纯电）、HEV
（混动）两种动力模式。

全新宋MAX DM的
驾驶感受十分平顺，稳定性

高。特别是晚高峰驾驶时，在
停车排队、跟车蠕行、松油滑
行等低负载工况下，发动机会
选择熄火停转，用电池系统来
维持整车运转。而在高速上，
时速攀升很快，速度达到120
公里/小时，车身依然很稳。

全新宋MAX DM的车
身尺寸为 4680 × 1810 ×
1680mm， 轴 距 达 到
2785mm，提供6座、7座两种
选择。其轴距已经接近B级
车，后排空间相当有实用价
值。第三排座椅完全平放后，
后备厢可以轻松放下4个28
英寸的行李箱。

此 外 ，全 新 宋 MAX
DM中控台的12.8英寸大屏
搭载了家族最新的DiLink智
能网联系统，语音即可控制车
窗、导航、空调、多媒体等。

2019款宝骏 730最大
的变化在于增加了 1.5T+
CVT的动力组合，且发动机
排放达到国6标准，这套动
力组合到底怎么样？升级
后的宝骏730销量榜单霸榜
能否继续？带着诸多疑问，

6月23日，记者参加了在威
海 举 行 的 2019 款 宝 骏
730 CVT媒体试驾活动。

宝骏 730 搭载的这款
1.5T发动机采用了国际知
名供应商霍尼韦尔的最新
一代涡轮增压器，1000转左
右涡轮即可介入，在 1600
转时便可达到250N·m的
最大扭矩，发动机最大功率
111kW，高速行驶时的再加
速能力也不弱，而且驾驶过
程中换挡极为平顺。

在底盘方面，2019款宝
骏730 CVT版打破了10万
元级别的车注定是“板悬”的
定论，虽然只有8万元级别的
售价，但它装备了后独立悬

挂，再配上德国SACHS减震
器，舒适度值得肯定。

科技配置更让2019款
宝骏730 CVT版的段位升
级。诸如外后视镜电动折叠、
蓝牙电话、蓝牙音乐、一键启
动+无钥匙进入系统、前后排
独立控风出口，都带来了迎合
年轻家庭需求的舒适体验。

2019款宝骏730 CVT
版的安全性能也大大提升。
全系标配博世第9代ESP车
身电子稳定系统，可及时对
车辆进行主动干预，前后雷
达、360°全景可视、直接式
胎压监测、定速巡航、电子手
刹、电子自动驻车等功能，让
驾乘更加安全。

44年历经六代车型，全
球 销 量 超 过 1550 万 辆 ，
BMW 3系是运动轿车的经
典与传奇。6月22日，在天
津武清V1国际赛车场，第
七代BMW 3系宣布上市，
先期推出的6款车型售价为
31.39万~36.39万元。

凭借运动本色、现代豪
华和创新科技完美相融，多
达18项高价值配置列为标
配，第七代BMW 3系有望
成就最强一代3系，延续运

动王者的辉煌。发布会上，
“2019 BMW 3行动”正式
启动，这一创新的品牌体验
活动为期5个月，将遍及全
国200多个城市。

第七代 BMW 3 系秉
承短前悬、长轴距的经典运
动比例，前后轮距更比上代
增宽52毫米和27毫米，重
心降低了10毫米，轮廓极具
动 感 。 全 系 标 配 新 型
BMW2.0T四缸涡轮增压发
动机，最大扭矩提升10%，

并可满足国家最新排放标
准。325级别最大输出功率
135千瓦，峰值扭矩300牛·
米，百公里综合油耗最低仅
6.0升。

第七代BMW 3系长轴
距车型标配大尺寸全景天
窗，首次引入智能感应氛围
灯，还有晚间像天使翅膀般
的动感形态设计迎宾光毯。
最新一代BMW iDrive7.0
操作系统提升了五维人机交
互体验，新车还提供众多黑
科技，如“解放双手，低速跟
车”功能达到L2自动驾驶辅
助级别；全系标配带有后视
摄像机的泊车辅助系统，可
实现自动循迹50米倒车等创
新 泊 车 辅 助 功 能 ；还 有
BMW数字钥匙、远程发动
机启动和无线 Apple Car
Play。提供总计12项同级
独有或越级配置。

弯道上自动转弯跟车、自
动跟停并再起步、超车变道自
动加速、遇到行人或自行车自
动刹停……整个驾驶过程只
需要双手轻握方向盘，双脚完
全“解放”，准L2级别的自动驾
驶“黑科技”令广汽丰田全新
换代雷凌带来了不同以往的
驾乘乐趣。

作为丰田TNGA家族首
款中级车，全新换代雷凌发生
了脱胎换骨的改变，在外观、
驾趣、安全、智联等方面均拥
有不同以往的产品优势。如
配置了12.1英寸中控屏、10.8
英寸彩色抬头显示屏（HUD）
和7英寸彩色仪表盘，可实现

三屏互联，尤其是10.8英寸彩
色抬头显示屏可以显示车辆
导航、时速等关键行车信息，
无需低头就能获取丰富驾驶
信息。

全新换代雷凌搭载丰田
最新一代的 Toyota Safety
Sense智行安全（丰田规避碰
撞辅助套装），实现准L2级别
自动驾驶。在原有功能基础
上，预碰撞安全系统（PCS）升
级为可在白天识别前方行人
和自行车，夜间识别前方行
人；动态雷达巡航控制系统
（DRCC）实现 0-180km/h 全
速域跟车功能，支持时速30公
里以下自动跟随前车轨迹行
驶 ，巡 航 车 速 范 围 从
40-180km/h 扩 大 至
30-180km/h；起步时踩一下
油门即可切换至巡航模式，这
使得无论是长途行车还是在
拥堵的城市路况下，驾驶都变
得更加轻松、安全。

而同级罕见的前后独立
悬架、实时监测并可视化的智
能PM2.5过滤系统和8个SRS
空气囊等越级配置更带来高
价值感，令全新换代雷凌成为
一款高价值轿车。

6月21日，东风悦达起亚
全新一代K3试驾会在郑州开
启。基于Smartstream IVT
动力架构打造的全新一代K3
全系配备自动挡，进一步降低
了购车价格门槛。

全新一代 K3 以鲸鲨式
前脸与整车仿生学设计流线
车身完美融合，外观极具辨
识度。驾驶舱内，横向拉伸
的仪表台延展了视觉观感，
运动式圆形空调出风口、三
辐式多功能方向盘等设计简
约不失格调。7英寸炫彩液
晶仪表盘和 10.25 英寸液晶
中控屏，采用流行的悬浮式

设计，显像清晰且触控敏捷
准确。

全新一代 K3 搭载基于
Smartstream IVT动力架构
打 造 的 1.5L + IVT 和 卡 帕
1.4T-GDI+7DCT 两套动力
系统。前者动力输出更加稳
定 、噪 音 更 小 ，最 大 功 率
115Ps，最大扭矩144N·m，满
足最新国六B标准，百公里综
合工况油耗5.1L；后者最大功
率130Ps，最大扭矩211N·m，
百公里综合工况油耗5.3L。

全新一代 K3 在对后悬
挂减震器的支持角度和行程
进行结构改善后，能最大化
过滤细碎颠簸路面的震动，
带来更稳定的操控性能。搭
载的 DRIVE WiSE 智能辅
助系统带来了比肩豪华品牌
的安全保护。与百度联合开
发的智能互联系统2.0，汇聚
了包括AI智能语音控制、远
程控制、手机实时互联在内
的多项实用性功能。无论是
无钥匙进入、感应式智能后
备厢、一键空气净化，还是手
机无线充电等，全新一代K3
无疑是年轻人的最佳出行伙
伴。

稳定又好开 实测全新宋MAX DM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2019款宝骏730 CVT擎动威海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31.39万元起价上市——

第七代BMW 3系：运动王者再续辉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试驾全新换代雷凌：
感受解放“双脚”的驾乘乐趣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更懂90后的车

试驾全新一代K3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耿子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