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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市场AⅠ·20

7月9日，“鉴宝·宝沃汽
车工厂探秘”第六期活动在北
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核
心媒体人和部分宝沃车主一
道，走进位于北京密云区的宝
沃汽车工业4.0智能工厂，在
探秘全球拥有首条8车型智
能生产系统的智能工厂之后，
深度试乘、试驾宝沃 BX5、
BX7等主流畅销车型。

此次活动中，受邀媒体和

宝沃车主参观流程涵盖除对密
闭要求极高的油漆车间外所有
核心生产线，包括冲压、车身、
总装、检测等完整的整车生产
工艺。8种不同车型柔性生产
线，3分钟内完成整线自动切换
模式，222套柔性NC机器人定
位系统；领先行业的5000个车
身焊点数，0.3毫米的零件精
度，2.2万多个整车测量点和超
过290种内饰配件的精细匹

配；1075个整车检测项目，14
种 100%全路谱道路测试和
360度无死角淋雨检测等，恪
守柔、精、严三大生产核心理念
的宝沃工厂向参观者展示了

“中德智能制造合作试点示范
项目”的雄厚实力。

车间探秘结束后，探秘者
们在宝沃汽车工厂专业试车
赛道上体验了宝沃BX7直线
加速、模拟道路、爬坡等多种
路况下的驾乘表现，配置顶级
欧洲底盘调校、最大功率
180kW、最大扭矩 340N·m
的宝沃BX7，集速度与舒适
性于一体；4MAX智能全时
四驱系统与eLSD电子限滑
差速器的完美配合，为宝沃
BX7在极端路况下提供了极
致的驾乘体验和安全保障。

7月 6日~7日，“雪佛
兰直通NASCAR光速赛道
金童挑战赛”郑州站拉开帷
幕。雪佛兰作为全国首家
举办儿童竞速赛的汽车品
牌与国际著名车模品牌风
火轮Hot Wheels合作，为
小朋友们奉上了一场全新
的赛车体验！

本次活动为小朋友量身
打造了迷你版的NASCAR，
除了整个赛场按NASCAR
城市版比例整体缩小外，雪
佛兰还专门定制了经典美式
肌肉车代表科迈罗赛车儿童
版，让小朋友们充分体验迷

你版赛道赛车乐趣的同时还
能够了解赛车文化。取得分
站名次的小选手可获得雪佛
兰提供的奖杯及风火轮
Hot Wheels提供的精美礼
品。此外，年度总冠军还可
赢取“上海迪士尼乐园家庭
亲子游”的大奖。

小朋友们场内竞技，场
外家长们也可亲身体验雪佛
兰家族“新生代性能中级车”
科鲁泽。科鲁泽采用全新一
代家族设计语言，结合品牌
经典跑车的设计风格和当下
潮流元素，展现出雪佛兰独
有的运动美感和时尚气质。

预算15万元左右，想买
一款能满足家庭日常需求的
SUV，该选哪款？目前这一细
分市场车型不少，6月18日上
市的广汽本田新缤智即是选
择之一。7月12日，记者在广
州对这款新车进行了深度试
驾，从外观、动力、空间、安全
等方面，揭示这款先锋SUV
如何做到经典之上更进一步。

新缤智 SUV 和轿跑设
计，动感与力量让人无法拒

绝。从前脸看，激进的一体式
镀铬前格栅与飞翼动感前脸，
配上羽翼式LED前大灯，让
人过目难忘。以“航空座舱操
作台”为设计灵感来源的中控
台，配合 8 英寸超大高精细
VGA触控屏集成先进Hon-
da CONNECT 智联互导系
统，操控更便捷。立体式全景
电动天窗，大大提升车内采光
面积与后排视野。

新缤智首次搭载全新“地

球梦科技”220 TURBO动力
系统和CVT无级变速器，最
大功率为130kW/6000rpm，
最 大 扭 矩 为 220N·m/
1700-5500rpm，百公里加速
破9秒，油耗最低可达6.1L/
100km。

新缤智搭载升级Hon-
da SENSING安全超感系统，
包括CMBS碰撞缓解制动系
统、RDM车道偏移抑制系统、
ACC主动巡航控制系统，以
及LKAS车道保持辅助系统、
TSR交通标识智能识别等多
项功能。此外，还搭载EPB
电子驻车制动系统、倒车影
像、预警性ESS紧急刹车警示
系统、HSA斜坡起步辅助系
统及VSA车辆稳定性控制系
统等多项辅助功能，助你安心
抵达目的地。

7 月 4 日，“BUFF 来战
——2019北京汽车智达X3媒
体 篮 球 训 练 营 ”在 北 京
HI-Park篮球公园开启。“新
BUFF青年AISUV”——北京
汽车智达X3也正式开启预售，
预售价格为 5.99 万~9.99 万
元，预计将于月底正式上市。

此次媒体篮球训练营，不

仅通过36项篮球运动尽展智
达X3三大BUFF战力，还邀
请了著名篮球评论员苏群进
行解说，现场气氛热烈非凡。

智达X3采用了全新的标
识“BEIJING”。搭载1.5T全
铝涡轮增压发动机，并匹配了
6MT和源自比利时Punch的
高性能CVT两种变速箱。其

中，“1.5T+CVT”的黄金组合，
最大输出功率110千瓦，最大
扭矩210牛·米。新车兼顾动
力性和经济性的双重需求，百
公里加速达10.84秒，百公里综
合油耗仅6.9升，成为新国标下
A0级唯一全系带T、10秒级破
百的全能SUV，并形成了“百
公里加速领先同级2~3秒、油
耗比同级低近2升”的优势。

智达X3同级全球首搭
AI行车顾问系统，可实时监
控爱车状况，为你提供及时的
建议。该系统通过动力卫士、
保养秘书、用油会计、电池助
手、驾车达人、消息提醒等六
大功能模块，从动力故障提前
预判、故障信息实时推送、远
程预约4S店服务等方面全方
位保障用车安全。

近日，受一汽丰田邀
请，记者在武汉全方位感受
了即将于下半年上市的基
于TNGA构架打造的全新
卡罗拉。

外观上，全新卡罗拉更
加动感前卫，采用低重心的
造型设计，贯穿式车侧腰
线，富有立体线条感，侧面
看有一种向前冲的感觉，与
年轻用户群对产品活力、动
感的需求特征相符。

安全方面，全系标配最
新丰田智行安全系统TSS
Ⅱ，会时刻提醒你的行驶状
态，达到了自动驾驶Level2
级别。全系标配8个气囊，
主驾驶安装的坐垫气囊，可
在撞击过程中限制驾驶人

身体过于向前，对膝部和下
肢提供更好的保护。全系
标配10项主动安全装备，
比肩豪车。重新设计的悬
架系统转向更加精准，驾驶
起来更平稳舒适。

动力方面，燃油版搭载
1.2T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
可在 1500~4000rpm 区间
内持续输出峰值扭矩。创
新使用了半缸位停机-启动
技术，令其拥有超越豪车的
启停平顺感。具备更宽范
围的气门正时可变技术，可
以实现阿特金森与奥托双
循环自如切换，获得超低油
耗与超低排放的优异性能。

双擎车型采用最新的
混合动力系统，兼顾了燃油
效率和动态性能，既省油环
保，又不失驾乘快感。在车
辆制动时，电动机可以实现
回馈制动，将动能转变为电
能存储在电池系统中。电
池组安装在后排座椅下方，
令后备厢空间达到470升。

深度试驾鉴证优越性能

探秘宝沃汽车工业4.0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潮流先锋深度试驾——

新缤智：经典之上更进一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金童挑战赛来袭

雪佛兰打造童趣NASCAR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介明钢

TNGA构架改造全面升级

一汽丰田打造最好的卡罗拉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北京汽车智达X3开启预售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7月8日，林肯品牌“动
静皆享 试在必行”全系车
型体验之旅活动抵达郑
州。本次活动通过两天一
晚全程将近500公里的驾
驶体验，全方位深度驾驭领
航员、航海家、MKC、大陆
和MKZ等车型。

林肯深入人心的家族亮
点通过此次深度试驾淋漓尽
致地体现出来，独特的林肯
迎宾感应系统会在车主携带
车钥匙靠近时按顺序点亮车
辆灯光，投射带林肯标记的

迎宾毯。打开车门和发动机
熄火时，驾驶座椅将分别向
后和向前移动，方便车主进
出。所有车型均配备车门密
码锁，没有钥匙也能打开车
门。标配的ANC主动降噪
系统，能实时监测舱内的噪
音，并通过扬声器发出反向
声波以抵消噪音。所有车型
均标配CCD自适应悬挂系
统，能实时监测路面坑洼，预
判驾驶意图，独立调整每个
车轮的减震器，以过滤颠簸，
抑制车身俯仰及侧倾。

林肯推出全系车型体验之旅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