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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7 日，“此刻正当
燃”凯迪拉克XT4区域试
驾体验日在郑州启动。

凯迪拉克XT4搭载的
全新2.0T可变缸涡轮增压
发动机集成了诸多高效节
能技术，具备低排放、低油
耗、低速高扭等特点。创
新运用的 Tripower 可变
气门管理技术，搭载了首

创的三段式滑动凸轮轴，
采用智能多级控制，可根
据实际驾驶情况选取最佳
气门升程，在“四缸高性能
模式”“四缸经济模式”“两
缸超经济模式”三种模式
间适时切换。带来澎湃动
力与平顺驾驶感受的同
时，显著提升燃油经济性，
实现低至7.2L的百公里综

合油耗及百公里加速 7.6
秒的出色性能表现。

凯迪拉克XT4还配备
了智能双离合适时四驱系
统，提供舒适、防滑、运动、
四驱多种驾驶模式，以及包
括E-boost电子助力制动
系统、新一代ETRS电子排
挡等在内的一系列前沿动
力科技。

在 1 月 8 日 开 幕 的
2019年CES电子展上，博
世全球首秀一款电动巴士
概念车。它展示了博世最
新的自动化、互联化和电气
化解决方案，观众能够现场
体验全新的出行方式。

博世的电动巴士概念
车在造型上极具未来感，
采用左右对称的设计，可
以容纳四名乘客，拥有充
足的乘车空间，并且可提
供车载信息娱乐服务。车
上的智能助手还能够提供
各类推荐、预订以及旅游
攻略的信息。

作为一台自动驾驶
车，该车不具备传统意义
上的驾驶席，因此采用了
对坐式的四座布局，车内

中央空间十分宽敞，相信会
有不错的舒适性。另外，车
内配备WiFi和摄像头监控
系统，使这款公共交通工具
拥有更好的乘坐体验以及
安全保障。博世为车联网
V2X通信传输技术开发互
联控制单元，可以实现车辆
与车辆、交通基础设施之间
的通信功能。此外新版梅
赛德斯奔驰Actros 汽车配
备的数字化后视镜摄像头
系统可以提供 360 度的视
野，不仅能够提升车辆在行
进中的安全性，还能够节约
能源。

新车将搭载博世的电驱
动系统以及自动驾驶系统，
还将配备远程车辆诊断和电
池充电管理系统。

10.98万元起价上市

传祺GM6剑指家用MPV市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1月2日晚，2019年第
一款全新车型——“全能宽
享”的传祺GM6在三亚宣
布上市，剑指家用MPV市
场。新车含六座/七座共10
款车型，售价 10.98 万 ~
15.98万元。

从 外 观 上 看 ，传 祺
GM6 融动感与时尚为一
体。采用光影雕塑设计美
学，拥有舒展的“凌云翼”前

格栅与“海豚跃动”的车身
腰 线 。 同 级 领 先 的
1860mm 宽 大 车 身 、
2810mm的超长轴距，让车
内空间宽敞舒适。

传祺GM6搭载了祺云
AI 智慧互联系统，高德
3.0&腾讯双智能导航系统
实时在线，全生命周期免流
量，并与全国超过1.6万个
停车场合作，提供停车支付

功能，智能远程助手拥有远
程控制和紧急救援服务等
功能。

动力操控方面，传祺
GM6 搭载了传祺第三代
270T 发动机，匹配爱信
6AT变速箱，动力输出顺
畅且兼顾燃油经济性。采
用国际大师调校底盘，配备
美国天合第三代EPS电动
助力转向系统，还提供舒
适、标准和运动三种驾驶模
式，能满足不同的驾驶需
求。传祺GM6装备6安全
气囊、博世ESP9.3 电子稳
定控制系统、EPB+Auto
Hold 自 动 驻 车 系 统 、
TPMS智能直接式胎压监
测系统。

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
家庭来说，传祺GM6空间
宽适、配置不错、价格也不
高，是2019年不错的购车
选择。

吉利全球首款战略MPV嘉际
亮相郑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1月5日，吉利全球首款
战略MPV嘉际爱享品鉴会
在郑州举行，记者现场对其
进行了亲身体验。

嘉际在设计之初就融入
了吉利对家与爱的思考，在
多重细节上充满了人性化的
关怀。嘉际在外观上采用

“多元平衡”设计理念，轻
COUPE 轿 跑 流 线 车 身 、
165mm高离地间隙搭配18
英寸星轨回旋轮毂，打造出
集轿车、SUV、MPV优势为
一体的“三体融合”车身。空
间方面，嘉际拥有2+2+2、
2+2+3、2+3+2三种座椅布
局以及同级独有的I-sofa魔
方科技座椅，前排与二排独
立座椅均可向后翻折至
165°，带来舒适的乘坐体
验。

在智能驾驶及安全配
置上，嘉际配备同级独有的
ICC智能领航系统，不仅能

够实现低速和高速智能驾
驶，还可同时执行车辆横
向和纵向驾驶辅助，成为
国内首款实现L2级智能驾
驶的MPV车型。此外，嘉
际还搭载博世全自动泊车
系统、RCW后碰撞预警功
能、RCTA倒车侧向辅助功
能、全新博世9.3版ESP、8
个安全气囊等多项安全配
置。

嘉际搭载拥有“亲子模
式”的GKUI吉客智能生态
系统，可实现自定义空调调
节、音量调节、自动关闭车
窗和天窗、进入伴听儿童歌
曲播放模式、萌童人机语音
交流等。

嘉际将搭载 1.8TD +
6AT 传 统 燃 油、1.5TD +
7DCTH 插 混 动 力 系 统、
1.5TD+7DCT+48VBSG轻
混动力系统三种动力，为消
费者带来更多选择。

雪佛兰西北区最美中国行探索极限之美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土与火的淬炼，技与艺
的交融，幻化出美轮美奂
的陶瓷；从浓墨重彩的唐
三彩，到极简淡雅的宋汝
瓷，在陶瓷非遗匠人的手
心里，感受千年流传的中
国风韵……2019年新年伊
始，雪佛兰西北区最美中
国行探索极限之美活动再
度启程，记者跟随雪佛兰
探界者的车轮，一起探寻

中原文化中深藏的东方生
活美学，领略那份在深厚
文化底色中萃取出来的极
致意境之美。

此次雪佛兰西北区最
美中国行探索极限之美活
动，沿途经历了冰雪路面、
高速公路、山路、省道、县乡
村道路等复杂的路况。但
探界者配备的“2.0T+9AT”
动力组合带来的澎湃动力，

扎实的底盘性能以及强悍
的智能四驱能力，让探界者
面对任何坎途都能如履平
地、从容应对。

旅途中，探界者同级领
先的2725mm轴距带来超
大乘坐空间，再加上全平的
后排地板，让后排的同行者
不仅不必顾虑大长腿无处
安放，亦能舒适地宛如在家
中沙发上般“葛优躺”。而
当冬日的阳光透过超大全
景天窗洒入车内，BOSE剧
院级高级音响让静谧的车
内空间流淌着美妙音乐时，
无论再长的路，再远的远
方，都是那样的舒适、惬意、
自由。

三天的时间，从登封窑
到洛阳唐三彩，再到陕州地
坑院、青瓷之首汝瓷，雪佛
兰西北区最美中国行探索
极限之美的车队跨越千年
探寻到极限之美的真谛
——那份无惧光阴的执着
与匠心。

凯迪拉克XT4试驾体验日在郑举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博世：
电动巴士概念车全球首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