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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全新一代速
腾 Long-Wheelbase 正式
上市，新车共推出8款车型，
售价区间为13.18万~19.68
万元。作为一汽-大众在今
年重点布局的一款新车，全
新一代速腾开起来到底如何
呢？上市第二天，记者在三
亚对其进行了试驾体验。

全新速腾外观应用了大
众最新的家族式设计元素，
整体颇为大气和时尚。18
英寸双五辐轮毂、上扬的腰
线、流畅的车顶线条以及双
边共两出的排气布局营造出
运动感。

新车全系标配了 LED
大灯，尾灯内部灯腔精致感
十足，前后灯组的辨识度都
极高，内饰中十色氛围灯及
投影迎宾灯进一步提升了档
次感。

新车尺寸为4753mm、
1800mm、1462mm，轴距达

到了2731mm，车长比老款
增加了98mm，轴距则增加
了80mm。

内饰也脱胎换骨，8英
寸中控屏显示清晰触控反应
灵 敏 ，支 持 Carplay、Car
life，实用性较强，搭载三温
区自动空调，拥有座椅通风/
加热功能和Clean air 2.0
空气净化系统。

新车基于 MQBA2 平
台打造，全系四轮独立悬架
（前部麦弗逊后多连杆），搭
载L2级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疲劳监测系统还会通过众多
传感器监测驾驶员的注意力
水平。

全新速腾提供了1.2T、
1.4T两种发动机，最大输出
功率分别是116/150马力。
其中1.2T发动机匹配5挡手
动或7挡双离合变速箱，最
大功率及燃油经济性都较前
代车型略有提升。日前，福特领界“领你看世

界”城市试驾来到武汉，记者亲
身体验了其出色的产品力。

领 界 搭 载 EcoBoost®
145 1.5T缸内直喷涡轮增压发
动机，它采用具有更高热效率
的米勒循环，匹配CVT无级变
速箱和48V微混系统，不仅可
以提供高效而平顺的动力输

出，燃油经济性也达到同级
别领先水平，综合工况油耗
低至 6.3L/100km。同时，
经过精准调校的动力系统
和底盘系统能提供更卓越
的驾驶品质。

领 界 拥 有 福 特
Co-Pilot360™智行驾驶
辅助系统，包含ACC全速

智能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
FCW 前 碰 撞 预 警 系 统 、
BLIS 盲区监测系统、AEB
自动紧急刹车系统、APA主
动泊车辅助系统、360度全
景影像可视系统等，为驾驶
者带来更为便捷安全的驾驶
体验。领界搭载超大尺寸全
景天窗，轴距2716mm、车身
宽1936mm，充裕的后排空
间可进一步保证乘坐人士的
舒适性。

领界搭载业界领先的语
音解决方案，消费者可用语
音对车内的各项功能直接控
制，在线音乐、导航、车窗、空
调及车辆说明书等均可用

“对话”控制。全系标配“福
特派互联”功能，消费者可通
过APP手机应用掌控爱车，
实现远程解锁、发动车辆或
提前开启空调。“福特派互
联”支持4G LTE无线热点
功能，最多支持多达7个移动
设备同时连接，让移动互联
无处不在。

3月 25日，东风悦达起
亚K5 PHEV深度媒体试驾
会在郑州举行，前卫大气的
内外造型设计、领先全球的
新型混动科技，及傲视同侪

的智能配置，给试乘试驾者
留 下 了 深 刻 印 象 。
K5 PHEV补贴后全国统一
售价18.98万~20.68万元，刷
新了中高级插电式混动车型

的价格门槛。
K5 PHEV搭载由 2.0L

阿特金森循环自然吸气发动
机与电动机组成的混合动力
系统，匹配6速手自一体变速
箱，提供“EV行驶模式”“混合
动力行驶模式”及“发动机行
驶模式”。试驾过程中，在纯
电驱动时，K5 PHEV快速
起步毫无压力，在拥有充沛动
力感受的同时，还可实现零排
放，同时无发动机噪音污染。
当加速或爬坡时，车辆会进入
发动机驱动&电机辅助双重
动力模式，提供强劲动力支
持，展现卓越加速性能。

K5 PHEV搭载了能量
密度高达 12.9kWh 的锂电
池，“EV行驶模式”续航里程
达到75km，为合资中高级插
电式混动车型之最。

3月21日，一场充满速
度与激情的柯迪亚克GT试
驾会在郑州丰速赛车场举
行，7秒破百的加速度、漂亮
的连续过弯，让人感叹其果
然不负“GT”之名。

柯迪亚克GT的轿跑样
式极富视觉冲击力，溜背
车顶勾勒出优雅动感的曲
面，全LED大灯以及冰晶三
维分离式C形尾灯，将斯
柯达独特的水晶切割线大
灯设计展现得更加迷人。
此外，车身还加装了前保险
杠两侧导风口、三片式车尾
扰流板及双圆筒镀铬排气
尾管等彰显运动属性的部

件。
柯 迪 亚 克 GT 搭 载

TSI280、TSI330 和 TSI380
三款涡轮增压发动机，全系
匹配7挡双离合手自一体变
速箱。其中TSI380车型为
高配车型，最大功率220马
力，最大扭矩 350N·m，破
百仅需7.5s，并提供智能四
驱系统及6种驾驶模式。

柯迪亚克GT搭载了碰
撞预防系统、盲点监测等9
大防范整体式安全体系，以
及感应式电动尾门、前门驾
驶员侧雨伞槽、带冷藏功能
双开式手套箱、后排双USB
接口等贴心配置。

3月23日，2019领克汽车都
市battle 突围赛在郑州越无止
境试驾基地开启，全面展示了领
克汽车旗下3款车型豪华高效的
动力组合与极具乐趣的智能驾
控。

领克01搭载了VEP4 2.0T
发动机与7DCT湿式双离合自动
变速箱的动力组合，整车最小离地
间隙达211mm，配备博格华纳第
五代智能四驱系统，可实现100∶

0~50∶50的精准动力分配，
具备出色的脱困能力。

领克02搭载了源自沃
尔 沃 Drive-E 系 列 的
VEP4 2.0TD发动机，以及
由沃尔沃与吉利联合开发
的1.5TD高效小排量发动
机。其中 2.0TD 车型 0~
100km/h 加速时间仅需
7.8s。领克 02 配备博世
ESP9.3高动态版车身稳定

控制系统及马牌和固特异轮
胎，能使车辆平稳制动并大
幅缩短制动距离。

领 克 03 搭 载 了
Drive-E 系列 1.5TD 高效
能发动机和7DCT湿式双离
合 变 速 箱 的 动 力 组 合 。
1.5TD高效能发动机整体燃
烧效率高达36.3%，最大功
率 为 180ps，0~100km/h
加速时间仅需7.9s。

试驾全新速腾：
外观内饰动力等全面提升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试驾福特领界：内饰提升配置智能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试驾起亚K5 PHEV：智享非凡驾趣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试驾柯迪亚克GT：
不负“GT”之名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领克汽车：在郑州开启“都市突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