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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元元

放眼如今的SUV市场，销量榜前十的

过半席位都已被中国品牌占据，那些有科

技、有品质的中国品牌也越来越受到年轻

人的追捧，东风风神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继推出AX7、AX3抢滩SUV市场之

后，东风风神又放大招，推出了一款专为

年轻群体打造的AX5。这款集华为的高

科技车机和德国的高技术含量于一身的

精品SUV，一经上市关注度就居高不下。

华为战略合作车机
在通信互联方面，华为可以说是代表

了中国制造的最高水平，即便放眼世界，

也算是执牛耳者。此次，其携手东风汽车

联合打造了WindLink车载智能互联系

统，又走出了布局车联网的关键一步。

东风风神 AX5 搭载了 WindLink

车载智能互联系统，通过电子装备与车

机屏幕映射，实现人与车、外界三者间的

无线沟通，可提供在线娱乐、信息咨询、

手机互联等 9 大系统 29 项服务。其远

程控制功能，通过手机App即可实现手

机控制车窗开启与关闭、车门开锁、空调

控制、寻车以及车辆信息显示等功能，对

于成长在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来说吸引

力十足。

德国技术打造铂金动力
东风风神 AX5 还有众多德国技术

的保驾护航。

东风风神AX5三大件之一的6DCT

湿式双离合变速箱，技术源自全球最大

的独立变速箱生产企业——格特拉克，

这款年销 400 万台的变速箱企业，以最

广泛双离合、混合以及纯电驱动传动产

品组合闻名世界。

搭载在东风风神 AX5 上的这台型

号为6DCT150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是

格特拉克第三代DCT产品，结构简洁，质

量轻盈，动力输出流畅高效，传动效率高

达94%，换挡几乎感受不到顿挫感，驾驶

舒适性更高。其与东风自主研发的1.4T

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构成了东风风神

AX5 双 T 铂金动力组合，其最大输出功

率为103Kw，峰值扭矩可达196N·m，具

备经济省油、输出平顺、稳定可靠等特

点，能满足家庭出行各种需求。

作为一款中国品牌推出的世界级

SUV，东风风神 AX5 的诚意十足，全系

标配博世 9.1 版本 ESP 车身稳定系统、

HHC坡道起步辅助、定速巡航等实用配

置，据统计AX5全系标配高达50多项。

华为车机、德国技术

东风风神AX5，这款SUV很有料

“它品质过硬，定价合理，造型年轻，

它最懂年轻消费者。”

在上周刚结束的“2016 浙江年度

车”颁奖典礼上，纳智捷 优6 SUV荣获

了“年度城市 SUV”的称号，其过硬的品

质和兼顾时尚实用的特性赢得了年度车

组委会的一致好评。

作为新时尚SUV车型的代表，纳智

捷 优6 SUV可谓是纳智捷家族的时尚

颜值担当。外形既融合了跑车和 SUV

设计元素又兼顾时尚设计与家族特色。

纳智捷 优 6 SUV 也是实力派，搭

载 ECOHYPER 高效节能动力系统，全

系标配爱信最新 6 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配以发动机节能调校，提升了车辆的燃

油经济性。同时，配备纳智捷独创的

THINK+2.0 智慧互联系统科技，实现了

苹果与安卓系统的手机互联互控，带给

了消费者更加卓绝的产品体验。

目前，纳智捷 2017款 优6 SUV车

型已经上市，增配了1.8T魅力升级型、1.8T

时尚升级型、1.8T智尊型三款车型，保持售

价不变的同时，还将车型从安全、舒适、豪

华、运动等4个方面进行了升级，增加了更

贴近当下都市年轻家庭生活的配置。

纳智捷 2017 款 优 6 SUV 1.8T

魅力升级型在原有配置基础上，增加了

电动天窗、真皮方向盘、多功能方向盘+

定速巡航、前排侧气囊、方向盘换挡拨

片；2017 款 1.8T 时尚升级型则增加了

无钥匙进入及一键启动+发动机电子防

盗、驾驶座电动六向调节、方向盘换挡拨

片、前排侧气囊、多功能方向盘+定速巡

航等功能⋯⋯更多实用性配置，让消费

者的路上生活更加安全、便利。

动力方面，2017 款 优 6 SUV 依然

保证了 SUV 强劲的动力与出色的操控

性。经过 GTR 之父在赛道上开发调教

出驾驶平稳又富有驾驶乐趣的城市座

驾。1.8T 车型可释放出 132kW 的最大

马力和 256N.m 的最大扭矩，2.0T 车型

可释放出 138kW 的最大功率和 275N.

m的最大扭矩，配以ECO HYPER发动

机节能调校，让驾驶者在最实用的转速

区间尽情享受涡轮发动机的爆发力，在

城市停走之间大大提升车辆的燃油经济

性，并同时拥有随心所欲的澎湃动力。

新年伊始，纳智捷 2017 款 优 6

SUV 载着华系车和纳智捷家族的荣耀，

全面开启热卖，现在购车还送 13.3 英寸

手机互联智慧大屏，享两年“0 利率”，感

兴趣的消费者赶快行动起来。 高元元

超值增配时尚登场

纳智捷 优6 获封“年度城市SUV”

成为年度中型豪华车，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知

道，对于豪华品牌而言，这个级别的车型不仅能够承接往上的

商务或是旗舰车型的市场，同时还可开启年轻运动与入门车

型的市场。这一方面为了更高端的车型培养潜在的用户群，

另一方面也能面向更多的人群展示厂商的“肌肉”。而全球超

过1200万用户，坐拥10大科技革新的全新奥迪A4L能够成

为年度中型豪华车后背最大的秘密，无外乎是因为“越级”。

想要成为众多“高手”中脱颖而出的那一款产品。那只有把竞

品定位于更高级别，最终的产品才会在同级中脱颖而出，成为

年度中型豪华车。

处处越级

才是它成为年度中型豪华车的秘密

从底盘开始，全新奥迪 A4L 就有着越级

的品质——与全新奥迪 Q7 同平台，基于

MLB evo 平台打造而来。同时，前后轻量

化的五连杆式独立悬架，不仅能够更好地过

滤来自路面的信息，还能显著提升操控质感

与 舒 适 感 。 与 之 匹 配 的 是 全 新 第 三 代

EA888 2.0TFSI 发动机、全新 7 速 S tronic

变速箱和 quattro 全时四驱系统，在最大功

率高达185kW、最大扭矩370N·m的强大动

力输出下，全新奥迪 A4L 的 0-100km/h 加

速仅需 5.9 秒。当然，如此优异的性能表现

与车身减重65kg、拥有同级最优的空气动力

学设计也是紧密相关的。

在全新奥迪 A4L 上搭载的带活性炭组

合过滤器，可为车厢内的乘客提供如沐春风

般的纯净空气。要知道这套系统对于1微米

的可吸入颗粒物的透过率仅为 3%，这不仅

直接越过了豪华 C 级车的标准，甚至超越奔

驰 S 级与宝马 7 系等车型 50%以上。而且

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相当于奔驰E级上

液晶仪表加上中控屏的尺寸，要知道全新奥

迪 A4L 除了拥有全液晶仪表盘外还有一块

8.3 英寸的 MMI 显示屏。除此之外，全新奥

迪 A4L 还拥有同级独有的开门警示、动态转

向灯与后方通行警示等驾驶辅助系统。

伟大的产品，不仅需要给驾驶员提供优

异的性能，对于乘客无微不至的关怀也同样

重要。可精准调节不同区域温度的三区自动

空调，在全新奥迪 A4L 上同样不会缺失。处

于“图书馆静音标准”的环境中，耳边环绕着

来 自 功 率 高 达 755 瓦 、19 扬 声 器 的 全 新

B&O 3D 音响的优美音乐，相信这会愉悦到

车厢中的每一位乘客。同样，多达30种颜色

选择的 LED氛围灯，也可在不同的环境下为

乘客营造出合适的气氛。超大空间的行李箱

空间——523L，轻松满足多人出行时的装载

需求。

集品质与科技于一身，在研发阶段就去

对标更高级别的对手，只有这样才可打造出

年度中型豪华车。实力派，对于全新奥迪

A4L 而言，算不上是最恰当的形容。因为有

实力的产品太多，而实力强大到成为年度中

型豪华车的唯有全新奥迪A4L这一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