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馆：

4A04

新车亮点：

全新 1.6T+DCT 动力

总成，剑指领克、WEY。

奇瑞在今年 3 月推出高端品牌星

途旗下的首款 SUV———星途 TX，这

款车也将在上海车展正式公布售价。

作为奇瑞全新高端品牌， 除了外观内

饰融入更多豪华元素外， 最大的亮点

就是其动力总成了。

星途 TX 搭载的是奇瑞最新开发

的 1.6T 涡轮增压发动机，这台发动机

是第三代奇瑞 ACTECO 发动机首款

产品，最大功率达到了 197 马力，峰值

扭矩 290N·m，2000rpm 达到峰值扭矩

平台。 这台 1.6T 直喷发动机热效率比

现役的 1.5T 电喷发动机（37.1%）更

高， 可满足国六 b 排放标准， 并支持

48V 微混系统与 P2 插电混动系统。

变速箱是奇瑞和格特拉克合作开

发的全新 7 速双离合变速箱， 相比现

役瑞虎 8 的 6DCT250，这台变速箱采

用的是湿式离合器，并有 7 个挡位，齿

比范围更广， 换挡质感和高速经济性

表现都更出色。

记者点评 ：

WEY

、 领克都已经在

15

万至

20

万价位站稳脚跟， 无论是品

牌影响力、用户口碑以及市场表现都稳步

提升， 而这也给了其他中国品牌信心，星

途

TX

是奇瑞在

2019

年的最重要战略规

划，其在三大件上也代表了奇瑞最新最高

技术水平，从目前来看，其硬实力也完全

达到前面两位“中国豪华品牌”的水平了。

展馆：

7B10

新车看点：

入门级紧凑型 SUV

从目前获悉的新车图来看， 风

行 T4 采用全新的设计语言， 配备贯

穿式尾灯组。 此外， 从选装尾部标

识中可以看到“风行 T4” 的字样。

在外观方面， 新车采用与风行

T5 相似的最新设计语言。 车身侧

面， 新车采用上下双腰线设计， 并

配备五辐式轮圈， 提升运动感。 新

车尺寸为 4460/1820/1720 毫米， 轴

距为 2720 毫米， 预计定位于入门级

紧凑型 SUV。 在内饰部分， 新车同

样采用了当下诸多流行元素， 例如

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 悬浮式中控

液晶大屏以及贯穿式空调出风口等。

动力方面， 从申报消息来看，

新车搭载一款 1.6L 自然吸气发动机，

最大功率 90kW （122PS）， 至于是否

还有其它动力配置， 还有待官方公

布。

记者点评： 大嘴式格栅

+

悬浮式

车顶

+

连贯一体式尾灯， 当下流行的

设计元素全用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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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V篇

（上接

C03

）

全新奇瑞瑞虎 8

展馆：

4A04

新车看点：

年轻化调整,1.6T+

DCT 动力总成，细节升级

据奇瑞官方消息，新款奇瑞瑞虎 8

基本上延续了现款车型的整体设计，

并由前宝马汽车设计师凯文·莱斯

(Kevin Rice)领衔的奇瑞设计团队进行

年轻化调整。 预计现款车型所搭载的

最大功率为 108kW（147PS）的 1.5T 发

动机， 将与全新发动机一同供消费者

选择。 目前，新款瑞虎 8 已完成整车量

产的全部环节，于 2019 上海车展开启

预售。

在外观方面， 新款瑞虎 8 相比于

现款车型，其中网内部造型有所改变。

新增了更显年轻的莱茵蓝车身颜色。

车身尺寸方面， 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

4700/1860/1746 毫米，轴距为 2710 毫

米， 新车车身换装了全新造型的双五

辐式轮毂。 动力方面，新款瑞虎 8 新增

了来自奇瑞最新的第三代 ACTECO

1.6TGDI 发动机， 最大功率 145kW

（197PS），峰值扭矩 290N·m，匹配来自

格特拉克的 7 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官方数据综合油耗为 7.4L/100km。

记者点评 ： 新款瑞虎

8

的这套

1.6T+DCT

完 全 达 到 领 克

01

、

WEY

VV7

等车型的水平 ， 跟

WEY

、 宝马

X2

、奔驰

A

级基本就是同款。 而在价

格上， 瑞虎

8

相比星途

TX

会更便宜

一点，高性价比也是这款七座

SUV

的

核心亮点。

长安 CS75 PLUS

展馆：

2A05

新车看点 ：

两种风格外观轿跑

SUV，全新内外设计，配 2.0T 蓝鲸发

动机

据长安汽车官方消息，长安 CS75

的换代车型———CS75 PLUS将在本届

上海车展首发，新车相比现款CS75有了

全方位的革新升级， 外观采用全新设计，

动力系统搭载 2.0T+8AT 动力总成。

应用全新设计语言的长安 CS75

PLUS 拥有两种风格外观———偏向气

质、 豪华的普通版和走运动时尚路线的 S

版。新车前脸装配了面积巨大的倒梯形状

格栅，与两侧目光非常锐利的前大灯组相

连。 灯组内部的条带状 LED光带朝中间

延伸并相接， 形成了一条横贯式日行灯

带，此设计手法非常前卫潮流，有很强的

视觉吸引力。 动力系统是CS75 PLUS最

大的亮点，该车将与 CS85 COUPE共享

蓝鲸 2.0TGDI发动机，最大功率 171kW

（233PS），峰值扭矩 360N·m，匹配爱信

8 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记者点评 ：参考

CS85

，其动态体

验相比现款

CS75

确实有显著提升，预

计该车的价格比

CS85

也会略有优势。

星途 TX

捷途 JETOUR X

展馆：

2A19

新车看点 ：

携手中国移动打造

L3.5 级别智能驾驶

奇瑞控股捷途 JETOUR X 概念

车基于 iPeL 智享平台打造， 在上海

车展正式亮相。作为捷途旗下首款概

念车，JETOUR X在上一年已经公布

了其外观设计，由捷途北美研发中心

负责造型设计。 JETOUR X 整体线

条流畅，前脸采用大开口的六边形设

计，配合条形 LED 大灯，车身侧面采

用三条错落有致的立体式腰线。从新

车设计来看，JETOUR X 运用了很多

科技元素。

智能化方面，JETOUR X 将携手

中国移动打造 L3.5 级别的智能驾驶

技术，并搭载 5G 技术，从而达到更高

的级别的人车信息共享。 此外，新车

将采用铝合金、碳纤维等复合型材料

降低车身重量。

据悉，iPeL 平台已经形成了包含

4 款 SUV、3 款 MPV 及N款新能源车

型在内的 4+3+N的产品架构。 根据规

划， 自 2018年起，iPeL 平台将在传统

能源的基础上逐步推出混合动力、纯

电池车型， 并于 2022 年实现氢能源

汽车量产，真正达到“零排放”目标。

记者点评：从

2018

年开始，新品

牌捷途的推新速度真的是新品牌里

最快的。

陆风荣曜

展馆：

2A20

新车看点：

1.5T 发动机配 6速变速箱

陆风荣曜将在 2019 上海车展首发

亮相。据悉，新车设计由国际知名的法布

里奇奥和乔盖托. 乔治亚罗所成立的意

大利 GFG 公司设计主导， 与江铃控股合

作完成。新车前脸采用六边形大尺寸进气格

栅， 格栅内部采用横幅加点状元素进行点

缀，并且没有太多银色装饰，黝黑的中网辨

识度较高。 大灯的造型也比较特别，采用分

体式大灯， 结合保险杠下方的梯形进气

口，设计风格显得比较激进。根据此前信

息，该车轴距达到 2760 毫米，介于紧凑

型 SUV 与中型 SUV 之间。

记者点评：动力方面暂时还没有相关

消息流出，不过极有可能搭载陆风逍遥上那

台代号为

LW4G15A

的

1.5T

发动机。至于

外观分体式大灯组的美丑， 只能是见仁

见智了。

风行 T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