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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车 /概念车

保时捷 Cayenne Coupe

展馆：

8A25

新车看点 ：

剑指 X6/

GLE Coupe/Q8

售价：

99.8 万元

保时捷官方已经公布

了旗下首款轿跑 SUV 车型

保时捷 Cayenne Coupe 的

制造商建议零售价， 其中

Cayenne Coupe 建议零售价为 99.8 万元，Cayenne Turbo Coupe 建

议零售价为 190.8 万元，新车将在本届上海车展正式在国内亮相。

外观方面，保时捷 Cayenne Coupe 的前脸设计基本保持了现款保

时捷 Cayenne 的设计，线条更为犀利，新车最大的改变集中在车身侧

面及车尾处。 新车车顶线条从后部开始向下延伸，圆滑的弧线勾勒出溜背

式的车身造型，与窗框线条共同构成修长的 C 柱造型。

保时捷 Cayenne Coupe 的内饰设计与现款保时捷 Cayenne 基本相同，

都配备了保时捷主动空气动力学系统（PAA），其中包含了车顶扰流板和全

新的自适应后扰流板。 扰流板与车身侧面轮廓无缝融合， 在车速达到 90

km/h 时展开 135mm，从而增加后桥的接触压力，同时提升 PAA 的效率。

记者点评：豪华运动两开花。

宝马新一代 3系

展馆：

7A10

新车看点：

沿用海外版 3 系设计

据华晨宝马官方发布，新一代 3 系

（标轴代号

G20/

长轴

G28

）

将在本届上海车

展首发，新车将于今年 5 月在华晨宝马铁西工厂正式投产，预计同月上市。

新一代 3 系的中网面积有所增大，中间相连变为了一体式，加上沿用“开眼

角”的设计，前脸的整体感很强。 相比现款，其大灯内部光源进行了较大幅度改动，

勺子型的日行灯为宝马最新产品。

虽然对轴距进行了加长，车身侧面仍旧完全保留了海外版 3 系（G20）轮廓线

条，现款 3 系长轴版后侧窗位置处的 L 型标识在新车上面则不复存在。 车尾的双

边单出的排气和 L 型通风孔突出了整车的运动气质。 根据申报信息，新一代

宝马 3 系长轴版的长宽高为 4829/1827/1463mm， 轴距比标轴版加长了

11cm，达到 2961mm

（整车尺寸已超过标轴

5

系

E60

）

，整备质量为 1630kg。 动

力方面， 新车搭载 2.0T 低功率版发动机， 代号 B48， 最大功率 135kW

（184PS），该动力与现款 320i 一样，换代后却变成了 325i。 此外，新一代 3

系预计还会提供 2.0T 高功率和 1.5T 两种动力。

记者点评：希望这一届

3

系能真真正正运动起来。

奥迪 A6L 55TFSIe

展馆：

5A02

新车看点：

混动版高配奥迪 A6L

奥迪 A6L 的 PHEV 版本车型 A6L 55 TFSIe 早在 2019 年日内瓦车展上首

发，并将在本届上海车展与中国消费者会面。

新车在外观方面基本延续了新 A6L 的设计，尾部方面也延续了贯穿式的

镀铬条设计，18 颗 LED 尾灯得到了保留，整体的运动感非常强烈。

内饰方面，新车突出了奥迪的科技感，采用了三幅式的平底方向盘，搭载

奥迪虚拟座舱仪表盘， 中依旧为上下两块触摸大屏组合， 整体的观感非常不

错，也和奥迪新 A6L 的内饰风格一致。

动力方面，新车配备了 14.1kwh 的电池组，其纯电续航将突破 40km，进一

步保证了短途通勤能力。传动

方面匹配的是双离合变速箱。

此外，新车还将提供一套独特

的驱动模式及多种驾驶模式

可选。

记者点评：更省油的奥迪

A6L

， 可 以 上 绿 牌 的 奥 迪

A6L

。

凯迪拉克 XT6

展馆：

1A05

新车看点：

提供 6/7

座可选

国产凯迪拉克 XT6

基本上沿用了海外版车

型的设计， 搭载 2.0T 发

动机，提供 6/7 座两种座

椅布局可选。 据悉，新车

将在上汽通用的新工厂

制造，并于 7 月正式上市。

外观方面，凯迪拉克国产 XT6 基本沿用了海外版车型

的设计，采用了凯迪拉克全新家族式设计语言，狭长的横向大

灯组、纵向的 LED日行灯设计令人耳目一新。 同时，与中期改款CT6

车型类似的网状格栅设计得到应用，为新车前脸增添不少精致感。

车身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为 5056/1964/1780mm，轴距

为 2863mm。 据官方消息，新车与 CT6、XT4 一样也将采用风尚版/

运动版双版本策略。

新车将提供 6 座/7 座布局可选；国产 XT6 搭载代号为 LSY 的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该发动机配备闭缸技术，最大功率 172kW（234PS），峰

值扭矩参考采用同款发动机的 XT4，其峰值扭矩为 350N·m。 传动系统

方面，新车预计将匹配 9AT 变速箱。

记者点评：凯迪拉克的推新速度，总算是跟上来了

。

展馆：

6A02

新车看点：

性能粉的 dream car

据广汽讴歌官方消息，备受期待

的 RDX A-SPEC 概念版将在本届上

海车展首度亮相，这款新车最早是在

2018 年初于海外市场推出， 相较于

RDX，新车加入了更加运动化的外观

套件，例如 20 英寸深色轮圈、前脸以

及车身的亮黑色装饰件以及红黑撞

色的内饰等。 此次发布的讴歌 RDX

A-Spec 概念车或将在未来成为广汽

讴歌 RDX 车系中的运动版车型。

作为本田旗下高端子品牌的讴

歌，完全的继承了“本田性能”的基

因，以个性化和前瞻科技

的“运动豪华”理念重新

诠释着豪华车的设计概

念。

动力方面，全新讴歌

RDX 搭载了 2.0L 涡轮增压发动机，

传动系统匹配本田最新研发的 10 速

自动变速箱，与此同时，该车还配备

了讴歌的 SH-AWD 全时四驱系统。

另外，广汽讴歌还将在本次车展上发

布 CDX 改装版和 TLX-L 特别改装

版车型。

记者点评：讴歌突然宣布旗下核

心车型均会覆盖

A-spec

运动版本 ，

并重 新 启 动已 经 淡 出 人 们 视 野 的

Type S

车系，直接表明其将来在高性

能车的新规划，也侧面证明了本田想

要将其引以为傲的高性能车作一次

卷土重来的尝试。

日产 IMQ概念车

展馆：

7B01

新车看点：

新车或将作为下一代日

产 Juke 车型的雏形

外观方面， 新车采用了日产家族式

V-Motion 设计，前脸线条粗壮有力，配

合“V 字线条”的 LED 大灯，科幻感非常

强烈。车身侧面也非常有型，大量凌厉的

折线线条搭配溜背式造型，运动感十足。

尾部方面， 新车整体造型非常有层

次感， 犀利的棱角设计使得尾部更加动

感。此外，新车还搭载了非常有辨识度的

回旋镖样式尾灯。车身尺寸方面，新车长

宽高分别为 4558/1560/1940mm。 此外，

新车还搭载了 22 英寸铝合金轮圈。

内饰方面， 新车整体设计非常有科

技感。座椅采用了织物材质，颜色非常简

洁。 配置方面， 新车搭载了 3D 界面技

术，功能非常强大。 动力方面，新车采用

纯电驱动， 电机额定功率为 250kW

（340Ps），峰值扭矩 700Nm。此外，新车还

搭载了自动驾驶技术， 由 ProPILOT 驾

驶员辅助系统组成， 该系统使用先进的

传感器， 雷达和摄像头来解释道路，

交通和信息信号。

记者点评：这款概念车国内

首发，新车的外观运动感和科技

感十足，搭配强劲的动力，

可谓电动车里的性能派。

广汽讴歌 RDX A-SPEC概念版

豪华车

概念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