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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合资品牌底气十足

———试驾奇瑞全新一代瑞虎8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梁斯君

近年来激烈的 SUV 市场竞争，

让 10 万~15 万元价格区间的自主品

牌 SUV 车型频繁涌现。 在刚刚过去

的上海车展上， 奇瑞推出了 2019 款

的瑞虎 8，虽然只是年度改款，但实

际变化却不小。作为融合奇瑞最强资

源的全新一代瑞虎 8，各项性能可谓

都在迎头赶上。 日前，全新一代瑞虎

十万人百城公开测试来到羊城广州，

记者通过专业的场地驾驶和道路驾

驶，充分挖掘了全新一代瑞虎 8 的产

品实力。

外观更显年轻 内饰更具质感

去年的瑞虎 8 走的是端庄大气

路线， 但较为中庸的取向配上当时

全系的卤素大灯， 确实在颜值上稍

逊一筹。 今年全新一代瑞虎 8 的外

观设计， 在前脸和大灯上着墨也就

最多。 全新的矩阵式大灯对于车辆

颜值和行车安全有很大的帮助， 灯

组向两侧做了自然延伸， 与中央隆

起的发动机罩以及后延的前翼子板

做了呼应。

在内饰方面，新一代瑞虎 8 在构

建内饰质感方面的努力非常明显，虽

然受限于产品价位，在内饰材质上并

不能做到奢华，但是在与人接触的部

分上设计都尽可能做到了美观，同时

在各种细节的做工上也都达到了同

级车的较好水平。 其中，采用的电子

档更是提升了瑞虎 8 的档次感，但是

这个档把依然有较强的优化空间。由

于质感和具体造型的差异，导致手感

并不好。

一天体验下来，印象最深的是全

新一代瑞虎 8 的 360 度影像功能，在

操作区提供了一个进入影像的快捷

键，不仅摄像头清晰度很高，图像拼

合的质量也很好，在切换到车前方视

图时还可以将车辆前行的轨迹以

AR 的形式叠加在实际路面画面之

上， 对于狭窄或者恶劣路况帮助很

大。

发挥动力优势 有了质的提升

作为一家有着 22 年发动机制造

和研发经验的厂商，动力从来都不会

成为奇瑞的短板。这次全新一代瑞虎

8 使用了奇瑞自主开发的 ACTECO

1.6TGDI 发动机，整台发动机在轻量

化上和机械效率上做了很大的优化，

在进排气等关键环节也做了关键性

的技术创新， 动力输出有了质的提

升。

这台发动机在 1.6 升的排量下，

提供了 145kW 和 290N·m 的动力储

备， 达到了很多竞品 1.8T 发动机才

有的效能。这台发动机在涡轮介入之

后， 推动坐满 4 个壮汉的车毫无压

力， 在时速 100km 的情况下也能提

供不错的推背感。

在上代车辆当中经受住考验的

底盘表现良好，体现出扎实的驾驶风

格，同时对路面上障碍的起伏过滤也

非常理想。 而整体上全新一代瑞虎 8

采用了偏轻的转向调教，能够相对有

效地降低驾驶员的疲劳程度。

作为奇瑞

SUV

的旗舰产品，瑞虎

8

身上担负的使命不言而喻。 全新一代瑞虎

8

在设

计上全面提升，面对主流中国品牌的竞争，具备智

能化、强动力、大空间等诸多优势。 尤其是在动力

系统方面的成熟标定，更是奇瑞传统研发优势的

体现。 整车的在多媒体智联、无线充电、

L2

智能驾

驶方面的优势，也让这款

SUV

车型增色不少，完全

有能力与合资竞品一较高下。

总的来说，在本次升级之后，全新一代瑞虎

8

在同级别精品当中逐渐补齐了自己在各方面的

竞争力，同时还一直坚持着自己在大尺寸方面的

优势。

信息时报讯（记者 梁斯君）

本

田中国日前披露了 2018 年财年数

据，本田利润同比降低 13%，为此

本田将重组全球产品体系，合理分

配资源。

记者从本田海外官网获悉，本

田将在全球范围内整合旗下车型，

未来将主要生产包含思域、 雅阁、

CR-V、飞度/Jazz 及 HR-V/Vezel

在内的五大车系， 并在 2020 年推

出全新的 Honda Architecture 架

构，以此来重振全球业务。

目前本田拥有 5 款全球化车

型，包含思域、雅阁、CR-V、飞度/

Jazz 及 HR-V/Vezel， 从本田提供

的资料显示这些车型占品牌全球

销量的 60%。同时本田也针对不同

市场需求推出有专属车型，像是供

应给日本的 N 系列小车、 在美国

部署的 Pilot 等中大型 SUV， 以及

中国专属车型凌派。

多样化的车型供给固然满足

了不同地区消费者的需求，但由于

车型差异造成整体运作效率降低。

目前本田已经开始重新检视各区

域市场需求和环保规范，并在未来

进行跨区域的共享与整并。 在

2025 年前， 将全球化车型所提供

的产品阵容减少至目前的三分之

一。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提升效

率， 本田还将推出全新架构———

Honda Architecture。 基于该架构打

造的车型零件共享程度可达到

70%，这将减少新车开发的 30%损

耗。据悉，在 2020 年品牌就将推出

应用了 Honda Architecture 架构的

全新车型。

长安逸动ET上市

续航405公里，补贴后13.29万起售

利润同比下滑

本田整合全球五大车系

记者

驭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斯君）

逸动

ET 是基于逸动 XT 打造而来， 是长安

新能源首款纯电动掀背车型。 5 月 11

日，网通社从长安汽车官方获悉，逸动

ET 正式上市， 新车共推出 2 款车型，

售价区间为 16.29～17.29 万元， 补贴后

售价区间为 13.29～14.29 万元。 新车采

用了运动化掀背造型设计， 综合续航

里程为 405 公里， 快充模式下电量从

20%充至 80%需 35 分钟。

外观方面， 新车基本延用燃油版

设计，“蝶翼式”格栅采用封闭式造型，

两侧狭长的头灯组进行熏黑处理，灯

组上方配有折线 LED 日间行车灯。 保

险杠造型棱角分明， 黑色下格栅辅以

镀铬装饰点缀，十分运动。

车身尺寸方面， 新车长宽高分别

为 4535/1820/1530 毫米， 轴距为 2700

毫米。车尾 LED 光源尾灯极具个性，右

侧设有蓝色标识，彰显新能源身份。 底

部黑色饰条嵌入镀铬尾排装饰， 提升

运动氛围。

内饰方面，逸动 ET 的设计布局与

逸动 XT 基本相同， 中控 10 英寸显示

屏内置了 in call 3.0 车载互联系统和华

为 4G 网络模块， 可实现手机互联、提

供行车辅助、生活服务、娱乐资讯、道

路救援等功能。 配置方面， 新车配有

ESP、胎压监测、E-pedal 单踏板驾驶模

式等。

动力方面， 新车搭载一台最大功

率为 100 千瓦的永磁同步电机， 峰值

扭矩 245 牛米； 并配备能量密度

为 141Wh/kg 的三元锂电池组，

NEDC 工况续航里程达 405

公里 ， 百公里耗电量为

13.8kWh。此外，新车还具备

智能电池电加热功能，快充

模式下电 量 从 20%充 至

80%需要 35 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