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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信息时报记者曾祥萍

目前，第五届亚洲消费电子展（CES�ASIA）正在上海举

行，全面展示各行各业近一年以来最尖端、最具前瞻性科技研

发成果。 车企方面，包括起亚、本田、奥迪、天际在内的主机厂

纷纷将车载智能互联系统作为新的“着力点”，推出各种创新

产品，向消费者描绘一幅幅未来出行蓝图。

起亚在 2019 CES Asia 亚洲

消费电子展上展出了 HabaNiro

概念车。 这款极具前瞻性的车型

于今年 4 月份的纽约车展上首

次发布，此次亮相是它首次登陆

中国。 起亚 HabaNiro 概念车是

一款紧凑型的 Crossover 跨界车

型，它采用纯电驱动，续航里程

超过 480 公里。 它最大的特点是

搭载了起亚最新的 R.E.A.D.

SYSTEM 实时情感识别系统，这

是一项面向未来的智慧出行技

术。 在这项技术的帮助下，车辆

将会更加智能，顺应了自动驾驶

时代车辆角色的转变趋势。

起亚HabaNiro概念车：

实时情感“驾车”

日产汽车带来了结合无形可视化

技术、脑控车技术和纯电动全轮驱动车

型———日产 IMs 概念车，为消费者展示

全方位的“日产智行”，并对汽车的驾驶

体验、动力以及与社会的融合方式带来

了新的展望。 日产这个脑洞大开的技

术———全球首个“脑控车

（

Brain�to�Ve-

hicle

，简称

B2V

）

”系统，可使车辆具有

解读驾驶员大脑所发出信号的能力，重

新定义人与车辆之间的互动方式。

日产IMs概念车：全球首辆“脑控车”

作为最了解中国市场的豪华车品牌

之一，在本届 CES 展会上，奥迪带来了

全新一代奥迪 connect 车载互联科技，以

及最新的数字化创新成果。

据介绍， 新一代互联科技主要在中

国开发， 是奥迪为满足中国客户需求而

打造的首个开放式 app 生态系统。 作为

高端汽车品牌中的顶级开放式服务平台，

这款基于安卓系统的平台允许第三方开发

商为奥迪多媒体交互系统（MMI）创建量身

定制的服务和应用程序。 车载智能互联

技术是专为中国消费者打造， 属于奥迪

首个开放的应用程序生态系统。

奥迪：

打造首个开放式

App生态系统

在本届 CES 展会上，豪华高性能电

动汽车品牌 Polestar 不仅携旗下首款豪

华高性能纯电动轿跑 Polestar 2 亮相，还

推出了全新一代车内信息娱乐系统。 据

悉， 该系统基于完整的底层安卓系统开

发， 让车内的信息娱乐系统拥有手机般

的流畅操作体验，并可实时无线更新。

Polestar：

基于安卓开发的

车内信息娱乐系统

市区驾驶游刃有余 上高速也无压力

———试驾欧拉R1“女神版”

汽车电动化趋势的全面来临， 门槛

较低、定位更精准、价格更实惠的小微电

动车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关注。 欧拉

R1 是长城汽车旗下新能源品牌欧拉的

第二款车型，指导价为 11.48 万~13.78 万

元，补贴后售价为 5.98 万~7.78 万元。 作

为一款微型电动车， 欧拉 R1 将与奔奔

EV、北汽 EC 系列等车型展开竞争。这款

小车的综合性能到底如何？本周，记者就

尝鲜试驾了欧拉 R1“女神版”。

小“呆萌”却有大空间

欧拉 R1 的外形设计回头率十足，

前脸两只圆溜溜的大灯就像一对小眼

睛，长方形的充电孔如同鼻子，远远看上

去就是一个呆萌可爱的表情。 欧拉 R1

车身尺寸为 3495 毫米/1660 毫米/1530

毫米，轴距 2475 毫米，虽然看上去就是

一辆小车，但实际上，欧拉 R1 的实际乘

坐体验却有点超出想象。

与记者随行的同伴身高一米八，体

重超过 75 公斤，坐进去之后并没有特别

压抑的感觉， 后排空间也留有较大的余

地， 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R1 车身四

门贴近四角的设计， 最大程度提升了车

内空间利用率。 在空间处理上，R1 有点

接近厢式车的设计。 当记者将前排座椅

调至舒适坐姿后， 后排同伴腿部还有接

近两拳的余量， 这对于一微型车来说已

经相当出色了。

欧拉 R1 内饰设计走的是简约风

格，用料也以塑料为主，但中控台上面的

面板采用了波纹设计，有效提升了质感，

看上去并不是特别廉价。 内饰最大亮点

在于配置了一块 9 英寸的彩色触控屏，

分辨率和操控流程度都非常不错， 而且

还提供了手机互联功能。

续航里程“有惊喜”

欧拉 R1“女神版”车型综合续航 351

公里。 此外，欧拉 R1 还提供电池容量为

30.7kWh 的低配版车型可选， 续航里程

为 310km。 试驾当天广州的气温在 32 度

以上， 在车内开空调的情况下亏电将更

快。 离开试驾发车点时，记

者手机导航显示离

终点还有 31.2 公里，

而当时 R1 续航里

程显示可以跑

142 公里。

随后 ，

记 者 开 上

了 华 南 快

速 到 达 测

试终点后，

导 航 显 示

已 经 跑 了

29.4 公里，

而 续 航 里

程还有 134

公里，续航里程减少 8 公里。 显然，在高

温匀速的环境下，R1 电池的亏电情况还

是比较理想的，消耗较小，甚至出现了续

航里程比实际路程更长的情况。

在返回市区的路上， 记者没有继续

选择高速环线巡航的路况，而是测试 R1

在市区拥堵情况下的续航能力。 显然,在

拥堵路段和需要频繁刹车的驾驶情况

下，电量的衰减会更加明显。综合两者的

情况来看， 欧拉 R1 的续航里程还是比

较真实的，按照 351 的官方续航里程，每

天 50 公里的路程来算，一周充 1~2 次电

已经足够。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梁斯君

从具体驾驶感受来说，欧拉

R1

具有一般电动车的起步快 、

平稳 、加速线性等特点 ，提速比

较快， 加上小巧灵活的车身，在

市区行驶会有种游刃有余的感

觉。在高速路况下，

R1

的车速还

是很 轻 松 就能 达 到

100k/ h

以

上，而车身没有什么“ 发飘”感。

欧拉

R1

的定位是非常明

确的，那就是一辆环保经济实用

的微型电动代步车，它面向的也

主要是城市白领，以供日常通勤

使用 ，从测试来看 ，其功能与定

位是完全匹配的，再加上外观上

的可爱俏皮，的确是自主电动车

当中一款非常有竞争力的产品。

记

者

驭

言

车企绘就未来出行蓝图

第五届亚洲消费电子展（CES�ASIA）正在上海举行

试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