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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与灵动皆享

———林肯品牌全系车型试驾体验之旅

记者观察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刘芳

日前， 林肯品牌“动静皆享 试在

必行” 全系车型体验之旅继续南下，

直抵广东。 由林肯全系产品———全尺

寸标杆豪华SUV林肯领航员Navigator、

中大型豪华SUV全新林肯航海家Nau－

tilus、 中型时尚豪华 SUV新款林肯

MKC、 传世旗舰豪华轿车林肯大陆

Continental和新都会豪华轿车林肯

MKZ组成的林肯车队在广东南昆山的

盘山公路上穿梭， 犹如疾驰快马自在

游走于风景之中。

动力澎湃兼备灵动

林肯辨识度极高的家族设计语言，

令人过目不忘的林肯星辉式前格栅，

以独特设计烘托出熠熠生辉的林肯星

标， 展现出百年品牌的深厚底蕴。 全

系标配的标志性贯穿一体地平线式尾

灯为林肯首创， 已有数十年历史， 并

在此后引领了汽车设计的潮流。

在此次试驾过程中， 奔赴山林的

林肯车队凭借充沛的动力和灵活的操

控， 在环旋缠绕的山路展露从容。 目

前林肯产品阵容拥有2.0升涡轮增加发

动机、 2.7升双涡轮增压V6发动机和3.5

升双涡轮增压V6发动机三种主要动力

总成。 汹涌澎湃的巅峰动力和顺畅自

如的提速反应带来更纯粹的驾驭享受。

与此同时， 林肯的所有车型均标

配CCD自适应悬挂系统。 该系统能实

时监测路面坑洼， 预判驾驶意图， 通

过每秒高达两万三千次的数据输入，

在20毫秒内， 独立调整每个车轮的减

震器， 以过滤颠簸， 抑制车身俯仰及

侧倾。 无论是公路坦途， 还是泥泞山

路， 林肯车型都能帮助车队从容面对。

科技配置灵感加成

林肯在专注美感和驾驶体验的同

时兼具创新， 采用了极具未来感的科

技配置， 为用户带来舒享体验。 其独

特的林肯迎宾感应系统会在车主携带

车钥匙靠近时按顺序点亮车辆灯光，

投射带林肯标记的迎宾毯， 恭候车主

到来。 打开车门和发动机

熄火时， 驾驶座椅将分别

向后和向前移

动， 方便车主

进出。

林肯所有车型均配备车门密码锁，

可以方便车主在没有钥匙的情况下打

开车门， 使用场景多样。 车主也可以

使用“林肯之道App” 或车钥匙， 调用

远程发动机启动功能， 提前开启空调

或暖气， 轻松应对严寒酷暑。

从全新林肯航海家开始， 林肯推

出的所有车型均标配林肯Co-Pilot360

智能助驾系统， 20余项驾驶辅助配置

将驾乘体验与安全性能提升到全新高

度。 林肯全系车型均已实现100%的智

能互联并标配车载4G Wi-Fi功能。

车内驾乘感受静谧

1952年， 林肯创造了四向电动调

节座椅。 如今，林肯全系车型都配备了

至少 10 向的电动调节座椅。 其中，林肯

大陆和林肯领航员上配备了30向调节

的尊享全体感座椅； 全新林肯航海家

配备了22向高级舒享座椅。 这些座椅

均依据人体工程学与医学专业人员合

作研发， 并带有按摩功能， 可有效缓

解长时间驾驶带来的疲劳。

另外， 林肯在NVH领域有深厚造

诣。 标配的ANC主动降噪系统， 实时

监测舱内的噪音， 并通过扬声器发出

反向声波以抵消噪音。 不同车型根据

自身特点， 通过格栅设计、 空气动力

学、 吸音材料等量体裁衣， 进一步提

升座舱静谧体验。 同时， 林肯全系大

部分车型搭载的Revel锐威顶级音响系

统是哈曼旗下顶级的音响品牌。

52 年来，卡罗拉全球累积销量突破

4700 万辆，凭借“开不坏”的可靠性与优

秀的设计风格成为当之无愧的“家轿

王”。 8 月 9 日，一汽丰田正式公布了全

新第 12 代卡罗拉的市场售价，其中 1.2T

燃油车型价格区间为 11.98 万~14.58 万

元；1.8L 双擎混动车型价格区间为 13.58

万~15.98 万元。 这款被称之为“迄今最

好”的卡罗拉，能否延续全球家轿销冠之

路？

“迄今最好”的卡罗拉

全新卡罗拉外观采用丰田最新的运

动化设计风格。 前脸黑色梯形中网与两

边 C 形仿进气道设计，横向镀铬饰条贯

穿前脸，车身向前低俯，形成低矮宽体的

视觉效果。 全系共有超级白、珍珠白、银

金属等 8 种车身颜色可供选择。

全新卡罗拉燃油版采用的是 1.2T

发动机配课模拟 10 速的 S-CVT 变速

箱， 最大输出功率 85kw， 在 1500rpm~

4000rpm 时最大扭矩为 185N·m。相比于

性能，这个发动机更强调的是高效，百公

里油耗仅为 5.5L。 发动机采用水冷式中

冷器，发动机降养护成本也大大降低。

双擎版采用了丰田旗下全新一代

THS Ⅱ混合动力系统，由 1.8L 阿特金森

循环发动机、E-CVT 双电机变速器 、

PCU 动力控制单元以及 Ni-MH 混合动

力电池共同组成，其综合功率 90kW，工

况油耗低至 4.1L/100km。同时，全新卡罗

拉拥有同级罕见的前麦弗逊后双叉臂的

全独立悬挂系统。

打造同级安全标杆

全新卡罗拉采用 GOA 技术，采用高

强度钢材和热冲压成型技术， 另外全系

标配了 8 个安全气囊， 保证了全新卡罗

拉的被动安全性能。同时，ABS 防抱死系

统、BA 刹车辅助、VSC 车身稳定系统、

TRC 牵引力控制系统、TPMS 胎压监测

系统等保证驾驶安全的辅助系统也是全

系标配。

全新卡罗拉首次全系标配的丰田智

行互联系统， 为用户提供安全便捷的用

车服务。 PCS 碰撞安全系统能够识别车

辆与行人，在危险发生前采取紧急制动；

LTA 车道辅助系统能够在驾驶中偏移车

道时发出提醒，并且能够实现跟车行驶；

ACC 自动驾驶能够实现能实现多个速

度区间的自动巡航；AHB 自动远近光系

统提高了对向行驶的安全。

与雷凌形成交叉搭配

卡罗拉不免要与同门的雷凌相比

较。 事实上这两款车的配置形成了很好

的交叉搭配， 为用户提供了同平台下更

多的选择。卡罗拉在配置上略有优势，在

双擎顶配上有在北方很实用实用的座椅

加热功能， 而且顶配与次顶配都有后排

USB 与空调，而雷凌则顶配才有。

而雷凌全系拥有卡罗拉豪华版和旗

舰版才有的后排 4/6 放倒， 并且全系

LED 大灯和天窗与 16 寸轮毂，在低配上

略有优势。 同时雷凌拥有一个带 7 寸屏

幕+10 寸 HUD+12.1 寸大屏的科技版，

这也是卡罗拉没有的配置。

可以说，雷凌在低配上配置更丰富，

选择也更多， 而卡罗拉在中高配上更全

面，价格也互相交叉，为消费者提供了更

多的选择空间， 也更好地与其他品牌车

型竞争。

信息时报记者 梁斯君

面对消费者更高的标准，卡

罗拉打造出了迄今为止最好的

一代车型。 外观脱离了以往的平

庸， 虽然依旧带着一点保守，但

已经与无趣说再见了。

TNGA

更

是赋予了卡罗拉更加多的操纵

乐趣，甚至推出了更加低趴的运

动版。 卡罗拉也基于全新的品牌

理念，给全车以最高标准的安全

措施，保护用户珍视的每一个人

为目标。 更有乐趣的操控，拥有

更好的安全性能 ，可以说 ，这一

代的卡罗拉依然是那个家轿王，

而且是更好的家轿王。

全新第12代卡罗拉正式上市

能否延续全球家轿销冠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