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届车展是，东风悦达起亚“最像

概念车”全球战略车型 SP2c 亮相、全新

一代 K3 插电混动上市，双车齐发。

全新一代 K3 插电混动搭载“沃德

十佳”Kappa 1.6L GDi 发动机与高效

永久磁铁式电动机组成混合动力系

统，匹配混动专用 6 DCT 变速箱。 这

款车纯电续航里程 80 公里，综合最大

续航可达 1080 公里，百公里综合油耗

仅需 1.0L。

此外，SP2c 也一同发布。作为一款

全球车型，SP2c 在韩国、印度等地上市

后，销量迅速破万。 硬朗与前卫的车身

设计，飞翼流线式进气格栅，搭配未来

感十足的前 LED 大灯， 外加棱角锐利

的腰线与 17 英寸镜面轮毂，辨识度极

高，最大程度还原了 SP 概念车。新车将

于 12 月份上市。

在此次成都车展，名爵携旗

下多款重磅新车来袭。 其中全新

名爵 ZS 尤为引人注目。

全新名爵 ZS 对动力系统进

行全面升级， 新车搭载全新

1.3T+6AT 变速器动力总成，最大

马力为 163Ps， 最大扭矩为 230

牛·米， 搭配最新一代爱信 6AT

变速器，使得新车可以在 8.51 秒

完成百公里加速。

全新名爵 ZS 此次全面换代，

在多方面共同进化， 丰富的配

置、 强劲的动力、 最新一代斑马

智联、 L2 级别自动驾驶等配置

的搭载， 都让全新名爵 ZS 更具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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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车上市

东风风光580全面“Pro”化

近半年，SUV 市场兴起了一种在

原有级别上再高半级的“Pro”“Plus”版

本新玩法。9 月 8 日，东风风光 580 Pro

上市，4 款车型的价格区间 9.29 万~

12.09 万元。 东风风光品牌方表示，风

光 580 全面“Pro”化，力求实现“性能”

和“驾值”的最佳平衡。

据介绍， 风光580Pro采用了前麦

弗逊式独立悬架+后多连杆式独立悬

架的全新底盘系统， 对底盘悬架上的

10多处关键部位进行了优化提升。 此

外， 风光580Pro拥有标准、 运动、 节

能和低附着力四种驾控模式， 辅之以

标准、 舒适和运动三种转向助力模

式， 可以让用户尽情享受各种不同的

驾控体验。

风光 580Pro 配备了动力强劲的

1.5T GDI 缸内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功率达到 132kW，最大扭矩达到

270 牛·米。 新车采用了博世最新一代

ESP，并从多方面进行了制动系统的提

升，结合底盘系统的整体调教，百公里

制动距离 39.36 米，远超同级水平。

风光 580Pro 采用环抱式智能驾

舱设计，以驾驶员为中心，触手可控多

项功能。 2780 毫米的超长轴距， 成就

了多能、全享、超级的空间优势。 5 座、

6 座和 7 座等多种座椅结构， 能够满

足不同家庭的出行需求。

两年前，一句“你好，小风”开启了

东风风光超级智能战略， 风光 580Pro

在智能化方面更进一步。 其搭载全新

一代超级智能网联系统， 首次配备领

先同级别车型的科大讯飞飞鱼 OS 2.0

AI 驾驶系统。 智能语音直达功能，可

实现所见即可说， 用户在屏幕上看到

什么功能就可以用语音进行该项功能

操作。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梁斯君

东风风神奕炫上市 售价6.49万起

9月9日，东风风全新智能家轿奕

炫正式上市，共推出8款车型，价格区

间为6.99万元~10.09万元。 目前，前1万

名车主还可额外享受5000元购置税补

贴，售价低至6.49万元。

从外形上来看， 风神奕炫已经完

全摆脱了老东风风神的影子， 作为e

π

概念首款量产车， 风神奕炫承袭“双

燕·凌动”“简约·臻美” 的家族DNA，

溜背宽体轿跑车身加上全车 456颗

LED灯组，与主打国潮车色“天青蓝”

毫不违和地融汇一体。

该车是首款搭载WindLink4.0智

慧座舱的精品车型。 风神奕炫拥有多

维视效的三屏联动设计， 辅以同级唯

一的旋钮式电子换挡， 带来智能驾驶

体验；采用华为新一代T-BOX最新远

程控制技术，车辆掌控触手可及。

与此同时， 风神奕炫搭载领先同

级的L2+级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具有

AEB-P自动紧急制动系统、ACC-

S&G带启停自适应巡航系统等智行配

置。

风神奕炫提供1.5T和1.0TD两种

动力选择。前者最大功率110kW，最大

扭矩230牛·米； 后者最大功率92kW，

最大扭矩196牛·米。 采用德国格特拉

克6DCT湿式双离合自动变速器。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曾祥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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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时捷正式发布首款纯电动跑车

备受关注的全新 2020 款保时捷

Taycan 终于出炉。 新车分为 Taycan

Turbo 与 Taycan Turbo S 两款车型，

起售价分别为 149.8 万与 179.8 万元。

作为保时捷旗下首款纯电动跑车，这

款车的亮相引起十足关注。

视觉上，保时捷的设计师把 Mis－

sion E 概念车的设计特点很好地融入

Taycan 的构造中。从内饰上来看，仪表

盘屏幕保留了经典的保时捷元素。

作为一款纯电驱动的跑车，Tay－

can 车型保持了保时捷“赛道技术向公

路转移” 的技术理念。 经过严苛的测

试，它能在赛道上长时间保持 260km/

h 的最高时速、2.8s 的百公里加速、9.8s

的 0~200km/h 加速以及满功率连续

加速等。 在弹射起步程序控制下，

Taycan Turbo S 的静止加速能量高达

761 马力与 1050 牛·米扭矩。

电池性能上， 首发两款车型的底

盘中央部位拥有一个容量为 92.3kWh

电池组， 标配的 800V 高压充电系统

（为一般电动车 2 倍）， 国标充电桩可

实现最高 200kW 的充电功率，能在 5

分钟内快速补充 100 公里续航 ，

WLTP 标准下的最高续航为 450 公里

（Turbo�S 为 412 公里）。

保时捷专门为 Taycan 开发了 800

伏充电系统。保时捷表示，在理想情况

下， 将电池组从 5%充电至 80%只需

22.5 分钟，直流快速充电器可提供 270

千瓦的功率。 不过这种充电效率放在

国内目前的充电情况下， 会有怎么样

的表现尚未可知。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曾祥萍

东风悦达起亚 K3插电混动

售价：16.68万 ~17.58万元

全新名爵 Z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