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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刘芳）

11月9日，

由东风Honda广州区域独家策划的

“FUN电大会” 开场， 其首款纯电动车

X-NV在广州区域“FUN电”上市。 此次

X-NV共推出两款车型， 补贴后市场指

导价分别为风驰版16.98万元、 电掣版

17.98万元， 并同步推出回馈消费者的

“FUN心用”政策。

五项全能FUN享科技

据介绍，X-NV是东风Honda和本

田技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

第一款纯电动车，以XR-V为原型打造，

不仅继承了东风Honda的高品质DNA与

XR-V的明星基因， 还融合了本田先端

的SPORT EV

（锐·

e

动）

技术。

该车内饰实现潮流进阶，营造质享

未来的超凡体验。 长宽高分别为4280/

1772/1625mm，轴距为2610mm，秉承本

田MM理念，为用户营造宽适驾乘空间。

先进科技造就强劲性能。 X-NV采

用53.6kWh的大容量电池， 综合续航里

程高达401公里。高效永磁同步电机最大

功率120kW、最大扭矩280N·m，集强劲

加速性能和出色静谧性于一身。快充模式下

只需30分钟就能从30%充到80%，100公里

耗电14.09kW。 此外，X-NV拥有强劲运

动的S模式与经济节能的B模式。

操控好， 才够FUN。 X-NV搭载

VSA、HSA等丰富安全科技，同时对电池

包的H结构防撞梁、 高刚性电池防撞梁

和电池包温控系统等进行优化设计，全

方位保证电池安全。

赋予人性化的智能科技，轻触之间，

掌握未来。 X-NV搭载百度CarLife车机

互联系统， 可支持Android、iOS双平台，

轻松畅享音乐、地图、电话等丰富功能。

拥有8英寸DA智能屏互联系统， 全系标

配LTE联网功能。

东风Honda放眼未来

在快速发展的新能源时代， 东风

Honda X-NV秉承“志在先端”品牌精

神，正将“更科技、更时尚、更自如”的

全新品牌主张覆盖到研发、制造和营

销等多个层面，持续打造时尚的品牌

形象。

作为“放眼未来”新能源品牌主张

发布后的首款车型，X-NV将为众多年

轻消费者带去时尚潮流的环保新体验，

同时也助力东风Honda完成自身在燃

油、混动和纯电三大动力领域的完整布

局， 为东风Honda进一步发展注入全新

活力。

东风Honda方面表示， 将积极探寻

绿色发展，在“放眼未来”新能源品牌

主张的指引下， 未来5年内将构筑起

拥有10款以上电动化车型的产品线，

其中首款插电式混动车型将于明年

上市，同时不断导入本田FUNTEC先

进科技。 通过众多新产品与新技术的

持续投放，站在500万辆新起点上的东风

Honda， 继续为用户营造更加美好的驾

乘生活体验。

雪佛兰品牌之夜

开拓者和畅巡首发

信息时报讯（记者 罗晓彤 ）

11 月 8 日，雪佛兰举办了以“实

力体验梦·创未来” 为主题的品

牌之夜。 雪佛兰除了围绕服务体

验、 品牌文化与智能科技等内

容，用实景故事串联出一场沉浸

式品牌体验外，还对其 7 座中大

型旗舰 SUV 开拓者和首款纯电

城际轿跑畅巡进行了首发。

服务体验方面，雪佛兰的金

领结服务已贯穿消费者用车的

全生命周期， 包括搜集信息、购

买决策、购买阶段、车辆交付、使

用过程和保有时期的 6 个阶段，

共 42 个体验接触点。 智能科技

方面 ， 雪佛兰搭载通用汽车

Smart Propulsion 智驱科技加持

的高效驱动系统，在提供全工况

下最优动力输出的同时，全面满

足“国六”排放标准，并为全系产

品提供发动机、变速箱等动力总

成主要零部件 8 年或 16 万公里

原厂质保服务。

品牌文化方面，雪佛兰持续

深化娱乐、 体育和公益体验平

台，不仅与上海迪士尼、曼联、雪

佛兰红粉笔教育计划、iG 战队等

多个文化平台有所合作，还通过

产品体验平台举办了能体验美

式赛车文化的“直通 NASCAR

挑战赛”、与 DISCOVERY 探索

频道联合举办“2019 DC 24

HOURS SUV 驾训体验营”。 此

外，雪佛兰还与魅影舞剧、天地

音乐节和中国大学生创意节进

行过一次跨界合作。

在现场亮相的雪佛兰开拓

者，是雪佛兰旗下一款 7 座中大

型旗舰 SUV， 性能强硬高效，科

技配置丰富实用。 新车采用新一

代 SUV 设计语言， 近 5 米的大

体量车身营造 7 座宽绰空间，前

脸造型硬朗，不仅拥有分体式大

灯设计与双排气尾管，还在车头

车尾全部配备 LED 光源。 此外，

雪佛兰开拓者还将提供 RS 系列

和 Redline 尚·红系列双版本车

型。

而作为雪佛兰首款纯电城

际轿跑，畅巡依托通用汽车的新

能源技术， 采用源自雪佛兰

FNR-X 概念车的运动轿跑造

型，不仅拥有高效可靠的纯电驱

动系统，还搭载了最新智能互联

科 技 。 其 搭 载 的 最 新 一 代

MyLink+智联系统可提供虚拟

钥匙、远程操控、智能语音识别

等功能，而畅巡还拥有 410 公里

的超长续航里程，电驱系统稳定

可靠。

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群体

会出现更多元化和个性化的用

车需求。 为了满足消费群体的用

车需求，车企就必须在出行领域

中不断探索，并为消费者提供富

有乐趣、高品质的驾乘体验。

□

信息时报记者 曾祥萍

“斑马” 开启了中国车主对汽车智

能驾驶的认识，而今搭载第一代斑马系

统的荣威 RX5 已迭代迎来更智能的第

三代斑马系统，同时荣威 RX5 MAX 新

车上市，表现亦不俗。 日前，信息时报记

者在深度试驾体验了荣威 RX5 MAX

之后发现，这台车的内在智能升级从另

一个角度成就了这台车。

惊艳 1：天眼人脸识别启动

无钥启动已成标配的今天，刷脸启

动率先在 RX5 MAX 身上实现了。

在驾驶者刷脸设置之后，再次进入

车内后，系统自动刷脸识别记住“老熟

人”， 座椅会自动调整为驾驶者常用的

座椅高度。 启动车辆更加解放双手，无

需手动操作任何按钮， 只需控制车刹，

车辆即可启动。 此外，车辆的智能娱乐

系统也有“记忆”，“老熟人”的娱乐喜好

等相关信息都有大数据记录。

刷脸启动让车辆有了认人识人的能

力，当把车辆借给朋友使用时，这个系统会

进入访客模式，而车主的隐私数据则会隐藏

起来，可谓考虑非常周详的设计了。

惊艳 2：智能驾驶系统

真正的智能是能够做到车机互联、

人机互联。 荣威 RX5 MAX 有个车信功

能，跟手机绑定之后，可以通过车信跟

车机系统互发信息，也就是说地址直接

可以下发到车机，去接个老人家的话便

利度非常高。 手机支持支付宝支付，只

要有支付宝入口的停车场和加油站，荣

威 RX5 MAX 都可以实现全自动扣费。

在多个生活场景下能够让车的智

能为生活带来便利性。 荣威 RX5 MAX

的智能化，再次惊艳了驾驶者。 而其互

联网汽车智能系统 3.0-Pro 还搭载融合

语音引擎， 接入了语音识别专家 NU－

ANCE 和阿里云 ET， 双核算力带来更

强的语音识别能力。

惊艳 3：智能驾驶座舱

作为全球率先量产的智能座舱，荣

威 RX5 MAX 实现了交互手段的升级、

从交互到交流的升级、从围绕驾驶员到

关注全员的进化升级，以更智能、更便

捷、更人性化的方式，打造全员悦享的

智联交互 MAX。 本次试驾中，体验者亲

身感受了荣威 RX5 MAX 的 SKY EYE

天眼系统、BYOD 多用户随心控、 互联

网汽车智能系统 3.0-Pro、AR-Driving

实景驾驶辅助系统 2.0、车信、闪念助手

等全新功能。

惊艳 4：超大空间的安全感

荣威 RX5 MAX 配置了 12.3 英寸

全液晶仪表、14.3英寸中控大屏、立式手机

无线充电槽等。 不难看出，荣威RX5MAX

的内饰无论在层次感、档次感、科技感上，都

比荣威 RX5 要高出一个档次。

而针对用户出行对车辆空间更大更

舒适的诉求，荣威 RX5 MAX 提供远超

同级车型的超大空间，带来宽敞与舒适

的出行体验。 具体来看， 在车身尺寸方

面 ， 荣威 RX5 MAX 长宽高分别为

4647×1891×1725mm， 轴距为 2760mm。

实际乘坐空间也非常充沛，保持前排座

椅不动的情况下，为用户打造出 i-MAX

剧院级别的空间享受。

荣威

MAX

外观亮丽。 信息时报记者 曾祥萍 摄

荨

荣威

MAX

内饰精细。

信息时报记者

曾祥萍 摄

东风Honda首款纯电动车亮相羊城

玩转智能SUV��这款车就够了

———试驾荣威RX5�MA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