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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上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的大
众捷达、桑塔纳那样，别克凯越这款车可
以说是承载了许多购车者和老百姓 2003
年以来十多年的回忆。不夸张地说，这台
在国内曾累计售出 268 万辆的国内“家轿
王”，曾一度称霸 10 至 15 万元级别的家轿
市场多年。在两年前宣布停产后，今年年
中这台国民家轿宣布正式复出，8 至 10 万
元的定价也暗示着它将回归到当前竞争
最为“血雨腥风”的紧凑型家轿市场。究
竟廉颇重生，能否再战江湖？
文/图 记者 梁展宏

“老江湖”
踏上新征程

宏哥
试驾

试驾别克全新三缸发动机凯越

静态体验 昔日“新三样”代表 今日复活再战江湖
2016 年 8 月 8 日，随着最后一辆别
克老凯越驶下生产线，这款经典的家
用紧凑型车正式结束了在华 13 年的市
场征程。然而，随着年限的增加，凯越
的产品力逐渐下滑，开始为新一代车
型们让路，本应是功成名就。但是谁
料进入了 2018 年之后，作为紧凑型车
代表的英朗销量难以撑起别克的销量
重任，于是为了弥补这一空缺，争夺更
多的市场份额，凯越重生也成为了通
用别克急于证明自己的大招。
作为一款全新设计的车型，全新
一代凯越采用了别克最新的家族式设

计风格，近似三角形的前大灯组搭配
带有飞翼式饰条的进气格栅，看上去
更像一款“小号君威”。新车的大灯组
造型圆润，内部还带有折线形的 LED
日间行车灯，整体看上去十分年轻。
内饰是全新凯越的一大亮点，身
为入门车型的全新凯越，其内饰设计
和视觉效果并没有给别克家族丢脸，
虽然中控台用料全部为硬质面板，但
视觉上的档次感和组装工艺还是比较
有保证的。新车的中控台采用了自身
独有的设计风格，中部偏向于驾驶员
一侧，上方配有 7 英寸中控触屏，系统

内置有苹果 CarPlay/百度 CarLife 手机
互联、安吉星、车载 Wi-Fi 等多种功能，
下方则是分别用于控制中控系统和空
调系统的两组实体按键/旋钮。
另外，
新车中控台上左右贯穿的木
纹饰板，搭配镀铬饰条和驼色的皮质+
麂皮双拼座椅，
使得车内的精致感也非
常出众。此外，全新凯越还标配有天
窗，以及 6 安全气囊、倒车雷达、车身稳
定系统、
坡道辅助等主/被动安全配置。

动态体验 全新三缸发动机表现淡定 平顺节能是最大诉求
新凯越搭载了 1.3 升直列三缸自然
吸气发动机，其最大功率 103 马力，传
动系统匹配 5 速手动或 CVT 无级变速
箱。记者了解到，稍后全新凯越还将
推出搭载 1.0T 直列三缸发动机的车型，
其最大功率为 116 马力。至于底盘方
面，全新凯越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式独
立悬架+后扭力梁式非独立悬架，这也
是目前紧凑型家轿最常见的结构。
在试驾当日，记者驾驶新别克经
历了城市拥堵、城市快速干线、乡村
小道等多种路况，这套 1.3 升三缸自吸
发动机在 cvt 变速箱的搭配下，总体
给人一种起步、加速均比较平顺的感
觉。当然，平顺的动力系统对于一些

在动力方面有要求的人来说，1.3L 自
吸发动机确实很难称得上动力充
沛。特别在急加速的环节，发动机辛
勤工作所发出的“怒吼”也会较明显
地传入到驾驶舱内。对于小排量车
型来说，这可以说是一种受限于现实
条件的“通病”。
至于许多读者可能会担心的三缸
发动机抖动问题，其实在这台小排量
发动机上也基本没有明显的体现。可
以这么说，如果不告诉你这是一台三
缸发动机，相信大多数驾驶者都不会
通过体感辨别出来。在这点上，别克
的三缸发动机比很多品牌车企都要优
秀一些。

补贴后售 15.90 万至 16.60 万元

轩逸·纯电车型
中山地区上市
商报讯（记者 梁展宏 摄影报道）在 2018 中
山国际车展期间，东风日产轩逸·纯电以及 2019
款汽油版轩逸正式在中山上市。其中，作为备受
关注的新能源车型，轩逸·纯电车型共 2 款车型，
补贴后售价为 15.90 万元至 16.60 万元。
记者了解到，
轩逸·纯电便是基于全新一代聆
风平台——日产 E-Platform 全球专业电动车平台
打造而来。这也是东风日产在国内新能源领域的
首款车型。外观方面，
新车基本保持了燃油版轩逸
的造型，
而前脸则采用的是日产V-motion设计，
右
下角标有“zero emission”代表新能源车型的标
识。前格栅两端与大灯组相连，
而且在内部加入了
LED光源，
充电接口位于在进气格栅上方和前航盖
前缘处，
非常方便。而在车身尺寸方面，
新车长宽
高分别为 4677/1760/1520 毫米，轴距为 2700 毫
米。此外，
新车将配备方向盘加热、
前后排座椅加
热等舒适性配置，
以及i-SAFETY和NISSAN CONNECT两大核心科技，
兼顾行车及行人安全、
智能语
音控制、
车载全时导航、
远程实时监控等。
动力方面，新车将搭载永磁同步驱动电动
机，其最大功率为 109 马力（80 千瓦），峰值扭矩
为 254 牛·米。而在电池部分，新车搭载薄片型
高效能三元锂电池组，其总容量达到 38kWh，官
方数据显示综合工况续航里程可达到 338 公里，
在 60 公里/小时等速行驶下续航里程可达到 389
公里。新车可支持 50kW 直流快充和 6.6kW 交流
慢充的充电方式，慢充充满电需要 8 个小时，快
充模式下 45 分钟可充将电池电量从 0 充到 80%。

记者点评
没有声势浩大的上市发布，全
新一代凯越就这样低调地踏上了二
次创业的道路。与前辈一样，全新
凯越整体的取向依然是以居家、
舒
适、
实用为主。但是，
相比起15年前
那个市场还没有形成充分竞争的年
代，凯越的成功确实有时势造英雄
的成分。面对如今强手如云的紧凑
型车市场，消费者对三缸发动机的
接受程度、
整车性价比这些都是决
定凯越能否走得更远的关键。

造型更加时尚犀利

广汽本田发布新一代凌派及全新讴歌RDX
近日，2018 广汽本田品牌之夜暨
新一代凌派上市及 ALL NEW RDX 预售
发布会在广州亚运城隆重举行。
广汽本田战略中级车新一代凌
派 上 市 ，分 为 5 款 派 生 ，市 场 指 导 价
为 9.98 万元至 13.98 万元，即日起消费
者可到店体验。为了感恩用户的支
持与信赖，广汽本田特别为新一代凌
派打造了专属的金融方案：首付 1 万
元起，余款（含购置税及保险）最高可
享 3 年 0 利率，即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购 买 新 一 代 凌 派 都 可 享 受 该 方
案。
新一代凌派采用了具有 Honda 家
族风格的高辨识度霸气前脸设计。在

车身尺寸上，新一代凌派长宽高全面提
升 至 4756mm/1804mm/1509mm，轴 距
更是达到了 2730mm。
新一代凌派采用 Honda 全新地球
梦科技 180 TURBO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
大功率为 90kW/5500rpm，最大扭矩为
173Nm/2000-4500rpm，在低转速便能
爆发最大扭矩，起步超车从容自信，而
综合工况油耗最低仅为 4.9L /100km。
本次 ALL NEW RDX 共发布了四款
预售车型及预售价格，分别为畅享版
34.8 万元、悦享版 36.8 万元、尊享版 38.8
万元及智享版 SH-AWD 39.8 万元，将
于今年 11 月正式上市。
记者 陈上

瑞虎7 FLY正式登陆中山
商报讯（记者 梁展宏 摄影报道）在国庆期间
的中山国际车展上，瑞虎 7 FLY 正式上市，新车
将推出 1 种排量共计 6 款车型，售价区间为 8.59
至 11.39 万元。相比老款，瑞虎 7 FLY 在延续了老
款车型的基本造型之上，针对前脸和尾部进行了
细节上的优化，包括全新的进气格栅和前后包
围，哑光银色装饰条的加入，使得整车看起来更
加具有质感，同时也保持了该车的新鲜度。
内饰上，新车采用了棕黑双色拼接，质感更
加。同时配置上提供全景影像、双温区独立自动
空调、9 英寸中控液晶屏、HHC 坡道辅助、HDC 陡
坡缓降系统、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博世第九
代）、TPMS 胎压监测等。动力方面，新车将继续
沿用现款车型的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 147 马
力，峰值扭矩为 210 牛·米。传动方面，与之匹配
的是 6 速 DCT 双离合变速箱和 6 速手动变速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