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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 程元辉

11 月 25 日，长城润滑油
CTCC中国房车锦标赛2018赛季
在上汽国际赛车场圆满落幕。
在当天进行的最后一回合决赛
中，广汽丰田车队实力干将刘洋
登上最高领奖台，获得该回合冠
军的同时也为个人年度冠军加
码，最终刘洋顺利斩获个人第三
个CTCC年度车手冠军。刘洋的
成功卫冕也意味着广汽丰田车
队在中国杯中实现了车队和车
手的双冠包揽，收获最高荣誉！

卫冕成功的刘洋在发布
会上难掩激动之情，似乎有些
哽咽的他对车队表达了满满的
感激之情：“这真的是个非常难
忘的周末，直到今天我都没有

放弃最后的争冠机会，赛场上
大家也都非常努力地拼搏，我
相信这是全年最精彩的比赛，因
为大家把所有的负担、包袱全部
卸掉，用全部能量去完成这场比
赛。中间虽然在缠斗里掉了一
些位置，但后面还是一步一步追
了回去。感谢对手在和我的攻
防间将尺度把握得很好，也感
谢广汽丰田车队对我的支持信
任，相信这场胜利是我能给到车
队最好的回馈。”

2018赛季圆满落幕，广汽
丰田车队用厂商和车手双冠的
成绩为全年的征战画上了圆满
句号。团结一致、永不言弃是广
汽丰田车队的精神，期待这样一
支冠军之师未来能持续创造冠
军神话！

青年报 于诗婕

全新奥迪A6于2018年3月
在日内瓦国际车展上进行了全
球首发，短短不到一年，其长轴
版车型——全新奥迪 A6L 便在
11月16日的广州车展上完成了
中国首秀。

正值改革开放 40 周年、一
汽-大众奥迪成立30周年之际，
全新奥迪A6L的推出，堪称是一
汽携手奥迪三十周年的典范之
作。历经八次车型迭代，全新奥
迪 A6L 的产品力从外观、空间、
科技、配置与操控上进行了全面
进化。

整车实力全面进化
全新奥迪A6L的外观传承自

全新奥迪A8L上首次使用的奥迪
家族全新设计语言。通过恰到
好处的长度和最和谐的车身比
例，凸显进取特征。一体式进气
格珊，较之前代车型更宽且位置
更低，轮廓清晰有力。副进气格
栅的动感设计则强调了全新奥
迪A6L的运动特征。轮拱上方紧
致的轮廓线以其醒目的肌肉感
展现出奥迪 quattro 基因，与
quattro赛车类似的断裂腰线设
计，突出四轮轮拱，让整车视觉
效果下压。

全新奥迪A6L的车身尺寸全

面超越上一代车型：车型长度增
加14毫米，达到5050毫米；宽度
增加12毫米，至1886毫米；高度
增加9毫米，至1475毫米，轴距
增加12毫米，达到3024毫米。

在动力方面，全新奥迪A6L
取消了上代车型的1.8T发动机，
入门动力提升至低功率版 2.0
TFSI发动机，最大功率140kW，最
大扭矩320Nm，搭载有B Cycle与
卡诺双热循环技术，兼具动感与
高效；2.0 TFSI高功率版，虽然延
用了165千瓦的旧款发动机，但
是通过调校，实现了加速能力的
提升。

旗舰版动力采用了全新奥
迪 A8L 同款的 3.0 TFSI V6 发动
机，最大功率增加到250kW，最大
扭矩提升至500Nm，为同级最佳。

全新奥迪A6L配备的7速S
tronic 变速箱升级为 DL382，换
挡仅需0.2s，传动效率最高，操作
快捷无顿挫。

电气化再创新绩
如何不断提升车辆舒适性

的同时最大程度地降低燃油消
耗表现，是每一个汽车厂商在推
出新产品时面临的问题。在全
新奥迪A6L身上，我们看到了奥
迪给出的成熟解决方案——继
全新奥迪 A8 和全新奥迪 A7 之
后，奥迪又实现了一个C级别车

型序列的电气化。
全新奥迪A6L在中国将投放

3种不同的动力组合，所有发动
机均可提供强劲的动力输出、优
异的燃油经济性和出众的操控
体验，满足用户对于不同动力配
置的需求。两款高低功率 2.0
TFSI发动机则搭载了12V轻度混
合动力系统。相较普通12V电气
系统，拥有12V锂离子电池和皮
带式启动机的12V轻混系统拥有
更好的制动再生性能。与三款
发动机匹配的均为7速S tronic
变速器，所有7速S tronic变速
器均采用带quattro ultra智能
四驱系统，它可在必要时立即激
活后桥。

高配车型搭载的48V轻度混
合动力系统（MHEV）可以大幅提
高车辆舒适性和效率。通过一
个48伏的主电气系统，皮带式交
流发电机起动器、置于车底后座
的10安时锂离子电池共同工作，
全新奥迪A6L在制动时达到最大
12kW的能量回收性能，如果驾驶
员在55到160公里/小时的车速
范围内松开油门，全新奥迪A6L
可在关停发动机的情况下惯性
滑行40秒。一旦驾驶员再次加
速，皮带式交流发电机起动器就
会迅速而平顺地启动发动机。
48V系统可将发动机自动启停模
式的运行范围扩大至22公里/小

时。在实际驾驶条件下中，48V
轻度混合动力系统将百公里油
耗降低多达0.7升，大大提升车
辆燃油表现。

三十而立勇往直前
过去30年，每一代奥迪A6L，

都以引领者的姿态，先人一步地
为用户创造最好的体验。如今，
历经八次迭代的全新奥迪A6L，
再次超越经典，在造型设计、豪
华配置、驾驶质感，以及智能科
技方面，均实现了全面焕新和越
级进化，采用全新奥迪 A8L“同
款”设计理念与功能配置，使全
新奥迪A6L堪比“小A8”，达到了
技术应用的“峰值级别”。

全新奥迪A6L不仅是技术升

级的产物，更代表了豪华C级车
市场趋势和精英用户群体的变
化，以满足用户全场景需求的智
能豪华，再次定义豪华C级市场
的全新标准。其简约灵动的卓
然设计、舒适动感的智能驾驶、
流畅自然的智能交互、多维感官
的智能体验，共同铸就了这款

“全场景智能豪华 C 级旗舰座
驾”。

全新奥迪A6L代表了一汽奥
迪30年的成功合作，也拉开了未
来的全新篇章。全新奥迪A6L不
仅仅是一辆新车，更是一个新的
起点。作为极具市场号召力的
车型，全新奥迪A6L展现了全新
的奥迪品牌形象，将助力奥迪品
牌持续向上。

青年报 程元辉

11月 27日，智行其乐，精
彩由我！11月27日，东风雷诺
新科雷嘉在武汉焕新上市。值
此“嘉”期，东风雷诺推出了更新
颜值、更多涵值和更高价值的全
新升级新科雷嘉。新车提供共
计7个版本，其中包括两款更令
人惊喜的周年版，以 13.98 万
元-19.48万元的诚意售价，为
都市年轻消费群体带来更好智
趣之选。

不仅如此，东风雷诺更提供
了“精彩由我·智行包”超值政
策：无忧畅行：全系车型5年或
12万公里质保，创合资最长质
保里程；轻松畅享：智悦型周年
版享30%首付2年0利率，让安
心一路随行；智慧畅联：EASY
LINK智能互联系统基础流量10
年免费；增值服务流量6个月免
费，让智联生活始终在线。

在舒适性上，CLEAN AIR
PM 2.5 空气净化系统集成了
PM2.5车内传感器、PM2.5高效空
气滤芯和离子发生器，搭配双区
空调智能循环系统，同级独有的

“多重守护”，为车内驾乘人员打
造移动森林氧吧。

此外，EPB电子驻车系统、
自动泊车辅助系统、智能卡片无
钥匙进入系统、WAC自动锁车功
能、自动感应式大灯、雨量感应
式前雨刷和Follow me home伴
我回家照明延时功能等众多智

能装备，让用户获得更加便捷、
轻松、愉悦的驾乘氛围。

当然，新科雷嘉还将智能延
伸到操控领域。其配备的多路况
适应系统能轻松应对各式路况，
提升驾驶乐趣。2.0L Energy技
术燃油直喷发动机+最新一代模
拟7速CVT手自一体变速器组成
的高效黄金动力组合，使得新科
雷嘉的油耗水平处于同级领先，
经济性与动力表现的完美平衡，
使征服前路变得游刃有余。

精于品质，方能驾享悠然。
传承雷诺品牌120年的精湛造
车工艺，东风雷诺每一款产品均
按照雷诺欧洲最高制造工艺标
准打造。新科雷嘉延续上一代
科雷嘉C-NCAP及 E-NCAP双五
星安全品质标准，为消费者提供
实力安全保障。在车身结构上，
新科雷嘉大面积采用超高强度
钢、热成型钢等材料，其中超高
强度钢材的使用率高达25%，高
强度钢材的使用率高达70%，而

在车身 A/B 柱及后防撞梁等关
键部位，则使用同级竞品极少采
用的抗拉强度高达1500Mpa的
热成型钢，安全加持从每一个细
节入手。

此外，新科雷嘉新增的AHL
自动远近光切换、LDW车道偏离
预警系统、BSW盲区警示系统构
成新科雷嘉同级独有的全新
ADAS系统，配合TPMS数字式胎
压监测系统精确检测出每个轮
胎的压力值，并进行实时提醒，
多维度贴心安全科技，为用户提
供全方位智能守护。

凭借着“智悦设计、智趣科
技、智享安心”三大产品优势，新
科雷嘉诚意满满，以新产品、新
定位为中国年轻消费者群体提
供更具价值的驾乘体验，带来更
精彩的产品选择。它的加入不
仅丰富了东风雷诺的产品阵营，
还冲击了紧凑级SUV市场的，更
是东风雷诺积极布局2019年产
品阵营的重要一步。

东风雷诺新科雷嘉焕新上市

广汽丰田斩获
CTCC车队车手冠军！

三十周年再启程 全新奥迪A6L造就新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