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方指导价 : 75.99万-84.99万元
车型亮点 : 基 于 CLAR 平 台 打

造，车身尺寸更大 , 搭载全时四驱系

统

第四代宝马 X5外形上采用了最

新的智能激光大灯及 LED雾灯。

车 身 尺 寸 方 面 ，轴 距 达 到

2975mm，车身长度达到 4930mm，宽

度达到 2004mm，高度达到 1776mm。

宝马 X5的内饰仍然是熟悉的气

息，中控台遵循着“以驾驶员为中心”

的原则，12.3英寸的全液晶显示屏+
液晶大屏的搭配，炫酷十足。最新版

本的 iDrive 7交互系统也没有落下，

更具科技感，手势控制、语音识别系

统也得到了升级。

配置方面依旧是丰富，全系标配

M运动型多功能真皮方向盘、M运动

套装、前排座椅加热、智能触控钥匙、

自动泊车、Apple CarPlay、智能互

联驾驶座舱等。尊享型则独享前排

舒适型座椅、电动调节、电动腰

撑、高级四区自动空调、Harman/
Kardon高级音响系统、手机无线充

电、Wi-Fi热点。

全新宝马 X5得益于 CLAR平台

打造，不仅在车身尺寸方面得到了

提升，在内部乘坐驾驶空间方面也

有了进步。同时，储物空间丰富，

拥有手机无线充电装置、制冷/制热

杯架等人性化设置。值得一提的

是，它的后备厢为两段式电动开

启，空间实用性更高。

宝马 X5

官方指导价 : 41.97万-54.97万元
车型亮点 : 推出风尚版与运动

版两种外观风格 , 提供三排六座式

座椅布局

凯迪拉克 XT6 拥有风尚版、运

动版两种外观设计风格供消费者选

择 ,车身侧面双腰线的设计让新车

的力量感提升了不少。尾部造型饱

满且稳重，立式尾灯组和底部双边

共两出的矩形排气系统最为抢眼。

新车定位为豪华中大型 SUV，车身

的 长 宽 高 则 分 别 为 5056mm/
1964mm/1780mm，轴 距 达 到 了

2863mm。

内饰做工和用料依旧是非常扎

实，包覆了大面积皮革，中控区搭载

的是一块 8 英寸的液晶屏，内置了

最新的 CUE交互系统，支持 OTA升

级，实用性非常强。

配置十分丰富，自动驻车、全景

天窗、第二代流媒体后视镜、全景影

像、抬头显示、夜视系统、全车 6 个

USB 接口、专属定制的 Bose Perfor⁃
mance至臻音响系统等。

凯迪拉克 XT6将会主打“2+2+
2”的 6座版，值得一提的是，XT6的
第二排和第三排座椅均支持电动折

叠功能。

凯迪拉克 XT6 搭载了全新的

2.0T可变缸涡轮增压发动机，并有 9
速自动变速器相匹配。这款发动机

的最大功率为 234Ps，峰值扭矩为

350N·m，并满足国六 b排放标准。

凯迪拉克 XT6

本版编辑 曹学祥 陈晓璞 汽车博览■2019年 7月 31日 星期三 B3
组版 李 晓 校对 苏 翔

本期关注本期关注 车主课堂车主课堂

一代经典

大众甲壳虫谢幕
7 月 19 日，最后一辆甲壳虫

汽车在大众汽车墨西哥普埃布拉

工厂下线，宣布这一历经 80 余载

芳华岁月的传奇车型正式停产。

1938 年，以“欢乐带来力量”的

第一代甲壳虫车型正式诞生。 80

余 载 风 霜 洗 礼 ， 三 代 升 级 与 迭

新，大众甲壳虫车型先后共计拥

有多达 23 种外观色彩，32 种内饰

风 格 以 及 13 种 不 同 的 发 动 机 配

置。同时，还先后推出过 19 款特

别版车型。

行车遇道路积水要小心
前不久的一场暴雨，不少车主

遇到路段积水的路况，暴雨天气为

用车安全带来隐患，更有车辆不幸

被水浸受损。暑假里不少家庭将

会自驾出游，老司机们应该熟悉一

下暴雨行车的攻略，为你的安全出

行保驾护航。

保持视野良好

雨天行车，首先就要保持良好

清晰的视野。雨刮器需及时检查

更换，雨天注意及时打开车上雨刷

器开关；大雨导致能见度低时，要

及时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如车内

外温差过大导致前挡风玻璃有雾

气时，要及时打开除雾开关，同时

要打开后挡风玻璃除雾开关，以免

看不清后面的车辆。

雨天减速慢行

不管路面情况怎样，雨天时，

都要做到减速慢行。当雨势较大

时，车速最好不要超过 40公里/小
时，安全车距要比平时适当延长，

并要提前做好随时应急制动的心

理准备。要记住，雨天湿滑，汽车

制动距离会加长，而且容易产生侧

滑现象，因此需保持直线和低速行

驶；遇到转弯道路时，注意缓踩刹

车，以防发生轮胎侧滑。

特别提醒的是，原本盲区较多

的大型车辆在雨天不但会阻挡视

线，更容易失控，切记要远离大车；

而行人撑伞、骑车人穿雨衣，都会

导致视线、听觉、反应等受到限制，

这时更应减速慢行、小心避让，特

别是切忌在人行横道前抢道先行。

涉水行车要谨慎

遇到积水路段时，首先要刹车

放慢速度，以防发动机熄火和刹车

失灵。同时观察前方道路状况，再

决定是否前行。应尽可能地走浅水

路线，如果水位达到保险杠或轮胎

的三分之二处时，则不宜冒险涉水

应尽量绕行。

通过积水时，应稳油门低挡匀

速通过。稳油门是为了保持排气

管中始终有压力气体，防止积水倒

灌入排气管造成车辆熄火。如果

车辆在涉水过程中不幸熄火，切忌

重新点火启动，必须在原地等待救

援或联系修理厂、4S店专业人员到

场处理。

如果是多车通行，注意不要多

车同时下水。涉水行车，应待前车

到达彼岸后，后面的车才可下水。

车辆被困速离开

假如车辆刚好处在较低的地

势，暴雨中形成大量积水而又无法

在暴雨中快速挪动车辆，那么应立

即将车辆靠边，熄火下车，车上人

员离开危险地带。如果车辆一旦

落水或被水围困，要第一时间打开

车门逃生，切莫在车内等待。同

时，要马上把电子锁打开，以防进

水失灵。若无法打开车门车窗，及

时使用坚硬物体砸开侧面车窗。

如果汽车有天窗的话，也可以选择

砸碎或推开天窗逃生。建议车主

们在车上备上一把逃生锤。如果

车内没有逃生锤也可以用能利用

到的尖锐物品来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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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2 自动驾驶中 L2-L2.5-L3
一句话介绍：通过多种自动驾驶辅助功能组合，为车主提

供一定的自动驾驶应用服务
谈到自动驾驶就绕不开 SAE（SAE International，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国际自动机工程师学会）的自动驾驶

分级，该分级将自动驾驶分为了可明显区分的六个级别。据

介绍，分级中，L0级为无自动化级别，完全由驾驶员进行驾驶

操作，属于纯人工驾驶，汽车只负责执行命令并不进行驾驶干

预。L1属于驾驶支援级别，自动系统有时能够帮助驾驶员完

成某些驾驶任务，且只能帮助完成一项驾驶操作。驾驶员需

要监控驾驶环境并准备随时接管。车道保持系统、定速巡航

系统等属于该级别功能。

L2则属于部分自动化，自动驾驶系统囊括多项功能，能同

时控制车速和车道。驾驶员需要监控驾驶环境并准备随时接

管。自适应巡航系统属于该级别功能之一。L3则是有条件自

动化级别，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车辆可以完成所有的驾驶动

作。并具备提醒驾驶者功能。驾驶者无需监控驾驶环境，可

以分心，但不可以睡觉，需要随时能够接管车辆，以便随时应

对可能出现的人工智能应对不了的情况。

这样的功能在实际中有哪些作用？在此前试驾广汽新能

源 Aion S时，体验了 L2级别的自动驾驶带来的好处。例如拥

堵路段时可实现自动跟车功能，而“AEB自动刹车辅助”功能

在遇到横穿马路的行人时则会自动刹停。

功能 3 OTA空中下载
一句话介绍：不用跑门店也能进行车辆升级与售后服务
OTA(英文全称：Over the Air Technology)空中下载技

术。是通过移动通信 (GSM 或 CDMA)的空中接口对 SIM 卡数

据及应用进行远程管理的技术。空中接口可以采用 WAP、
GPRS、CDMA1X、WIFI及短消息技术。OTA技术的应用，使得

移动通信不仅可以提供语音和数据服务，而且还能提供新业

务下载，是一种更快的无线技术。这一功能在近一年来快速

出现在众多车型上。较早引入该功能的无疑要数特斯拉。

目前，在不少新能源车上均搭载 OTA功能。简单说，用户

可以通过网络，将车辆的功能升级包直接下载即可启用新的

功能。而且，OTA还具有远程诊断、售后及技术人员的实时协

作等数据服务。例如今年 3月，特斯拉的 Sentry Mode（哨兵模

式）进行了 OTA推送。哨兵模式就是通过车辆外部的传感器

和摄像头等装备来监测周围的威胁，比如当感应到周围有人

依靠车辆的时候就会发出警报，并警告车辆正在进行录像，从

而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当有人试图击打车辆或是想要打破车

窗时，车辆会激活警报，通过大音量的声响以及车内的各种光

亮来引人注意，并通过 APP将警报传送到车主的手机上。

有人在某款纯电智能汽车上体验过该功能的便利性，只

需要 20分钟左右，车辆就能通过 4G 网络远程下载功能更新

包，并进行自动更新，最终为汽车添加新的功能。目前 OTA均

要在停驶状态下完成，车主要保证车辆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OTA服务。

7月 25日，“问鼎王朝 大师之

道”——宋 Pro赞赏品鉴会南阳站

成功举办。品鉴会活动中，体验、

试驾，参观汉画馆、医圣祠及艺术

表演，使宋 Pro在汉文化及历史氛

围浓厚的环境中，成为一个抢眼的

艺术作品。

比亚迪宋 Pro共推 12款车型，

售价 8.98万元-21.98万元，其中宋

Pro EV 综合补贴后价格为 17.98
万-21.98万元。

作为首款应用 Dragon Face2.0
设计语言的车型，宋 Pro将中国传

统龙元素运用得更加惟妙惟肖，唤

醒式 LED 大灯和贯穿式 LED 尾

灯，整车超 400 颗 LED 光源，带来

全新感官品质。

以 Pro为名，自然各项性能都

达到专业层级。据悉，宋 Pro L2
Plus配置智能驾驶辅助技术，拥有

包括自适应巡航系统、车道偏离预

警系统在内的 20多项驾驶辅助功

能。其中，配备的全息透明影像系

统这一“黑科技”，实现了行车视线

360°无死角。此外，DiLink2.0智能

网联系统、云服务 APP智能遥控驾

驶等也全部配齐。

动力方面，宋 Pro采用全擎全

动力平台，覆盖燃油、DM、EV三

大动力模式。燃油版搭载 1.5TI+6
速自动变速器黄金动力总成，排

放达到最严苛的国六 B 标准；双

模版搭载比亚迪第三代 DM 技术

的宋 Pro DM，百公里加速快至

4.7 秒，全时电四驱驾驭全路况，

百公里综合油耗低至 1.4升，纯电

续航达 81 公里，综合续航约 800
公 里 ； 尚 未 开 启 预 售 的 宋 Pro
EV 拥有同级最长的 600公里等速

续航和 502 公里综合工况续航，

充电 15 分钟，续航 100 公里。

（陈晓璞）

美系新贵 德系三强

宋 Pro品鉴会南阳站举办

VSVS

燃油经济性，是绝大多数消

费者购车考虑的因素之一。车企

也顺应消费者需求，不断提升车

辆燃油经济性，比如减轻重量、

降低风阻等，还有研发节油配

置。发动机自动启停，就是耗费

大量精力推出的智能节油系统。

发动机自动启停就是在车辆

行驶过程中临时停车 (例如等红灯)
的时候，自动熄火。当需要继续

前进的时候，系统自动重启发动

机的一套系统。经过美国通用公

司等多家权威机构测试，自动启

停实际使用能达到 10%左右节油

率。因此发动机自动启停系统，

是可以实际达到节油减排的目的。

不过令人诧异的是，很多朋

友上车第一件事，就是关掉发动

机自动启停系统。这套系统虽说

在一定程度上能提升车辆燃油经

济性，但是由于它的工作原理，

不能带给用户良好体验。倘若遇

见长时间拥堵，自动启停系统会

频繁让发动机启动熄火，这一停

一走带来的抖动，极大影响了驾

乘体验。倘若遇到倒车困难户，

或是掉头拥堵路段，更会让车主

痛苦不堪。

此外，发动机自动启停系统

频繁启动，不会对发动机造成伤

害，但还是会对蓄电池和启动机

造成一定的损伤。因此这项节油

神器，被不少消费者称为鸡肋配

置。

当然，发动机自动启停系统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帮助

我们降低油耗。牺牲一部分舒适

性换取燃油经济性到底值不值

呢？这或许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的问题。不过喜欢这项配置的

朋友一定要注意，在下雨天尤其

是暴雨天时，请切记关闭汽车的

发动机自动启停功能。

目前配备自动启停系统的车

辆，都会默认自动开启，一般情

况下使用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但

是在雨天或是暴雨天时，可能会

出现损伤发动机的情况。雨天路

面有积水，稍有不慎发动机就可

能熄火。当你开启自动启停系统

时，不管你愿不愿意，只要一松

刹车或一踩油门，甚至稍微动一

下方向盘，发动机就会自动尝试

点火。进水熄火状态下贸然点

火，无疑会给发动机造成致命伤

害。

最 重 要 的 是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保险公司是不会给予理赔

的，所有的损失都只能自己承

担。这时候，发动机自动启动功

能就反而成了发动机的杀手了。

因此提醒所有车主，下雨天路面

积水严重时，最好将车辆的自动

启停功能关闭，这样万一在水中

熄火之后就不会自动重启，便不

会损伤汽车发动机。

发动机启停虽好用
但有时需关闭

智能化、电动化、

共享化、网联化——

汽车正在朝这四化

发展。在技术带动

下，时下的汽车搭载

的科技功能越来越

丰富。一般的消费

者遇到各种功能的

英文缩写简写时一

头雾水，今天，就介

绍几个较为重要的，

又具有一定普及性

的车载科技功能，当

你了解这些功能后，

用起新车时就不用

“一脸茫然”了。

功能 1 交通标志识别系统
一句话介绍：为车主提供交通标志提醒

作用
TSR 全 称 Traffic Sign Recognition Sys⁃

tem，即交通标志智能识别系统。

该功能通过单眼摄像头检测道路标示

（限速、禁止超车等），显示标示内容，例如告

知限速、禁止超车等交通管制信息，提醒驾驶

者注意。是的！有了 TSR交通标志智能识别

系统，能瞬间帮你鉴别各种交通标志，并进行

显示，提醒限速、禁止超车等行车信息。交通

标志被识别之后会通过显示屏提醒驾驶员注

意，并不会发出干扰声音等影响驾驶员。交

通标志的及时提示，还能让驾驶员更安全地

行驶于道路上，保证较高安全性。

据介绍，交通标志识别系统一般包括检

测和识别两部分。检测一般是利用交通标志

的形状和颜色特征，从自然场景中把交通标

志提取出来。识别会把检测出来的交通标志

的内容识别出来。交通标志识别在规范交通

行为、确保安全驾驶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

义。交通标志通常处于室外复杂的环境条

件，识别的过程中容易受环境光照、方向旋转

的影响。

目前，不少车辆已经搭载了 TSR 交通标

志识别系统，例如领克 01及本田旗下多款车

型如雅阁、凌派、睿骋 CC、全新林肯飞行家

等，从自主品牌到合资品牌再到豪华品牌，该

功能已经具有一定的普及性。在高速上，搭

载 TSR功能的车辆实时识别高速路沿路上的

交通标志路牌，有效提醒驾驶者对限速、转向

等路牌的识别。

车市资讯车市资讯

官方指导价 : 68.38万-96.28万元
车型亮点 : 轻 量 化 设 计 是 亮

点，家族化元素唱主角

奥迪 Q7整车相比老款车型减轻

300kg。外形上采用了最新的家族式

设计语言，各种直棱直角的线条让

它看上去也更具力量感。矩阵式

LED大灯给人以强烈的科技感。

侧面造型依旧敦厚、壮实，平

直修长的线条从车头延伸至车尾，

整体看上去非常大气 ,新车的长宽高

分别为 5050×1968×1716mm，轴距

为 3001mm。

内饰造型科技感爆棚，中控台

造型非常简洁， 12.3英寸的液晶显

示屏除了具有普通仪表盘的全部功

能之外，车辆信息、夜视系统、3D
导航也集中于此。多媒体显示屏依

旧是立于中控台顶部，内置全新

MMI 操作系统，使用上更加人性

化。

配置方面，根据配置不同将配

备有全新 MMI信息娱乐系统、抬头

显示系统、夜视功能、ACC自动巡

航、全景影像系统、内饰氛围灯、

B&O 音响、带按摩功能的座椅、 4
区空调和空气悬架等配置。

动力方面，2.0T 发动机最大功

率 为 252 马 力 ， 峰 值 扭 矩 370 牛/
米；3.0L机械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

为 333 马 力 ， 峰 值 扭 矩 为 440 牛/
米。传动系统部分，其匹配的是 8
速自动变速箱。

奥迪 Q7

官方指导价 : 72.78万-84.38万元
车型亮点 : 基 于 MHA 平 台 打

造，尺寸全面增加，加入全新 2.0T发

动机

奔驰全新 GLE 采用最新的家

族设计语言，标志性的三叉星徽

LOGO，让车头霸气十足。前大灯组

采用双“L”形日间行车灯，搭配远近

光分体式全 LED大灯。新车还将提

供越野套件和运动套件两种外观。

奔驰 GLE的内饰应用最新家族

化设计理念，全液晶仪表和中控屏

组成的双 12.3英寸贯通式大屏，智

能 MBUX 人机系统，不仅带来极为

平顺的系统流畅度，功能也很全

面。遍布全车的氛围灯，中控台、车

门、脚下、扶手等处，都通过极为巧

妙的设计融入氛围灯。作为便利功

能之一，手机无线充电同样在全新

奔驰 GLE上搭载。

配置方面显然不会是 GLE的短

板，基本上你能想到的豪车配置它

都有。但在主动安全配置上，全新

GLE 配备智能领航限距、主动转向

辅助、主动式制动辅助、预碰撞安全

系统升级版等，又进一步领先了。

动力方面，GLE 350 4MATIC
型号，搭载 2.0T直列四缸汽油发动

机，最大功率 258马力。而 450车型

搭载 EQ Boost 3.0T 直列六缸发动

机，并采用 48V轻混系统，最大功率

270kW，峰值扭矩 500N·m。

奔驰 GLE

四款中大型 SUV你中意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