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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 月 19 日，瑞风 S5 在北京隆重
上市，五款不同配置车型的市场指导
价从 8.98 万元到 13.58 万元。

汇聚全球前沿科技成果的瑞风
S5 以亲靓的造型、 澎湃环保的动力、
超越 C-NCAP 五星的安全、 前沿智
能的科技矗立起城市 SUV 价值标
杆， 瑞风 S5 的出现涤除了长久以来
自主品牌在消费者心中颓废萎靡的
阴影，至少从产品设计和性能的本身
为自主品牌的跨越打上了一个结：想
想还是他好，瑞风 S5。

一想·亲靓造型体现了消
费者情感的诉求

基于“运动大气、现代时尚、流
畅精致”的设计理念，凭借国际一流
水准的江淮汽车造型团队的激情和
智慧，运用线和面，形和体，光和影
的造型语言。 成功的再现了消费者
对 SUV 自由、开发、科技的情感诉
求，具体表现在“完美的比例” 、“妙

手偶得的造型元素”、“精致的细节
表现”。

从车轮直径与轴距的比例，车
窗高度与侧围高度的比例， 前后风
窗与前后投影面高度的比例， 到前
仓长度与整车长度的比例， 无不体
现了视觉和谐的“黄金分割”。 造型

源于“雄起猛虎”的灵感， 呈献给消
费者的是灵动的前脸， 充满张力的
侧围，简洁、大气的后尾。 以精致的
细节表现， 准确的体现了瑞风 S5�

“四养”的设计诉求，即“看起来养
眼”：匠心独具的细节设计，让用户
一见倾心， 深深的喜欢；“触摸起来

养手”：独具匠心的材质搭配，让触
摸到 Ta 的人一下子起就爱不释手，
渴望拥有；“听起来养耳”： 全案的
NVH 设计和高保真的音效，让驾乘
者远离振动和噪音；“乘坐起来养精
蓄锐”：车人合一的人机界面，澎湃
的动力、智能的操控、尽显 SUV 的
自由和奔放。

二想·前沿智能科技演绎
消费者的价值

瑞风 S5“高于五星的安全设计、
高效澎湃的环保动力、高新科技的人
性化配置”， 具体体现在被动安全方
面上：车身大量采用了高强钢，完全
达到国内五星碰撞标准；主动安全方
面， ESC 技术解决了高速行驶紧急
转向时的稳定性，即使在曲折湿滑的
冰雪路况下亦可操控自如； TCS 技
术解决了驱动力防滑，即使在长距离
的湿滑坡道上亦可稳定加速； HDC
技术解决陡坡缓降，即使在 50%的陡

坡工况下行驶亦可如履平地； HBA
技术可自动辅助制动，大大缩小制动
的距离，应对紧急制动多了一份智能
安全保障； HSA 技术可辅助上坡起
步，有效防止熄火和溜坡现象； EPS
技术，低速转向更轻便，高速转向更
稳重。 瑞风 S5 拥有的这些前沿的技
术解决方案是自主品牌甚至是大部
分量产的合资品牌当下所没有的。

三 想·2.0T、1.5TGDI
为主的江淮乘用车“白金传
动系”在 S5上成功搭载

2.0T 发动机 的功率扭矩为
130Kw/265N·m。1.5TGDI 的功率扭

矩则达到 120Kw/251N·mm，动力性
接近 3.0NA 发动机， 油耗与 1.8NA
发动机相当。 同时 6MT 和 6DCT 还
有着令人惊叹的传动效率———96%。
拥有强大的“环保动力”，各类复杂路
况对 S5 来说都可以轻松驾驭。

除此之外，倒车影像系统、TPMS
智能胎压监测系统、自动防炫目后视
镜、自动感应雨刮、主动头枕、座椅调
节记忆功能、 等智能科技在 S5 上全
面体现，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无论
是造型还是性能， 瑞风 S5 都已超乎
您的想象。

“想想还是 Ta 好，瑞风 S5！ ”之
前这是瑞风 S5� 产品开发的目标定
位；之后必将会是越来越多消费者的
共同体验！

� � � �日前，本刊记者通过北京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汽车研究院（以下简称：北汽股份
公司汽车研究院） 项目管理部部长邹广
才， 了解到北汽股份公司汽车研究院
2010 年申请专利 132 项；2011 年增加到
236 项；2012 年，申请专利 834 项，其中
发明专利 126 项、实用新型专利 526 项、
外观设计 182 项，累计专利授权 482 项。
平均每个工作日产生约 4 项专利申报，
是 2011 年申报速度的 4 倍，十分可喜的
是，这些知识产权和发明专利 100%得到
实际应用。

与大学及专业研发机构不同，北汽股
份公司汽车研究院的专利技术基本上是
在自主产品开发过程中形成的，实际应用
比例很高，例如，运用到“绅宝”上的就有
100 项。据介绍，除了某些新兴技术，北汽

股份公司汽车研究院 100%的专利技术
已投入生产。 北京汽车 E 系列申报专利
62 项，其中，发明 6 项，实用新型 45 项，
外观 11 项；绅宝专利申报 118 项，其中，
发明专利 18 项，实用新型 81 项，外观设
计 19 项。 B40V 是北汽股份公司首款越
野车， 专利申报 69 项， 其中发明专利 6
项，实用新型 42 项，外观设计 21 项。 此
外，在 C90L、B70V、C90L、C60F 等自主
品牌车型都有所应用。

“自主创新，方法先行”。 北汽股份公
司汽车研究院自 2010 年引进并广泛对
员工进行培训的技术创新理论与方法
（TRIZ）是一把利器。 提供了一种新的思
路和方法。 通过两年的努力，知识产权创
新已经变成了北汽股份公司汽车研究院
全体工程师的一项自觉行动。 2011 年，北

汽股份公司汽车研究院知识产权的评估
价值达到 2.47 亿元， 这对于刚刚成立不
到五年的汽车研究院来说无异于一个巨
大的惊喜。北汽股份公司汽车研究院将专
利申报指标纳入到各部门及研发人员的
业绩考核指标中，并根据专利类型的不同
分别给予较大力度的奖励。

发明专利是三种专利类型中技术含量
最高、法律状态最为稳定的项目。2009年，
北汽股份公司汽车研究院的发明专利只有
2项，所占比例非常小。 值得欣慰的是，目
前这一状况正在改善，截止 2012 年 11 月
中旬，发明专利已经达到 126项，所占比例
显著提升，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一项。这标志
着北汽股份公司掌握的核心技术越来越
多，充分体现了企业研发实力的提高。

（王天笑）

� � 近日， 多家网络媒体曝光
“众泰 Z100 将在上海车展上
市，预售价 2.38 万元”的消息，
记者从厂家官方渠道获知，众
泰 Z100 将在上海车展正式召
开上市发布会， 并拉开全国分

站上市的序幕，但是预售价为
2.9 万元。

众泰 Z100 是众泰汽车
2013 年倾心打造的全新力
作，是继 Z300 之后又一战略
产品， 是一款基于国际先进
小车平台设计与研发的基础
上研制的全新微型轿车，以
偏爱时尚和个性的年轻消费
群体为目标市场， 与之前偏
重商务家用的 Z300 实现市
场互补。

完全不同于老款江南
TT“纯代步小车”的定位，众
泰 Z100 更倾向于精品小车
的范畴， 作为新一代的 A00
微型轿车，集时尚浪漫、实用
安全、 经济节油等特点于一
身，或将成为中国市场中 A00
微型轿车代表性车型。

众泰 Z100 将搭载众泰
公司自主研发 1.0L 排量的高
效节能发动机 ， 同时辅以
BOSCH提供电子燃油喷射系
统， 能做到精准稳定喷油、点

火，使燃油利用率更高；在安全性
上，整车采用高强度车身、溃缩式
吸能空间设计， 侧身更是采用强
度超过 1000MPa 的核潜艇级别
侧碰防撞钢梁 ， 同时还配备
ABS+EBD 系统和前排双安全气
囊，在发生意外碰撞时，能有效保
护车内驾乘人员人生安全。

除了在省油、安全性更加突出
外，众泰 Z100更是率先配置了所
有 A00 级轿车没有的 EPS 电子
助力转向系统，使得这款车型更加
能获得女性消费者青睐。 此外，
Z100 还拥有目前微轿中最丰富
的行车电脑系统，不仅可以记录显
示平均油耗、瞬间油耗，平均时速，
剩余燃油可行驶公里数等信息外，
还可以根据汽车的动态， 油门大
小，甚至路面情况等等来调整汽车
的喷油量，点火时间等。

据可靠消息，Z100 最长售后
保修政策为四年或十五万公里，
远超同类产品， 这表明众泰汽车
对这款产品的品质极为自信。

(谭遇祥)

� � 近日， 本刊记者从起亚总部获
悉，起亚汽车旗下多功能 MPV- 第三
代佳乐（All� New� Carens）获得了有
设计界“奥斯卡”之称的德国“红点设
计大奖”。

起亚第三代佳乐是一款注重家
庭与实用的多功能 MPV， 在沿用老
款车型的卓越性能和灵活空间的基
础上，又增添了时尚的典雅风格。 无
论是五座还是七座的第三代佳乐，其
时尚外观、多变空间及丰富配置等方
面与同级别车型相比，都具有十足的
竞争力。 除了第三代佳乐之外， 2013

年另外三款获奖的起亚汽车车型是
cee'd 五 门 掀 背 车 、 cee’ d��
Sportswagon以及pro_cee'd， 其中
后者获得了红点设计“至尊奖”（Best�
of� Best）。

“对我们来说最为重要的紧凑型
车型此次赢得了四个奖项，是对我们
国际设计团队工作成果的一个极大
肯定。 我们的汽车已连续多年获奖，
这也再次证明了我们的‘设计经营’
战略是正确无误的。 ”起亚汽车总裁、

“欧洲三大汽车设计师”彼得·希瑞尔
表示。

第三代佳乐于去年广州车展上
首次与中国消费者见面，吸引了众多
的目光。 据起亚汽车（中国）方面透
露， 第三代佳乐将于 2013 年 5 月以
原装进口方式引入中国，其将目标客
户群瞄准 30 至 45 岁事业有成且重
视家庭生活的中层管理人员或私企
老板。 同时，进行合作的梦工厂动感
大片《克鲁德一家》（The� Croods）也
将于 4 月底在国内上映，届时，第三
代佳乐与该影片的相关营销活动也
将持续开展。

（王天笑）

� � 3 月 8 日 ， “法拉利超级跑车·
科技·设计·传奇” 展览于马拉内罗的
法拉利博物馆正式开展， 策展主题的
重要内容来自最新在日内瓦车展中全
球首发的 LaFerrari 以及共同铸就跃
马传奇的其他限量版车型。

“法拉利超级跑车·科技·设计·传
奇” 展览由董事长卢卡·迪·蒙特泽莫
罗致开幕辞， 展出回顾了自推出 250�

GTO 以来，法拉利打造的所有限量版
系列车型，包括 1964 年和 1984 年的
GTO、F40、F50、Enzo，以及延续至今
代表着马拉内罗品牌卓越品质的登峰
造极之作的最新车型 — LaFerrari。

与限量版公路跑车齐名的要数
激发法拉利设计灵感的一级方程式
赛车， 以及用于赛道竞赛的特别车
型 ， 如 GTO� Evoluzione、F40、

Competizione、599XX 及 FXX。
展会主要展示了 LaFerrari 的研

发过程， 这款车型的技术含量和款型
设计 ， 以及 向参展者 们 回 顾 了
LaFerrari 从最初的创意到最终通过
审核的整个轨迹。 参展者们不仅可以
看到该车型在其设计和研发过程中所
经历的各个阶段， 还能欣赏到两台同
等比例的汽车模型。 （王天笑）

� � � � DSG 变速箱的品质问题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考量先
进科技如何选用，人们需要更加理性的购车，而不是简
单地技术膜拜。 好在， 对于 20-30 万的中高级轿车来
说，DSG 并不是唯一的高科技选择， 手自一体变速箱同
样代表着变速箱的最前沿科技，并且得到了更广泛的应
用， 尤其是 Tiptronic 技术， 在全球拥有数以万计的簇
拥。 下面小编就像大家推荐 4 款采用手自一体变速箱的
欧美中高级轿车，即有适合日常用车的“适用派”，也有
高端品牌的“豪华派”。

适用派掌门人：东风雪铁龙新 C5
����变速箱：爱信 Tiptronic� 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独门秘籍：大师级底盘舒适如散步 长途不

累、簸路不颠、弯道不飘

3 月 9 日正式上市的东风雪铁龙新 C5 是国内首款
以动态舒适理念打造的中高级轿车，注重车辆在各种行
驶状态下的动态安全和驾乘舒适的完美融合 。
Tiptronic6 手自一体变速箱、 大师级底盘以及 2.3L 全
铝高效发动机的组合，是同级别车型更好的选择，让旅
途既安全又舒适。

1 赫兹是人类在散步的时候，整个身体的振动频率，
在这样的震动频率下，人体处于最舒适的状态。新 C5 通
过独有的底盘调教技术，使得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的振动
频率精确的控制在 1.05-1.2 赫兹之间，使得驾乘人员在
车辆行驶中处于最为舒适的状态。

新 C5 专有的这套大师级底盘， 采用了代表全球最
高水平的 FML 减震韧性多连杆后悬挂， 运用多级非线
性减震技术、分离式减震器、液压缓冲系统等领先科技。
这种多层次的结构对全车的支撑更精妙， 就好比在 C5
与路面之间加了一条气垫，最大限度保证了平稳、柔和
的舒适性，从而实现了“长途不累、簸路不颠、弯道不飘”
独特的驾乘体验。

新 C5 一赫兹舒适的背后， 则蕴藏着雪铁龙 9 代高
端车不断推进世界汽车地盘革命的缩影。 在雪铁龙造车

理念的指引下， 雪铁龙 DS 首推高压液压中心底盘，SM
在全球率先配备高度自动纠正的液压气动悬挂。 正是传
承了如此高贵的血统和基因， 新 C5 才能拥有如此卓尔
不凡、领先世界的大师级底盘，底蕴丝毫不输豪华车。

为了让消费者更深入体验产品的底盘性能，东风雪
铁龙在全国开展“极限驾驭”试乘试驾活动，创意十足的
通过形象化、数字化的方式向参与者展现汽车底盘的性
能，使普通消费者增加判断底盘优劣的能力。 该活动目
前已在全国陆续展开，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试车
平台，也展现了东风雪铁龙对新 C5 动态舒适的信心。

适用派代表：别克新君威
变速箱：S6� 6 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独门秘籍：动感时尚的外形 魅力不输豪华

派

作为“适用派”代表，新君威的独门秘籍当属其不输
豪华派的动感外形。 与同价位车型相比，新君威拥有更
加运动时尚的外观设计。 直瀑家族式前脸中网，遍布肌
肉线条的发动机盖，车侧的刺刀式进气装饰以及大倾角
的 C 柱等等设计，无一不在凸显着新君威特有的运动气
质，也让别克品牌的消费群体更加年轻化。 不过，运动外
形设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君威的车内空间，尤其
是后排乘客的头部空间与豪华派相比没有太大优势。

豪华派掌门人：宝马 3 系
变速箱：8 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独门秘籍： 操控性能突出 尽享提速快感

作为宝马的入门级车型，3 系是宝马公司有史以来
最成功的车型，这一点无可争议。 迄今为止宝马 3 系在
全球的累计销售量已超过了 300 万辆，现在世界上大概
平均每两辆宝马轿车中就有一辆是 3 系。 将宝马 3 系列
为豪华派掌门人，绝对实至名归。

豪华派代表：奔驰 C200
����变速箱：7 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独家秘笈： 动力系统强劲 运动轿车标杆

c 级是奔驰最年轻的车系之一，它问世不过 20 年，
至今才发展到第三代。 可是它同时也是奔驰最为畅销的
车系。 外型上，不论是全新的运动型方向盘，还是立体的
三联筒式仪表盘，都凸显出奔驰 C200 的运动气质。

（谭遇祥）

20-30万四款欧美中高级车型导购
不用D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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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利超级跑车·科技·设计·传奇”展览
于马拉内罗盛大开展

本刊记者 谭遇祥

想想还是“Ta”好 ———

瑞风 S5 外观

发明专利数量激增 100%得到实际应用
北汽股份技术专利创新,研发实用更给力众

泰Z100

将
在
上
海
车
展
上
市

预
售
价
二
万
九
千
元

瑞风 S5

众泰 Z100 外观

第三代佳乐外观

起亚第三代佳乐
荣获“红点设计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