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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雄安新车发布第一车” 欧蓝德
2.0L 荣耀版在雄安新区白洋淀湖畔惊艳亮
相，领先于同级别车型的超高配置让大家翘
首以待。 6 月 10 日， 广汽三菱终于揭晓悬
念，凭借着“全驾值”产品优势的欧蓝德 2.0L
荣耀版在长沙正式上市，更以极具诚意的官
方指导价 16.98 万元，树立 2.0L� 17 万元级
别都市 SUV 价值新标杆， 再次点燃两驱主
流 SUV 市场烽火， 相信这颇具吸引力的售
价也点燃了不少消费者“跃跃欲购”的心。怀
着对欧蓝德荣耀版的强烈好奇心，笔者亲赴
“燃动我心”欧蓝德荣耀版试驾之约。正值初
夏，长沙浔龙河畔微风轻拂，笔者迫不及待
试驾体验了欧蓝德荣耀版，领略了一番“全
驾值”专业 SUV 的独特魅力。

配置升级一应俱“全”
为生活增添更多精彩

欧蓝德荣耀版在原有的 2.0L 风尚版的
基础上，总计进行了 30 项的“全配置”升级。
一方面新增了 16 项 2.4L 车型才有的实用
主流装备， 而升级的 14 处精致内饰也符合
了年轻消费者的需求。 在外观上，欧蓝德荣
耀版延续了三菱最新 Dynamic� Shield 设计
语言的家族式前脸，犀利大眼与獠牙般的前
雾灯设计，搭配大量的镀铬装饰，具有很强
的视觉冲击力。车顶原风尚版的传统天线改
成了鲨鱼鳍天线， 配合银色的车顶行车架，

使得整车线条更加流畅动感，同时全新升级
的 18 英寸抛光雪花造型轮毂与俊美的流线
型车身更是相得益彰。

配置全面升级，荣耀版出行用途也随之
更“全”。 荣耀版兼备 SUV 的通过性、MPV
的大空间、轿车的舒适性，一车三用为消费
者的生活带来更多可能。 欧蓝德荣耀版拥有
2670mm 轴距和 4705mm 车长， 第二排座
椅采用双层折叠构造，拉起坐垫之后，可将
第二排座椅完全放平， 呈现 180°的平面，
则能提供 913L 的超大后备箱，在同级 SUV
中具有碾压式的空间优势。不管长途或短途
出行，携带再多行李都无须烦恼，超大空间

“装下更多可能”。
笔者通过无钥匙解锁进入车内，目之所

及，荣耀版在内饰精致感、舒适感上有了不
少提升。真皮材质的座椅带来包围式的柔软
触感，整体内饰为黑色系，在门板、音箱、拉
手等位置有多达 14 处内饰升级， 高档大气
之余更显精致。 此外，荣耀版还贴心增加了
一系列提升乘坐舒适性的配置：电动加热座
椅，一方面提供更加精准的调节位置，另一
方面在寒冷的冬天也能将温暖传递给乘客；
而高档轿车才有的双区独立控制空调可以
满足车内乘客不同的冷热需求；此外全新大
型落地控制箱以及大尺寸天窗，带来更为舒
适的驾乘空间体验。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领
先同级的多功能 8 英寸 DA 智能互联系统。
轻触屏幕，该系统集成了导航、收音机、蓝牙

电话、蓝牙音乐、USB 连接、CarLife、手机互
联等功能，操作简单十分便捷。

从荣耀版外观与“内涵”来看，多达 30
项的升级充分展示出了制造者———广汽三
菱的诚意，欧蓝德荣耀版也做到了“配置全、
用途全”。 由此，可见广汽三菱已摸准国内消
费者的需求喜好，在征战主流车市的路上又
迈进了一大步。

尽享燃情“驾”趣
安全护航城市任我行

随着汽车在生活中的使用时间及频次
的增长， 消费者对用车的要求越来越高，动
力驾控性能、安全性能越来越被看重。 笔者
轻按一键启动按钮，正式开始“燃动我心”试
驾之旅。 荣耀版油门踏板初段的灵敏度很
好，动力响应迅猛快捷，这在城市中驾驶会
非常轻松。 而得益于三菱独有的可变气门正
时与升程管理系统，以及带模拟 6 速运动模
式的 CVT 无级变速箱， 荣耀版的动力输出
和平顺性都有不俗的表现。 驾驶荣耀版快意
驰骋在浔龙河风景区中，笔者蛰伏已久的激
情被彻底点燃， 追逐着夏天的风疾驰撒欢，
行车乐趣妙不可言。 荣耀版还在发动机舱增
加了共振器和降噪处理， 动与静的完美结

合，充分提升了驾驶过程中的愉悦感。
“燃情驾”酣畅，荣耀版同时兼顾“安心

驾”更是难得。 经过对荣耀版的驾驶体验，笔
者深刻体会到一款专业级 SUV， 拥有一个
扎实的底盘乃重中之重。 在弯道山路的挑战
中，荣耀版的减震效果极佳，悬挂韧性十足，
驾乘舒适， 源于传奇经典 PAJERO 和冠军
王者 EVO 的底盘技术名不虚传。同时，荣耀
版的多项安心技术在道路试驾中更是令人
眼前一亮。 在主动安全上， 荣耀版搭载了
HSA 斜坡起步辅助系统、BAS 紧急制动辅
助以及 ASC 车身稳定系统等多项降低行车
难度的安全技术。 在被动安全方面，三菱独
创的 RISE 超强抗冲撞安全强化车身，7 安
全气囊配置堪称点睛之笔， 在同级别 SUV
中能配备 6 安全气囊已属难得。 而欧蓝德荣
耀版更配备了四五十万元奔驰 E 级、宝马 5
系才有的膝部安全气囊。 除此之外，荣耀版
在风尚版基础上升级了倒车影像、 胎压监
测、后视镜自动防炫目等多项人性化安全配
置，真正做到全方位安全防护。

购买使用“值”爆表
树 17 万元都市 SUV 价值新标杆

“硬件”如此优秀，荣耀版的 16.98 万元

定价更令笔者“惊喜”。 不得不说，荣耀版绝
对是一款能够在购车、用车上带来超值体验
的产品。 不同于市场上先定高价再大降价的

“套路”，广汽三菱向来秉持务实风格，采取
“一步到位”的定价策略。 早在去年 9 月，欧
蓝德一上市就以 15.98-22.38 万元的务实
定价，树立“2047”优势，成为目前国内日系
四驱 SUV 的 NO.1。 如今，荣耀版延续“一
步到位”定价策略，树立 17 万元全驾值都市
SUV 价值标杆。据悉，相比 2.0L�风尚版，荣
耀版共 30 项升级装备的总价值超过 2.5 万
元，而定价只高出风尚版 1 万元，购买值不
言而喻。

此外， 荣耀版还享有 5 年 10 万公里的
整车质保福利，荣耀版的油耗表现也是一大
亮点，仅 7.4L/100km，这在同级中可谓优势
明显。 荣耀版的推出，相信绝对能最大限度
满足目前国内消费者对主流两驱 SUV 的需
求，实现零压力购车，零压力养车的高品质
汽车生活。

试驾后记：
欧蓝德，这款广汽三菱引以为傲的明星

车型 ，凭借 “2047”优势成为 2.4L 级别 SUV
的价值标杆，勇夺日系四驱 NO.1 宝座。 随
着荣耀版的诞生 ，依托 “全 、驾 、值 ”产品优
势，欧蓝德重塑 17 万元级别 SUV 价值新标
杆。 由此， 广汽三菱欧蓝德将实现在两大
SUV 细分市场树立双价值标杆，为国内消费
者提供更丰富的高品质 SUV 选择。 笔者相
信，这样一款“燃动我心”的欧蓝德 2.0L 荣耀
版，不仅补强欧蓝德产品矩阵，还将助力欧
蓝德以更完善的强劲实力继续征战主流
SUV 市场。 （谭遇祥 邹丁珊）

6 月 10 日， 广汽三菱欧蓝德 2.0L 荣耀版上
市发布会暨“唱·享 2047”全民 K 歌总决赛在长
沙万达广场隆重举行， 发布会上欧蓝德荣耀版以
16.98 万元的价格正式上市。 凭借“全、驾、值”超
高性价比产品优势， 欧蓝德荣耀版重塑 2.0L�
SUV 价值标杆，向 17 万元“黄金消费线”发起强
有力的冲击。

与此同时， 发布会上湖南卫视知名主持人李
锐、凌琳携华语乐坛先锋唱将孙楠、张碧晨、阿来
空降现场助阵，现场星光熠熠，为大家带来了一场
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 同在当晚，席卷全国的“全
民 K 歌”大赛，经过 10 位平民“音”雄的倾力竞
演， 最终来自华中赛区的胡蕾凭借高超的唱功和
独特的个人魅力，将“总冠军”荣誉一举收入囊中，
而此次比赛的终极大奖———欧蓝德五年使用权也
终于迎来主人。

孙楠、张碧晨空降上市会
欧蓝德荣耀版燃情上市

在欧蓝德担纲指定用车的《歌手》节目中，有
两位新、老派的实力唱将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们也是欧蓝德的“老熟人”。 其中“乐坛一哥”孙
楠曾在去年“欧蓝德之夜”中助阵欧蓝德上市，而
张碧晨在刚结束的《歌手》中，由欧蓝德护航走过
难忘的竞演时光。 他们都空降现场助阵荣耀版上
市，人车之间默契十足，令现场爆发接连不断的掌
声。高歌热场之下，备受瞩目的欧蓝德荣耀版正式
上市，官方指导售价为 16.98 万元。

目前，随着 SUV 市场的发展，17 万元已成为
主流合资 SUV 乃至 B 级车 2.0L 市场的“黄金消
费线”，A 级车的顶配、B 级车主销车型、 紧凑型
SUV 都处在这一价格带上。 对于这块“必争之

地”，欧蓝德荣耀版“价格、配置”两手抓，在 2.0L
风尚版的基础上， 升级多达 16 项主流配置以及
14 处内饰改善，将以“全、驾、值”的产品优势刷新
17 万元级别“全驾值”都市 SUV 价值标杆。

在全用途、 全配置方面， 荣耀版升级如行李
架、天窗、18 寸轮毂等主流配置，大大丰富车辆多
用途性，而 913L 超大后备箱空间、超越同级的车
身尺寸、8 英寸 DA 等配置也让荣耀版面面俱到，
带来舒心愉悦的驾乘感受。在驾控方面，荣耀版搭
载三菱 4J11� MIVEC 发动机、第三代 INVECS 无
级变速器，与“智能钥匙 + 一键启动”搭配，驾驭
乐趣十足。同时， BA 刹车辅助、ASC 车身稳定系
统、RISE 超强抗冲撞安全强化车身等让荣耀版全
副武装，安全呵护不遗余力。 另外，荣耀版还享有

5 年 10 万公里整车质保福利， 以及 7.4L/100km
超低油耗，切实帮助每位消费者实现购车、养车 0
压力。 此前欧蓝德已成功刷新 2.4L 级别 SUV 价
值标杆， 伴随荣耀版上市进一步进军 2.0L 级别
SUV 市场，欧蓝德将同时在两个细分市场树立双
价值标杆。

决战之夜星城飞歌
欧蓝德见证“歌王”诞生

作为“选秀之城”，湖南长沙满载着众多音乐
盛会的辉煌历史，从《快乐女声》到《快乐男声》，这
片充满艺术气息及音乐梦想的土壤历来不乏挑战
者。此次由《歌手》指定座驾欧蓝德举办的“全民 K
歌”大赛更是吸引了许多歌迷、车迷远道而来，现
场座无虚席，人潮涌动。

总决赛的开场嘉宾，由迪玛希“经纪人”兼音
乐人阿来担纲， 他为观众带来了专属于欧蓝德的
主题曲———《承担起你的幸福》。 在 10 位候选“歌
王”与广汽三菱员工的伴唱下，“歌王”竞演拉开了
帷幕。

作为总决赛的首发歌手，李会略显从容，一曲
《Yellow》将现场气氛直线引爆，而程子健则带来
《山丘》，熟悉的旋律响起，不少观众轻声合唱，高
涨的人气或许也是他得以复活并进军总决赛的原
因之一。而当晚的冠军胡蕾则再度选唱《欲水》，惊
艳高音引发现场掌声如雷，评委亦是连连好评，冠
军实至名归。

至此，“唱·享 2047” 全民 K 歌总决赛已圆满
落幕。经过几个月的激烈鏖战，选手们对于音乐想
必也有了更深的感悟。而更值得期待的是，欧蓝德
荣耀版冲击 2.0L 级别 SUV 市场会带来怎样精彩
的表现？ 敬请拭目以待。 （谭遇祥 邹丁珊）

发布会上孙楠、张碧晨现场助阵
全民 K歌“歌王”获欧蓝德 5年使用权

重塑 2.0L� SUV 价值标杆
欧蓝德荣耀版上市

欧蓝德荣耀版内饰精致感、舒适感提升。 邹丁珊 摄
广汽三菱 24 小时服务热线 ：400-977-3030

燃情试驾广汽三菱欧蓝德 2.0L 荣耀版

欧蓝德荣耀版能适应城市、乡村各种路况，提供激情驾驭感受。 邹丁珊 摄

广汽集团副总经理区永坚与三菱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北亚本部部长余语泰以及广汽三菱经营层共同启动
欧蓝德荣耀版上市。 邹丁珊 摄

广汽三菱执行副总经理张跃赛为“燃
动我心”上市会致辞。 邹丁珊 摄

广汽三菱副总经理杜志坚（左二）公布欧蓝德荣耀版价格。 邹丁珊 摄

广汽三菱领导与“全民 K 歌”十强选手合影。 邹丁珊 摄

“全民 K 歌”冠军胡蕾与欧蓝德荣耀版合影。 邹丁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