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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尚武

4 月 12 日，日产全新 SUV� TERRA 途
达正式上市。 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副总经理
陈昊在发布会上宣布： 自即日起，TERRA
途达正式全球首发上市， 共推出 6 款车型，
官方指导价格为 16.98—24.58 万元。

作为日产 60 多年越野基因传承者，秉
承“途虽远，我必达”使命的 TERRA 途达，
集型格力、越野力、科技力于一身，是一款专
为内心坚定、守护家人、享受征服的柔情硬
汉打造的全境越野大型 SUV。

越野基因匠心传承
60�多年前， 以搭载非承载式车身的日

产首款越野车第一代 Patrol� 途乐为代表，
日产日渐成为“All� in 越野”运动的引领者。
时代在变，越野也在进化。 在日产雄厚的越
野制造实力和与时俱进的造车理念驱动下，
TERRA 途达作为一款全球战略车型横空
出世。

笔者在现场看到，TERRA 途达秉承日
产创新精神以及深厚的越野基因，以其过目
不忘的硬朗造型，尽显硬派型格力。TERRA
途达采用日产最新 V-Motion� 家族前脸、
LED 前大灯和 LED 日间行车灯， 时尚且辨
识度高。 其中，LED 前大灯，拥有 90m 超长

照明距离及 10m 的照明宽度， 无论夜晚还
是雨天等复杂天气情况，更开阔的视野将极
大提高驾乘人员的视野性，确保出行安全。

TERRA 途 达 拥 有 4882 ×1850 ×
1835mm 的 高 大 尺 寸 和 领 先 同 级 的
2850mm 超长轴距，不仅带来舒适的驾乘感
受，而且在载物方面也会带来更多惊喜。 此
外，TERRA 途达拥有同级领先的高通过
性。 225mm 最小离地间隙、32°接近角和
27°离去角的助力下， 上坡越障更便利，下
坡过沟更安全。

彰显强悍越野实力
与国内 20 万级合资城市 SUV 打着“兼

顾越野”旗号不同的是，TERRA 途达以消费
者“真越野”的核心价值为出发点，把纯正的
越野技术和乐趣带给广大消费者。

TERRA 途达搭载专业越野的非承载式
车身，采用全封闭式“O”型结构的强悍车架，
强度高、刚性好，抗扭矩，能承受外力的强烈
撞击；同时，其采用同级领先的全地形电控
分时四驱，消费者可根据不同的地形，选择

两驱、高速四驱、低速四驱 3�种不同的动力
驱动模式；TERRA 途达还配备了同级领先
的机械牙嵌式后差速锁， 时速在 7km/h 以
下，当一个或多个车轮与地面失去接触或打
滑时，可将扭矩分配到两个后轮上，确保车
辆轻松脱离泥沙、雪地、泥泞等地形。

日产智行科技的引入也为 TERRA 途
达的越野精神赋予更多新活力。 TERRA
途达配备 MOD 移动物体 / 行人探测预警
系统、IEB� 预碰撞智能刹车。 其中，同级领
先的 AVM 全景式智能监控系统， 可在车
辆静止、 挂倒车挡、0-10km/h 前进时，通
过四个广角摄像头合成鸟瞰图， 传递至车
内后视镜，帮助驾驶者眼观六路，从容行驶
或泊车。

消费升级大形势下， 如何让越来越多
的消费者，既能追求更好的产品品质，还能
买到一款真正的越野车型 ？ 可以说 ，
TERRA 途达给出了答案。 TERRA 途达的
推出，不仅开辟行业新格局，树立 20� 万级
专业越野 SUV 市场新标杆，开启全民越野
新时代，更将与途乐、楼兰、奇骏、逍客、劲
客形成更完善、更强大的东风日产 SUV 矩
阵， 提升东风日产 SUV 集团化作战能力。
同时也标志着， 非承载式车型与业务正在
成为日产汽车全球和中国新中期事业计划
中的战略组成部分。

全境越野 SUV途达正式上市 售价 16.98—24.58万元

传承日产越野基因 创领全民越野新时代
继 3 月 7 日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举办

的“120 年全燃为你 雷诺暨东风雷诺品牌
之夜” 之后 ， 雷诺再次携经典老爷车
TYPE-A，TYPE-JY，概念车 Trezor 以及
120 周年限量版 SUV 一起亮相星城长沙，
充分展现了雷诺品牌“悦心设计、暖心科技、
安心畅行”三大 DNA，热情洋溢的技术和心
灵的宁静，展示了雷诺对中国市场的独特品
牌吸引力。

“120 年来，雷诺一直以激情创造美好
生活，不断挑战现状，并激发人生品牌主张
深入人心。 ”东风雷诺汽车有限公司市场销
售部副部长助理翟美学先生表示：“雷诺不
仅是少数几个最早开始生产汽车的品牌之
一，同时也已成为一家产品遍布全球、产品
种类丰富的国际化汽车公司。 而在中国市
场，我们坚定地支持东风雷诺实现 2022 愿
景的宏大目标，深化‘在中国、为中国’的战
略。 ”

据介绍，早在 1898 年，雷诺的第一款产
品 TYPE-A 配备了世界上第一个直接驱
动系统，并成功攀登上蒙马特高地，成为雷
诺激情挑战的开始。 在赛车领域，雷诺的挑
战精神也被进一步传承下来。在 41 年的 F1
历史中， 雷诺在 650 场比赛中赢得了 170
次冠军。 1902 年，雷诺获得了涡轮增压发动
机的专利，使日常驾驶更加愉快。 在确保安
全和保障方面，雷诺始终把安全作为重中之
重。 1922 年，它开始使用前轮制动器，并于
2001 年成为第一个获得 E-NCAP 五星级
的汽车制造商， 以人为本的 RS� 2027 概念
车更是基于尖端技术创造安全保障。

为庆祝雷诺成立 120 周年，东风雷诺也
推出了 120周年系列限量版 SUV 车型。 东
风雷诺汽车有限公司华中一区区域经理邵
鹏先生向大家介绍了雷诺 SUV 家族 120 周
年限量版的三个优势：“燃情设计”、“燃心科
技”和“燃享价值”。 它为中国消费者带来了
120周年的独家标志。独一无二的价值，以及
标志性的品牌元素，提升雷诺品牌的独特魅
力。 据了解，东风雷诺成立 4 年来，以“东风
雷诺速度”取得快速发展，已完成从“新市场
力量”向“主流合资企业”的转型，从进口汽车
业务转向国内汽车业务，并已创造了行业瞩
目的“东风雷诺速度”。目前，东风雷诺已经形
成了稳固而强大的产品组合，已完成研发中
心一期工程，包括 600 多个专业研发团队和
主流合资车企中最长的试车跑道，建成了武
汉先进工厂， 创建了 200 家经销商网络，并
保持业界领先的服务水平。

（何尚武）

雷诺暨东风雷诺品牌
POP-UP� STORE
在长沙亮相

日前， 广汽菲克第四款国产 Jeep 车型
全新 Jeep 大指挥官正式在长沙工厂下线，
并开始接受预定。 据介绍，这款专业级全场
合高端 SUV 是集 JEEP 品牌全球资源和超
强技术力量专门为中国市场度身打造，凭借
其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的标杆实
力、“七个人都是 VIP”的设计理念以及大都
会气场等三大核心卖点，车型面世不久即在
市场备受期待。

据介绍， 全新 Jeep大指挥官是 Jeep品
牌第一个和全球设计团队深入沟通合作，专
为中国消费者诞生的车型， 更符合中国顾客

“体面、情面和场面”的购车需求，它的成功下
线，将进一步丰富广汽菲克的产品线，并使其
在 13 万到 70 万区间的产品矩阵更趋完整。
至此，长沙又将拥有一款高品质的“长沙制造”
汽车，也让湖南的“汽车梦”站上了新高点。

在世界级制造生产体系的支持下，全新
Jeep�大指挥官的生产在先进的生产设备和
管理体系下完成，可以说，无论是产品的工
艺水准还是装配质量，都可与一些豪华品牌
比肩。 而为了更切实地达到这一目标，在全
新 Jeep 大指挥官车型的生产上， 广汽菲克
长沙工厂的生产线装配基准也进行了针对
性的全面提升。

为了给予用户更好的驾车保障， 全新
Jeep 大指挥官全车的高强度钢板覆盖率达
到 76%，在核心部位采用 1350MPa 的热成
型件，其中新车的后门板材厚度 1.7mm，焊
道则达到 1.75 公分， 能够给予客户更好的
用车体验。同时，为提升车身刚度，更多地为
客户安全着想，焊装车间焊装机器人数量从
459 台增至 495 台，焊接自动化率从 69%提
升至 75%， 新车车身焊点总数则高达 5300

左右，在满足基本焊接原则的情况下，更多
的焊点，配合高强度结构胶，可以减轻单个
焊点的应力集中状况，提升钣金接头的连接
强度，对车身刚度，碰撞安全，耐久强度的提
升意义重大。

而全新 Jeep 大指挥官的涂装工艺，在
清漆以外额外添加了抗紫外光吸收剂，加速
老化试验标准一般为 4500KJ,�而全新 Jeep
大指挥官的实验标准为 8750KJ,� 抗老化能
力可见一斑。同时大指挥官车身电泳漆的厚
度高于 20μm，耐腐蚀性能更高。

总装方面， 全新 Jeep 大指挥官合装工
艺中的涂胶长度也很出色，高强度结构胶总
长接近 70m。 一切“加量”，都是为了保证产
品有更出色的品质，给用户更好更安心的用
户体验。

在这些扎扎实实的先进技术升级下，全

新 Jeep� 大指挥官成为了一款在技术先进
性上拥有重磅实力的高端车型。 它拥有
2.0T� GME� T4 发动机，这款发动机拥有 6�
种行业领先发动机技术加持，与之匹配的是
目前市面上代表变速箱先进技术的 ZF�
9AT� 变速箱，不仅功率、扭矩等数据领先，
在模拟城市环境的实际驾驶测试中，也获得
了接近 8� 秒的实测百公里加速成绩和 8.3
升的出色油耗，做到了澎湃动力输出又兼顾
燃油经济性。 （何尚武）

世界级制造湖南投产 全新 Jeep 大指挥官长沙下线

4 月 12 日，日产全新 SUV TERRA 途达以最低 16.98 万元的价格全球首发上市。
（东风日产供图）

日前，Jeep 品牌首款专为中国消费者
度身打造的车型大指挥官在广菲克长沙工
厂下线。 （广汽菲克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