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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马一体：
昂克赛拉的“武功秘籍”

� � � �汽车会与人沟通吗？
当然。

虽然车辆本身不会
说话，但它的驾驶环境、
驾驶视野、 油门响应和
底盘调校等方面却在时
时刻刻向驾乘者反馈着
周围的状态。并且，就像
人际沟通一样， 人车沟
通也有积极与消极之
分， 试想当你驾驶着一
辆视野狭窄， 方向盘笨
重且油门迟钝的汽车
时， 是不是也会产生一
种类似“沟通障碍”的无
力感？

怎样摆脱这种无力
感？当然是选择一辆能与
你“心心相印”的座驾，这
种“心心相印”的状态，长
安马自达称作“人马一
体”， 即驾驶者准确地感
受到车辆的反馈，同时兼
备舒适性以及能够顺畅
地操控车辆。长安马自达
“智美运动家轿”Mazda3��
Axela 昂克赛拉（以下称
昂克赛拉） 正是实现了

“人马一体”驾感的车型，
即便是驾驶新手也能迅
速掌握其操控方式，在良
好的人车沟通下轻松上
路。

� � � � 驾驶环境是人车交流的基础，只
有在舒适的环境中，人才能不受干扰
地感知车辆的反馈。 工程师重新审视
了理想的驾驶形态，根据人体工程学
定义出“理想驾姿”，即人在放松状态
下，能够保持迅速精准操控车辆而不
感到疲劳的姿势，并深度研究了处于
“理想驾姿”时，驾驶员身体各关节的
角度与视线范围。

但在实际情况中，驾驶员的身材
各异，如何让不同体型的驾驶员都能
体验到“理想驾姿”呢？这就需
要靠操控单元的布局形态来

实现，基于“理想驾姿”，驾驶舱内的
各个操控单元均分布在驾驶员触手
可及之处，且方向盘、仪表盘、左右空
调出风口的中心都在同一高度，不同
体型的驾驶员便可以在轻松自然的
环境中享受驾驶。

� � � � 在“理想驾姿”的基础上，各个操
控部件的最佳形状与特性亦得到了深
度开发。 以油门踏板为例，将油门踏板
设置在以地板为轴心的位置， 驾驶者

的脚跟便能自然着地， 自上而下使用
拇趾球部进行操作， 操控组件的反应
和驾驶者的动作保持一致， 兼顾了安
全性与操控性。 车辆更加“听话”，与驾
驶者的交流也就更加便捷。

� � � � 除了驾驶环境之外， 昂克赛拉还
搭载了一种“驾驶黑科技”———“GVC
加速度矢量控制系统”（以下称 GVC
系统 ），GVC 系统会根据驾驶者的方
向盘操作， 智能控制发动机的扭矩输
出， 优化四轮对地面的压力分配，从

而实现顺畅高效的车辆运动状态，带
来平稳流畅的驾驶体验， 提升车辆的
稳定性。搭载了“GVC 系统”的车辆有
如打通了任督二脉， 能充分理解驾驶
者的意图并将车辆潜能最大化， 从而
带来流畅自如的愉悦驾感。

� � � � 作为直接连接车辆与地面的
部件， 轮胎在保证驾驶稳定性层
面的作用至关重要。 行驶过程中，
垂直方向的负重能让轮胎更高效
地转动，因此，为了追求极致驾驶
体验，实现高速高效的行驶，合理
控制轮胎负重成为 GVC 系统的
设计原点。

然而， 控制轮胎负重并非易
事， 它要求车辆具备非常高的自
行控制能力， 车辆需要通过适时
适度地介入驾驶过程， 在不让驾
驶者感到异样的情
况下提高车辆的运
转效率。 具体而言，
就是在车辆入弯前
令前轮承受合适的负重， 随后踩
下油门令车身稳定向前， 降低车
辆左右倾斜的程度， 减少额外消
耗，使车辆最大限度发挥潜能。 经
过无数次的测试，车辆在制动、入
弯时的倾斜程度大大降低， 乘坐
人员也能始终保持稳定的坐姿 ，
驾乘舒适度显著提高。

对于车辆而言， 若没有结实
稳固的车身， 无论给车胎匹配多
合理的接地负载都无法达成理想
的动态平衡效果。 马自达特有的
“创驰蓝天”技术巧妙地解决了这
一问题， 具备轻量性与高刚性的
“创驰蓝天”车身与“创驰蓝天”高

性能轻量底盘十分稳固 ， 配合
GVC 系统， 能够有效实现最优配
比的扭矩控制。

同时，“创驰蓝天” 发动机优
越的应答性能也让 GVC 系统更
加稳定。 GVC 系统以驾驶者的方
向盘操作为基准， 通过调整发动
机的扭矩输出而合理控制车轮接
地负荷，“创驰蓝天” 发动机动力
输出十分精确， 便于实现符合驾
驶者操控方向盘要求的扭矩控
制， 整个车辆的动态控制系统达
到精准统一状态，GVC 系统的优
势也得以充分发挥。

优化动能的传递方式，车辆的

运行效率也会大幅提高，超高的压
缩比让燃料通过“创驰蓝天”发动
机进行充分燃烧，GVC 系统再将
燃料燃烧后释放出的动能高效地
传输至轮胎，通过一环扣一环的高
效运作，车辆的整体效率产生了质
的飞跃。

驾驶经验丰富的人往往会有
这样的体会: 无论自己怎样竭力控
制车辆， 总是有无法完全掌控的领
域存在。GVC 系统合理分配四轮负
重，巧妙利用轮胎张力，在行驶过程
中不会做无用功， 有效减少因外部
控制而产生的介入感， 也合理弥补
了车辆驾驶中“无法掌控”的领域。

“人马一体”就是将人与车融为
一体， 最大限度地发挥车辆潜能。
GVC 系统正是在充分利用现有条
件的情况下，将这一理念融汇贯通。
未来，在“人马一体”的开发理念之
下， 长安马自达仍将打造更多更具
人性化的产品， 提供更加精彩的
拥车生活。

谭遇祥

狭窄道路行驶时 ,
安全驾驶的视线范围

高速公路行驶时，
令人安心的视线范围

� � � � 日前，WEY� 品牌 2020� 款 VV6�
车型正式登陆长沙市场， 指导价区间为
14.8�万 -17.5�万元，新车在外观方面变
化不大， 但在配置方面提升巨大， 搭载
2.0T�发动机并全面满足国六排放标准。

此次上市的 2020�款 VV6�最具亮
点的是搭载了 Collie� 智慧安全系统，融
合了 35�项常规安全配置。 包括百万级
智能像素 /�激光 /ADB�大灯、ESP� 9.3�
高动态版车身稳定控制系统、 倒车记忆
辅助、EPB� 电子手刹、 雨量感应式自动
雨刷、牵引力控制 TCS、防侧翻 RMI、刹
车辅助 BA�等功能。 同时， 该车还配备
L2+�级智能驾辅系统， 拥有单车道智能

驾驶辅助、 全自动泊车、MEB�低速紧急
制动、ELK� 紧急车道保持、RCTB� 倒车
侧向制动、RCW�后碰撞预警、 全景环视
和物体低速移动监测等功能。

不仅如此，2020�款 VV6� 还搭载了
前沿的面部及声纹识别系统， 确认身份
后， 可自动登录驾驶员账号并提供个性
化服务设置。 这套系统还能够实时监测
驾驶员的面部表情、 疲劳状态、 分心状
态， 并及时反馈并推送歌曲、 提醒等功
能，提升驾驶安全。

此外，2020�款 VV6�还全系标配了
国内领先的 ADB�智能 LED� 远近一体
式前大灯， 具有 18�个分区灯光可智能

规避对向来车， 并自动控制远光对应区
域的亮度， 智能化程度已经超越市面上
大部分产品。

动力方面，2020� 款 VV6� 搭载最新
调校的 2.0T� E20CB� 电控双流道涡轮
增压发动机 +� 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器
的动力组合，经过全新升级后，变速箱综
合效率由 94.41%�提升至 95.6%， 百公
里加速时间仅 7.5� 秒。 两驱版车型
0-100km/h� 加速 7.9s， 四驱版车型更
达到了 7.5s。 与之匹配的是世界十佳变
速器之一的第三代 7DCT�变速器，综合
效率由 94.41%�提升至 95.6%。

（谭遇祥）

� � � �近日， 位于长沙市岳麓大道河
西汽车城的郑州日产湖南兰天 4S
店（兰天城西店）盛大开业。 据悉，这
是湖南兰天集团河西汽车城的第 28
个品牌，是兰天集团旗下第 76 家严
格遵循厂家品牌指导与规划所打造
的 4S 店。

自创立以来， 兰天集团专业致
力于汽车领域的发展， 以整车销售
服务为主业， 着力打造汽车品牌产
业集群， 发展汽车文化产业。 2019
年， 兰天集团在中国汽车流通行业
经销商集团百强排行榜中排第 37
位。 从市场占有率数据来说，湖南每
100 台汽车， 就有 7 到 8 台为兰天
集团售出，无论是从客户基数、服务
满意度，还是品牌传播度而言，兰天
集团在湖南地区乃至全国汽车集团
内， 都拥有非常不错的客户反馈与
数据表现。

郑州日产从 1993 年导
入 D21 皮卡，已经在皮卡领
域耕耘了 26 年， 先后
推出了 D21、D22、纳瓦
拉 3 大平台、7 款车型。

与此同时，在基型车的基础上，衍生
出了满足不同行业需求的多款专用
车型及新能源车型。26 年来，郑州日
产的产品得到了市场的高度认可，
从国家质量监督中心的“可靠性最
高评价”到“中国高级皮卡质量 用
户满意第一品牌”， 先后荣膺 21 项
重大奖项。 锐骐皮卡更是多次荣获

“年度最佳皮卡”称号。
郑州日产相关负责人表示，湖

南市场是各车企竞争的一个重点，
郑州日产一直都十分重视湖南市
场，在汽车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
强化湖南市场的营销力度， 是郑州
日产企业发展的战略方向所决定
的。 郑州日产将秉承“相信、相伴、相
成就”的经营理念，坚持以客户为中
心，为客户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购
车与用车服务。

（谭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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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 14.8 万 -17.5 万元 2020 款 VV6 长沙上市

刘宇慧

6 月底，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 7 月
份，曾被认为是“车市暖流”的新能源汽车
迎来首次下滑。 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家车
企的新能源车型还在密集投放。“双积分”
政策正在怎样左右车企的谋篇布局？ 已经
进入下半场的新能源车市又将走向何处？

新能源汽车首遇下滑

一路高歌猛进的新能源汽车迎来了
行业首次下滑。 据乘联会数据：7 月，国内
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 6.88 万辆，同比下
降 4.2%，环比 6 月下降 48%，是今年第一
个同比负值，也是国内新能源汽车发展史
上极其罕见的同比下降。 纯电动车的下滑
尤为严重。 据交强险数据显示，今年 7 月
份，国内电动车仅销售 2.36 万辆，同比下
滑 55.0%，环比降幅更是高达 85.2%，可谓

“断崖式下滑”。
对此，一位沉浸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多

年的专业人士表示：“6 月新能源汽车市场
‘降温’是必然，补贴 6 月底收紧，购买力
提前释放，7 月的下滑是‘断奶’后的‘阵

痛’，一切都在情理之中。 ”

车企布局新能源车市“下半场”

虽然行业迎来了急速下滑，却挡不住
电动汽车正成为市场主旋律的事实。

8 月 23 日，上汽大众朗逸纯电版正式
上市，这是德系合资大厂推出的首款纯电
车型。 无独有偶，一汽 - 大众也揽下了接
力棒，旗下宝来纯电、高尔夫纯电均已开
启预售。 而在此之前，广汽三菱、东风日
产、上汽通用别克等多家合资品牌都推出
了纯电车型……

BBA 也没闲着。 奔驰在 2016 年巴黎
车展期间就提出了“瞰思未来”（C·A·S·
E）战略，其中，字母 E 即指电力驱动。 去
年， 奥迪首款纯电动 SUV—e-tron 在美
国旧金山首发亮相，被看做奥迪电气化战
略启动的信号。 至于宝马，早在几年前便
推出了纯电动车 i8 和 i3。 今年 6 月，宝马
集团宣布将加快电动产品扩张计划：在
2023 年前实现 25 款新能源车型的布局，
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实现。 这 25 款车型中
将有 13 款纯电动车型， 产品矩阵涵盖了
宝马、MINI 以及宝马 M 系列。

国产品牌就更不用提了。 广汽、北汽、
吉利、长城、奇瑞等都单独成立了新能源
品牌， 比亚迪的所有车型几乎都推了 EV
车型；造车新势力如蔚来、小鹏、奇点等品
牌电动化更是“标配”……

声音：行业由快入慢是好事

为何品牌纷纷扛起了“电动化”的大
旗？ 对此，上述专业人士分析，一方面是双
积分政策倒逼企业加大对新能源汽车的
生产投入。 而根据积分考核机制，一台纯
电车型可抵多台燃油车。

另一方面，经过多年的探讨，主机厂
现在普遍拥有较强的技术能力， 可以快
速进入纯电市场， 而国产品牌在纯电车
型方面的火热发展， 让电池成本得以下
降， 为后面进入的品牌快速推出新车提
供了便利。

另外，从消费者的角度考虑，纯电
动汽车的成本确实比插电混合和油电
混合的成本更低，且随着充电桩保有量
的提升，目前的用车环境得到了大幅改
善。 资料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的
充电桩保有量已经突破 100 万个，且还

在持续增长。
该专业人士认为，新能源汽车行业由

快入慢不是坏事，让产品回归本质，才有
可能倒逼企业创新。 目前这个行业鱼龙混
杂。补贴退坡或加速行业洗牌。大浪淘沙，
谁能经受市场考验，谁才能长久不衰。

补贴退坡“双积分”接棒
车企布局新能源车市“下半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