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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紧凑级轿车市场一面是异常激
烈的市场竞争， 另一面是让人难以割舍的
巨大市场存量。 而自主品牌紧凑级轿车，正
在面对从技术到性能，从品牌到服务，从配
置到价格的“全面战争”。

本届成都车展， 比亚迪推出了基于
BNA 架构打造的新一代智享座驾———全
新秦（燃油），并以 6.68 万元 -8.68 万元的
价格正式开启全球预售， 新车将凭借越享
科技、越享动力、越享宽适、越享安全、越享
风尚等越级价值，在“向新而行”路上，开启
新的征程。

以 BNA 架构带来越级价值
体验，以全球资源铸就国际品质

基于 BNA 架构下全擎全动力平台打
造的全新秦（燃油），与 EV 车型实现在底盘
架构、核心科技、动力技术、智联开放、设
计、供应链及品质管控方面的七大共享。

作为比亚迪造车新时代的顶层设计，
BNA 架构以全面开放为核心，全面优化汽
车生产、智造、研发、采购等全价值链环节，
从基因上保证产品的品质性能。 此外，全球
国际化造车团队，以及以佛吉亚、大陆、博
世为代表的国际一流供应链体系更为全新
秦（燃油）的高品质提供了坚实基础。

黄金动力组合， 超低油耗，
舒适与激情兼具

全新秦（燃油） 采用 1.5L 排气量的
BYD473QF直列 4缸汽油发动机，相比荣威
i6、i5 及吉利帝豪采用的 1.5L、1.6L 自然吸
气或 1.5L涡轮增压发动机，采用了更为可靠
且低转速扭矩输出特性更好的单顶置凸轮轴

结构。 同时， 发动机的调校更加注重燃油消
耗、NVH控制、动力输出平顺性的平衡。

与 1.5L 发动机匹配的是 5 速手动变速
箱及 CVT 无极变速箱。 新的 CVT 变速箱
同样提升了 NVH 性能，由于采用了系列低
动力损耗设计， 并且配备了液力变矩器机
构以及高热容量离合器，相比同级别车型，
全新秦（燃油）显著改善了动力系统的平顺
性并降低了燃油消耗。 另外，由于 CVT 变
速箱带有模拟换挡功能， 并且液力变矩器
也可以在低车速时锁止， 因此车辆在初始
起步阶段， 相比其他车型的 CVT 变速箱，
全新秦（燃油）加速更为直接、有力。

从人机交互到智慧交互 ，开
放式内容生态+智能云服务，领
先同级一步

依靠 DiLink� 2.0 智能网联系统， 全新
秦（燃油）用户可依托 300 万 + 应用构成的
内容生态， 丰富智能时代车载信息娱乐系
统的使用体验。

全新秦（燃油）配备的 10.1 英寸 8 核自
适应旋转悬浮 Pad，带有 3G 内存，存储容
量为 32G，系统硬件跑分达 8 万分以上，屏
幕分辨率达 1920×1080，既可以用来观看
高清视频，也可以用来“吃鸡”、刷抖音，更
可支持整车远程 OTA，时刻保持系统的最
新、最优状态。

此外，基于强大的云服务功能，用户可
以通过专属 APP实现车辆远程控制、 车况
监测、位置查找、数据应用等功能。 无论炎炎
夏日还是寒冷冬季， 都可通过远程控制的方
式，提前将车内温度调节至舒适状态。

反观同级车型，除基本的车机互联功能

之外， 荣威 i5 只有顶配车型才配备支持云
服务的斑马智行系统； 吉利帝豪车型也仅
有部分车型才能提供 GKUI 吉客智能生态
系统， 且仅有顶配车型才支持车辆远程控
制功能。

车身长度领先同级，以宽适
空间享受打造完美出行

全新秦（燃油） 的外部尺寸为 4675×
1770×1480mm，车身长度比同级车型长约
100mm，轴距达 2,670mm。 同级领先的车身
长度为打造宽适的内部空间， 提供了有利的
前提条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全新秦燃油主
驾驶席的乘员腿部空间达到了 1036mm，远
优于竞争对手。而 450L容积的后备厢空间，
完全足以应对家庭的普通出行， 且后排座椅
可以按照 4:6的比例放倒， 便于用户搬运一
些诸如滑板、家具等大件物品。

舒适的乘坐感受， 同样离不开优秀的

底盘调校与 NVH设计。前奔驰 S 级底盘调
校专家汉斯·柯克历经 160 天，对车型的底
盘进行精心调校，在保证舒适性的同时，为
车身提供良好的支撑，兼顾操控表现；由前
日产雷诺首席 NVH 专家张强博士主导的
降噪设计，通过整车声学方案优化、大量增
加吸声隔振材料及贴片隔音、 采用空腔阻
断技术等，有效阻隔全速域噪音，让全家人
出行时，不再受到噪音的困扰，畅享静谧舒
适的座舱环境。

主、 被动安全配置齐全，越
级安全贴心呵护家人

基于全擎全动力平台打造的全新秦燃
油版，同样承袭了 EV 车型的高规格安全标
准。 集成电子稳定控制、ABS、EBD、TCS、
HAC、HBA、CDP、AVH 八大功能于一体的
同级最新的博世 9.3 版本 ESP 电子稳定系
统， 采用高性能四核处理器， 响应速度更

快，调节精度提高 33 倍，车身动态控制更
加细腻，可以时刻保护车内乘员的安全，使
车辆在遭遇恶劣环境时，也能远离危险。

被动安全方面，除了传统的安全气囊、
气帘之外，全新秦（燃油）优秀的笼式车身
结构具备更好的抗扭转刚度。 此外，整车高
强度钢材的比例达到 52%， 车顶的静压强
度达到 5 吨，全方位保护驾乘人员安全。

结语：
作为比亚迪造车新时代的重磅车型，

全新秦（燃油）将进一步丰富比亚迪王朝系
列的燃油产品矩阵，覆盖更广的价格区间，
全面提升王朝系列车型的市场竞争力。 凭
借高效平顺的黄金动力总成 、 开放的
DiLink 2.0 智能网联系统、同级领先的宽适
内部空间， 新车全面满足 6 万元-8 万元级
轿车用户的智能、舒享需求，为“生活越享
族们” 带来更多的越享价值和全面升级的
出行体验。 （何尚武）

紧凑级轿车市场又一“黑马”杀入

全新秦（燃油）预售价仅 6.68万起

硬件水准 生态服务 交互体验

全新秦
（燃油）

10.1 英寸自适应旋转悬浮 Pad
分辨率：1920×1080 硬件配
置：8 核 CPU、3G 内存及 32G
存储空间，支持大型手游

100%兼容手机应用，300 万 +APP
随心使用；此外，还支持整车 OTA
远程智能升级，全面支持 DiLink 系
统和整车的远程更新。

语音控制：1.用户可语音修改唤醒词；2.用户可通过语音控制车辆；3.模糊
语义：我好饿，系统推荐附近的餐馆；我很无聊，系统根据用户喜好随机播
放故事、段子、笑话等；触控响应：流畅迅速，玩“吃鸡”游戏不卡顿。

帝豪 8 英寸中控液晶屏； 分辨率：
1024×600

多场景智能开放生态系统， 内置高
德地图智能导航，可下载部分 APP。

可用“你好，帝豪”的唤醒口令操作车窗、天窗、空调、多媒体等功能，在部分
场景下免唤醒词（导航、音乐界面）。

荣威 i5 8英寸中控液晶屏 支持 OTA升级 能实现智能语义识别

艾瑞泽 5 8英寸高清触控电容中控屏 OTA 云端下载模式；听歌、导航等
多场景功能云端服务。

具备语音识别能力；配有内置 4G无线 Wifi；可实现全屏手机映射、智能语
音识别及音乐云播放等功能。

比亚迪全新秦（燃油）。

全新秦整车高强度钢材的比例达到 52%。

全新秦的宽适空间。

全新秦（燃油）配备的 10.1 英
寸 8 核自适应旋转悬浮 Pad。

9 月 5 日，第二十二届成都国际汽车
展览会（以下简称：成都车展）如约开幕。
多年来， 作为国内四大车展之一的成都
车展， 一直是各大品牌开拓西部市场的
前沿之地，战略地位显著。

据官方数据， 本次成都国际车展共
有 130 多个汽车品牌参加， 展会总规模
20 万平方米。 其中，BBA、长城、北汽、红
旗、 上汽通用五菱等品牌均大幅提升参
展面积。 在车型方面，宝马、奔驰、奥迪的
旗舰车型与比亚迪、吉利、捷达、上汽 MG
等品牌的经济适用型新车“两分天下”，
似在暗指当下汽车消费的两个趋势———
“消费升级”及“体验至上”。

BBA： 大型展位+旗舰车
型树品牌形象

豪华车品牌在今年车市低迷的大环
境下一枝独秀。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豪
华汽车整体销量超 140 万辆, 同比增长
7.2%。

本次成都车展上， 宝马首次拿下超
3000 平方米的大展位，位列本届车展展
位榜首； 梅赛德斯 - 奔驰与奥迪也以近
3000 平方米的超大展位登场。

车型方面， 宝马带来了旗下豪华旗
舰———8 系家族，并赶在车展开幕前夕公
布价格：新车共推出 8 系 Coupe(双门硬
顶版)、8 系 Gran� Coupe(四门轿跑)、8 系
Convertible(敞篷版)以及 M8� Coupe 等
9 款车型供消费者选择， 售价 96.8 万
-219.8 万元。奔驰在带来 S 级臻藏版（售
价区间：84.28 万 -169.28 万元）的同时，
全新 GLS 完成了中国首秀。 奥迪也不甘
示弱， 大型轿跑 SUV 全新奥迪 Q8 在成
都车展上正式公布预售价格：77 万 -102
万元， 新车有望为暂落下风的奥迪带来
新的旗舰标志。

显然，BBA 是把成都车展当作了继
北京、上海、广州之后的第四大车展，以
展示品牌为主的形式来对待。 先树品牌
再冲销量， 成为了他们在西南市场的共

识。 而驱使他们这样做的，是汽车消费升
级———有豪华车购买力的消费者越来越
多，他们愿意花更多钱买配置、买个性、
买安全、买动力、买环保。

经济适用型车：拼体验迎
合年轻群体

本次成都车展还有一个特征是经
济适用型新车扎堆上市， 比如 10 万级
的 SUV 新选择———捷达品牌首款车型
捷达 VS5，承载着“品牌向上”厚望、比
现款博越定位更高的吉利家族重磅车
型博越 PRO，代表着互联网用车潮流、
改款升级的全新名爵 ZS， 首款欧系纯
电动 SUV———雷诺 e 诺， 还有开启全
球预售的比亚迪全新秦 EV 及秦（燃
油）……

纵观这些新车，不难发现，他们都在
尽全力地迎合年轻消费者： 几乎每一款
车的外观设计都在往“时尚”、“个性”看
齐；内饰及科技层面，也在向年轻消费者

的用车习惯靠拢， 中控台的造型大多走
简洁风， 大尺寸触控屏更是车联网的标
配， 在车辆智能系统颇有建树的上汽名
爵和吉利， 更是将这方面做到极致，比
如， 全新名爵 ZS 新增了语音订外卖、微
信接人、 快递查询等一系列便利实用的
功能……与之对应的是汽车“年轻化”市
场下体验至上的消费趋势，对“85 后”“90
后”等年轻消费者来说，实用不是车辆的
唯一需求，它要能彰显用车人的个性，并
提供良好的用户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 经济适用型车辆更
时尚、更丰富（配置）、更智能了，但价格
却在进一步下探，比如雷诺纯电 SUV，补
贴后起售价不过 6.18 万元。此外，比亚迪
全新秦也开启了紧凑型轿车市场的又一
轮“贴身肉搏战”。

自主、 合资往下探， 豪华品牌往上
扬，这一左一右截然不同的趋势，也正是
当下汽车消费两极分化的真实写照。

(刘宇慧)

成都车展开幕：
豪华车与经济适用型车“两分天下”

近日，2019 年 3X3 黄金联赛长沙
站开打。 作为 3X3� 黄金联赛的首席战
略合作伙伴，东风启辰为长沙人民带来
了一场精彩绝伦的篮球比赛。 3X3� 黄
金联赛是国际篮联 (FIBA)官方认证赛
事，也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自主 IP� 赛
事。 东风启辰有着年轻、动感、挑战、拼
搏的品牌基因，这与篮球运动的热血精
神非常契合。 基于共同的目标和价值
观， 东风启辰与 3X3 黄金联赛走在一
起， 为球迷们带来更多体育激情的同
时，共同推广篮球文化，让强健体魄观
念深入人心。

2019 年堪称“篮球大年”，FIBA 篮
球世界杯今年首次在中国举行。 8 月 31
日至 9 月 15 日，32 支世界强队在北京、
广州、南京、上海、武汉、深圳、佛山、东莞
八座城市展开激烈角逐， 这将是国际篮
联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赛事， 必定会
引发全民关注。 作为 2019FIBA 国际篮
联男篮世界杯以及中国国家男子篮球队
的签约合作伙伴，启辰 T90 届时将成为
两大篮球 IP 的指定用车。东风启辰在这
两大篮球 IP 的助力下，旗下车型“强健
体魄” 的品牌标签也将被更多的消费者
所熟知。

九年深耕， 东风启辰凭借强大的产
品力已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旗下 D60、T60、T90 等车型更是在各自
细分市场收获一大批忠实用户。其中，定
位为惊艳智领轿跑 SUV 的启辰 T90，
因为高颜值的外观以及合资级的品质，
不到三年已累计收获 8 万车主粉丝；而
另一款定位为高品质智趣 SUV 的启辰
T60 不仅拥有具备强大车联网系统的

“优秀汽车大脑”， 还于日前在 2019 年
C-NCAP 第二批碰撞测试中，以 91.7%�
的综合得分率荣获五星安全评价。

（何尚武）

9 月 5 日 ， 比亚迪王朝系列主力车
型———全新秦在成都车展上宣布开启全球预
售。其中，全新秦（燃油）预售价 6.68 万 -8.68
万元； 全新秦 EV 补贴后预售价 13.98 万
-14.68 万元。 与此同时，比亚迪还带来钜惠
真秦万元礼包，购车即可享最高 24 期 0 息或
36 期低息，以及最高 1 年免费 5G/ 月流量、1
年免费云服务。

业内人士分析， 作为比亚迪造车新时代

布局王朝矩阵的重要车型，全新秦（燃油）凭
借动力、智能科技、空间尺寸、安全品质等远
超同级别车型的越级优势， 将冲击现有紧凑
级家轿市场阵营， 与秦 Pro 形成完善的产品
组合拳，重塑 A 级家轿市场格局；全新秦 EV
则凭借比亚迪三电核心技术以及技术赋能后
的产品实力，以紧凑级纯电家轿王者身份，缔
造紧凑级纯电家轿新标准。

（何尚武）

东风启辰助力 3X3�黄金联赛

比亚迪“全新秦”开启预售

近日，位于长沙五一广场、毗邻 IFS 国
金中心的蔚来空间丨五一广场店开门营业。
此前，蔚来汽车在长沙运达中心广场、青竹
湖已设有体验店。“此次进驻长沙的‘黄金码
头’———五一广场， 我们希望在品牌及销量
层面均有所提升。 ”蔚来汽车城市总经理严
杰表示。

蔚来空间丨五一广场店是蔚来用户分享
快乐、共同成长的生活方式社区。在这里，蔚来
用户可与工作伙伴头脑风暴，与朋友举办分享
会、生日派对、个人音乐会，甚至开设属于用户
自己的体验课堂， 也可以预约参与大咖演讲、
设计、生活方式等主题的活动和体验。目前，蔚
来空间丨五一广场店有展车 ES8和 ES6，并
提供试驾服务。 据悉，这里不定期还能一睹全
球最快电动汽车EP9的风采。

截至目前，蔚来两款车型在全国交付已
累计超过 2 万辆。 ES8 是 2018 年 6 月开始
交付，ES6 是今年 6 月 18 日才开始交付，短
短一年，完成 2 万辆交付，对电动车行业而
言，是很不错的成绩。 （何尚武）

蔚来汽车
长沙五一广场店开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