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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车速递

比亚迪推出“刀片电池”

3月 29 日， 比亚迪宣布正式推出具有安全性
高、续航长、寿命高等优点的“刀片电池”。

发布会当天，比亚迪在播放了一段对比三种电
池针刺实验的视频，回应了之前网络上对于刀片电
池超强安全性的质疑。“针刺穿透测试”是行业内公
认的对电池电芯安全性最为严苛的检测手段。这一
测试要求用钢针将动力电池电芯刺穿，造成电芯内
部的大面积短路。在同样的测试条件下，三元锂电
池在针刺瞬间出现剧烈的温度变化，表面温度迅速
超过 500℃， 并发生极端的热失控———剧烈燃烧现
象，电池表面的鸡蛋被炸飞；传统块状磷酸铁锂电
池在被穿刺后无明火，有烟，表面温度达到了 200℃

~400℃，电池表面的鸡蛋被高温烤焦；比亚迪“刀片
电池”在穿透后无明火，无烟，电池表面的温度仅有
30-60℃左右，电池表面的鸡蛋无变化，仍处于可流
动的液体状态。

据悉，比亚迪“刀片电池”通过结构创新，在成
组时可以跳过“模组”，大幅提高体积利用率，最终
达成在同样的空间内装入更多电芯的设计目标。在
大幅提升系统质量能量密度以及体积能量密度的
同时，由于去掉了“模组”这一层中间结构，使得电
池系统的复杂度大幅下降，由此也带来更高的产品
稳定性和更低的故障率，给消费者带来兼具高安全
以及高品质的新能源汽车。 （晓 倩）

东风悦达起亚将产 KN95口罩

近日，东风悦达起亚官方宣布，将于 4 月 8 日
起正式量产 KN95口罩，量产后将优先提供给东风
悦达起亚客户、经销商、供应商、股东方和公司员
工。

今年 2月份，东风悦达起亚便开始布局并引入
两条口罩生产线。3月中旬， 完成对生产工艺的验
收，确保生产工作顺利开展。不同于众多汽车厂家
生产的一次性医用口罩，东风悦达起亚此次生产的
为 KN95 防护口罩。目前，国内疫情虽已得到有效
控制， 但新冠肺炎在全球范围内防控形势依然严
峻，境外输入病例对国内疫情防控带来挑战。

自 3月 2日起，东风悦达起亚全系量产车型标
配中汽研权威认证的“CN95”级空调滤芯，致力于为
消费者提供更佳的安全防护。 （丁延吉）

广汽本田全新冠道
3月 27日，本田旗舰 SUV———冠道迎来

中期改款。广汽本田表示，新款冠道作为广
汽本田战略性旗舰车型，专为满足中国消费
者需求而打造，新车于 3月 31日正式上市。

自 2016年上市至今， 冠道凭借着优秀
的产品力，收获无数消费者青睐。本次中期
改款的冠道采用升级后的 “Build up

SPORTS LIMO”开发理念，车辆设计、科技配
置和驾驶性能方面都有更进一步提升。

外观方面，新款冠道采用了本田最新的
家族设计语言，中网经过重新设计后采用横
条式设计，头灯组造型也是本田家族的最新
设计语音， 升级后的前脸造型更加大气。鹰
翼式全 LED前大灯拥有高度自动调节、自动
开启、 自动延时熄灭、ACL主动转向照明等
功能，更高的科技配置让车辆在日常使用时
更加便捷。车辆尾部，尾灯造型与头灯组形
成统一，LED 尾灯内部结构经过重新调整，

中间采用一根镀铬条进行连接， 尾部 Coupe

Sport后扰流板和运动双边四排气口营造了

新冠道更加运动的车辆属性。 尺寸方面，新
冠道的长宽高为 4858 x 1942 x 1675 毫
米，轴距为 2820毫米。

内饰设计，新款冠道采用大量软质材料
包裹、 搭配金属材质与质纹饰板进行点缀，

凸显出不错的精致感。整体造型风格变化不
大，不过冠道对车内的科技配置进行了多项
升级，新冠道车机系统拥有环绕立体声影院
音响系统（7喇叭）、多角度可调 8英寸触摸
屏、Apple CarPlay、SVC音量随车速调节、前
后排 USB 接口+前排 HDMI 接口、 前后排
12V电源、 手机无线充电等多种便捷功能。

此外，车辆还能连接支付宝账号、在条件允
许的停车场不需要停车与取卡，车辆可完成
自动支付， 目前覆盖范围为北京、 上海、天
津、青岛等 10城市，共 8000多个停车场。

更高配的 370TURBO 车型则配备了专
属的后排电加热座椅、前排通风座椅、副驾
席后排可调按钮、驾驶席电动调节（12向带
记忆功能）、后排电动遮阳帘、HUD抬头显示

系统、SBW按键式电子换挡等功能。

动力方面，冠道共搭载两款不同功率的发
动机， 其中 370TURBO车型搭载 2.0T直喷涡
轮增压发动机， 综合工况油耗 8.3～8.7升/100

公里。240TURBO车型则搭载 1.5T直喷涡轮增
压发动机，配以 CVT无级变速器，综合工况最
低油耗 7.3升/100公里。其中，240TURBO入门
版本将在第三季度通过广汽本田商城与广汽
本田天猫官方旗舰店限量销售。 （丁延吉）

奇瑞控股捷途 X70M
3月 23日，奇瑞控股捷途全新车型———

捷途 X70M正式云上市，此次云发布共推出
1.5T+6MT/6DCT两种动力组合 5款车型，售
价区间为 6.49-8.99 万元。6 月 30 日前，购
买捷途全系产品享终身免费保养（限首任车
主）、10年 20万公里超长质保、70元起包牌
包税包险贷回家。

自 2018年 8月首款车型上市以来，奇瑞
控股旗下捷途品牌不断汲取用户建议、 精进
产品品质、完善产品布局。其中全新一代捷途
X70、X70S、X70S EV、X70COUPE 所组建的
X70系列产品， 更是凭借良好的市场表现及
品质口碑树立了 “全新国民好车” 的形象标
签。此次上市的捷途 X70M，不仅是 X70系列
最新的扩展与补充， 也是捷途在品牌向上同
时，为满足用户“刚需”而打造的一款超值大

SUV，更是捷途 X70系列高品质的“基本款”。

“徽城翘楚”的家族式设计语言，将传统
中国元素与现代汽车设计相融合，赋予了捷
途 X70M 时尚、大气的视觉感官。在奇瑞控
股捷途看来，作为“超值伙伴”的一款车型，

首先空间要大，其同级领先的超长车身及车
宽，2745毫米的超长轴距，5/6/7座可选式座
椅组合， 为用户带来超大空间的舒适体验；

其次能保驾护航，其全方位的主被动安全配
置，“CN95”级车载新风系统的应用，将捷途
X70M打造成“移动的无菌舱”，为用户带来
出行安全和健康的全面呵护；最后须保障到
位，全球顶级供应商体系，全球领先的柔性
化、智能化制造工艺，整车超 180 万公里的
可靠耐久性试验， 以及整车 10 年/20 万公
里、发动机 10年/100万公里质保，为用户提

供最有力的硬核保障。

可以看出，无论是空间、品质、安全还是舒
适方面，捷途 X70M都将“以用户为中心”的理
念及追求匠心品质的诉求发挥到极致。

（宋电波）

逆风破局：今年前 2个月同比增长 34.6%

上汽 MAXUS 冲刺 16万辆年销售目标
上汽 MAXUS（迈克萨斯）日前宣布，旗

下宽体轻客车型矩阵逆风上扬，1-2月累计
同比增长 34.6%，且相比去年整年，市占率
不降反升， 以 5.2%的增量独占轻客市场市
占率增速鳌头。

上汽集团副总裁蓝青松表示， 上汽
MAXUS作为上汽集团旗下成立仅十年的年
轻汽车品牌，正凭借行业内独一无二的 C2B

智能定制创新模式，致力于为用户打造“生
而与众不同”的用车体验。在 2019年完成 12

万辆全年销售、 同比大增 42.3%基础上，今
年企业正式冲刺 16万辆年销售目标。

“三车战略”见成效

为满足消费者对轻客产品的多元化需
求， 上汽 MAXUS全面布局轻客市场， 推出
V80、V80 PLUS及 V90组成宽体轻客“三车
战略”，加快向行业第一的目标迈进。开创轻
客自动挡时代的上汽 MAXUS V80， 持续以
对标国际一流水准的技术水平，深耕细分市
场； 上汽 MAXUS V80 PLUS凭借全球领先
的高性能柴油机“上汽 π”，率先升级国六排
放标准， 引领中端市场； 上汽 MAXUS V90

则具备智能互联、智享科技、智强动力、智选
定制四大业界首创优势，定位中高端市场。

作为上汽 MAXUS 推出的首款轻客车
型，V80具备智能互联、 宽绰空间、 舒适乘
坐、高效低耗、可靠耐用、全面安全的领先优
势。其不仅率先将自动挡配置应用于宽体轻
客、率先导入国五技术、率先启用新能源技
术，且搭载“我行智行”智能互联系统，开启
宽体轻客 2.0 时代。 国内走俏同时， 上汽
MAXUS V80 还斩获海外消费者的青睐，于
3月 18日向阿联酋最大的运输公司、当地的
政府部门———阿联酋国家运输公司交付 186

台校车，这也是中东该细分市场的单笔采购最
大订单，堪称中国汽车品牌“出海”的又一次成
功典范。

与上汽 MAXUS V80 并肩作战的 V90，是
一款定位中高端市场的全领域智能宽体轻客。

其既是细分市场内唯一搭载最新一代智能网
联系统、业内最专业的车辆管理专家———蜘蛛
智联的车型，也是首款搭载 ADAS智能辅助驾
驶系统的宽体轻客，为用户带来全方位超乎想
象、前瞻智能的用车体验。在业内独有的 C2B

大规模个性化智能定制模式的支持下， 上汽
MAXUS V90 支持多达 10 万种的配置组合可
选，并提供 8 大类专用定制车型服务，满足用
户多元化需求。

随着各地客运企业对小型高一级营运客
车 9座车型的需求激增， 上汽 MAXUS也发布
宽体轻客 V90的小型高一级营运客车 9 座车
型， 抢占市场先机。 上汽 MAXUS V90智达 9

座车型近期连续斩获多个订单，签约客户包括
云南云旅集团、大理和丽江交运、兴义运输公

司、南宁交投集团、文山交运集团、玉溪交运、

临沧交运等，且车辆交付业已陆续启动。

重中之重“产品力”

2020年，上汽大通将推出全新的中高端皮
卡车型， 旨在持续引领国内皮卡的乘用化趋
势； 部分现有车型也将在 2020年迎来改款更
新，以增强其在细分市场的竞争实力。年内，上
汽大通还将不断丰富产品线， 推出电动皮卡、

入门级皮卡、 全新纯电中大型 MPV、G50年度
车型等全新车型，备受期待的全新氢燃料电池
MPV G20FC也将于 2020年完成上市。上汽大
通还针对智能驾驶、智能网联、全品类的新能
源、下一代电子架构、智能座舱等新技术的发
展，推出面向未来的产品全新架构 MIFA。

针对品牌力，上汽大通改变线上营销传播
方式。当全行业依靠第三方平台，在线上直播、

远程视频、 电子商城进行尝试和探索的时候，

上汽大通的用户早就实现全业务在线化：不但
可以 VR看车、360°全景看车，而且可以自己决
定选装配置，遇到问题还可以和 200+位工程师
直接联系，然后自己选择日历订车、线上贷款、

上门交车等定制方式，真正实现全程“无接触”

的买车体验。

渠道力构建方面，上汽大通注重对线上引
流带客的应用。通过“我行”和“蜘蛛智选”在全
生命周期，全方位触达和服务用户，从定制化
走向用户驱动企业发展的新运营模式。

同时业务数据化也在服务上得到应用，蜘
蛛智选中已包含选配、售后配件、金融政策等
全套解决方案，且用户购车后 OTD全程透明。

目前，70%的基盘客户可通过线上直连， 其中
600+已成为钻石粉；200+工程师直连客户，1

天内解决客户售前售后问题，已有 200万条问
答记录，2020 年底目标 500、售后、质保、工厂
制造物流、部分采购，也将陆续在线。客服在线
用户全平台覆盖，85%首问解决率，2020 年的
目标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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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8日，吉利控股集团
与沃尔沃汽车迎来并购十周
年的纪念日。近日，沃尔沃汽
车成都工厂也即将迎来第五
十万辆整车下线，那是一辆全
新的沃尔沃全球畅销车型
XC60。之后，它将搭乘“长安
号”中欧班列从西安发运到比
利时根特，销往欧洲市场。

这是沃尔沃汽车“全球品
质，中国制造”的一个历史性
缩影。2010 年至今十年间，沃
尔沃汽车已经发展成为一家
有着蓬勃生命力，并且始终坚
持独特品牌价值的全球豪华
汽车企业，其研发、设计、生产
制造、市场销售等运营足迹遍
布欧洲、美洲、亚太全球三大
主要市场。 刚刚过去的 2019

年， 沃尔沃汽车集团更是自
1927 年成立以来销量首次突
破 70 万辆， 达到 705452 辆，

连续第六年创历史销量新高。

产品的常态化出口，突显
了沃尔沃汽车为世界制造高
品质豪华汽车的实力。作为中
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将
产品出口至欧美成熟市场的
豪华汽车品牌，沃尔沃汽车在
中国生产的车型迄今已出口
至全球 8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制造” 作为沃尔沃
汽车全球制造战略的核心之
一，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
国已经发展成为公司在全球
发展的核心引擎。2019 年，沃
尔沃汽车在华销量首次突破
15万辆大关，达到 154559辆，

刷新了沃尔沃汽车在中国大
陆市场的历史销量纪录，在全
球市场也是有史以来单一市场的最高销量。销
量的背后，彰显的不仅是沃尔沃汽车深耕中国
十年、稳扎稳打不断夯实的体系力，更是持续
升级的品牌力和产品力。目前，沃尔沃汽车在
中国拥有 3 家汽车制造基地和 1 家发动机制
造基地，1个研发中心和 1个设计中心；员工数
量从 188人增长至 8000余人； 供应商超过了
1700家，本地采购占全球采购总量超过 30%；

截止 2019年底，共有销售网点 261家，覆盖全
部一、二线城市。完善的体系不仅提升了沃尔
沃汽车在行业内的竞争地位， 还带动了大庆、

成都以及张家口等地汽车产业集群的进一步
发展，提供大量就业机会。 （晓 丁）

小鹏 P7

NEDC综合续航 706 公里 、XPILOT

3.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百公里加速 4.3

秒、 预售价 24万起……作为小鹏汽车旗
下超长续航智能轿跑小鹏 P7，日前正式登
陆上海市场。

小鹏 P7轴距达 2998毫米，整车显得
舒展有气势。因为采用低重心、溜背车身
姿态，结合全景玻璃观星车顶、隐藏式门
把手等设计元素， 小鹏 P7营造出充满运
动感的“星尘之速”；因为以感性律动的渐
消曲面代替传统腰线，和谐且富有变化的
“星河之曲” 缭绕耳畔。 通过主动交互灯
语，赋予车辆生命和智慧，并以前后灯贯
通式“流动光剑”造型，“星际之光”呼之欲
出。

小鹏 P7搭载有全球领先的最新一代
方形电池组，电芯额定能量 80.87千瓦时、

能量密度高达 170瓦时/公斤。同时，轿跑
外形、隐藏式门把手、鸭尾造型等设计，炼
成 Cd0.236 超低风阻系数 ， 助力实现
NEDC最长综合续航 706公里， 成为目前
国内量产电动车中续航里程最长的车型。

作为一款轿跑，P7 的性能同样惊艳。

四驱高性能车型最大功率 316千瓦、峰值
扭矩 655牛·米、0-100公里/小时，加速时
间 4.3秒。同时，小鹏汽车联合德国顶级团
队为小鹏 P7开发底盘平台， 并由中德双
方工程师共同完成调校及测试，高配车型
搭载智能主动连续减振系统（CDC）并配
备 Brembo（布雷博）专业制动系统，百公里
制动小于 35米， 给予驾驶者更自信的制
动脚感和安全保障。 (周 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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