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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通用携全明星阵容
闪耀成都车展
车展历来被视为车市的
风向标，除了有大量新车型集
中亮相，还有众多的前沿科技
争奇斗艳，从这里不仅能预见
汽车产业发展的趋势，也能管
窥当下汽车消费的信心；车展
同时也是各大车企比拼实力
的舞台，那些在现场赢得更多
人气的品牌和车型，毫无例外
也是市场的赢家……

多款重磅车型秀出硬核实力
第 23 届成都国际车展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偌大的西部国际博览城内，120 多个汽车品牌联袂为消费者奉献了一场
群星璀璨的汽车盛会。在闪耀的群星中，
谁才是那颗
“夜空中最亮的星”？
作为美系汽车的最重要代表——上汽通用携别克、凯迪拉克、雪佛兰三大品牌高调参展，以旗下多款重磅车型组成的全
明星阵容，成为本届车展上最具人气的流量 IP。其中，别克微蓝 7 纯电动 SUV、微蓝 6 插电式混动车、凯迪拉克 CT6 领先超
级巡航型和 CT6 旗舰超级巡航型等全新车型，凭借各自在新能源和智能化领域的硬核卖点，一亮相即圈粉无数。首次亮
相的还有雪佛兰开拓者五座车型，它也为钟情美式 SUV 的消费者带来了更丰富的购车选择。不仅关注度刷爆朋友圈，上述
车型还在现场收获了不少意向客户的垂青，
叫好又叫座的表现完美地诠释了啥叫车展 MVP！

别克微蓝 7
轻松化解里程焦虑

本次车展，上汽通用汽车别克品牌宣布：别克微蓝 7 纯电
动 SUV 和别克微蓝 6 插电式混动车同步上市。其中，别克微蓝
7 包括 652E 互联智享型、652E 互联智慧型两款车型，补贴后
售价分别为 17.98 万元、19.98 万元；别克微蓝 6 插电式混动车
包括互联时尚型、互联智享型、互联智慧型共三款车型，补贴后
售价分别为 15.98 万、16.98 万、17.98 万元。
凭借高达 500 公里的 NEDC 续航里程，别克微蓝 7 轻松化
解困扰消费者的里程焦虑。这主要得益于该车搭载了全球顶
级品牌 LG 化学的高能比长寿命电芯，组成了新一代模块化高
性能的三元锂离子动力电池组，电池容量为 55.6kWh。其采
用通用汽车独有的电芯级智能温度管理系统，通过每块电芯旁
的散热片，可对电芯进行温度控制。高效永磁同步电机与减速
单元集成化设计，实现最大功率 130kW、最大扭矩 360Nm 的
输出，
带来轻盈灵敏的起步和平顺有力的线性提速。
同时，微蓝 7 提供“标准”和“运动”两种驾驶模式和四种能
量回收模式组合，带来酣畅淋漓、动静皆宜的驾乘感受，充满纯
电动车独有的驾控乐趣。此外，微蓝 7 不仅支持直流和交流充
电，还提供“即插即充”、
“延迟充电”和“省钱充电”三种充电模
式，让用户享受到更灵活与便捷的电动车使用体验。整套三电
系统经过极为严苛的通用汽车全球新能源安全试验认证，不仅
带来一流水准的续航表现和低至 13.1kWh 的百公里电耗表
现，同时更具备超高安全性与可靠性，IP67 等级的密封设计也
充分保证了防尘与涉水安全性能。
作为别克首款纯电动 SUV，除了超长续航里程的优势，微
蓝 7 在颜值、配置及驾乘性能等方面也都可圈可点。该车拥有
动感矫健的 SUV 身姿、现代优雅的内饰风格，搭配动感犀利的
光导 LED 贯穿式车灯，及车内外多处呼应的 3D 立体几何切面
图案，构成独一无二的专属时尚符号。其车内配备 8 吋全液晶
仪表屏与 10 吋高清触摸中控屏、三辐式多功能运动方向盘、
ETRS 按键式电子排挡、高清流媒体后视屏，带来出色的科技
感和实用性。
得益于纯电动平台的架构优势，微蓝 7 的无门槛、纯平地
板带来了普通 SUV 无法具备的进出便利性和乘坐舒适性，高
坐姿和可开启的全景大天窗也提供了更通透的视野。全车 20
处储物空间，可以妥当安置每位乘员的随身物品。后排座椅可
6/4 分割完全放平，实现载物空间从 363 升到 1331 升的灵活拓
展。
作为车辆的“第二引擎”，别克微蓝 7 采用最新迭代的别克
eConnect 智能互联科技，带来全新可编辑 UI 界面、
“ 更懂你”
的 AI 智能语音交互和控制、覆盖逾 1000 万公里的导航地图数
据和超千万量级的娱乐和讯息资源，并支持无线 Apple CarPlay、手机无线充电和 OTA 远程升级。针对纯电动车的特点，
导航系统还会在续航低于 100km 时，绘制出预估的车辆续航
范围，结合 iBuick APP，可以轻松查找到周边充电桩并知晓使
用状态，让车主有备无患。同时，微蓝 7 还配备了 12 项先进的
智能驾驶辅助功能，按照 C-NCAP 五星级安全标准开发的坚
固车身，
全方位为消费者的智能愉悦出行保驾护航。
为顺应当下新零售趋势以及客户线上购物的习惯，此次别
克微蓝 7 创新采用专属的线上直销模式进行销售。通过新开
通的线上直销渠道，消费者可使用别克 iBuick APP 直接线上
看车、订车、付款购车。此模式将以往消费者向经销商下订，转
为直接向厂家购买，购车过程更简化、更透明。同时，购买别克
微蓝 6 PHEV 的用户也可以通过 iBuick APP，一站式完成咨
询、选车、向经销商下订等流程。通过充分整合资源，别克联合
经销商一同打通线上线下，从线上选车、线下体验、在线支付，
到透明提车、安心维保，让用户畅享互联时代优质、便捷、自主

灵活的一站式汽车服务新体验。
同时，别克品牌依托上汽通用汽车 7S 模块化服务体系，专
门推出为新能源车量身定制的专属服务礼遇。两款新车用户
均可获赠专属家用充电桩，微蓝 7 车主还可通过遍布全国的别
克服务网点，享受专业年度体检，以及部分地区和经销商门店
提供的维保代步车、上门取送车等专业贴心服务。
同步上市的别克微蓝 6 插电式混动车同样基于通用汽车
新能源平台正向开发，搭载了业界顶尖的插电式混动技术。其
混合驱动系统可输出 135kW 综合最大功率、380Nm 综合最大
扭矩，支持纯电续航 60 公里，满电满油续航里程可达 780 公
里，同时，百公里综合工况油耗低至 1.4L。微蓝 6 PHEV 不
仅让用户出行无需再为里程、充电、路权以及油耗、排放而焦
虑，
并且还带来如同纯电动车型一般平顺宁静的驾乘体验。
值得点赞的还有，两款新车用户均可享受 10%超低首付或
30%首付 24 期 0 息等多种灵活金融购车方案、一系列新能源专
属服务礼遇、别克“双擎服务”——三电及混动系统享 8 年/16
万公里超长原厂质保，以及每年 100G 安吉星 4G 车联应用终
身免费流量。

凯迪拉克 CT6
展示超级智能驾驶黑科技

又营造出别具特色的新美式豪华氛围。为保证静音效果更长
久，凯迪拉克将 CT6 高压铸铝件工艺使车身零部件从 227 件大
幅减少至 31 件，前后挡风、侧窗均采用了厚达 4.96mm 的双层
夹胶声学玻璃，最大程度上做到零噪音效果。
动力方面，凯迪拉克 CT6 搭载的全新 2.0T 可变缸涡轮增
压发动机，能够爆发出最大功率 174 千瓦，峰值扭矩 350 牛米
的澎湃动力，并且基于 Tripower 可变气门管理技术、高度智
能电气化技术的创新应用，这台发动机拥有“四缸高性能模式”
“四缸经济模式”
“两缸超经济模式”三种工作模式，百公里油耗
低至 7.1 升。与之匹配得失全新 10 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得益于
更宽的速比范围和绵密合理的齿比分布，使得 CT6 在换挡时的
顿挫感十分轻微，
保证了日常行驶中的舒适性。
为给车主提供优越的驾驶质感，凯迪拉克 CT6 匹配了
ARS 主动式后轮转向系统、全新 E-boost 电子助力制动系统、
高强度豪华悬挂系统底盘等科技配置，确保车辆无论应对何种
路况，
都能保证转向的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作为凯迪拉克品牌倾力打造的新美式豪华旗舰轿车，CT6
在软硬件层面都拿出了足够令人信服的表现，如今更是在 Super Cruise 超级智能驾驶系统重磅加持下，进一步彰显了凯
迪拉克
“风范科技”
的强大卖点，
而分别为 46.97 万元、
48.97 万元
的售价也显得诚意满满，
使之有望成为细分市场的热门之选。

雪佛兰开拓者
巧解 5+2≥7 不等式

凭借 Super Cruise 超级智能驾驶系统这项凯迪拉克独创
的前沿科技，凯迪拉克两款全新车型——CT6 领先超级巡航型
和 CT6 旗舰超级巡航型，成为车展现场的人气之星。据悉，
Super Cruise 超级智能驾驶系统主要运用了驾驶员注意力保
持系统和厘米级高精度地图数据系统两大核心技术，并整合了
BLUELINE 蓝线车道中央保持系统、全速域自适应巡航控制
系统和 360 度全方位侦测感知系统，辅以高精度 GPS 定位系统
及 OnStar 安吉星，各项技术间环环相扣，为用户带来安全智能
的用车体验。
数据表明，驾驶员注意力不集中是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主
要因素之一，那么驾驶员注意力保持系统就显得尤为关键。它
可以通过车辆转向柱顶端的微型摄像头与方向盘灯带两旁的
红外传感器，实时追踪驾驶者头部位置和脸部特征，识别驾驶
者的视线方向，一旦检测到驾驶者视线离开前方，系统会提示
驾驶者将注意力转移至前方道路，如驾驶者未及时收回注意
力，系统将进一步升级警示强度，利用方向盘光条、警示图标、
座椅震动、蜂鸣音进行增强提示。若是驾驶者还未有任何反
应，那么系统将会接管车辆，在原行驶道路上自动降速至停止
并打开应急灯，在必要时刻，凯迪拉克自带的安吉星救援系统
将主动联系驾驶员，全面保障驾驶者与车辆的安全。
除驶员注意力保持系统外，Super Cruise 超级智能驾驶
系统还包含了厘米级高精度地图数据系统，只是看“厘米级”三
个字就能判断出其在保障驾乘安全上起到的作用相当显著。
的确，其采用了针对未来自动驾驶车辆研发的先进技术——激
光雷达扫描地图，高精度 GPS 定位准确性是传统 GPS 的 4-8
倍，配合上实时摄像头、雷达传感器提供的数据，保证系统顺畅
运行之余，多种数据的结合还形成了一条被称为“BLUELINE
蓝线”的虚拟车辆控制路径，以供车辆跟随并始终保持在车道
中央位置行驶，即使是在崎岖山路或是大雾暴雨天气下行驶，
Super Cruise 超级智能驾驶系统都能给驾驶者提供一个清晰
准确的前方道路预判，
称之为
“上帝视觉”毫不为过。
除了智能黑科技，凯迪拉克 CT6 一如既往展现了品牌的豪
华基因，其内饰皆由甄选皮质覆盖，搭配上 Cut-and-Sewn 法
式双缝线大师级包裹工艺以级凯迪拉克 Chevron Perf 独特的
盾型打孔工艺，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尽显非凡格调，而碳纤维饰
板、镀铬金属饰条以及来自非洲、南美洲珍贵木材的内饰搭配

凭借动感时尚的造型，强劲顺畅的动力表现，以及丰富到
没朋友的科技配置，尤其是在驾乘空间方面的出色表现，雪佛
兰开拓者一上市即获得广泛赞誉。这次亮相成都车展，这款内
外兼修的大七座 SUV 同样吸引了无数人围观。
对于选购 7 座车型的目标人群而言，空间无疑是最大的刚
需，而这恰恰是开拓者的强项所在，凭借傲人的“三围”尺寸，以
及合理的空间布局，它让 5+2≥7 的不等式成为了可能。相比
起那些“伪七座”竞品，开拓者的空间表现真的让人刮目相看，
和主要竞争对手汉兰达和锐界相比，无论轴距还是长宽尺寸，
开拓者妥妥地赢在了起跑线，这也为它营造从容宽适的车内空
间创造了条件。
就拿目标客户最为关注的第三排来说，开拓者的原则是：
不凑合，不将就，即便是置身第三排也要全程舒舒服服。首先
是第三排的进入，虽然都是沿用二排座椅侧倾+滑动的操作，
但是开拓者二排座椅的滑动轨道长达 25cm，这个距离让第三
排乘员进出显得游刃有余，而且操作简便不费力，哪怕是女孩
子也能轻松搞定。
必须提出表扬的是，满载七人的情况下，开拓者的后备箱
容积为 222L，目测放四个 20 寸登机箱不成问题；放到第三排
后，容积扩大到 883L；二三排全部放倒，容积可达到 1970L，不
愧是空间魔术大师，并且后排座椅还能分别 5:5 和 4:6 放倒，
不管是载人拉物开拓者都能胜任，一车多能不只是说说而已。
锦上添花的是，其座椅收折均为全电动操作，轻触后备箱按钮
一键搞定，真正地体现了人性化设计。
不只是大，开拓者还通过许多人性化设计的细节处，为驾
乘者营造舒适的出行空间，比如：第三排独立的扶手杯托、空
调出风口，以及中央扶手前端的储物盒的双层设计，甚至专门
放雨伞预留了空间；还有副驾位置手套箱的电动按钮……虽
然都是小细节，却体现了设计师的匠心所在，从用户体验来讲
也都是加分项。
除了在空间方面给出了“5+2≥7”的出色答案，开拓者的动
力总成、四驱性能，以及武装到牙齿的驾驶辅助系统也都是它
为人称道的硬核卖点。此次成都车展上又加推五座车型，无疑
能更好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购车需求，从而助力这款纯真美式
范儿的 SUV 开拓更大的市场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