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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广汽最新研发成果，工
艺标准和质量严苛要求的传祺
GS4，近期成为车市焦点。不仅
仅因为它所搭载的传祺全新第
二代200T涡轮增压发动机与7G
-DCT变速器的动控组合达到
了国际水平，可在1500转至4200

转 的 宽 大 转 速 范 围 内 输 出
202Nm峰值扭矩，更因为其百公
里仅6 . 3升的综合油耗，对于一
辆城市SUV来说堪称罕见。

传祺GS4搭载的200T发动
机，整合运用多达46项世界领先
技术，着重在设计先进性、工艺
先进性及材料先进性三大方面

进行全方位创新与优化，使得
200T发动机同时实现大扭矩、
低油耗以及低噪音表现。

G S 4 2 0 0 T发动机应用
GCCS燃烧控制专利技术、低惯
性电控E-Turbo涡轮增压器、
DCVVT双连续可变气门正时机
构等世界先进技术，以及曲轴偏
置与低张力活塞环设计等相互
配合，使得发动机能在1500转至
4200转的宽大转速范围内输出
高达202Nm的峰值扭矩，强劲动
力源源不绝的同时，油耗经济性
能出众。

为了提升节能减排效果，

GS4配备了Start-Stop发动机启
停系统，可有效降低油耗5%。同
时 2 0 0 T 发 动 机 还 配 备 博 世
BOSCH控制系统，利用可变流
量机油泵，再配合高效率全复合
材料进气歧管等轻量化设计与
缸孔珩磨技术，实现综合降低
10%油耗的目标。

好马配好鞍，与200T发动

机相匹配的是同级领先的7速G

-DCT双离合变速箱，换挡时间

只需0 . 2秒，换挡顺畅迅速几乎

没有顿挫感，有效提升了车辆的

驾乘舒适性。配备独特的ECO经

济模式，进一步降低GS4油耗。

百百公公里里综综合合油油耗耗只只要要66 .. 33LL
传祺GS4 200T发动机揭秘

专刊记者 张潇匀

4月13日9：58分，继重庆车
展隆重亮相后，主打时尚科技范
儿的北汽幻速H2在烟台春季国
际车展隆重亮相。北汽幻速销售
公司领导、经销商代表和观展市
民亲临现场，共同见证了北汽幻
速H2烟台区域上市活动。

虽然当天气温很低，但是北
汽幻速H2的魅力和现场激情的
活动与礼品点燃了观展市民的
激情，上市活动现场人气高涨。

一段气势恢宏的击鼓表演，
一场动感十足的舞蹈展示，正式
拉开了北汽幻速H2上市会的序
幕。北汽幻速销售公司领导的讲
话和北汽幻速的研发短片足以
让到场的众人感受到北汽在幻
速H2上着实投入了很大的精
力。

在现场，销售经理对北汽幻
速H2进行了详细而全面的解
读。北汽幻速H2对整车品质进
行了精心打造，从造型设计到内
饰风格再到科技智能配置，全面
向轿车靠拢。率先匹配了6AMT

变速箱，在驾驶便利性、经济性
方面达到了平衡，推动紧凑型
MPV驾驶体验升级。以配置为
例，其搭载了9英寸超大液晶屏，

集成了GPS导航、倒车影像、手
机映射、蓝牙免提等丰富功能，
并率先搭载了幻速云TM服务
系统、一键启动/无钥匙进入、前
排座椅加热、电动调节外后视镜
等越级配置，已然成为同级车型
中的性价比之王。

北汽幻速H2拥有时尚动感
的造型设计、满足渴求的细节品
质、极致完美的驾控感受，但是
它的价格却很亲民。1 . 5L手动舒
适型售价5 . 88万元，1 . 5L手动豪
华型售价6 . 18万元，1 . 5L自动舒
适型售价6 . 18万元，1 . 5L自动豪
华型售价6 . 48万元，1 . 5L自动尊
贵型售价6 . 68万元，当销售经理
报出这些售价的时候，现场的消
费者都忍不住爆发出掌声。

北汽幻速作为一个年轻品
牌，内饰整体设计非常年轻化，
时尚的配色、6速手自一体变速
箱、超大液晶屏、一键启动等新
功能的加入，打破了消费者对于
传统MPV车型的刻板印象。其
无论是科技感还是配置丰富程
度，都超出了我们对一款入门级
MPV的期待。相信北汽幻速H2

的可靠性将会赢得消费者的广
泛点赞，赢得不少年轻家庭的青
睐，有望成为烟台市面上又一款
畅销车型。

北汽幻速H2车展现场隆重上市

专刊记者 于凤丹

2015年春季车展于4月13日
结束，君通美达雪佛兰共计销售
车辆112台，完美收官。在竞争非
常激烈的车展上，为何能取得如
此好的销售成绩？记者带着疑问
采访了君通美达市场负责人。她
告诉记者：“我们有推陈出新的
宣传团队，不懈努力的销售顾
问，有尽心尽力的售后服务。”

据了解，君通美达是烟台实
力最强的雪佛兰4S店，烟台唯一
双四星级服务商、山东十佳优秀
经销商。君通集团雪佛兰致力于
服务烟台，旗下包括烟台旗舰
店、莱州4S店以及牟平、莱阳、蓬
莱、栖霞、海阳品牌直营店，七店
全方位覆盖烟台，服务更便捷。

市场负责人告诉记者，君通
美达有自己独有的金领结车主
俱乐部增值服务，包括9+9项终
身免费检测服务、新车交车10分
钟、金领结课堂及车主DIY活

动、24小时紧急救援服务、车主聚
乐会及欢乐自驾游等。君通美达
以诚信服务车主，维护车主品质
利益，杜绝问题车、质损车、修复
车销售，售后服务100%原厂纯正
配件。售后服务实力很强，拥有5

名银牌认证售后服务技师、拥有
12名铜牌认证售后服务技师，荣
获全国售后服务技术金奖。

家庭用车的最佳选择、国民
理想家轿赛欧3“0”利息购车方
案正式启动，仅需5 . 69万起。大
有可观，幸福就是装下更多欢
笑；大省能耗，幸福就是想去哪
就去哪；大有信心，幸福就是无
时无刻的安心。

详询烟台君通美达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

雪雪佛佛兰兰让让你你安安心心，，君君通通美美达达让让你你放放心心
机场路上的雪佛兰是烟台唯一双四星服务商

看看看看这这些些汽汽车车高高科科技技配配置置，，靠靠谱谱！！

专刊记者 张潇匀

烟台车界的盛会———
春季车展圆满落下了帷
幕，在车展上很多市民都
铆足了劲儿想买一款满意
的汽车，但面对琳琅满目
的车型和那些听起来很高
端的高科技配置，真不知
该如何选择。科技发展日
新月异，车上的高科技配
置也层出不穷，究竟哪些
是华而不实，哪些是真的
实用、靠谱呢？现在记者就
来盘点一下那些实用、靠
谱的高科技配置。

ESP(缩写Electronic Stability Program)被称为电子稳定系
统，它是众多主动安全配置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为防止车辆出现
打滑失控提供了保障。是博世公司十多年前发明的，并且也是第
一个将其投入量产的公司。因为ESP是博世公司的专利产品，所
以只有该公司的车身电子稳定系统才可称之为ESP。

ESP整合了ABS和TSC，能防止车轮在制动及启动时打滑，
并且增加了横摆力矩控制—防侧滑功能，从而避免事故发生。在
紧急操控，如快速转向、反向转向、紧急变道、紧急避让等危急情
况下，ESP能够帮助驾驶者保持对车辆的操控，以保证车辆行驶
的稳定性。

寒冷的冬天，如果在上车之前车子能先热好车，一上车就能
享受暖风；炎热的夏天，如果能上车之前车子就启动空调制好
冷，是不是既省时又舒适呢？如果在以往，要实现这些必须请个
专职司机才行，但现在，遥控启动功能就能轻松实现。

连续按下遥控钥匙上的启动键两次，车子就会启动，此时车
门并没有解锁。司机上车后需要再按一下车上的启动按钮，变速
器才能挂挡，防止误操作导致意外。另外，如果遥控启动后想要
熄火，可以再按两下遥控钥匙，车子就会熄火。

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是一种智能
化的自动控制系统，它是在早已存在的
巡航控制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
车辆行驶过程中，安装在车辆前部的车
距传感器(雷达)持续扫描车辆前方道
路，同时轮速传感器采集车速信号，使
车辆与前方车辆始终保持安全距离。

主动巡航系统代替司机控制车速，
避免了频繁取消和设定巡航控制，尤其
适合在车队中编队行驶。

多功能方向盘是指在方
向盘两侧或者下方设置一些
功能键，让驾驶员更方便操作
的方向盘。多功能方向盘包括
音响控制，空调调节，车载电
话等，还有的将定速巡航键也
设置在方向盘上。

倒车影像系统让倒车时，车后的状
况更加直观，一目了然，对于倒车安全
来说是非常实用的配置之一。

当挂倒车挡时，该系统会自动接通位
于车尾的高清倒车摄像头，将车后状况清
晰地显示于倒车液晶显示屏上，让你准确
把握后方路况，倒车亦如前进般自如、自
信。即使在晚上，通过红外线，倒车影像系
统仍然能将车后状况反映得一清二楚。

现在的车子的功能越来
越多，按钮也好、触摸屏越好，
无论是调整哪个功能，驾驶员
的视线都要转到中控操作台
上找出按钮做出选择和操作，
这期间的几秒或更长时间的
注视中控很容易引起事故。多
功能方向盘使驾驶员可以直
接在方向盘上操控车内很多
的电子设备，不需要在中控台
上寻找各类按钮，这样可以更
专心地注视前方，大大提高行
车的安全性。

电子稳定系统 自适应巡航系统 多功能方向盘

倒车影像系统遥控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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