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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极氪猎装动态，体验飞盘激情对决。

日前，2022—2023 年中国飞盘联赛·“极氪杯”

浙江杭州站，在杭州上城区体育中心落下帷

幕。来自宁波的“甬士队”从 16 支队伍中脱颖

而出获得冠军。

飞盘运动 1948 年起源于美国，上世纪 70
年代风行于欧美，比赛项目种类较多，较受欢

迎的几种包括飞盘争夺赛（极限飞盘）、飞盘高

尔夫、自由花式和勇气赛，2022 年美国伯明翰

世界运动会就设有飞盘项目。世界飞盘联合

会已于 2015 年加入国际奥委会大家庭，业内

专家认为，飞盘有机会冲击 2028 年洛杉矶奥

运会，成为比赛项目。

为了更好地普及和推广飞盘运动，让更多

市民体验飞盘乐趣，从而促进全民健身运动的

多样化开展，主办方在赛事期间举办了飞盘主

题嘉年华，市民朋友可以在上城区体育中心的

雕塑广场上体验多个娱乐项目，如飞盘彩绘、

飞盘高尔夫、飞盘九宫格、飞盘摸高、飞盘掷

远、躲避盘体验赛等。

“飞盘就像极氪 001，优雅绅士的外表下

有一颗运动的心。”极氪车主兼中国 U24 国家

队飞盘运动员小李说。嘉年华活动现场，既可

点一杯现调特饮，来一场飞盘挑战赛，体验极

氪 001 所倡导的户外生活；也可打卡极氪 009
抢鲜体验，华灯初上时与潮流新车拍个合影；

亦可悠闲徜徉于涂装车展示区，酷炫的涂装

车，各式各样的漆面工艺，搭配形态各异的精

致图饰，再结合车辆的车型架构，宛如一件件

行走的艺术品，给予市民强烈的视觉冲击和美

学享受。

“来玩，来嗨，来运动。”一场 Z 客飞盘大作

战拉开了 WAVE SPORT 灵感团队终选的帷

幕。

据悉，此前，豪华猎装轿跑极氪 001 也在

抖音极氪官方直播间上演了一场精彩的线上

户外飞盘教学，凭借快稳准的精彩表现被网友

们评为“飞盘酷拍档”！飞盘想要玩得好，要掌

握快稳准三个要素，作为“飞盘酷拍档”的极氪

001在这三方面就展现出了卓越的实力。

极氪出猎 快乐飞盘

““极氪杯极氪杯””中国飞盘联赛杭州站圆满结束中国飞盘联赛杭州站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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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上汽通用汽车别克品牌全新旗舰

MPV——世纪 CENTURY 正式上市，并第一时

间将这款用心打造的全新车型带到了杭州。

世纪 CENTURY 此次上市四座私享版、四

座逸世版和六座蕴世版 3 款车型，售价 52.99
万—68.99 万元。别克世纪 CENTURY 基于全

新大型豪华 MPV 架构开发，将前瞻科技、人文

艺术与尊崇享受深度融合，为用户带来前所未

有的尊贵出行体验。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极具“匠意”的160度云感座椅打造。

160 度云感座椅由 Fine Nappa 半苯胺顶

级真皮包裹，原料选材于北美小公牛，配合轻

薄涂饰，提供极佳的亲肤感与透气性。超大尺

寸的 536mm 坐垫宽度和 547mm 靠背宽度，则

带来更好的承托性。同时，座椅设计还针对人

体各器官的固有频率和整车的激励频率进行

优化，尽可能贴合人体曲线，带给乘客仿佛倚

坐云端的惬意体验。

座椅支持 18 向全电动调节，靠背可最大

后倾 160 度，既保持身体重心稳定，也让脊

椎受力更小。超长一体电动延伸式腿托和

电动翻展式脚踏，最大延伸长度达 616mm，

可一键展开和回收，也可单独调节，令人舒

展自如。4 向电动调节头枕可与带气动按摩

和加热功能的人体工程学颈托联动调节，让

不同身高的乘客都能获得头颈部的充分支

撑。

除了精确到“度”的体态调节，座椅还提供

五大热感分区，包括颈托、靠背、坐垫、腿托和

脚踏，指感按摩功能细致到18点分区并带3档

强度调节，9 种按摩模式，并通过容积更大的 4
层手风琴式气袋，提供更恰当的按压力度，带

来豪华 SPA 级的放松舒享体验。座椅还支持

休憩坐姿、舒适坐姿、仰卧坐姿和入眠模式等

4项一键联动模式。

160 度云感座椅对乘客的“照顾”并不止

步于体感，其头枕内置 UltraNearfield 超近场扬

声器，这是别克首次将扬声器集成在头枕内；

配合 Bose 全球首款专注于后排聆听体验的

BOSE Executive Edition 悦尊音响系统，显著

提升氛围感与临场感。值得一提的是，座椅中

央扶手前端集成 8 吋智控屏，搭载一枚专用的

高通骁龙 8155 芯片，提供整车控制与座椅调

节的流畅交互操作。

对于别克世纪 CENTURY 来说，160 度云

感 座 椅 只 是 表 达“ 匠 意”的冰山一角。从

PURE Design 纯粹设计理念到关山飞雪双色

车身，从豪华智慧幕墙系统到流星雨星空穹

顶，从全新一代 VCS 智能座舱到 eCruisePro 高

级智能辅助驾驶，别克世纪以超越期待的产品

体验致敬世纪成就，开创豪华 MPV 出行新纪

元。

从160度云感座椅感受别克的“匠意”
别克全新旗舰MPV——世纪CENTURY开创豪华MPV出行新纪元

从从160160度云感座椅感受别克的度云感座椅感受别克的““匠意匠意””
别克全新旗舰MPV——世纪CENTURY开创豪华MPV出行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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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起亚旗舰 SUV 第五代 Sportage 狮铂

拓界正式上市，并在安吉举办了试驾会。新车

官方指导价为 17.98 万—23.78 万元，共推出 8

款车型，同时推出九重购车心选之礼。第五代

Sportage 狮铂拓界是 New Kia 开启前进征程的

起点。

面向中国市场的第五代 Sportage 狮铂拓

界在设计、动力、空间、智能及安全配置等各方

面全面增配，旨在为国内 MZ 世代群体带来全

面进阶的高品质用车体验。新车基于起亚全

新的第三代 i-GMP平台打造，从外在的颜值设

计到内在的动力总成，各项产品力全面进阶。

超前卫的整车设计。第五代Sportage狮铂

拓界传承起亚在设计领域的超高颜值基因，以

全球高配车型X-Line版本为基础开发，带来更

时尚动感的超感未来美学。内饰设计也呈现

出浓烈的未来感气息，配置了双12.3英寸沉浸

式一体曲面屏以及旋钮式电子换挡。一流材

质的绗缝工艺真皮座椅触感奢华、质感细腻。

超宽适的驾乘空间。第五代 Sportage 狮

铂拓界的长宽高尺寸大幅提升，尤其是轴距达

到了2755mm。坐在车内更加宽适自如。

超高水准的NVH静谧座舱。在人性化的乘

坐细节方面，第五代Sportage狮铂拓界通过在车

身、底盘及内外饰方面，采用更优质的隔音吸音

材料，带来超高水准的NVH表现，静谧性极佳。

超豪华的高端便利配置。第五代Sportage
狮铂拓界标配前后驻车雷达和倒车影像，无惧

视野盲区；高配车型更有 SVM360°全景影像和

后方交叉防撞辅助。前排座椅通风&加热功

能、后排座椅加热及副驾老板键，营造出豪车

的品质享受。此外，可开启全景天窗、剧院级

哈曼卡顿高级音响系统、智能电动尾门等高端

配置应有尽有。

超高阶的智能科技。第五代 Sportage 狮

铂拓界配备了多项行业领先的智能驾驶辅助

功能，其中 10 项智能驾驶辅助功能更是全系

标配。还有全新升级的 Kia Connect 智能互联

系统，支持双区语音识别、语音备忘录、车家互

联、OTA 升级等功能，打造更具未来感的智能

出行体验。

超强劲的动力性能。第五代 Sportage 狮

铂拓界特别打造了 2.0T+8AT 的黄金动力组

合，0—100km/h 加速时间仅 7.7S。同时，为满

足年轻群体对环保出行的追求，新车还提供了

2.0L HEV车型，动力强劲，油耗低。

作为一款诞生便面向全球市场的实力派

SUV，第五代Sportage狮铂拓界站在高起点上，产

品力全面进阶，深度契合当下MZ世代更高阶的

用车需求，狮铂拓界的上市也正式开启了起亚品

牌重塑的新征程，助力起亚在中国再次飞跃。

第五代第五代SportageSportage狮铂拓界上市狮铂拓界上市，，售价售价1717..9898万元起万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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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继在国内率先上市便圈粉数万后，

全新smart精灵#1又为广大中国用户带来惊喜：

Pulse心动版正式上市，官方零售价为22.9万元

（不含 2022 年新能源补贴及付费选装）。在全

新 smart 精灵#1 Pulse 心动版正式上市之际，

smart 于云端开启“72 小时心动之旅”线上直播

活动，携手多位跨界达人及 smart 用户代表，共

同解锁更smart都市生活的潮趣打开方式。

2022 年，不仅是 smart 践行全面焕新的元

年，更见证了诸多品牌发展之路的里程碑。

smart 品牌全球公司 CEO 佟湘北透露，12 月将

开启品牌焕新后的首届 smart times，联接志趣

相投的密友。

作为更懂你的明日都市密友，全新 smart
精灵#1 Pulse 心动版质感拉满，全面回应潮趣

先锋派人群对更高价值、更多元化产品的需

求。外观设计上，其沿袭了梅赛德斯-奔驰全

球设计团队为之量身打造的“感性·灵锐”设计

哲学，提供 10 种车身颜色，搭配暗物质黑、触

感金 Duo（新增）两种内饰风格。并新增 19 英

寸棱射双五辐运动轮毂，焕新造型提升动感色

彩，只此一眼，过目难忘。

全新 smart 精灵#1 Pulse 心动版搭载了 66
千瓦·时三元锂电池，最大纯电续航里程可达

535 公里（CLTC 中国轻型汽车行驶工况）。3
种驾驶模式和 3 种转向舒适度可供选择，让驾

驶乐趣也可个性定制。更有 Beats 品牌音响、

智能香氛系统、10 英寸 HUD 全彩抬头显示、手

机无线充电、脚踢式电动尾门、3.3 千瓦 V2L 反

向供电等功能配置，以更懂你的悉心配置，满

足更多场景需求。

TA 配备有多达 23 个高精度感知硬件的

smart Pilot Assist 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可实现

23 项（包括 L2+级别）智能辅助驾驶功能。此

外，其拥有超强算力的高通骁龙 8155 智能座

舱芯片，采用 7 纳米制程工艺、8 核 CPU 处理

器，让联接时刻在线。同时，其智能语音功能

支持可在21个场景下提供32个全场景免唤醒

词，唤醒响应时间仅需 100 毫秒左右，让 smart
OS 车机系统与用户心意相通。你只需专注驾

驶乐趣，全新 smart精灵#1让你安心驾驭。

据悉，自 9 月 23 日首批量产车交付开始，

已有超 2000 名用户携手这位“明日都市密友”

开启新奢纯电之旅。

全新全新smartsmart精灵精灵##11 PulsePulse心动版上市售心动版上市售2222..99万元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