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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生活

婷嫦 文/图

近日，极氪智能科技正式发布原生纯电豪

华MPV极氪009，售价49.9万元至58.8万元，

CLTC 综合工况续航里程分别达到了 702km

和 822km。极氪 009 预计将于 2023 年 1 月正

式开启交付。

因 要 考 虑 发 动 机 和 变 速 箱 ，传 统 豪 华

MPV的前脸只能是千篇一律的进气格栅。极

氪009以原生纯电为用户带来原创设计，创造

性地配备了智能前格栅，“光之泉”前脸拥有共

154 颗 LED 光源。前格栅还拥有个性可进化

的灯语交互，一键触发“迎宾”功能，将光与美

的融合做到极致。

极氪 009采用了无差别对待、六座都安全

的“6S6S 安全开发理念”。整车车身扭转刚度

达到 36450N·m/deg，是传统 MPV 的 3 倍以

上；同时打造了 720°全方位安全盔甲，最大

程度抵御碰撞伤害和次生伤害；在强大硬件的

感知与算法能力加持下，极氪 009 犹如拥有

“影子司机”护航，并可实现 NZP 自主领航辅

助驾驶。

极氪认为，原生纯电豪华MPV既要将“沙

发式”的豪华卷到极致，更要依托于智能化体

验架构，创新实现豪华体验的智能协同。极氪

009 拥有 8155 智能座舱计算平台，指挥联动

68个ECU，实现了豪华体验的智能协同。

基于原生纯电架构的空间布置能力与一

体式压铸后端铝车身的防护，极氪 009 实力

打造超级安全的第三排。此外，在空间性

上，极氪 009 相较传统豪华 MPV 也有很多

提升。

突破传统豪华 MPV 的驾控质感短板，在

动力方面，极氪009全系标配高性能永磁同步

电 驱 动 系 统 ，峰 值 功 率 达 400kW，0 至

100km/h加速时间仅需4.5s，率先成为4秒俱

乐部的MPV成员。

作为极氪品牌的第二款产品，极氪 009正

式进入五十万元以上六座大型豪华车市场，将

MPV 的豪华空间、SUV 的强悍安全以及跑车

的卓越操控融为一体，带领六座大型豪华车进

入了智能电动时代。

续航可达822km
原生纯电豪华MPV极氪009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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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雷达新能源汽车举办“心之雷达 满

电出发”多元无界体验发布会，纯电皮卡雷达

RD6 正式上市，并正式成为第十九届杭州亚

运会官方指定户外赛事保障用车。

此次雷达 RD6 共推出启航版、创客版、悦

享版、悦野版 4 款车型，售价为 17.88 万元至

26.88万元。作为雷达新能源汽车旗下首款产

品，RD6 的上市将助力雷达开启全速成长的

新赛道。

随着技术突破和车型功能的升级，以及国

内皮卡市场不断迎来政策利好，越来越多的用

户选择皮卡车型，以满足多元个性出行场景需

求，国内市场即将迎来电动皮卡新浪潮。“雷达

新能源皮卡的诞生，开创出原生纯电皮卡这一

全新品类。”吉利控股集团CEO李东辉说。

作为雷达新能源汽车旗下首款产品，雷达

RD6 整车设计由吉利控股集团英国造型中心

倾力打造，满足户外生活、经济多元需求，为用

户创造新的价值。M.A.P 平台以纯电架构为

核心，配合极致的纯电性能和高度的电池安

全，创新性地融入电生态概念，打造户外新三

电系统，平台产品零百加速最快 4 秒级；可搭

载 最 大 140kWh 电 池 包 ，续 航 里 程 超 过

800km；基于吉利控股自研芯片和云计算技

术，为构建户外智能物联生态，提供一站式解

决方案。

雷达 RD6 后箱容积超过 1200L，可灵活

分区、分层，载重能力最高 450kg。为了让用

户能沉浸式体验 RD6 的多元带电生活，发布

会现场专门设置了露营、冲浪、骑行、垂钓、直

播、咖啡和移动餐厅 7 大主题体验区，吸引了

众多现场嘉宾体验。

随着 RD6 的上市，雷达品牌后续车型的

研发也将进入快车道。

开辟新能源汽车新赛道，纯电皮卡雷达RD6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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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全新一代路虎揽胜运动版正式在中

国上市，新车传承揽胜家族精工奢华的基因，

集出众的动态表现、简约的外观设计、先进的

智能互联于一身，延续了其闻名于世的一贯优

势。全新一代路虎揽胜运动版共提供 5 种车

型配置，售价为 96.8 万元至 135.8 万元。路虎

揽胜运动版的诞生，开拓了豪华运动全地形

SUV这一全新细分市场。

全新一代路虎揽胜运动版基于路虎先进

的MLA-Flex架构打造，车身刚度和NVH性

能都进一步优化，拥有更好的舒适性和稳定

性，能在不同路况下实现良好的驾乘表现；第

二代Terrain Response®智能全地形反馈适

应系统配合越野路况自适应定速巡航，提高车

辆的稳定性；整车涉水深度达900mm。

全新一代路虎揽胜运动版雕塑般的外观

由利落的型面、动感的姿态和高辨识度的轮廓

共同演绎，并通过嵌入了运动装饰条和雾灯的

三层设计格栅以及双孔下保险杠加以凸显；配

合缎面古铜色的引擎盖和侧通风口饰件，让整

车外观更为吸睛夺目；精雕细琢的车身腰线和

尾部设计，整体看起来简明现代，尽显品牌对

于细节的巧思。

内饰方面，全新一代路虎揽胜运动版采用

温莎和半苯胺豪华真皮内饰，可选 Ultrafab-

ricsTM 创新环保面料，并以多种内饰主题颜

色，多方位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前排指挥官

座椅拥有 22 项电动调节，支持通风、按摩等功

能。

智能体验方面，全新一代路虎揽胜运动版

同样进行焕新升级，其配备了全新的 InCon-

trol OS 2.0 信息娱乐系统，搭配的 13.1 英寸

悬浮曲面屏采用全面优化的高清触控屏菜单

层级设计，仅需两步即可轻松使用常用功能指

令；全新一代抬头显示系统应用全彩高清画

面，可将当前车速、挡位和导航方向等关键车

辆数据投射到挡风玻璃上，配合流媒体后视镜

等科技配置，让每一次出行都舒心便捷。

针对全新一代路虎揽胜运动版，路虎品牌

推出专属“典范无忧服务”。全新一代路虎揽

胜运动版车主可享 3 年内 6 次免费保养，同时

还将享受事故车免费道路救援以及优先接待

等贵宾礼遇服务，畅享无忧旅程。

全新一代路虎·揽胜运动版上市

木易 文/图

日前，以“不止惊艳 内外兼修”为主题的

欧拉闪电猫上市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欧拉闪电

猫共发布 4 款车型，综合补贴后售价区间为

18.98 万元至 26.98 万元，官方指导价区间为

20.12万元至28.25万元。荟萃长城汽车30年

造车底蕴的欧拉闪电猫，定位超流线纯电轿

跑，用自然灵感设计美学诠释动感之美，通过

超流线美学的外观设计、领先行业的智能驾驶

辅助系统和安全优先的“无忧电池”及高强钢

笼式车身，为新时代青年才俊打造“不止惊艳”

的驾乘体验。

作为契合都市新潮思想与消费理念的超

流线纯电轿跑，欧拉闪电猫传承欧拉家族风

格，采用自然灵感设计，不仅周身大量运用了

曲线设计元素，让美观的腰线、高曲率车窗、饱

满的溜背与炫酷的自适应电动尾翼相结合，营

造惊艳的视觉效果，同时以超跑环抱式驾舱配

合 T 型镂空中控台设计，琴键质感实体按键，

包裹舒适的人体工程学座椅以及延贯车尾的

穹顶式全景天幕，创造出精致、轻奢、运动的第

三空间，尽显精致格调。

在安全层面，欧拉品牌为整车设计高强钢

的笼式车身，并搭载业内领先的“无忧电池”。

此前，欧拉汽车携手中汽中心，针对“无忧电

池”进行了四项严苛挑战，并且在整车测试阶

段匹配更为极限的测试实验项目，成为率先接

受中汽研“模拟真实事故工况的试验”测试的

新能源车型，助推新能源汽车安全标准提升，

为用户增加更多安全感。

欧拉闪电猫整车搭载 28 个智慧传感器，

同时搭配 5G 卫星高精地图的融合方案，实现

同级别更强的感知能力。值得一提的是，欧拉

闪电猫搭载了紫外线杀菌系统。可以有效杀

灭流感病毒、螨虫、乙肝、大肠杆菌等常见的细

菌和病毒，贴心保护车主健康。

在竞争激烈的纯电市场，唯有以综合产品

能力取胜，才能驾驭潮流。欧拉闪电猫破局登

场，将继续提升欧拉品牌在高端新能源汽车市

场的竞争力和占有率，成为更多都市青年才俊

的时尚座驾。

售价18.98万元至26.98万元，欧拉闪电猫惊艳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