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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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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初，立冬后第一天，东风日产启辰

旗下两款主力车型 SUV 双子星迎来 2023

款上市。2023 款启辰大 V 指导价 9.98 万元

—12.88 万 元 ，2023 款 启 辰 星 指 导 价 12.66

万元—14.96 万元，两款车型主力级别均配

置焕新升级，以满级宠爱回馈消费者的信

任，带来美好出行体验和更温暖、更具智感

的用车生活。

直播发布会上，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启辰

事业总部首席商品专家吴越，东风日产启辰事

业总部总部长助理、市场部部长张茂华在线宠

粉，以花式讲车、直播互动等方式，为消费者揭

晓了智能升级的 2023 款启辰 SUV 双子星，并

带来给力的购车政策，让启辰大V的出众智驾

魅力和启辰星的高档舒适更加触手可及。

十万好车选大V，智能升级更给力

为年轻而 ZAO，智领升级。作为东风日

产首款年轻潮力量 SUV，东风日产启辰大 V

自2021年上市以来，凭借拥有酷炫的颜值、同

级领先的智能配置和舒适空间广受好评，成为

年轻消费者的 10 万元级紧凑型 SUV 性价比

首选。为让更多消费者享受到精彩大V生活，

2023 款东风日产启辰大 V 响应用户用车需

求，主力级别爱豆版 Pro 在价格不变的前提

下，6 大配置全面升级，为广大消费者带来更

安心更舒适的出行体验。

一 眼 入 魂 ，潮 酷 更 个 性 。 在 外 观 上 ，

2023款东风日产启辰大V采用光刃贯穿式尾

灯，细长犀利，视觉效果更宽阔，搭配原有的潮

酷造型设计，整体造型更带感。其 1917mm

超宽体动感车身，造就比肩豪华运动 SUV 的

宽高比 1.18，让人一见倾心。在内饰上，2023

款启辰大 V 匹配皮质方向盘及星云蓝内饰配

色，与 1.7m2 超广角光感天幕、24 英寸一体式

大联屏等配合，更有质感，以潮酷元素满足年

轻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真正做到了颜值与性价

比并全。

智能装备加码，便捷更给力。以主力车型

爱豆版 pro 为例，2023 款启辰大 V 新增多项

智能设备，如 540°立体环视影像可以从打开

“上帝视角”帮助消除视野盲区，减少碰撞风

险；MOD 移动物体预警系统可帮助实时监测

前后方 3×3 米内的动态物体，通过中控台显

示屏和蜂鸣声进行警示提醒；另外更配有无线

充电让手机控的年轻消费者更加无惧手机电

池焦虑，用车更无忧便捷。

品质好车更出众。在动力系统上，2023

款东风日产启辰大 V 沿用启辰 V-Power 联

盟动力，采用 1.5T 高效发动机搭配高品质

7DCT 变速箱，最大功率 140kW，百公里加速

8.8s，强劲动力与燃油经济性的高效平衡，能

满足不同速度场景下的驾驶需求。

SUV头等舱，启辰星进享“高·大·上”

延续高价值，头等舱舒适升级。作为东风

日产集合全球技术倾力打造的车型，东风日产

启辰星拥有全新造型、联盟技术、智趣科技、舒

适全方位产品实力，成功占据 12 万—15 万元

级市场，获主流消费者认可。延续高档舒适的

高价值，2023 款启辰星以更丰富的配置，将宠

爱触达每一位用户，让更多消费者享受到头等

舱般的舒适生活。

高智能更具智感。以主力车型星享事成

版 Pro 为例，2023 款启辰星在智能配置上新

增 540°立体环视影像、MOD 移动物体预警

系统，配备启辰全新车联网系统，智能感更强，

行车更安全便捷。动力上，2023 款启辰星沿

用联盟技术，以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搭配高

品质 7DCT 变速箱，最大功率输出 140kW，实

现畅快驾驶享受，动力损耗少，驾驶性能佳。

另外，星曜版 Pro 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上增加了

LKA车道居中控制系统和 LDP车道偏离修正

系统，整体升级为L2级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智

趣科技强化升级！

大尺寸舒适享受。2023款启辰星搭载19

英寸铝合金大轮毂，加上其 2756mm 轴距与

1905mm车宽，长轴距与长车宽提供了宽敞的

空间舒展享受。内饰上，匹配15.6英寸智能中

控大屏，更贴合现代消费者的交互和视觉习

惯，操作更便捷。

上档次更具质感。2023 款启辰星推出冰

川白、极光蓝、曜石黑 3 款车身色，采用“混元

美学”设计理念，搭配流水式 LED 转向灯与多

模式流水律动迎宾灯带组成潮流动感氛围车

灯，整体更大气灵动。配备原有的高档副驾座

椅，带10向电动调节，可平躺、可按摩，带腰托

及腿托，为长时间的驾乘提供了舒适的驾乘体

验，档次更高级。

冬日送温暖，满配更宠爱。借新品上市，

东风日产启辰品牌带来年末冬日温暖购车政

策，购买 2023 款启辰大 V 及启辰星可享受半

税礼、金融礼、焕新礼、质保礼、红包礼等多重

好礼，除此之外更有专属启辰品牌全车系的

11 宠粉礼遇，让消费者的美好用车生活更加

触手可及。

随着 2023 款东风日产启辰大 V 及启辰

星的上市，两款车型主力级别均以配置焕新

升级，满足年轻人所需所想，降低年轻消费

者触及智驾用车生活的门槛。同时，东风日

产启辰品牌持续完善了 SUV 矩阵，以更有竞

争力的产品矩阵提供不同的购车选择。未

来，期待与更多年轻朋友交朋友，一起做自

己的大 V！

冬日满级温暖，智能满配宠爱

2023款启辰SUV双子星智领上市

小婷 文/图

11 月 19 日，下半年让人期待的合资 SUV

新车——广汽三菱全新欧蓝德宣布正式上市，

官方指导价为16.98万—22.98万元，全系共推

出7个版本，将以“SUV休闲生活引领者”的身

份，带领用户探索SUV休闲生活新图景。

威风来袭，共享SUV休闲新生活

当晚，来自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成都五

大城市的核心地标点亮了全新欧蓝德上市之夜

的星空，开启了广汽三菱与车友粉丝们共享的

狂欢盛宴。通过云端相聚，随着广汽三菱总经

理山本贤一朗的娓娓讲述，人们在沉浸式的线

上体验中，回顾了三菱汽车“敢为先锋”的品牌

坚持。从1982年第一代四驱越野车PAJERO

的推出，再到1992年第一代 Lancer Evolu-

tion的诞生，达喀尔拉力赛7连胜、12次综合冠

军，WRC世界拉力赛34次综合冠军、四连冠纪

录的辉煌传奇都见证着三菱品牌对热血运动的

无畏追求，对驾驶乐趣的不懈探索。

精雕细琢，颜值内在全面升级

从外观设计来看，全新欧蓝德将三菱汽车

的硬派气质与现代的动感潮流完美融合，采用

“BOLD STRIDE”全新设计理念，展现出一种

勇往直前、豪迈自信的威风姿态。同时，车身

尺 寸 也 进 一 步 加 大 ，长 宽 高 分 别 为

4710mm×1862mm×1745mm（1745mm 为

尊享版以上车型数据），轴距升级为2706mm，

相较前代有了较大提升，这也让它的车身姿态

更壮硕沉稳，带来一种威风大气的观感。

全新“DYNAMIC SHIELD”家族前脸宽

阔厚重，而银色镀铬条的装饰又为它增添了一

份凌厉动感。配合棱角分明的轮廓线条与车

身侧面平直舒展的肌肉感腰线，硬派气场展露

无余；20 英寸巨幅暴风轮毂与超宽轮胎则显

得十分动感不羁，也让车辆在行驶时的稳定性

得以提升。车尾部分六边形设计独特个性，

“T”型尾灯在夜间点亮后更是亮眼，科技感满

满。

在内饰方面，全新欧蓝德兼顾品质感、功

能性与舒适度。中控台部分采用中控水平轴

一体设计，拓宽了车内横向空间感受，也为驾

驶员提供了更加宽阔稳定的前方视野。搭载

12.3英寸全液晶数字仪表盘与10.25英寸中控

显示屏，配合动感的 UI 界面和 Carplay、Car-

life、HICAR 多功能车载交互功能，不仅大大

提升了日常使用时的娱乐性，也让驾驶操控更

直观便捷。再结合 W-HUD10.8 英寸智能投

影式显示系统，让驾驶员者能将注意力集中在

前方，保障了日常行驶的安全性。

S-AWC四驱再进化，让出发更无畏

全新欧蓝德传承三菱汽车拉力赛热血基

因，进一步提升驾控感受，采用了全新的动力

总成、全新调校的S-AWC超级全轮控制系统

以及多种驾驶模式选择，驾控更显动感。

新车搭载三菱全新一代 1.5T 4B40 发动

机和 48V 轻混系统，整车最大净功率达到

120kW，最大扭矩达到 280N·m，在兼顾燃油

经济性的同时，带来更自如的驾驶体验；并搭

载了同级领先的钢链式结构的全新一代智能

无级CVT变速箱，无论是可靠性，还是扭矩承

受能力都得以大幅提升，搭配双泵供油的油压

系统，传动效率更高，驾驶体验更平顺畅快。

为提升操控感受与驾驶稳定性，三菱结合

多年拉力赛事经验积累，对全新欧蓝德的

S-AWC超级全轮控制系统进行专业调校。该

系统犹如一个出色的指挥家，通过综合协调

4WD、AYC（主动偏航控制系统）、ASC（主动稳

定控制系统）、ABS（防抱死制动系统），将4个系

统统一成为一个精密协作的整体，创新采用了

新开发的耦合装置，强化前后轮扭矩分配，并优

化对前后左右车轮之间的驱动力和制动力控

制，让日常行驶的稳定性与操控性得以大幅提

升，即便户外出行时，面临结冰湿滑、复杂多弯

道等路况，也能保持上佳车身姿态，轻松通过。

同时，S-AWC超级全轮控制系统相较于

大部分城市 SUV 的四驱系统而言，会更加灵

敏贴心，它可通过传感器收集信息并结合计算

机算法，如同懂得“读心术”一般，持续不断地

感知驾驶员和车辆的情况，通过调整车轮扭矩

分配稳定车身。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为用户

持续提供上佳驾控性能，带来无限驾驭乐趣。

从威风外观、质感内饰的焕然一新，再到

动感驾控、科技安全的全面升级，广汽三菱聚

焦用户思维，对全新欧蓝德的核心产品力进行

了硬核升级。出色的产品实力加上可靠的产

品品质，再结合其16.98万—22.98万元的上市

价格和极具诚意的优惠政策，我们有理由认为

全新欧蓝德的面世将成为注入SUV市场的一

剂强心针，而全新欧蓝德也将为广汽三菱揭开

品牌新序幕，开启品牌向上发展的新征程。

售价16.98万—22.98万元！
全新欧蓝德正式上市，开启休闲生活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