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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而立，今年咱们汽车之友杂志也正好来到了这个关键的年头。
毫无疑问，三十年的沉淀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但我认为财富背后更

有价值的，是与时俱进的创新激情。在这个飞速变化的网络时代，传统媒体正面临着

你会发现，这本增刊的内容完全有别
于传统的整车杂志，它更专注于汽车
运动与改装、汽车潮流文化、汽车用
品和后市场。

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面对日益年轻化的受众群体，
谁要是倚老卖老，
丧失活力和冲劲，
谁就时刻面临出局。1986 年创刊，
按说汽车之友也还是个 80 后，
甚至接近于 90 后了，
而目前杂志社的骨干力量也大多集中在这个年龄层。这说明我们其实还很年轻，我们
也必须保持年轻，否则就和思维活跃崇尚个性的年轻人玩不到一起了。
汽车之友要交更多的年轻朋友，这本增刊就是属于年轻人的。这个年轻，不单
是指生理年龄。只要你身体仍能正常地分泌出荷尔蒙和肾上腺素，对玩车这件事还
在坚持自己独特的品味和格调，那就说明你心态还很年轻。年轻人要有自己的个性化
标签，所以我们给这本增刊起了个特别的名字——冲程。没错！就是那个活塞上下往
复运动的短短距离（大多不到 100mm）
，而所有内燃引擎的运动激情都是从这方寸
之间奔涌而出。无论它源于一台改装小车还是奢华超跑，最终都能直抵爱车和玩车
人的内心，激荡于每段不凡里程，乃至传奇赛程。
你会发现，这本增刊的内容完全有别于传统的整车杂志，它更专注于汽车运动
与改装、汽车潮流文化、汽车用品和后市场。比如，对高性能车的深度挖掘，汽车改
装文化潮流及经典案例剖析、高端驾驶和赛车培训、专业的汽车用品评鉴以及装备
玩家推荐等等。当然，还有与速度机器刚柔并济交相辉映的冲程女郎，她们用有尺度
的妩媚和性感为更偏理性的汽车文化增添了一抹亮丽色彩。
感谢每位选购这本增刊的读者朋友，希望它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并恳切接受一
切来自你们的宝贵意见。我们将不断改进砥砺前行，看准时机踩足油门，冲往下一段
全新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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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女郎 / LAUNCH GIRL
20 踏实的女孩
相信很多女生都很喜欢汽车，尤其是一些超跑车款，可能比你和我
还要熟悉，何况现在女生的经济能力也不错，开一台跑车也不足为
奇。但是这一次拍摄访问的女生，问她喜欢什么汽车的时候？很踏
实跟我说喜欢丰田的汽车，一开始还会以为是跑车，但竟然是一台
RAV 4 的家庭主妇 SUV，还要给我照片看。问为何会喜欢这类实用
的 SUV 而不喜欢超跑吗？她轻轻一句“超跑不舒服”
，RAV4 能够
每天开着，买东西方便已经满足了她对汽车的要求。

封面专题 / COVER STORY
28 战神大会
GTR 35 在深圳估计大家都看得审美疲劳了，那么当 R32、R34 和
R35 一起出现在深圳的街头，你会不会看得有点小激动？对了，也
许有人会问 R33 不是其中一代 GTR 吗？你是不是漏了？我只能说
不是我漏了，而是在我眼中，R33 根本不算一台战神，至于为什么，
请继续往下看。

试车 / TEST DRIVE
40 反其道而行
降低 or 升高，
是对于车辆改装最为直观的效果之一，
有人喜欢贴地飞，
有人则偏好高高在上。虽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很大程度上是由
车型本身及用途决定，但事事无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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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8

44 情比金坚
还记得去年拜访过的天津 MTS 麦顿汽车吗？这是一间主打日系车
和性能车改装、养护的专门店，此前已为大家带来了 MTS 打造的
多台实力作品，然而这次又恰好碰到了目前火热的本田当家实力明
星 GK5 ！

48 电磁炮
通常我们形容一些小型跑车都会用上“小钢炮”这一些形容词，但
这次的嘉年华并非一般的小跑车，全面强化的发动机，马力超过
300 匹以上，只有 1180kg 重量的嘉年华，小钢跑绝不足以形容它！
相信要用上最厉害的“电磁炮”了！

50 单纯男孩与驾驶机器
看到这台金光灿烂的宝马 M4，很难想象他的车主是位单纯的男孩。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位单纯男孩与驾驶机器的故事。

56 七人座五人乐

50

MPV 如何改装，除了常见的日式 VIP 式的奢华样式，这台 2007 款
马自达 5 改装给我们另一种启迪。舍弃后排座，打造一款家庭兼商
务的 5.1 声道多媒体娱乐系统，实在为那些喜欢音乐的车主提供了
与家人和朋友分享音乐快乐的最佳途径。

60 贴地飞行物
有句古话说得好，那就是 ：
“四轮热功使动者，汽车也。爱车人欲降
大任于其车，必先缩其纵，拓其横，强其筋骨，空乏其身。……”好吧，
其实以上所谓古话都是我作的打油诗，不过想必各位读者也从里面
看出了一点玄机，那就是简单的改装一般都是降低车高，更换一套
数据漂亮的轮圈，优化一下动力系统，再稍稍偷轻一下，就能达到
十分不错的视觉效果和明显的操控提升

64 “潜”规则
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前改装一辆车，提升一点马力的话，要折腾很多
东西。现在只需要一块外挂电脑就可以给你一个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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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 / EQUIPMENT
68 质的改变
也许不少人对邓禄普运动轮胎的印象还停留在 DZ101 和 Z1 的年代，
那时的邓禄普运动轮胎确实是平平无奇，用“肥皂”来形容也并不
过分。但是现在的邓禄普，
确确实实是一套良心胎，
对得起
“运动轮胎”
的称号！

70 跟着脚感走
脚被人类选择用于走路，自然有其天赋异禀的地方。其实，论敏感度
脚丝毫不输人体的其他部位，要不然也没有“养生先养脚”的说法。
所以，选择一款脚垫并不难，那就是相信它，跟着脚感走。

74 擦亮双眼
开车出门在外，总是会随车携带各种后装设备，以求在遇到各种各
样紧急情况下游刃有余地解决问题，而在这一众后装设备之中，应
急启动电源、行车记录仪以及车载充电器最为必不可少，市面上此
类产品价格差异巨大，如何选择成为车主的棘手问题，本期将为大
家解读揭露此类产品背后的秘密。

80 抬手智控
在移动消费电子领域，
大屏化无疑是一股大众喜闻乐见的风气。如今，
连汽车智能后视镜导航也开始凑热闹，各大厂家纷纷推出功能各异
的大屏产品。本期我们重点推荐的三款产品属于三种不同风格的设
计路线，有的注重智能、有的主打安全、还有的偏重易用，喜爱大屏
后视镜的您到底钟爱哪一款呢？

68

特别关注 / FOCUS
86 久别重逢

70

都说改装车像过街老鼠，上路怕警察，走街怕排挤。但是老鼠通常
生命力顽强，这次我们就在天津再聚首——iAcro

90 全能铁骑警炫酷来袭
最近在深圳福田区总能看见一群身穿统一着装，驾驶着大排量摩托
车在道路上巡逻执法的交警，他们就是深圳交警成立的铁骑队。

94 碧海扬沙
说起越野赛，车迷朋友们可能大多比较忌惮尘土飞扬的单调赛道环
境。可是，如果在青海湖来一场真正的越野赛，想必你一定会心驰
神往。因为这一路上穿梭各类惊险地形间，不仅有荒漠、圣湖、胡杨
木这些高原美景，还能与专业的赛车手互动，一起探索真正的速度
与激情。

96 自然的馈赠
更多时候，人们只能通过扬声器来聆听音乐。特别是如汽车座舱般
相对狭小的空间中，扬声器的尺寸和布局往往受到诸多局限。难道人
们必须在音质和空间之间作出一番取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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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运动赛事 / MOTORSPORTS
102 师夷长技
语出清朝魏源的《海国图志》中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
“师”名词活
用作动词，且为以动用法，即以……为师，向……学习之意 ；由“夷”
在以前是对野蛮之人的愤怒而蔑称，而此处专指西方人。因此全意即
学习西方人之技术以为己用。在这里，我们应该师夷长技，学习国外
发达的理念、技术和文化，至于以制夷，只需要在赛场上发挥出我们
应有的水平，总会有一天能够赛出自己的速度，赛出亚洲，走向世界。

赛车培训 / TRAINING
128 各取所需
在正规的比赛中，车手装备有着硬性的要求，不具备条件的车手无
法获得参赛资格，因为车手安全问题始终是比赛的第一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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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观点

做好男一号
《冲程》副总编：陈刚

作为汽车改装媒体从业者十几年，这种变化毋
庸置疑让我欣喜。因为后市场、改装市场的内
容从主流汽车刊物的绝对配角，终于有机会当
男一号了。这是 逆
“市 而
”为的大胆尝试。

作

为国内唯一一本汽车改装平面出版物，
《性能车》即将转而成为《汽车之友 冲程》杂志了。这是个挺有意思的发展。当汽车后市场在中国蓬勃发展，却

没有一个特别强势的平面出版物承载。当汽车改装市场也在可与不可之间游走进步，
却因为互联网进入了“+”时代而憋死了不少平面媒体。独苗即将在 2017 年因为《汽
车之友》与《专业车志》的合作，成长一回，不再是行业内的 DM 杂志，而是既 DM
也覆盖全国书刊亭、接受全国订阅……
作为汽车改装媒体从业者十几年，这种变化毋庸置疑让我欣喜。因为后市场、
改装市场的内容从主流汽车刊物的绝对配角，终于有机会当男一号了。这是“逆市”
而为的大胆尝试。尽管没有奥斯卡“小金人”等待我们，但演好男一号的愿望我们
与生俱来。非常感谢《汽车之友》给汽车改装如此重要的机会，我要好好把握这种
知遇之恩，犹如张艺谋之于巩俐、郭德纲之于岳云鹏、刘德华之于王宝强……
汽车改装市场现阶段算不上蓬勃，圈子还太小，但在实际运作天猫店的过程中，
我却看到了极大的蓝海市场——轻改装。在杂志里，您看到许多动辄十来万的改装
案例，但这种“高端”的个案，正如同一车型里若干种配置中的顶配一样。不求好卖，
只为竖起一杆旗帜。好卖的往往是中低配的型号。《汽车之友 - 冲程》会继续竖旗帜，
希望以文化为背景，把汽车改装更大范围地推向所有的车主，让所有车主都认识到改
装不是“农药”
，而是汽车市场非常普遍和必要的文化，而且它将从亚文化逐步成为
主流文化。
“我是不会改车的，除了轮圈、避震、排气管……”若干年前，一位同事的
玩笑话，是我们的目标。意思是：改车不是非要不可，但它却是认可之人的绝对食量，
而且认可之人将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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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个“老炮儿”
《冲程》执行主编：孙俊龙

我们的改装行业更需要老炮儿，除了以上的原
因，还有非常重要一点是这个行业很大程度还
处于灰色地带。

回

味过去，我在玩车媒体圈已混了六年，玩车生活的滋味如同电影《老炮儿》
。
戏中有一帮玩车的小年青，
这些人被描述成“官二代”
“富二代”
、
，
在街道上飙车，

处理事情没有章法、不知轻重。应该说，这是社会上不少人对玩车人群的印象。
无意指责电影里对这个群体的描述，想必这是剧情需要。当然也没有必要在这
里赘述剧情。我想说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改装行业，需要像“六爷”那样的老炮
儿。相信很多西方人会看不懂这部电影——明明可以用法律来解决的很简单的事情，
为什么要用那些所谓的江湖规矩来解决？主流社会不会承认这个世界有地上和地下
两套规矩？法律仅代表一个社会道德的最低标准，则是基本共识。
“老炮儿”们强调
的仁、义、道等，恰恰是在法律标准之上，大家都需要遵守的规矩。在西方法律思想
影响到中国之前，这些规矩其实是士绅阶层主持社会秩序的基础。很多时候，着重的
是人心，处理问题更有温情。
我们的改装行业更需要老炮儿，除了以上的原因，还有非常重要一点是这个行
业很大程度还处于灰色地带。几乎每天都有人呼吁“健康玩车、
保持正常的市场秩序、
共同建设和呵护这个行业”
，可也几乎每天都有人依然在街头飙车、用各种手段扰乱
市场。可能也因为这个，
在《老炮儿》
电影里才将玩车的人群设计成戏剧矛盾的对立面。
我们常说大家要自觉，可事实是不可能每个人都自觉。所以其实是需要一些老
炮儿，用那些年轻人看不上的老规矩来让人们知道，这个社会、这个行业，即使目前
没有完备的法律法规，但仍然需要有高于法律法规的底线。而当老炮儿的数量越来
越多，大家在努力、磨合和实践中寻找到符合所有人的“规矩”
，那么法律法规是否
完备，就也不那么重要 ；或者说那个时候，完备的法律法规、行业规则，就是水到渠
成的事情了。
PS：
这一期，是我从业六年来做的第三本关于玩车的杂志，改装行业在蓬勃发展，
也因为这样我们依然生存着 ；我愿与各位老炮儿继续见证我们赖以生存的行业每一
件大小事。即使换了公司改了名字，但从业精神依然！

018 AUTOFAN 2016.09.01

AUTOFAN 2016.09.01

019

LAUNCH GIRL

广告

冲女郎

NITA
CHOW &

NISSAN R32 GT-R
踏实的女孩

020 AUTOFAN 2016.09.01

文： 阿奶
摄： Peggie
Facebook : Meow Photography

LAUNCH GIRL

广告

冲女郎

Nita Chow 小月
出生日期：1997/09/27
星座：天秤座
身高：160cm
体重：43kg
三围：31.5' x 25' x 35.5'
兴趣：拍照 看动漫 打 lol
职业：兼职模特
喜欢的车款：Toyota RAV4
喜欢的成功人物：无
喜欢的动物：猫
最怕是什么：蟑螂
最喜欢的地方：日本
最喜欢的电影：Titanic
最喜欢的食物：蕃茄
会做的菜：蕃茄炒蛋
最喜欢自己的部分：脚
最想做的事情：去旅行
最近最开心的事情：日本旅行
幸运号码：27
喜欢的男生类型：运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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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女郎

广告

相

信很多女生都很喜欢汽车，尤其是一些

是她还是说坐车比较舒服一点。

马力上限。而 GT-R 最强的是它的四驱系统，它

超跑车款，可能比你和我还要熟悉，何

至 于 这 一 次 所 拍 摄 的 车 辆 是 一 台日产

更拥有当时日产的杰作 ATTESA E-TS 四轮驱动

况现在女生的经济能力也不错，开一台跑车也不

Skyline GT-R 的跑车，这一台被名为日产战神

系统，用电脑监察和控制将引擎扭距以最佳比例

足为奇。但是这一次拍摄访问的女生，问她喜欢

的挑战 GT-R 跑车也就是在当年澳门格兰披

分配到四个轮圈之下，当时来说已是相当高科技

什么汽车的时候？很踏实跟我说喜欢丰田的汽车，

治赛车中，力压奔驰 190E、宝马 M3 以及福特

的产物，到现在日产 Skyline GT-R 仍然有着皇

一开始还会以为是跑车，但竟然是一台 RAV 4

考斯沃斯等一众的赛道皇者。这数年间只要有

者的霸气。现今在香港仍然有很多这一款 GT-R

的家庭主妇 SUV，还要给我照片看。问为何会

GT-R 的影子，便能拥有绝对胜压倒的优势，成

在流通行驶，而在 R32 GT-R 已经有了一种经典

喜欢这类实用的 SUV 而不喜欢超跑吗？她轻轻

为“战神”这一个称号。

的味道，虽然新一代 GT-R 完全击倒很多超跑，

一句“超跑不舒服”
，RAV4 能够每天开着，买

R32 Skyline GT-R 配备了 RB26DETT 直

东西方便已经满足了她对汽车的要求。现在她刚

列 6 缸 2568cc.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未经任何

刚到了十八岁的年龄，在香港可以考车牌了，但

改装已有 280 匹马力，这是当年日本自主规定的

026 AUTOFAN

但 R32 拥有的是一颗不灭的战神气息，始祖的
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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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精彩视频请扫
描上方的二维码

战神大会
三代 GTR 齐聚深圳
GTR 35 在深圳估计大家都看得审美疲劳了，那么当 R32、R34 和 R35 一起出现
在深圳的街头，你会不会看得有点小激动？对了，也许有人会问 R33 不是其中一代
GTR 吗？你是不是漏了？我只能说不是我漏了，而是在我眼中，R33 根本不算一台
战神，至于为什么，请继续往下看
文 / 曾镝丰 图 / 梁伟俊
【鸣谢】新发茶餐厅、胡恒先、99、潮伟

我为什么说 R33 不算是战神，这是因为它完全没遗传
到 R32 的优良血统，居然使用了日产公爵 Y33 相同的
豪华车型底盘，尺寸更是比 R32 大了不少，这一切使
得 R33 几乎完全丧失了弯道性能，
完全没有被称作“战
神”的资格。在我看来，
R33 就是 GTR 车系中的私生子，
R32 的正室儿子是 R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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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
SKYLINE GTR R32

改装清单
动力：
HKS V-PRO 电脑

爷 R32 当年的威风相信还是有不少人知道的，也

虽然涡轮变小了，但是通过 HKS F-CON V-PRO 替代

有不少人因为 R32 而迷上了 GTR 这个车系。如这

电脑修改引擎程序，以及将增压值上升到了1.3Bar，轮上马力

台车的车主，他从小就非常喜欢这款车，梦想就是拥有一

能达到将近 400匹，也就是说引擎马力超过 450匹。原厂 R32

台 GTR。但是当年的他作为一个普通的工薪阶级根本买不

为 280 匹马力，虽然提升到了 450 以上不算很夸张，但是 R32

起，唯有如今有了经济实力后再去圆梦。

是这三台 GTR 最轻的，所以在加速表现上完全不输 R35，即

CP 锻造活塞

使 R35 也对电脑程序作出了修整。目前的马力，用车主的话来

GReddy Profec 涡轮压力控制器

爷

梦寐以求，悉心爱护

说就是最为稳定的动力输出，兼顾了耐用。

HKS 正时角调整皮带轮
HKS 进排气
ARC 中冷
KOYO 大水箱
滚珠轴承涡轮

底盘：
HKS Hipermax 避震

车主是一个常年在大陆工作的香港同胞，因此在得到这

不断完善

台 R32 后便将其开回深圳使用，这台爷爷级的 R32 诞生于

18 寸 BBS RE 锻造轮圈
优科豪马 AD08R 轮胎（前 245/40R18
后 265/35R18）

1994 年，来到今天已是第 22 个年头了。现车主更是第十四

不过这台 R32 还是有小小的遗憾，那就是目前四轮

手车主，几乎每一手车主都对这台 R32 作了一定幅度的改装

转向系统是失效的，要找会维修的师傅也不是一件容易

或修改，尽管如此时至今日还是出现了不少老态。

的事。车主也表示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处理方式，那就是

前 AP5000+ 六活塞卡钳
后 AP5000+ 四活塞卡钳
CUSCO 加强件
外观：

得到梦寐以求的 R32 后，车主对他进行了一定幅度的

完全废除四轮转向系统，用专门的固定支撑推杆代替负

投入，如将引擎拆开，把里面的活塞连杆更换为 CP 的锻造

责后轮转向的推杆，但这就会失去车子的原味，这也是

子后视镜

产品，为的就是让引擎拥有更佳的耐用度。同时更换的还有

车主不想看到的。

尾灯猫头鹰贴纸

尺寸比原厂略小的新式滚珠轴承涡轮，维持着双涡轮的结构，

不过相信目前这状况也是暂时的，因为车主在不断完

为的就是日常驾驶能有更充足的低扭力表现，始终这台车要

善这台 GTR，终有一日这台 GTR 依旧会以完美的姿态出

用的途还是日常代步的。

现在大街小巷之中。

日本产透明角灯

内饰：
RECARO 桶椅
OMP 方向盘

话说拍摄当天天气虽然不是很炎热，但是这台 R32 由于年份较老，空调系统出现制冷不足。我们来到山上拍摄地点时，由于底盘的热量传入车内，
加上山路的蜿蜒低速，车主已经满头大汗了。但从他的眼里看出，虽然是辛苦，但是却快乐着，这就是他对这台 R32 的爱。

竞技气息浓厚的驾驶室

原厂就配备了指针式仪表，显示发动机工况

RB26DETT 引擎首次应用在量产车型上便是 GTR BNR32

车主 99 哥

原厂参数：
车身编号 BNR32
R32 是唯一在仪表上显示前轴扭矩值的 GTR。

车长 X 车宽 X 车高 (mm): 4545X1755X1340
刹车系统：前期前日产四活塞卡钳 后日产对向双活塞
后期前 BREMBO F50（330MM 制动盘）后 BREMBO 对向双活塞
净车重 (kg)：1480
引擎编号：RB26DETT
引擎型式：直列式 6 缸 DOHC 24 气门双涡轮增压
引擎容积 (cc)：2568
最大马力：280ps/6800rpm
最大扭力：36.0KGM/4400rpm
变速箱规格：5 前速手动挡
驱动型式：4WD（ATTESA E-TS 电控牵引力控制系统）
特有技术：HICAS 4WS 四轮转向系统
轮胎 ( 前后 ) ：225/50R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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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
SKYLINE GTR R34
依然使用原装的三幅式方向盘。

改装清单
动力：
HKS 进气铝管
HKS 进气冬菇
FGK 静音排气尾鼓
GReddy Profec 电子水喉制
APEXI Power FC 电脑
底盘：
HKS Hipermax 4 SP 避震
18 寸 RASY TE37 SL 轮圈
优科豪马 AD08R 轮胎
外观：
R34 V-Spec 版包围
内饰：
Pioneer 音响主机

与

R32 的车主相似，R34 车主同样一直痴迷于日系

R34 的车况不算十分规整，但是能碰见一台放盘的行货

原装尾翼并未进行更换

APEXI Power FC 电脑有一个手持式类似于遥控器的微调控制器。同时
原厂显示屏也能显示各种车辆工况

性能车，在他的心目中有三台日系 Dream Car， R34，就真不能错过了。

R34 是最后一台使用 RB26DETT 引擎的 GTR

分 别 是 三 菱 的 EVO、 马 自 达 RX-7 FD3S 以 及 这 台
SKYLINE BNR34 GTR。前两台他在较早时便已拥有，

一样用心

R34 是他最后入手的一台，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完成复
刻一张照片。

与 R32 的车主一般，难得能得到自己心爱的车子，必
然对他宠爱有加。买回来的时候引擎的状况并不乐观，涡

为何最后一台才是 R34

轮的状况也同样堪忧。车主就立刻为其更换了两颗涡轮增
压器，
并且又继续开了一段时间。最后引擎还是坚持不住了，

车主常年在内地居住，在 2008 年 EVO 9 代行货刚

车主直接买了一台二手的 RB26DETT 换了上去，原来的

开始发售后不久便购入了一台，并且一直开到今天。后来

引擎作为后备机器。目前引擎经过 APEXI 电脑的调整数据，

原装数据：

他在网络上看见了一张照片，是 EVO、FD、R34 放在一

增压值定在了 1.1Bar，得益于涡轮增压器比原厂略微变大，

车架代号 BNR34

起的一张合照，这三台都是他的 Dream Car，这张照片深

目前马力输出大约在500匹，
对于推动1560KG的车重来说，

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他的梦想就是集齐这三台车，再

动力还是较为充足的。

自己拍出一张类似的照片。
前年，他便在国内买到了一台 RX-7 FD3S，目前

车长 X 车宽 X 车高（mm）:4600 X 1360 X 1785 mm
轴距（mm）：2665
刹车系统：BREMBO F50（330MM 制动盘）后 BREMBO 对向双活塞
净车重 (kg)：1560

目前车主表示，下一步将会着重于车主外观细节的修

引擎编号：RB26DETT

整。本来有考虑过将这台 R34 打造成为一台马力达到 800

引擎形式：直列 6 缸 DOHC 24 气门双涡轮增压
最大马力：280 ps/6800 rpm

配件也已基本到位，在他整理好这台 R34 后便会开始

匹以上的怪兽，但考虑到香港的验车手续麻烦，只好妥协，

修整 FD。而这台 R34 是他在去年才购入的，由于香港

转为玩外观精致路线。得到一台 R34 不易，让一台 R34

的 R34 数量不多，喜欢他的人也极多，终于在去年遇

可以用中港牌开回大陆也不容易，若是验车不通过就没办

变速箱规格：6 前速手动挡

见一台 R34 出售，这是一件极为难得的事。虽然这台

法开回大陆了，那就十分浪费可惜。

驱动型式：4WD（ATTESA E-TS 电控牵引力控制系统）

最大扭力：40.0kgm/4400rpm
排气量：2568cc

特有技术：HICAS 4WS 四轮转向系统
18 寸 RASY TE37 SL 轮圈让原厂
刹车显得十分小

032 AUTOFAN

R34 的车身线条依然是很明显的 90
年代味道
AUTOFAN

033

COVER STORY

封面专题

仔仔

多功能方向盘首次出现在 GTR 之上

GTR R35 的显示屏数据显示可以说是 R34 显示屏的升级版。

翼子板的 GTR LOGO 也换了新款，不再是从前 GT 为主的 LOGO

NISSAN GTR R35
R35 年份最新，内饰现代感自然最高

原厂就标配了 20 寸轮圈

G

TR R35 由于出了左舵版本，国内也有非常多行货， 没 R32、R34 出众，但是车牌号码倒是异常抢眼的 SZ 1，

原厂参数 (2015 款 )：

所以在路上碰上一台 R35 完全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或许这个香港号牌放在香港没什么特别，但是把它拿到内

车长 X 车宽 X 车高 (mm): 4670X1895X1370

就在拍摄当天，我们停在深圳罗湖万象城附近，就在拍摄

轴距 (mm):2780

地，大家都知道很多人会简化深圳为 SZ，那么这个车牌，

刹车系统：前 BREMBO 大六活塞（390mm 制动盘）后 BREMBO 大四活塞（380mm 制动盘）

过程中都遇到 3 台 R35 路过，可见在深圳是有多少 R35。 就变得十分抢眼有意思了。
既然数量上比爸爸 R34 和爷爷 R32 多那么多，珍贵程度
绝对没法比，如何才能变得像它们两个那么抢眼呢？

香港车牌好玩

净车重 (kg)：1679
引擎编号：VR38DETT

香港的车牌号码获得是采用竞拍方式，价高者得。SZ

引擎型式：V 型 6 缸 DOHC 24 气门双涡轮增压

1由于不算特别出众，因此当时成交价也并不昂贵。除了这

引擎容积 (cc)：3799

类型的号码，香港还可以自行选择最多 8 个位的车辆登记

最大马力：540ps/6400rpm
最大扭力：64.0KGM/3800-5600rpm

号码，并且可以是纯英文或数字，这就出现了更多有意思

引擎特有技术：连续可变气门正时智能控制系统

的车牌了。

变速箱规格：6 前速双离合自动档（带手动模式）
驱动型式：AWD（ATTESA E-TS 电控牵引力控制系统）

这次拍摄的 R35 虽然在改装幅度很珍稀，程度上并
年代及车型定位的变化，使得 GTR 自然也出现了
透镜氙气大灯及最新款使用的 LED 大灯
034 AUTOFAN

R35 是第一代采用自动
变速器的 GTR

R35 的发动机为 V6 的 VR38DETT，不再使用直列 6 缸布置，以获得更低
更为集中的重心

轮胎 ( 前后 ) ：255/40R20 285/35R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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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神 SKYLINE GTR 的珍贵
对 GTR 的爱也体现在衣服上

三代经典 GTR 一起在山路上行走，不是经常能看到的事

三代经典 GTR，三条特别的车钥匙

GTR R35 依然保持着的双圆尾灯设计

有没有湾岸的感觉

G

TR 之所以被人称为战神，这全因 GT-R 一代

不过事情也总有例外，不可否认当年的国内车管制度混乱，

三台经典 GTR 的车主聚在一起吃饭，畅谈 GTR 经

这三台车都是来自中国香港，它们都是悬挂着中港

1969 年至 1972 年间创下 50 场不败记录 , 因此

也许有部分通过渠道拿到了合法牌照。又或者通过自行改

车牌来到大陆。三位车主当中有香港居民也有大陆居民，

成为性能车迷心目中的战神。而爷爷 R32 当年是为了应

舵的方式，再套用其它车型的手续拿到了牌照，但是目前

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长期在深圳工作与生活，才

付 A 组赛事的需要而研发得来的，可以说是一台纯粹为

在国内，笔者是没听说过合法牌照的 R32。

有了今天看到的这三台长期在深圳跑的 GTR。值得一

赛事而诞生的车型。R32 同样征战沙场，在同级对手中

R34 由于有改装厂推出了一整套改舵套件，因此在

所向披靡，几乎战无不胜，而且经常是以套对手圈的姿

美国它是可以正常上牌上路的，这也造就了有个别左舵的

以申请临时入境牌照，这种牌照每三个月可以申请一次。

态赢得胜利。为了保护对手，澳门格兰披治大赛甚至禁

R34 通过小贸的方式来到国内，并且上了牌。但这种情况

临时入境号牌是纸质的，只需粘贴在车辆的挡风玻璃上

如果是内地的朋友想拥有一个中港牌照，是有几种方式的。第一种是通过租用的

止 SKYLINE GTR 这一车型参赛，可见爷爷当年是多

笔者知道的也就只有一台。走私的战神虽然也有，但是一

即可，所以下次我们在路上看见只悬挂香港号牌的车辆

方式，定期向车牌所有人支付租金，取得两地号牌使用权。第二种是直接购买带

么凶悍。

台不能合法在路上驾驶的战神，也就少了一份赚回头率的

时，留意一下是不是贴着临时入境号牌的车，如果是的话，

乐趣。R35 由于已经抛弃了 SKYLINE 车系，
用了日产标志，

那么人家可是合法行驶的。这一制度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抛去废渣 R33 不说，也就只剩 R32 跟 R34 能赢得

提的是，香港车除了使用中港牌照进入大陆以外，还可

“战神”的称号，同时这两款车是从来没有推出过左舵型号， 同时也大量引进了国内，所以要说珍贵的，必然是 R32 跟

许多经典日系性能车能够开到内地，参加赛道日，这可是

也就是说原装的SKYLINE GTR是不能在国内合法上路的。 R34 这两台。

大陆车迷的福利呀！

两地牌小贴士

有两地牌照指标的公司，这种就是俗称的买两地牌方式。
除此以外，内地的朋友若想在香港买车并且开回国内，还必须拥有香港的驾驶执照。
若是高危车型，如本田的 TYPE-R 系列，保险公司还会对车辆所有者做出审核。
新牌驾驶员，也就是俗称 P 牌仔的驾驶员，或者是保险公司认为的高危人士，这
些人保险公司都是有权拒绝发放保险。没有保险的车在香港是不允许上路行驶的。
说了这些，只能说明一点，内地人想在香港买车开回内地，并没想象中那么简单。

没有一台能跑的拍摄车，怎么能在山路上拍好
GTR 视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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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今打开各类国内汽车网站，车型分类中
各种尺寸的轿车倒是划分的很细致，但

念认知的混乱，二是为了引出今天的这台森林人，
一台脱胎于翼豹平台、在它上市的那个年代空间

反观 SUV、MPV 两项，则真的是“包罗万象”
。

还不错、并且配备全时四驱且通过性能还不错的

单单 SUV 分类中，牧马人、卫士、奔驰 G、陆

车是如何砍掉大长腿，削剪了头钻回 RV 的，再

巡、吉姆尼等等这样传统印象中的硬派越野车在

确切点说，是钻回到 Wagon。

“SUV”里，CRV 为首的脱胎于轿车平台的衍生
车型也在“SUV”里，
甚至于中国特色豪华“小面”

换掉大长腿

经过厂方的升高及包装，也算在了“SUV”里。
SUV 到底 是 什么？SUV 的全 称为 Sport

大部分人选择购买 SUV，多半是冲着高高

Utility Vehicle——运动型多用途汽车，是一种

在上的车身营造出的“好视野”去的，所以高成

同时拥有轿车、旅行车的舒适性及空间，同时能

了
“SUV”
的必要因素。改装中也有把车往高改的，

兼顾更多的车辆通过能力的车型。极端点儿说，

有的是为给那些翻山越岭和泥巴的越野玩家提供

SUV 是舒适性、
空间、
通过性缺一不可的，
牧马人、

更好的通过性能，有的则是为了容纳下变态大尺

路虎卫士，您二位没啥舒适性可言的城市性能注

寸的轮毂。不过森林人，尤其是一代目的 SF 和

定了老老实实叫越野车吧 ；CRV 之流最小离地

二代目的 SG，作为扫把佬真传弟子，比较四四

间隙比轿车就高那么一点点，有的甚至连个适时

方方切扁平的造型着实不太适合升高去越野，更

四驱都不带，真没什么通过性可言，RV 这个大

何况此前的座驾是翼豹 WRX 的车主呢。

范畴更适合你 ；至于那些豪华小面升高车以及没

降低可以理解，但将一台 SUV 用 CUSCO

空间的小型“SUV”
，你们基本都是三缺二，也

绞牙降的比不少普通轿车改装玩家的座驾还低，

一样也是 RV，就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就不得不感叹车主真的勇气了，不过好在之前提

看到这儿别误会，这不是新车测评文章，也

到 SG 的造型，使得它并没有那么强烈的违和

不是知识科普文。上述说了那么多，一是想吐槽

感，配合 JDM 气息浓郁的 Apexi 单边排气及各

一下国内汽车市场及大部消费者对于汽车基础概

种 STI 外观件等等的辅助，俨然一副高性能大旅

反其道而行
SUBARU Forester SG9
降低 or 升高，是对于车辆改装最为直观的效果之一，有人喜欢贴地飞，有人则偏好
高高在上。虽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很大程度上是由车型本身及用途决定，但事
事无绝对
文 / 赵天奇 图 /JK photogragh
【车辆提供】Fast4word、台湾日亚

Forester SG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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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的样子，而 ROTA 的“仿 VOLK RACING

引擎已显出了疲态，车主也怀念起了当初自己的好

G2”轮毂，在保留 JDM 元素的同时，大 J 值、

几百匹大翼豹，于是乎又动起了移植的心。只不过

小 ET、大抛边也为车辆平添了几分时下的潮流

目前还在筹备，到底是暴躁的日规 EJ207，还是排

元素。

量更大但不全面强化耐操程度就较差的EJ257呢？
时下这台车的状态就先为您介绍到这儿，挖个坑，

准备换心 未完待续
二代目森林人的编号统称为 SG，但 SG9 是
特指搭载 EJ255 的 2.5T 的版本，十年前，230ps

等车主移植完成后，我们再来填。

这中控面板的造型，不由的让人将三菱和斯巴鲁再一次一同想
起，应该算是日系中比较不拘小节的两个品牌了吧

左右的动力放在自重并不过分的它身上，吃老虎费
点劲，吃个猫还是很轻松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
移，虽然经过了 TOMEI 不等长芭蕉、自制中段以
及 Apexi 尾段的加持，并配合 COBB 风箱内藏着
的 Perrin 进气用以改善进排气的顺畅度，但面对新
兴车型飞涨的动力数据，加之多年来的陪伴，这台

斯巴鲁的内饰对于诸位车主而言一直是个痛点，这台森林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即
便放在它刚出生的那个年代，这内饰也有些过于生硬了

Forester SG9
毕竟 illest 只是个街头品牌，其只负责设

以付出通过性为代价，造就了很帅的奔跑姿态

计 或 提 供 建 议，生 产 代工这 事，还 是由
MOMO 这样的专业品牌来办

改装清单
CUSCO 绞牙避震

前后近乎零指的高度，让它与 SUV 所标榜

Brembo 前 4 后 2 刹车 &dixcel 组合

的通过性彻底说拜拜了

ROTA 9.5J 轮毂
Nitto invo 轮胎 前 / 后 :225 40 R18
JSK racing 碳纤维引擎盖
COBB 进气风箱
Perrin 进气
既然已经不再高高在上，那么归为 RV 或者 Wagon

大部分人选择购买 SUV，多半是冲着高高在上的车身营造
出的“好视野”去的，所以高成了“SUV”的必要因素

更为贴切了吧

Tomei 不等长芭蕉
俗人定制排期中段
Apexi 尾段
illest 限量方向盘
森林人 STi 前杠
森林人 SG5 尾灯
森林人 STi 后顶翼

042 AUTOFAN

AUTOFAN

043

TUNING

改装

HONDA FIT
情比金坚
Honda FIT (GK5)
还记得去年拜访过的天津 MTS 麦顿汽车吗？这是一间主打日系车和性能车改装、养护的专门
店，此前已为大家带来了 MTS 打造的多台实力作品，然而这次又恰好碰到了目前火热的本田当
家实力明星 GK5 ！
文 /JK PHOTOGRAPH 图 / 赵天奇
【鸣谢】MTS 麦顿汽车

为当今热门改装车型之一的本田当家明

余，更换全套日规 RS 头灯及包围后，前后仅用

星，GK5 充满了浓浓的黑科技和节操满

拖车钩与碳纤维小尾翼做点缀，细节其实并不缺

满的性价比，在全球车市上寻找一台买菜与乐趣

失，浑身上下只能用大写的干净来形容了。虽然

兼顾的车型可谓实属难得。它可静可动，
玩味十足，

没有夸张的包围或宽体，但同样对于好这口儿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快便在亚洲地区享有一席之

人来说，总是忍不住多看两眼。

作

地甚至变成了很多玩家绕不开的第二台车。在东

除了包围和尾翼，大面儿上还有很多不属

南亚以及我国大陆地区不仅受到了各地车友的强

于外观件的部品同样引人瞩目。似乎 Rays 的

烈追捧，也纷纷效力于各大车队的名门之下，以

CE28 轮毂很早就和本田的各种小车有着某种千

至于随便找一家有头有脸的改装店，都能寻到一

丝万缕的不正当关系，以至于几乎每一个脑残粉

大把的 GK5 强化补品，热度不比 BRZ/86 差到

都能轻易地补脑本田旗下运动型车装配 CE28 的

哪儿去。更何况 GK5 在国内一问世，从售价上就

美好画面。不过 CE28 与 RE30 的前后搭配倒

夺得了不少人的好感，手动档最低配 6 万 8 千 8

是给人提供了耳目一新的视觉效果。而 Spoon

即可开回家的价格，真可谓是平易近人。再看看

刹车套装几乎也已成为了各位本田魔粉的信仰所

与 JDM一样的L15B引擎如同黑科技一般的参数，

在，在情怀落地的同时也换来了良好的操控和制

再加之手动挡欢乐多的特性，越来越得到车迷们

动反映，这么一想咬咬牙这几样的钱花得值！

的宠爱，各种搭配不计其数。
车主志爷，想必在天津玩车的兄弟一定不会

“假把式”也是褒义词

陌生，曾经的座驾 Impreza WRX Wagon 给予
了他巨大的 JDM 施展空间，从中获取了大量经验，

打开机舱，那些烧钱但同时能让动力大幅跃

改装风格和配件的选择绝对是犀利的且绝不姑息

升的大件儿倒是没有，同样烧钱的小件儿情怀补

成本，这几年玩车的花费，据称德系 BBA 的中坚

品却不少，任何一样单拎出来都能让每一个本田

力量几乎可以一样一台了。

粉羡慕的直流口水。只能说车主真乃情怀之人，

素≠没料

racing 头段＋HKS 中尾单出大炮算得上为数不

在小细节上十二分的用心，并且舍得花钱。J's
多与动力有直接关系的部件之一，所产生的排气
乍一看，这很普通，但在车旁细细打量之后，
发现普通的背后给人感觉整车外观没有丝毫的多

声浪极其炸裂，声音高亢有力，老远就能让听见
是谁，但是想看见得稍微等会儿，毕竟 GK5 的
CE28 搭配 SPOON 刹车，怎能一个情怀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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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并不在于直线加速上。

上翻式的方向盘快拆将内饰

GK5 的底盘虽然算不上优秀，但是却“遭

氛围渲染到了极致

到了”很多人的“恶意关怀”
，几乎所有改装大
厂都对这台小车关爱有加，例如 CUSCO 就早
早的开发出全套的底盘套件，再配合一套强劲有
力的 Buddyclub 绞牙避震，虽然目前并没有暴
躁的动力，但可以想象这台新世纪本田黑科技小
车，在经过此番补强之后，操控上能重现出本田
的传统与精髓。
其实从外观设计上来讲，GK5 并不如 GD 和 GE 来得顺眼漂亮，只是那

因为 MT 本身只是“乞丐版”
，所以原车内
饰就已经很简单了，配置对于车主而言够用，但
是为了满足赛道日在激烈驾驶中所需的包裹性，
BRIDE 桶椅＋ Buddyclub 安全带便走马上任。
前方的 MOMO 手感一流，价格相比较 Nardi 来
讲，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只可惜假货这么多，
真的一不小心会被嘲笑是几百块钱的某宝货。
当然眼尖的人也会在内饰中发现点奇怪的
东西，一台 NA 车为何会有一颗涡轮表？车主说
是从上一台车上拆下的留念，但是不免让人感觉
应另有深意，难道 1.5T 已经准备进场？只不过
真要涡轮化，可就不太纯粹了。

情怀比什么都坚
如今快餐式的生活方式已经渗透到了方方
面面，国内可能不少所谓改装车主会从某云爸爸
的网购网站购入一些改装件，还假的多真的少，
究其原因大多是一味跟风所造成的。泡沫式膨
胀看似市场很繁荣，但问他们为什么会改，基本
答案都是“帅”
“快”
“好看”
，至于具体图什么、
有什么用自己也不知道，更别提相关知识的积累
与沉淀了。泡沫终有破碎时，如此快餐式的改装

颗 L15 引擎博得了喝彩

打开机舱，那些烧钱但同时能让动力大幅跃升的大件
儿倒是没有，同样烧钱的小件儿情怀补品却不少，任何
一样单拎出来都能让每一个本田粉羡慕的直流口水

内饰

同样的，MOMO 方向盘，BUDDYCLUB 排挡头以及 BRIDE 座椅的出现，真的别小看这台 GK5 的实力，
同时也不要怀疑车主的用意，他真的不是神经病，也真的不是有钱没处花

HONDA FIT
改装清单
CUSCO 全车拉杆，CUSCO 防倾杆
Buddy Club 绞牙避震
hardrace 偏心螺丝
Spoon bush 衬套
Spoon 制动套装，Spoon 制动油壶套
RAYS CE28 16 寸（前），RAYS CE30 16 寸（后）
YOKOHAMA AD08R 205/45/R16
Spoon 进气歧管
Spoon 气门室盖

方式注定了玩家的渐行渐远，没有爱好的支撑、

J'S RACING 头段排气

心中的情怀甚至于当初最原始最简单的那个梦，

HKS 中尾段排气

真的很难在诸多家庭因素下将玩车的道路上走
下去，更何况国内的改装路本就坎坷灰暗。
既然提到了网购，最后再八卦一下，听说过

MOMO 运动方向盘
Buddy Club 四点式安全带
Bride 全桶运动座椅
J'S RACING 机油盖
Mugen 水箱盖

网购整车这件事么，当车主坦荡荡告诉我们此车

J'S RACING 前后拖车钩

购自该网站的时候，平常买个东西都要货比三家，

J'S RACING 尾翼

恨不得见到实物才肯放心下单的笔者，听到这个

日规 RS 前后包围侧裙中网
日规 RS 大灯

消息的时候也是一脸震惊，更为过分的是车主竟
然直接把送货地址设在 MTS 麦顿汽车，相较于
您这一身真金白银换来的情怀之物，购车过程是
不是也太草率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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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拍摄之前的某日某天，突然收到了 Top
Racing 负责人华哥的来电，只简单说了

有一台嘉年华拍摄，心想只是一台家用的小车改
得厉害吗！？本人一向以来对嘉年华这台小车的
印象只是代步的小车子，当然进口的 Fiesta ST
另当别论。因为 Fiesta ST 用上 1.6 公升涡轮的
发动机，最大 182 马力及扭矩 240Nm，马力数
值并不是很夸张，但官方公布的 0-100km/h 加
速成绩是 6.9 秒，加上拥有坚固的车架、出色的
底盘调校、线性灵敏的动力输出，Fiesta ST 就
是一台好车，不过仍然想不到这嘉年华 ST 会有
多厉害。到了真正看见这 Fiesta ST 的第一眼，
眼前亮了，果然是一台非同凡响的嘉年华 ST，
鲜艳橙色的配色，配上不太夸强的宽体，一套
碳纤维的套件，目光停留在原本不起眼的嘉年华
ST 身上。

不夸张宽体

爆升马力

不夸张的宽体这一个说法真的有点矛盾，
宽体就是要比原装车身来得夸张，更加突出车身
线条，但是用不夸张来形容就是互相矛盾的字句。

原有的生活 Fiesta ST 是用上了一台 1.6 升
的涡轮增压引擎，182 匹马力对于小车子来说一

目测这 Fiesta ST 的宽体并不像 Rocket Buddy

点也不少了，但是车主的改装方案就是要令这一

或 LB 等极夸张的设计，而是从前后的翼子板依

台小车能够爆发出 300 匹以上的马力，目标 350

据它的线条加建，车身大概每一侧加阔了 30mm

匹，所以 Top Racing 也为这发动机提升了超强

左右，足以令嘉年华与别不同了。车身除了加宽

的改装方案。要令如此小排量的引擎能够输出

车体之外，也加装上一套由 Karztec 设计的车身

300 匹以上，原装的涡轮已经不能达到这要求，

扰流套件，将 Fiesta ST 的运动感再度加添，所

所以涡轮换上了 ATP GARETT GTX2860R 直

以完成后 Fiesta ST 外型霸气及战斗气息也完全

接套上的涡轮套装，能够对应马力为 350 匹之输

加强。至于性能，原有的 1.6 Turbo 也需要强化

出数值。不过发动机内部也同样需要作出强化，

来匹配。

否则原有的发动机可能承受不了如此强大的输
出，所以活塞跟活塞连杆用上了 PUMASPEED
的锻造产品，比原装的更耐用更强化。在吸气方
面用上了高流量的 ITG 产品，为了防止因为发动
机仓内高温影响吸气的变化。经过涡轮排出的废
气也会影响到吸气的温度，所以大型的中冷器也
绝不可少，所用上的是 COBB Tunning 的前置
部件，直接从车头迎风冷却吸入的空气。到了排
气方面，当然要重视输出的畅顺度，除了对应涡
轮的 Pumaspeed 排气岐管外，整段的排气也是
用上了 Milltek 的品牌，令到呼吸也对应大马力的

I NEED
A FORD
电磁炮！

通常我们形容一些小型跑车都会用上“小钢炮”这一些形容词，但这次的嘉年华并非一般的小跑车，
全面强化的发动机，马力超过 300 匹以上，只有 1180kg 重量的嘉年华，小钢跑绝不足以形容它！相
信要用上最厉害的“电磁炮”了！

需求。

车主的改装方案就是要令这一台小车能够爆发出 300 匹以
上的马力，目标 350 匹，所以 Top Racing 也为这发动机提
升了超强的改装方案

FIESTA ST
1.6 TURBO
文：阿奶
摄：邓炜斌
鸣谢：Top Racing 广州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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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部强化
有了性能的强化，当然也要有安全的考虑，
尤其是马力提升超过 300 匹的领域，一套能够刹
停的“电磁炮”不是原装刹车能够应付，所以刹
车系统用上了赛车的部品。目前前轮是用上 AP
Racing 5000+ 及后轮三菱 Evolution X 的刹车，
这一套刹车组合便足以应付赛车场上使用的需
要，何况车主称完成设定之后，也会尝试在赛车
场上体验这 300 多匹的威力，所以 AP Racing
5000+ 足以应付这需求。
避震方面是用上了 ST XTA 避震器，这一
品牌是著名车手 Ken Block“砖叔”代言，也是
KW 旗下的产品。这避震器采用上全铝合金筒身，
可作出 18 段阻力调整，覆筒式双活瓣令避震上
下的吸震能力更畅顺，另外 ST XTA 避震能够
调校 Camber 及 Caster 的角度。为了令车身
滚动减少，也加装上了 COBB Tuning 的防倾杆
以及强化车身的车身撑杆，令车身的刚性得到
力的强化。

内外匹配
除了在外观方面，车厢里面也跟外型一样，
色调互相衬托，首先最耀眼的是与车身颜色相同

能够显示多个行车跟发动机数据的 Defi Advance ZD

火红色的是 ITG 及 Pumaspeed 的吸气系统

当真正完成设定后再配合更高辛烷值的电油，希望可以达
到 350 匹的输出，单看见这数字套用在这小型车身上，这一
个“电磁炮”听到也觉得可怕了

的中控台，还有冷气风口的橙色配搭，与原有的
前刹车是用上了 AP Racing 5000+ 的套装，还将卡钳涂上

黑色车箱也很搭。原有的两张桶型座椅也换掉，

用来调节涡轮增压值的 HKS EVC 6-IR

与车身相同的颜色

换上的是 Buddy Club 的一对红色桶型座椅，比
原装的更加贴身。当然车上的仪表也不可少，也
是用上了日本 Defi 的 ADVANCE ZD 液晶显示
器，用以显示不同的行车数据及发动机状态。在
旁边有一个围了橙色圈的 Defi Turbo 增压仪表，
能够显示涡轮的增压值，而调校涡轮的是 HKS
EVC 6-IR，现在 Turbo Bar 数设定在 1.8bar 左
强化点火的 Hot Inazma 装置

右。不过电脑的调校上则有一些难度，因为这一
套涡轮及引擎部件安装后，才知道国内的嘉年华

改装清单

ST 与国外的电脑并不相同，电脑出现了不协调
的情况，所以也曾经将行车电脑运往英国调校，
耗时也差不多半年才完成行车电脑设定。在经由
Top Racing 作最后的马力机设定，现时经马力
机调校跟设定后，输出约 340 匹，不过国内的油
品与国外仍有些差异，值压值及供油方面现在还
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当真正完成设定后再配合更
高辛烷值的汽油，希望可以达到 350 匹的输出，
单看见这数字套用在这小型车身上，这一个“电
磁炮”听到也觉得可怕了。

050 AUTOFAN

由 Ken Block 代言的 ST XTA 避震器

ATP GARETT GTX2860R BOLT ON TURBO KIT 涡轮套装
COBB TUNING FRONT MOUNT INTERCOOLER KIT 前置中冷器
PUMASPEED UPRATED FORGED PISTON AND RODS 活塞与连杆
PUMASPEED V SERIES QUICK SPOOL TUBULAR MANIFOLD FOR GTX28 排气蕉
PUMASPEED ST180 SILICONE INTAKE PIPE 矽胶吸气管
ITG COLD AIR INDUCTION SYSTEM 吸气系统
MILLTEK SPORT MANUFACTURER OF PERFORMANCE EXHAUST SYSTEMS 排气系统
COBB TUNING FRONT & REAR ANTI SWAY BAR KIT 防倾杆 / ST XTA 避震器
KARZTEC CARBON EXTENSION LIP 碳纤维头唇 / KARZTEC CARBON REAR WING 碳纤维尾翼
KARZTEC CARBON SIDE SKIRT 碳纤维侧裙脚 / CUSTOM MAKE WIDE BODY KIT 宽体
COBB TUNING REAR MOTOR MOUNT 发动机座 / CUSCO FRONT TOWER BAR 前顶撑杆
CUSCO REAR TOWER BAR 后顶撑杆 / CUSCO MEMBER POWER BAR 下强化杆
PUMASPEED 6 PADDLE RACE CLUTCH 强化离合器
PUMASPEED LIGHTWEIGHT RACING FLYWHEEL 轻飞轮
FIESTA ST180 ECOBOOST 3J NXG PLATED LSD DIFFERENTIAL 限滑差速器
SUN AUTO HOT INAZMA HYPER 强化点火装置
HKS EVC 6-IR (ELECTRONIC VALVE CONTROLLER) 电子增压控制器
WORKS BELL RAPFIX II BALL LOCK SYSTEM (ORANGE)
SPARCO STREETING WHEEL 方向盘 / AP RACING 5000+ BRAKE KIT 刹车系统
EVOX REAR BREMBO BRAKE KIT 后刹车系统 / GOODRIDGE BRAKE HOSE 刹车钢喉
DEFI LINK DISPLAY ADVANCE ZD 仪表 / OMP TOWING STRAP 拖车带
SSR SP1 17` WHEELS 合金轮圈 / BUDDY CLUB 桶型座椅 / YOKOHAMA ADVAN AD08R 轮胎
AUTO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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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 M4
单纯男孩与驾驶机器

玩改装是一件耗费心思、时间和精力的事情，做这件事情
得到的回报就是造就了一件自己满意的作品

看到这台金光灿烂的宝马 M4，很难想象他的车主是位单纯的
男孩。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位单纯男孩与驾驶机器的故事
文 / 彭勇彬 图 / 梁伟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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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

驶操控是宝马品牌百年造车的精粹，不
论是强调性能的 M Power 还是普通版车

型，与生俱来的操控特性和驾驶乐趣，都是它的
竞争对手们所津津乐道的。M4 自然也不例外。

碳纤座椅背板四件套、LED 液晶显示方向盘 +
拨片、FACEWHEELS FW331 三片式锻造 20
寸轮圈、AWRON 出风口多功能液晶仪表。
用车主的话说 ：
“以上这些都是饰品，我的
心目中要将这台 M4 打造成一台艺术品，是这些

追求操控

饰品的结合成就了眼前的面貌。
”可见，车主对
M4 的效果是多么的满意和珍重。

这台 M4 车主苏先生是位单纯的男孩，之所

其实，要造一件艺术品又岂是嘴上说说这

以有这样的感觉，我想这跟他选择了 M4 有着很

么 容 易。譬 如车 上 现 在 装 的 FACEWHEELS

大关系。

FW331 三 片 式 锻 造 20 寸 轮 圈， 车 主 就

在这之前，苏先生的座驾是台奥迪，可开了

耗 费 了 大 量 的 精 力 才 达 成目的。 众 所 周 知，

一段时间后，他认为奥迪给不了他想要的操控感

FACEWHEELS 轮圈需要专门定做，车上的四

觉。于是，苏先生开始物色心仪的车款。看过奔

个 FW331由订货到成品，就费时 3 个多月。光

驰 C63 AMG、奥迪 RS6、宝马 M6，苏先生最

是有了成品还不行，还得想方设法配套合适的

终还是选择了这台 M4。

20 寸运动轮胎。最初，车主希望用米其林 PPS，

“当时，我换车的初衷很明确，就是想要一

问了周边地区的商家都没有找到适合的尺寸。后

台能给到我操控感觉的车。看过 C63 AMG、奥

来，问到了附近的店家由两条合适尺寸倍耐力 P

迪 RS6、宝马 M6 和 M4，最后剩下 C63 AMG

Zero，车主连夜买了回来并安装，这两条轮胎就

和 M4 作比较。看官方数据，无疑 C63 AMG 的

是现在装在 M4 后轮的轮胎。还有车上很多细节

表现更好，但是我也开过朋友的 C63，我自己家

的碳纤维件，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完成的，是车主

也有台 E 系列。总体感觉，奔驰车快是快，可变

倾注大量时间和精力慢慢去寻找或是制作，逐步

速箱在换挡超车的反应比起宝马来说还是缺了点

修改完善的。

感觉和味道。
”苏先生向我们说到。
可以看出，车主的初心很明确和单纯，要的

透过这台 M4 案例，也验证了一个道理“罗
马不是一日建成的”
。笔者见过许多的改装案例，

就是操控感觉和驾驶乐趣，快和数据上的表现不

玩改装是一件耗费心思、时间和精力的事情，做

是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比起 C63 AMG，宝马

这件事情得到的回报就是造就了一件自己满意的

M4 实际也慢不了多少。3.0T 直列六缸发动机，

作品。今天分享的单纯男孩与驾驶机器的故事，

431ps 最大马力、550Nm 最大扭矩，0-100km/

主人公得到的就是他初心追求的纯粹驾驶乐趣的

h 加速 4.1s，这样的动力表现，车主苏先生也满

艺术品。

足了。
“目前为止，我的车就更换进排气系统，动
力部分基本没有改动。我觉得原车 400 多匹马
力足够了。再者，这样的动力系统匹配 M4 的底
盘设定是十分平衡的。
”苏先生总结说。
另外，车主为 M4 加装了一套由 H&R 出品
的防倾杆，这套防倾杆的作用无疑就是提升操
控特性，稳定车身过弯的姿态。还有就是换装了
Aragosta Type S 避震套装，这是日本专业的竞
技避震品牌，而 Type S 则是定位高于街道版的
高阶系列，车主反馈说 Aragosta Type S 避震
的作用很大，尤其是高速稳定性提升明显。

造艺术品的心态
说完了机械部分，再让我们来看看这台 M4
改了些什么。EXOTICSTUNING 碳纤前唇后唇、
M-PERFORMANCE 黑色中网、叶子板饰条、

改装清单
AFE 进气套装
ER 涡轮管
AKR 头中尾段四出碳纤尾嘴排气
H&R 防倾杆
ARAGOSTA TYPE S 避震套装
FACEWHEELS FW331 三片式锻造 20 吋轮圈 ( 前 9.5J
ET22，后 10.5J ET34)
轮胎倍耐力 P0 前 265 30 20 后 285 30 20
EXOTICSTUNING 碳纤前唇后唇
M-PERFORMANCE 黑色中网、叶子板饰条、金属油门踏板、
碳纤侧裙、碳纤尾翼、碳纤波棍、碳纤内饰、碳纤后视镜壳、碳纤
灯眉
ARKYM 碳纤座椅背板四件套
LED 液晶显示方向盘 + 拨片
AWRON 出风口多功能液晶仪表

Noise Performance 佛山市 诺 速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创 立 于
2011 年，坐落于美食之都广东顺德。是一家集产品展示、维修、
保养和改装的多位一体店。拥有超过 1000 平方米的仓库和改
装车间，
为全国各地的客户提供高效、
专业的技术团队支持和服务。

金属油门踏板、碳纤侧裙、碳纤尾翼、碳纤档杆棍、
碳纤内饰、碳纤后视镜壳、碳纤灯眉、ARK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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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座五人乐
2007 款马自达 5 音响改装
MPV 如何改装，除了常见的日式 VIP 式的奢华样式，这台 2007 款马自达 5 改装
给我们另一种启迪。舍弃后排座，打造一款家庭兼商务的 5.1声道多媒体娱乐系统，
实在为那些喜欢音乐的车主提供了与家人和朋友分享音乐快乐的最佳途径
文、图 / 田宏

随

着新一代奥德赛国产上市，MPV 市场又

这么大地方尾厢空间想必会大有用武之地。

掀起一股竞争浪潮，而旧款的车型不会

被遗忘，相反，会被那些喜欢 MPV 车型的车主

5.1 影院系统需要更庞大投入

收归囊中。车主陈先生就是前两年购买的这台即

056 AUTOFAN

刻的是，尤其是观看 3D 类型的影片时，比如电
影《2012》
，你会感觉飞机就在你头顶或者后面
车辆呼啸而来，那种画面的移动感便是拜环绕音
效所赐。

将停产的马自达 5。性价比是其一，更重要的是

说起 5.1 声道，想必大伙一定会想起杜比或

5.1 声道好是好，但是要想重放出这类的

他要让这台车变成一台移动式家庭影院，而马自

者 DTS 这类的字眼，这两种类型的音源都被影

声音却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以这台为例，音源部

达 5 宽敞的车内空间为他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足

剧院广泛采用。5.1，顾名思义 5+1，就是六个方

分是首先过关的。一般一条音轨可以定义为一

够施展空间。要知道，这么一套高端的 5.1 影院

向的声源，和常见的两分频或者三分频音响改装

种乐器的演奏，当你播放这类多音轨的 CD 或

音响系统可不是一般的两分频那么区区几个单元

最大不同是，前声场多个中置喇叭，后排车门还

者 DVD 时，如果没有把各个音轨的声音信号剥

就能搞定，加上主机、解码器、喇叭、功放，这

有左右环绕，这就构成声音的空间感，尤其是从

离出来，所谓的 5.1 系统也就成了空中楼阁。这

是一台 14 个前后级单元组成的多媒体娱乐系统。

前到后声音移动画面感。而“.1”个声道是指超

个重担就交给阿尔派 PXI-H990 解码器来执行，

舍弃了最后排空间，但行李厢空间却大大地预留

低音，6 个不同的声道把乘客包围在中央，使人

PXI-H990 拥有 16 声道主动音频输出，支持杜

出来。试想一下，如果全家出游或者商务接待，

产生犹如身临剧院般的真实感觉。让我们记忆深

比和 DTS 双解码，拥有“多声道管理专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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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箱工艺保留了实用的空间

车顶菱纹翻毛皮在灯光下颇有层次

中置能够还原影片的对白声音

美誉。而接下来各个声道分离出来的音频

感。来自 VOSSEN 大尺寸轮毂让马自达 5 外型

就交个各个喇叭单元执行就行了。而德国 BARX

立马上升为准明星级别，你还敢说这是台已经老

和以色列摩雷都是喇叭品牌的佼佼者，功放也都

得停产的车了吗？再加上前面我们讲的这套音响

堪称竞赛级别，声音重放方面绝对不是问题。

系统，要比高大上，想必已上市的堪称“掀起新

写到这或许你会问，
两分频或者三分频和 5.1
系统到底孰优孰劣呢。如果单纯从听音乐来讲，

时代 MPV 革命”的新奥德赛也要掂量掂量才敢
来挑战吧。

三分频肯定是比较适合听音乐的，因为音乐录制
和电影声音录制是完全不同的，音乐录制一般从
左到右位于你的对面，而电影的声音会来自四面
八方。这是不是意味着这台音响车就不适合听音
乐了呢。其实不然，这套系统的主机可以自动识
别 CD 或者杜比和 DTS 的碟片，如果是 CD 那
就会自动关闭中置和后环绕，所以这个问题也会
迎刃而解，要不然，这么多顶级的器材，如此高
昂的改装费用只能看个电影确实有点浪费。

外观和内饰为音响改装加分
话说这么一套殿堂级的改装案例，如果外观
和内饰不整点动静真的太寒酸了吧。作为改装惯
例，店家都会不同程度上修饰修饰，以体现改装
的完整性。至于内饰部分，车内黄色包裹的真皮
和音响的灯光氛围相呼应，大大提升听音的舒适
058 AUTOFAN

2007 款马自达 5 改装清单
外观：
天使眼大灯
操控：
VOSSEN 轮毂

前声场两对布莱克斯两分频套装

巨大的倒模底座保证声音传播空间

橙色真皮能够突出车内的豪华感

高流量 ARP 进气风格带来大进气量

内饰：
真皮座椅包裹
车顶翻毛皮
动力：
APR 进气风格
音响：
阿尔派 F1 D-800 AV 主机
阿尔派 PXI-H990 解码器
德国 BRAX Matrix 1.1 高音单元
德国布莱克斯（Brax）Matrix6.1PP 中低音单元
中置单元：以色列摩雷英格尔
后声场中低音单元：以色列摩雷英迪格欧韵讯
BRAX 布莱克斯 Matrix10.1 超低音
德国喜力士 BARX MX4 前声场功放
德国喜力士（Helix）Competition 中置与后声场功放
德国布莱克斯（Brax）X 2000.2 GE 白金版超低音功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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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地飞行物

HKS Hipermax G 套装避震装车实测
有句古话说得好，那就是：
“四轮热功使动者，汽车也。爱车人欲降大任于其车，必先缩其纵，拓其
横，强其筋骨，空乏其身。……”好吧，其实以上所谓古话都是我作的打油诗，不过想必各位读者也
从里面看出了一点玄机，那就是简单的改装一般都是降低车高，更换一套数据漂亮的轮圈，优化一
下动力系统，再稍稍偷轻一下，就能达到十分不错的视觉效果和明显的操控提升

文 / 李淼鑫 图 / 张宇航
鸣谢：深圳莲塘迅达汽车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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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VELLFIRE，一台十足的“保姆车”
，

趴党所说的姿态美，而实际的驾驶以及乘坐感受

在有着两地牌照制度的今天经常游走于

呢，也是有十分大的提升。

中港两地，接送各类商务人士或者是适龄学童。

在城市道路上，车身的降低对于行驶稳定

大家都知道，香港的改装文化是早于大陆起步一

性的提升是有十分大的帮助，加上 HIPERMAX

段时间的，在香港的街道上看到大大小小的改装

G 这套避震配备的是一个又短又粗的短弹簧，在

车是一件稀疏平常的事情，换包围换轮圈改避震

合适的范围内提高弹簧的阻尼有助于抑制车身的

对于 VELLFIRE 这类的“保姆车”简直就像现

侧倾，所以现在这台 VELLFIRE 大宝贝驾驶起

代人出门需要穿衣打扮一般，TOO SIMPLE!

来会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感觉。
很遗憾，我们在盘山公路上并没有遇到五

不硬汉的硬汉品牌避震

菱宏光，所以我们决定“正正经经”地测试一下
HIPERMAX G 在蜿蜒山道上的表现。

说到 HKS，可能大家的第一印象都是一种

由于盘山公路下半部分的弯道很急，所以即

很竞技，很极端的感觉，一言不合就把 R35 扔

使在 40 码限速内也能在过弯时测出比较接近极

到飘移赛场上拉一圈烟的 HKS，居然制作出了适

限的性能，一个回头弯，40 切入，前轮已经发出

合 ALPHARD 和 VELLFIRE 使用的套装避震，

尖叫声，VELLFIRE 车内载着 5 个成年男性，在

这着实令人大吃一惊。实际上 HKS 还有其它的

乘客们表情各异之时，司机已经悄然切入下一个

避震产品，不过许多都是给如飞度、86 一众十

弯。劈弯过程中摇晃的乘客和稳定的车身形成了

分热门的改装车型使用，给这样的豪华保姆车打

鲜明对比，请看官们自行在脑海中想象一辆平稳

造套装避震，我想还是第一次。

的车子中却坐着歪歪斜斜的乘客这样一种画面！

说回测试方面，这套 HIPERMAX G 套装
避震的安装十分简便，不同于绞牙避震需要反复

BEST BUY ！

调教高度和弹簧力度，套装套装，一套一装，就
真的完事了。安装过程中比较棘手的地方反而是

总的来说，这套 HKS HIPERMAX G 套装避

VELLFIRE 大宝贝本身，前避震塔顶需要拆除空

震已经足够满足大部分保姆车主的改装需求，一

滤和进气管路才能看到，操作空间也极小，耗费

站成型的改装方式也免去了许多烦恼，降低的车

了不少的时间。

总的来说，这套 HKS HIPERMAX G
套装避震已经
足够满足大部分保姆车主的改装需求，一站成型的改
装方式也免去了许多烦恼

丰

身和提高的稳定性带来了视觉和操控的双丰收，
而且最最重要的一点是改装了避震后，以豪华舒

贴地飞行物

适为卖点的 VELLFIRE 的舒适性几乎没有受到影
响！这是所有改装避震中最难能可贵的，提高支撑

使出了洪荒之力安装好避震之后，我们对离

力的同时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吸震性能，正！

地间隙进行了测量，发现 VELLFIRE 全车的离地
间隙较之前缩短了 4cm 以上，而轮胎到翼子板

自由奔跑的微姿态 VELLFIRE

的间隙更是从四指缩短到两指。俗话说“一低遮
百丑”
，VELLFIRE“趴地”了之后，整体气质唰
唰的就上来了。人帅了之后都想着出门装 X，车
帅了又怎么能不上街走走呢？
我们测试避震的路况为城市快速路加盘山
公路，先说说在城市快速路的感觉，首先还是那
句话，一低遮百丑，在一股原装车流中突然有这
么一辆拥有低车身、大轮圈和大包围的“保姆车”
在路上以 80 码时速悠闲的游走着，有着一种低

一低遮百丑的真实诠释，改装后的通过性会有一定的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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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规则
国内市场上的改装电脑简介
随着科技的进步，
以前改装一辆车，
提升一点马力的话，
要折腾很多东西。
现在只需要一块外挂电脑就可以给你一个大不同
文 / 专业车志

外

挂电脑的能力就是可以在不废除原车发

提供无与伦比的可靠性 , 日常驾驶的舒适和快感。

动机 ECU 控制的前提下，
以
“非全接管式”

同时保持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

的“发动机部分信号嫁接控制”的原理，让车子
具有一个可能在原厂设定下未能具有的能力。

TMC Motorsport

APR
APR 成立于 1997 年，成立近 20 年来，一
直以为保时捷、奥迪和大众汽车提代最高质量的

TMC Motorsport 是英国知名 ECU 程序升

程序及硬件升级做为唯一使命。APR 一直坚持

级厂商，技术专业、品质稳定，广受全球用户的

以 OBD 直接写入的方式来进行 ECU 升级，以

好评。TMC 精通欧系众多车型的 ECU 程序调教，

保证以最稳定、最适用的升级方案，增强您的驾

在同类产品中有着绝对的性能及价格双重优势。

驶体验！

主要产品有外挂电脑、变速箱程序、ECU 直刷。

GIAC
RSCHiP
GIAC 在美国已有 17 年改装行车电脑程式
RSCHip 最先进入的是港澳地区，一开始主

的历史，在全球拥有无数好评。GIAC 强大的修

要针对 NA 引擎进行外挂的 ECU 调试升级，通

正程式可以在供油曲线与汽车本身硬件做最优化

过 OBD 接口进行简单的外挂升级。RSCHiP 这

的搭配，也可针对车主的使用习惯做更细部的调

款辅助电脑系统分别提供两个版本，第一个是专

教，在赛道与街道都可做出引擎最佳化，提供更

门设计给自然进气引擎使用的 RSCHiP，第二个

多的动力输出。

是专给涡轮增压引擎使用的 RSCHiP Turbo。

Racechip
Unitronic

德国 Racechip- 欧洲销量第一的汽车动力
升级芯片厂商，Racechip 通过修改传感器的信

Unitronic 已为大众、奥迪、保时捷、斯柯

号欺骗 ECU（发动机电脑）
，使发动机汽缸获得

达、西雅特和宾利提供了性能软件和硬件解决方

更多进气量促使燃油燃烧更彻底来提升马力和

案工具 , 提高引擎输出功率的同时降低燃油消耗 ,

扭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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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引领潮流

BILSTEIN B6.
比原装更优化：专为即使在压力下的性能或舒适性拒
绝妥协而生的气压减震。黄色BILSTEIN B6减震器提供
了更好的原装替换件质量。

bilstein.com/cn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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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
绕桩表现
在 18 米桩距绕桩表现上，老轮胎由于状况

使用感受
对于两套轮胎的驾驶感受，由于原有的轮胎

实在不佳，即使进行了暖胎，在绕桩时也难以维

已经接近寿命极限，做直观的横向对比有失公平。

持行车线路，最终只能勉强用 70km/h 的时速进

幸好笔者自己的座驾也是使用该型号轮胎，因此

入桩桶，但到第三桩开始感到非常吃力，只能以

可以粗略说说两套胎的感受。首先是旧轮胎型号，

55km/h 的时速离开桩桶。

它的抓地力已经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其弯道极

DIREZZA Z II STAR SPEC 的绕桩测试是

限及循迹性都是相当优秀的。同样，Z II STAR

在沙井圈速后，因此轮胎已经有了一定的开胎，

SPEC 也带来了类似的驾驶体验，可以说新胎表

在绕桩前也进行了开胎暖胎动作。在绕桩中明显

现它们是不分上下的。

感觉轮胎非常抓地，横向 G 值明显加大，让人觉

但是有一点笔者认为 Z II STAR SPEC 更

得它有源源不断的抓地能力，能轻松用 75km/h

为优秀，那就是其在突破轮胎极限时，不会瞬间

的车速进入桩桶区，并且能牢牢保持着行车线路，

变得很滑，还保持着比较多的抓地力，这对于众

最终用 65km/h 的车速离开桩桶区。但在笔者看

多半热熔轮胎来说不是每个都能做到的。而旧轮

来，这不是 Z II STAR SPEC 的极限，只是笔者

胎型号一但突破极限，就会明显感觉到丧失了抓

车技有限，
若是车技更好的测试员，
成绩绝对更佳。

地力。就这点来说 Z II STAR SPEC 更为适合新
手去使用，容错率更高。

质的改变

安全及舒适性
质的飞跃
在制动测试中，原来的老轮胎 100-0km/h

邓禄普 DIREZZA Z II STAR SPEC 实测

制动平均距离为 40.94 米，Z II STAR SPEC 平

也许不少人对邓禄普运动轮胎的印象还停留在 DZ101 和 Z1
的年代，那时的邓禄普运动轮胎确实是平平无奇，用“肥皂”来
形容也并不过分。但是现在的邓禄普，确确实实是一套良心胎，
对得起“运动轮胎”的称号！

均距离为 37.99 米，单单制动距离就已经有了将

相对于老款 Z1 STAR 有了质的飞跃，成为了一

近 3 米的差距，这对安全性的提升极为明显。

条一流的半热熔性能轮胎。

在舒适性上，我们做了 60km/h 空挡滑行车
内噪音测试，原轮胎成绩为 72 分贝，Z II STAR
SPEC 平均成绩 63.7 分贝，这种分贝的变化对
于耳朵来说是极为明显的。

文 / 曾镝丰 图 / 梁伟俊
鸣谢：邓禄普轮胎 中国深圳极速赛车场 锦尚名车俱乐部

当然原轮胎已经开始老化及出现了不规则
磨损，因此以上的成绩仅仅提供参考，不具备对

俗

话说“好马配好鞍”
，有了 DIREZZA ZII

赛道表现

比条件。

新轮胎在沙井圈速测试完后来到绕桩场地，还是
发现轮胎表面并没有完全的开胎。

STAR SPEC 这种好胎，那么我们这次

测试的车型也一定不能差，测试的车型为一台

测试场地为深圳沙井极速赛车场，为一条卡

斯巴鲁翼豹 WRX。该车为翼豹第八代车型，配

丁车赛道。测试当天天气晴朗炎热，我们用旧轮

备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输出马力 230ps，

胎进行测试时，地面温度达到了 63 摄氏度。由于

经改装后马力大于 260ps，配上斯巴鲁的左右

旧轮胎同样为接近半热熔的材质，因此在如此高

对称全时四驱系统，其操控及运动潜力非常突

的地面温度下是非常容易达到工作温度的。只可

出。所有的性能都依靠轮胎传达到地面上，而 ZII

惜此套某品牌的半热熔轮胎已使用了一年多的时

STAR SPEC 是否能满足需要？让我们接着往下

间，轮胎表面已出现明显的硬化老化迹象，同时车

说。

主驾驶方式偏向激烈，轮胎磨损明显，这些都会
影响轮胎的表现，最终测试最佳成绩为 57.6 秒。

材质改变

DIREZZA Z II STAR SPEC 的测试安排在

DIREZZA Z II STAR SPEC 在 60km/h 时车内噪音
仅为 63.7，对于一台改装翼豹来说已经非常安静了。

侧排纹接近 6 毫米。

使用小提示 ：
市面上任何轮胎都是有其使用寿命的，最影响轮胎性能的

度较低不利于半热熔轮胎的暖胎，同时由于是全

莫过于时间。一般家用轿车建议是 3-5 年就要更新轮胎，

试的是 Z II 的小升级型号，Z II STAR SPEC。

新的轮胎，因此我们花费在开胎及热胎的时间也

但是半热熔或全热熔轮胎的使用寿命一般都是达不到这么

相对于旧款 Z II，其配方上有所改进，拥有更佳

会相对较长。但由于场地使用的限制，我们开胎

的冷胎升温能力，同时耐热性能也得到提升，抑

暖胎的时间只有短短两圈，
随后就开始了圈速测试，

制高温时的性能变化，即使在赛道日及圈速赛激

最终成绩为56.48秒。
若是有更长的开胎暖胎时间，

烈驾驶，也能让轮胎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持出色的

相信它可以轻松将成绩提升至 56 秒内。

抓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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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产品
测试轮胎尺寸
测试车辆
天气 / 气温
地面温度、测试
路面
胎压

轮胎测试数据表
邓禄普 ZII STAR SPEC
235/40 R18
8 代 斯巴鲁翼豹 WRX
晴朗

轮胎主槽深度
轮胎胎面硬度

下午进行，地面温度已经降至 42 摄氏度，地面温
Z II 早在 2012 年已经在日本上市，这次测

值得肯定的是，DIREZZA ZII STAR SPEC

长的，这取决于轮胎使用方法及存放条件。一但开始老化
就会影响轮胎性能及噪音等一系列参数水平。
还有一个较为直观的感觉方式就是用你们的指甲，新轮胎
时橡胶表面是最软的，同时半热熔及全热熔轮胎在暖胎后
还会有黏住指甲的感觉。但随着轮胎老化性能下降，胎面
会越来越硬，同时粘手的感觉会越来越少。

42.4 摄氏度
四轮均为 2.3bar
7mm
52

制动性
100-0km/h
1
38.07
平均成绩 ：
37.99m
2
37.92
80-0km/h(m)
1
23.96
平均成绩 ：
23.835m
2
23.71
60-0km/h(m)
1
13.38
平均成绩 ：
13.42m
2
13.26
最大加速度
1
-1.129
平均成绩 ：1.1375g
2
-1.146
60km/h 车内静音性（dB)
1
63.7
胎面硬度（SHORE）
中间
47.5
侧面靠内侧
50
侧面靠外侧
52.5
AUTO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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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脚感走
五福金牛新丝圈环保脚垫评测
脚被人类选择用于走路，自然有其天赋异禀的地方。其实，论敏感度
脚丝毫不输人体的其他部位，
要不然也没有
“养生先养脚”
的说法。
所以，
选择一款脚垫并不难，那就是相信它，跟着脚感走
文、图 / 田宏

挑选脚垫首先要重视其耐脏、易清洗特性，在此基础上
再考虑舒适性、美观度，更重要的是要环保健康

就

脚垫来说，脚感有哪些我们先说道说道。

让我们吃惊的是这并不太厚的脚垫竟然这么能

首先不能太软，太软容易起褶，卷到油门

盛，一杯水只湿盘子那么大面积。原来这款脚垫

刹车底下容易引起机械失灵，这是劣质脚垫或者

采用创新了的“圈状结构”编织法，让脚垫表面

新车随赠送脚垫的通病，老想用脚往后蹭蹭，这

呈现出细小的拱形圈丝丛，能使新丝圈毯面柔软

种脚感是不安全 ；其次不能太滑，塑胶或者皮革

舒适性和高弹恢复性完美结合，还能起到锁水的

脚垫容易造成这种现象，如果脚垫上有水或者脚

功能。一旦脚垫基本甩干，这种细小的丝孔又极

底有泥，湿乎乎加黏糊糊非常令人讨厌。砂砾还

利于干燥。如果天气晴朗，完全干燥不到半小时。

会产生咯吱吱的声音，脚感可以用刀刮金属一样

我们还试图用泥土加可乐混合物考验它是否易于

的异样难忍来形容 ；脚垫也不能太厚，太厚会占

清洗，实际上用强有力的水枪扫几遍几乎就一尘

用车内空间，贴别是空间小的车型应该选装轻薄

不染了。加上脚垫异常轻盈，一旦你拥有这样的

的脚垫。太厚相应也会柔软，这样给人脚底不踏

脚垫，你会有时不时拿出来自行清洗的冲动，而

实的感觉，这种以丝圈脚垫为主。这些只是脚与

不用脚垫一脏就直奔洗车店了。

脚垫接触的时候的感觉，人与人的差异很大，每
个人喜欢的脚垫类型也不同。但脚垫还有其他一

火火火火，关乎生命的火

些要素，比如说从清洁角度考虑的易干易洗，从

新丝圈平面脚垫容易裁剪，可适配任何车型，有 12 个不同颜色可选

上层为超弹丝 PP 材料，中间为 PVC 环保材料，

3 代壁虎爪呈现出针状的棘爪形式，与

下层尼龙防滑底

车内绒布紧密咬合

长时间遇到明火不会燃烧，只烧表面丝从，中间层

脚垫上的污物很容易冲洗掉，而且有很

不受影响

强的抗酸碱能力

编辑点评 ：
说白了脚垫最重要的还是耐造，刀割火烧都不怕，
脏了容易清洗，洗完不容易脏。其次是舒适性，
然后才是美观度，五福金牛新丝圈环保脚垫在这
三方面都能兼顾的很好。而且这种新型的丝圈与
传统的丝圈脚垫有很大差别，在材料应用上赋予
新丝圈更强的产品特性。比如说变薄变轻的同时
拥有更好的力学弹性，能够任意弯折而不变形。
如果在裁切时注意边缘的绒毛修剪，在裁切版型
上更符合原车风格，我认为这是一款人人值得拥
有的产品。

健康角度考虑环保无味，从安全角度衡量的防火

很多人会觉得汽车自燃的几率很小，可不要

阻燃，还有从视觉角度上的时尚大方。对于上述

忘记还有车内抽烟的人为因素。我曾经有这样的

种种需求，五福金牛新丝圈环保脚垫突破这些要

经历，只顾注视前方路况而把烟头插到烟缸以外

求似乎都不是什么难题。

的地方，弄得火花四溅，然后赶紧下车观察几分
钟看是否起火才敢继续走。但不是说有了阻燃性

脚垫甩甩，污物拜拜

特性是再好不过了。
尤其是下雨天，
把水带进车是很正常的事情，

五福金牛新丝圈环保脚垫表面的 PP 材料具

去趟乡下农庄说不定还有泥等污物。如果脚垫不

有较高的耐热性，
遇到明火能形成孔洞，
但不燃烧。

能及时排掉水和污物，很容易发霉。五福金牛新

最明显的例子是，我们点燃一支香烟放到脚垫上，

丝圈环保脚垫表面材料采用聚丙烯 (PP)，PP 是

等烟着完，发现只有烟火走过的位置出现了丝从

由丙烯聚合而制得的一种热塑性树脂。这种材料

凹陷，很难再往两边燃烧。中层材料更是毫发无

具有许多优良特性，其中一条就是几乎不吸水。

伤，因为中间夹层使用的是聚氯乙烯 (PVC) 材料，

也可以这么说，水只能经过这种材质的表面，然

PVC 最大特点也是阻燃。如果用火机长时间直

后只有被蒸发掉的份。

接烧会着，但燃烧的很慢，甚至会慢慢熄灭。燃

在实际测试中，我们将一杯水倒在脚垫上，

070 AUTOFAN

很强的脚垫就万无一失了，而是说脚垫有阻燃的

烧后不会有大量黑烟，也不会刺鼻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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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感与荣耀
德赛西威 TM990 宝马 5 系多媒体导航娱乐系统
打个比方，就像电视从黑白过度到彩色，再从彩色升级到高清；又或者你下载完高品
质 MP3 后还想付费要无损音乐 APE、FLAC 一样，人们对生活的品质总是要求的
更高，德赛西威为宝马 5 系专门开发的 TM990 多媒体导航娱乐系统，或许能让你
的豪车生活多一份质感和荣耀
文 / 田宏

如果要想让宝马 5 系升级后的系统与原车系统兼容，破
解 MOST 和 CAN 协议是至为关键的一步，德赛西威在
产品兼容性方面做的更彻底，也更安全

果我是宝马 5 系车主，基于以下几个原

什么要给 MOST 单独弄个局域网，而且用光纤

因我会选择德赛西威 TM990 多媒体导

作为传输介质。这是因为 CAN 总线无法提供足

航娱乐系统。首先，原车屏不能触摸，你说整天

够快的数据传输，以满足大量的现代娱乐媒体信

如

在手机上点来点去，到车里突然点不动了，这种

息，比如数字广播、高品质音视频、GPS 导航、

心理落差会非常大 ；其次，屏幕不够高清，原车

立体声数字电视信号等。可以说，兼容 CAN 协

只是普通 TF 屏，显示效果只能用凑合形容 ；最

议能够在升级后的系统上显示车速、剩余里程、

重要的是地图，宝马 5 系低配版不带 GPS 导航

车门关闭情况原车信息。而兼容 MOST 协议可

系统，在 4S 店装一套原厂导航要 16000 人民币，

以让 TM990 的操作逻辑完全支持并兼容宝马原

价格真心很贵。高配版导航倒是有，不过当你生

车 iDriver 系统。

活中习惯了高德、百度、凯立德，再看回原车这
套异国风情味道的地图界面，实在让人不知所措。

光纤传输保证音视频的播放效果

升级后的系统支持原车旋钮控制

新系统可以显示原车车速和剩余里程信息

如果要想升级后的系统与原车系统兼容，破
解 MOST 和 CAN 协议是至为关键的一步。在

对于上述种种情况，德赛西威都能通过这套宝马

破解原车协议上，后市场很多商家的做法是反向

5 系多媒体导航系统提供极佳解决方案。

开发，这种做法一般不会出现问题，但是如果回
到 4S 店检测升级往往会出现故障，比如会破坏

打通任督二脉

原车的电源管理系统（高端车的电源管理系统比
较严格，一旦超出负荷就会出现故障）
，进而影响

TM990 多媒体导航娱乐系统包含几个组
件，MOST&CAN 兼容解码盒、屏幕面框、高
清触摸屏、触摸屏控制器、光纤传输线等。这

到保修服务。德赛西威采用原厂 CAN 和 MOST
协议开发，加上德赛西威前装配套的生产背景，
在产品兼容性方面做的更彻底，也更安全。

里说的任督二脉就是指解码盒兼容的 CAN 和
MOST 原车协议。

功能更加完善

CAN 总线协议大家或许明白，其实就是车
上各种电子控制单元形成的局域网络。MOST

或许你会说，TM990 的界面设计也没大变

（豪车采用居多）也是一个单独网络，它主要管

化呀。其实，德赛西威在 UI 界面设计上遵从原

理多媒体方面，这点从它的英文全称 (Media
Oriented Systems Transport) 就略知一二。为
072 AUTOFAN

车设计风格，但比原车确实多了几个独特的功能。
音乐 e 栈就是其一，音乐 e 栈是德赛西威

编辑点评 ：
屏不算“大”
，而在于“清”
，坐在这台升级后
的宝马 5 系车里，每当看到那块高清屏，一
种莫名的优越感油然而生。加上高品质音乐、
合乎习惯的地图，只是通过小小的手术，能在
原车多媒体系统和 TM990 多媒体导航娱乐系
统来回切换，我想这应该是很多宝马车主改
变原车多媒体系统的心声。

和虾米音乐合作的高品质音乐播放软件，支持在

保证音视频流传输快，还能保证播放品质。因此

线音乐、电台视听及下载，每年会员只需 100 元

TM990 播放音乐 e 栈下载的无损音乐时可以做

就能下载海量无损音乐，而这台宝马 5 系不支

到真实还原音效，光纤的使用也使高清屏显示的

持在线收听，但可以通过 U 盘播放音乐。也就

画面更加清晰。而其他商家通常采用铜线连接，

是说，你要在电脑上下载高品质的音乐后，插到

这会大大降低音视频播放效果。

TM990 USB 接口进行播放，不过能够听到高品

导航方面，TM990 使用凯立德导航，能够实

质的音乐已经很满足了，这会省去很多购买 CD

现更精准的定位，同时地图界面支持原车多功能旋

的费用。

钮放大缩小，非常符合原车操作逻辑。此外，升级

说到高品质音乐，不得不提到这套系统的

后的 TM990 同时支持 iPod、iPhone 播放及手机

一个小配件——光纤传输线。前面说到，MOST

充电。TM990 还可接入后视摄像头实现动态倒车

网络多媒体传输介质是光纤，用光纤的好处是

轨迹同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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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双眼
车载用电器篇
开车出门在外，总是会随车携带各种后装设备，以求在遇到各种各样紧急情况下游
刃有余地解决问题，而在这一众后装设备之中，应急启动电源、行车记录仪以及车
载充电器最为必不可少，市面上此类产品价格差异巨大，如何选择成为车主的棘手
问题，本期将为大家解读揭露此类产品背后的秘密
文、图 / 许晖

应急启动电源猫腻多

真
相

汽车应急启动电源作为近年来新兴的车载
设备，其主要作用在于拯救无法启动的汽车与危
难之中，但相信没有任何消费者希望这个价值不
菲的“救命稻草”是一个“快消品”
。看似价格
战之下让人难以选择，但如果你分清了以下几点
便会游刃有余。
外观只能初步判定是否 18650 锂电核心

自左向右分别为标准的 18650 锂电池、铝塑复合膜封装的锂离子电池以及用于应急启动电源倍率锂离子电池

激光打码代表为维都利生产的 3.7mmX75mmX175mm 尺寸

认准电池类型
市面常见产品通常使用 18650 锂电池或锂
聚合物电池，但为了宣传自家产品而把聚合物电
池夸上天，把 18650 电池踩落地未免不够严谨。
不同类型电池原理基本都是一样的，都有正极、
负极以及电解液，区别仅在于这三个主要部件所

“可有可无”的保护电路

使用的材质，要辨别所买产品使用何种电池并不
难，18650 电池 18mm 的直径厚度注定了其产

在锂离子电池或锂电池组使用过程中，为避

品规格必然大于 18mm，厚度长于 65mm。不过
18650 较低的成本决定了其市场占有率，所以希
望价廉可以选择 18650，希望轻薄的不妨选择锂
聚合物电池。

标注大容量其实没意义

免使用者的错误操作而造成电池升温，电池内电
劣质锂电封装很难读取电池参数。

解液的分解而产生气体使其内压上升，金属锂的
电池所标注的 11.1V 电压实测为 3 颗 3.7V 倍率电池串联塑封所得

要 5 个一起的并联工艺，更别说国产产品的更多

倍率电池的知识盲区

串并联了，尺寸注定小不了，就算产品标注了准
确的电池容量，在使用的时候你也未必能用满。

锂电池的放电倍率，用字母“C”来表示，

比如标称 10000mAh 的容量电池产品，在实际

析出会有起火及电池破裂的危险，以及过放电使

启动电机进行点火启动，此时便需要使用“倍率

电池特性劣化等各种原因，在锂离子电池回路中

电池”作为动力了。一般较好的大倍率电池使用

匀要采用保护电路。山寨应急启动电源产品能省

35C-40C 倍率放电，传统标准电池就未必能胜

则省，形同虚设的保护电路无异于谋杀。尤其是

电池容量并非越大越好，上文提到的 18650

使用所能提供输出的电量，按照最优计算也只

通常称 1C 放电的锂电池为标准电池，2C-10C

任此工作了。若黑心商家采用标准电池为应急启

应急启动电源所使用的倍率电池，保护电路的造

电池，进口产品单只最高容量为 4100mAh，国

有 6700mAh。以后别再被忽悠，良心商家会在

放电的为小倍率电池，
超过 10C 的为高倍率电池。

动电源产品提供电力，寿命估计不会长，瞬间的

假占产品成本 3-5% 左右，可惜仅从外观上是看

作为应急启动电源，其跟充电宝的最大区别在于，

大电流放电极容易击穿锂离子隔离膜，轻则使用

不出有否保护电路的，仅能凭商家良心了，所以

应急启动电源是需要瞬间大电流放电，以供车辆

数次就废，重则当场发热烧毁。

尽量选购大品牌吧。

产普遍徘徊于 2600mAh 左右。按照市面普遍标
注的总容量，20000mAh 就算使用进口产品也需
074 AUTOFAN

产品上标注电池容量的同时标注出有效输出容量
（实际可用容量）
。

标注为 3.7V/5000mAh 的电池换算之后具有 10.5Wh 的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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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组
记录仪摄像头小小的，但技术很讲究，镜头
用纯玻璃还是纯树脂或者玻璃加树脂出来的效果
都不同。玻璃具有 97% 以上透光率，树脂顶多
87%-91% 透光率。玻璃因为需要进行研磨抛光
的工序，成本远高于仅需要压模便可以量产的树
脂。通行的负责做法是采用 6 层球面玻璃镜片叠
加达到广角视线的效果，部分厂家为了减低成本，
仅使用四层、五层的玻璃，或者使用玻璃夹树脂
的方式。在极端温度下，会因为膨胀系数不一致
导致拍摄模糊甚至脱落损坏。光圈的大小决定了
进光量。严谨的说法是光圈值是镜头的焦距与镜
头通光直径的比值，所以跟传统单反镜头的光圈
数值比较没有意思。优先选择大光圈如 F1.8 的
光圈值，F2.0 也相当不错了。但是要切记，可视
角度这个千万别以为越大越好，跟凸透镜原理一
样，角度越大，中间范围越远，也就意味着前车

每个传感器与镜头相结合后都需要做调焦

越难派清楚，120 度够了。

电源供电系统
市售产品有 90% 以上采用点烟口取电的供
电方式，容易造成了车内线路混乱也不美观，更
有可能埋藏安全隐患。如遇福特老款车型等，点
烟器是常火供电，还会存在偷电，势必耗干电瓶
导致车辆启动无效。妥当的选择应为接线式供电，
但也要留意分清单路 ACC（启动即着，熄火即

行车记录仪是深水区

图像传感器

行车记录仪不管被设计成什么模样，或添加

同分为 CCD 与 CMOS 两种。记录仪厂家也多

负责拍摄车外情况的视频摄像机，只要把需要拍

采用 CMOS 产品，中高端产品是美国 OV4689

摄的东西清晰地保存下便可。每一台行车记录仪

搭配安霸 A7 主控，美国镁光 AR0330 搭配联咏

必定包含以下零部件：
主控芯片、传感器、镜头组、

96650，至于低端产品用国产杂牌传感器搭配就

电源供电系统、视频储存系统、金属线材、外壳

一切皆有可能了。需要关注的是传感器是否支持

以及必须用到的各类电容、电阻元器件。别看并

HDR（高动态范围图像）拍摄功能，这对夜间拍

不复杂的归类，但是其中门道却是普通消费者所

真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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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单路 ACC供电为保证时钟不因断电重置，
均内置锂电池，温度过高容易造成电池熔毁起火

图像传感器，也叫感光芯片，根据元件的不

无数说不清的功能，其根本就是一台悬挂于车内，

无法想象的深水区。

灭）电源供电还是双路（ACC+ 常火）电源供电

业界公认优秀芯片安霸 A7LA50

同时具备 BAT 常火供电以及 ACC 熄火断电功能的专用接线

频文件因为复位后的时钟早于卡内最早一段视频
时间而无法删除之前文件，不断循环地覆盖当前
的视频文件，失去了行车记录仪连续记录的作用，
所以行车记录仪提倡选择双路电源供电。

视频储存系统

摄以及光亮度瞬间变化的路段特别有效，能迅速

主控芯片解决方案
主控芯片解决方案作为整台行车记录仪的灵

或者死机，过低则有可能造成锂电池的低温失效。
电池失效会令机内时钟重置复位，那么录影的视

及时地适应视频拍摄环境。HDR 拍摄需要搭配
足够处理能力的主控，低端主控就算配以 HDR

储存卡对于一个行车记录仪产品来说就如电

图像传感器也没用，现在使用 HDR 传感器的市

脑的硬盘，里面所记录的车外情况视频才是真正

挑选品类繁复的 MicroSD 卡需认清规格

魂所在，其主要作用在于处理从传感器得到的图

售产品中，最高能做到的是 1080P 的 HDR 拍摄，

像数字信号，对复杂的数字信号进行压缩与图像

高于这个分辨率的，比如 2K 画质的 HDR 宣传

本都会选用 MicroSD 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TF

专业的调焦幕布。

值钱的东西。行车记录仪因为产品体积关系，基

处理。目前市面上的机器多选用美国安霸或者台

都能视为虚标造假。不少厂家所推出的 WDR 产

卡作为储存介质。为了保证越来越高清晰度的视

湾联咏、全智的主控解决方案。其中安霸的 A7

品，一个字母的差别就在于 HDR 是硬件传感器

频文件，TF 卡的写入速度起码需要保证在 C10

方案较为成熟可靠，台湾联咏旗下高端芯片为

需要支持，主控要有足够的运算动力才能实现，

级别（10M/s 写入）
。当然现在的 U1/U3 卡速度

96660 和 96663，至于台湾全智芯片主推处理双

而 WDR 是不需要传感器功能支持，只需主控

会更快，不过未必行车记录仪所带芯片可以支持

镜头录像信号并且可以搭载安卓平台导航，但是

DSP 通过图像处理而实现的功能。从效果来讲，

此类高速读写协议。与其购买昂贵的超高速卡，

业内对于其清晰度处理存有异议，尤其是夜视效

HDR 要优于 WDR 不少，从成本来看，HDR 的

不如把钱花在高速的大容量卡身上，购买慎防各

果广受诟病。

硬件成本明显高过 WDR。

种扩容卡、增速卡即可。
AUTOFAN

077

EQUIPMENT

装备
充电技术日益更迭

滤波钽电容

长久以来，想要更长的电池续航能力最简单
高温成型铜丝弹簧

且粗暴的办法莫过于增加电池容量，但便携式的
设备注定受限于电池的体积。目前主要电子设备
充电接口大多为 Micro USB，当高于 10W 功率
充电时，该接口存在过热隐患，这也解释了为何
普遍 5V 充电器的电流上限为 2A。如今市面上

智能电源管理 IC

较为常见的充电技术为高通的 QC2.0，在 Quick

智能电源管理 IC 的选用决定
了该产品的工作良萎，同时不
同的 IC 也代表了该产品是否
支持 QC2.0 快充协议以及能
否同时支持苹果设备全速充电

Charge 2.0 中，分 A、B 两类方案，A 类可以提
供输出 5V、9V、12V 三种电压，B 类则提供 5V、
9V、12V 和 20V 四种，通过提高电压的方式，让
电源适配器能够提供更多的电量给到手机终端。
QC 2.0 IC 芯片涉及到识别问题，
一般支持 QC 2.0
快充的芯片都可以自动识别并匹配设备的原装电
流。当所侦测设备具有对应高通 QC 2.0 充电的
特定高通骁龙新品时，为其升压供电，升压和升
电流决定了功率上升，在高通骁龙新品所支持的
高弹性
金属双边卡口

安全范围之内，充电时间将大幅减少。若识别为
不支持设备，如水果设备或者非对应高通芯片时，
则提供原配电压。最新的 QC3.0 技术则更智能，
已经可以针对水果手机进行全速充电。

高温脉冲电容

电镀双 USB 接口

车载充电器别贪便宜
不少车主，
对比动辄数十万的车价眼都不眨。

理论简单，实际复杂

电路，却因为成本问题而没有配备相应的保护电

因需挑选 够用为妙

真
相

初中认真听过物理课的都知道，车载充电

易导致火灾发生。再次，产品的材质很讲究，市

尽管技术不断更迭，但是对于 IT 产品来说

面上车载充电器普遍采用普通塑料外壳而非阻燃

追新往往并不理智，如果你使用的是水果品牌设

器的原理直流电 12V 或 24V 电压进行“斩波”
，

认为没什么技术含量，十多块搞掂，顶多买个所

DC-DC 开关降压后转换为 5V 直流输出，用于

材质外壳，紧凑的设计与蹩脚的被动散热令车载

备或者非高通骁龙新品的设备，注意上述所提

谓牌子货，五十元顶了去了。可这种鸡都买了乱

给电子产品充电。事实上，这小小的车载充电器，

充电器在工作时普遍存在温度较高的现象，同样

事项，选择大品牌的车载充电器足矣。若你所使

其工作原理远远比我们想得要复杂。DC-DC 开

有火灾隐患。

实际测试证明，若没有好的散热与电源管理外加稳定的电流输
出，在充电 2 小时之后，设备只充进了不到 10% 的电量，但是
温度却持续上升，大部分能量作为热量被散发掉。

为此我们采用了‘诱骗’原理，通过不同讯号‘诱使’
具有 QC2.0 协议功能的充电器输出高于 5V 的充电
电压，这是普通充电器所做不到的

路与采样电阻。过高电流大量损耗产生的热量容

可到了选择车载充电器的时候，往往贪图便宜，

买酱油的做法其实不好。如何挑往下看。

因为手上一下子没有找到支持 QC2.0 的用电设备，

用的设备支持 QC 2.0 充电技术，可以选购标有

关降压技术由电源管理 IC 及简单的外围电路完

QC 2.0 LOGO 并且能提供官方技术授权文书的

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华丽外表下所隐藏做工通过拆解产品一目

成，由于汽车电子系统中存在着比普通电路环境

车载充电产品，同时选择两口产品比多口产品更

了然，最左边产品成本最低，做工也最次，各类粗劣的焊接以及有可

更为严重的瞬间峰值电压，各种来自电路的开关

加安全。别想着一个点烟供电口外加多口充电器

噪声干扰，以及线路电磁干扰等问题，对车载充

就能为满满一车乘客提供用电服务，别忘了点烟

电器的稳定性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暗藏在产品之

供电口也是有额定电流限制的。一旦超负荷，保

中的各类风险必须细究。
首先，
元器件质量很重要，

险丝也懂得罢工。如果真有大量用电的需求，还

降压 IC 芯片是车载充电器里的安全前提，其质

是交给直接从电瓶接电的车载逆变器来处理更明

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制造的成本。劣质降压 IC 芯

智，毕竟专用车载逆变器的散热以及电路保护都

片负载阻抗过小，大电流令 USB 输出端接近短

更专业。千万别因为不舍得“酱油”
（车载充电器）
，

路因而让充电器升温，最终击穿电路甚至烧熔设

为了测试出充电最大电流，首先通过 USB 端数据仪器对 IPAD 充

备。其次，电路的设计很关键，不少产品为达到

电进行线材选择，选出能通过最大电流的充电线，普通充电线

宣称的宽幅电压，将产品设计成高压、高电流的

能失去弹性的簧片满目皆是

而毁了好好的“鸡”
（车子）
。

即使充电器全额输出电流，但却难以足量传输，为了保证所测
数值准确性，选线后采用‘自动量程交直流钳形表对线材进行
二次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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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手智控

核心亮点
卓派睿镜——定制地图

三款大屏后视镜导购

在移动消费电子领域，大屏化无疑是一股大众喜闻乐见的风气。如今，连汽车智能后视镜导航也开始凑热闹，各
大厂家纷纷推出功能各异的大屏产品。本期我们重点推荐的三款产品属于三种不同风格的设计路线，有的注重
智能、有的主打安全、还有的偏重易用，喜爱大屏后视镜的您到底钟爱哪一款呢？

美行地图在交互性上独树一帜。主要表现
为把视频、音乐、电话、蓝牙等常用的功能叠加
到地图画面上并随时调用，比如导航画面下播放
音乐接听电话，音乐或者视频画面下显示道路

文、图 / 田宏

指引方向和道路出口信息。在导航模式下，浮窗
显示到下一引导点的转向信息及距离和到达目的

核心亮点

地、途经地距离 ；无导航路线时，浮窗显示当前
行车方向及时间。

卡仕达·镜——手势感应
从右至左的手势能激活语音控制功能，从
左到右则能抓拍照片功能，这是卡仕达·镜分配
给手势控制仅有的两个功能，都是从行车安全的
角度来设计的。因为在关键时刻，车主不可能准

简约浮窗设计

美行定制地图

确无误地点击屏幕上的拍照图标，而这两个功能
通过手势控制后，大大减少手动触控屏幕的动作，
从而带给行车更多安全性。

车道偏移警示

核心亮点
锐准 M8——ADAS 动态辅助
为了赋予车主更多驾驶安全体验，锐准为
M8 加入了 ADAS 动态辅助驾驶功能，它主要拥
有前车防撞、车道偏离预警功能，只要当车速达
到 20Km/h 以上并选择进入安全模式时，ADAS
预警功能便启动。前车防撞预警有距离提示，车
道偏离预警有声音提醒，以便警示车主及时刹车

手势感应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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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调整方向，保障行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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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仕达·镜
手势控制比语音控制更加牢靠，毕竟有时候
对着后视镜喊几声仍没反应，最后不得不手动点
语音图标进入。还有，行驶噪音和环境杂音对语
音识别的效果影响很大，加上车上乘客的发音、
方言不同，都会导致识别率较低。手势感应就不
同了，它通过传感器收集手势动作，基本不会受
到外界环境影响，成功率特别高。所以，只需手
掌在屏幕前方从右至左划过就能激活语音控制
功能了。当然，唤醒语音控制引擎的方式还有两
种，一种是对着镜子喊“芝麻开门”
，另一种是直
接点屏幕上的语音功能图标。通过语音引擎你可
以控制在线音乐、电台、拨打电话、导航、天气，
甚至无聊的时候让它给你讲个笑话。此外，卡仕

编辑点评 ：

达·镜的行车录影查看方式也很惬意，它的图标

手势感应控制的功能虽不是很多，但却对语音

终浮于当前页面之上，需要查看时，只需按住图

控制形成很好的补充，从而给这款卡仕达·镜

标往左侧展开即可。毕竟这么大屏幕，除了方便

带来完整流畅的互动操控系统，帮助司机将精
力更多的集中于驾车过程，提升驾车安全系数。

看地图外，监控车辆前后方也更得心应手。

通过 APP 拍照，查看轨迹

卓派睿镜
目前国内已经有不少后视镜导航商家推出宽
屏导航，但采用的导航地图分辨率仍是小屏尺寸；
所以导航画面有种被拉伸的感觉，视觉体验非常
差。而本次推荐的后视镜导航是卓派科技的一款
产品，也是目前国内率先采用美行宽屏后视镜地
图的品牌之一。该产品采用 WinCE 系统，屏幕
宽度为 7.8 寸，分辨率为 1280x400，所以与之

锐准 M8 后视镜

搭配的美行地图也是 1280x400 分辨率。分辨率
匹配后导航画面的清晰度和舒适感都获得大大地

前后双录功能是智能后视镜常见功能，但

提升，即使分屏也不影响观看。这里要提一下美

是 M8 一改通常画中画设计方式，别出心裁地

行首创的实景地图，在这款宽屏后视镜中，你可

将两个相同大小画面同时分布于屏幕之上，不

以手动选择实景地图开还是关，同时还能全屏实

用避免频繁切换前后视角就可同时监控车辆前

景导航显示，灵活度非常大。而且，美行地图还

后状况，
保证行车安全。此外，
M8 的“语意识别”

能做到行车记录仪和导航运行轨迹结合，并支持

非常有意思，不像一些导航只提供“导航到某

录像回放、地图回放、双图回放。回放时，日期、
时间、车速等关键信息也一并显示，无疑这更好

地”
“打开电子狗”等语音识别那么无趣，借助
发送位置给朋友

互联网，你可以对着 M8 说 ：
“我想吃川菜”
“某

地为交通事故提供准确依据，使行车记录仪的作

个英文是什么意思”等等，人机互动情形几乎

用得到更好地发挥。

编辑点评 ：
编辑点评 ：

这款 M8 车联网大屏智能云后视镜把前后双录放
在视线最容易触及的位置，可以看出厂家对安全重

一般来说，如果你还想在导航界面下干点别的事，

视的程度，更难能可贵的是它还有动态 ADAS 驾

恐怕就得先退出导航界面再去操作别的功能。而卓

驶辅助系统，这无疑让驾驶安全更进一层。

就像真有个人在你对面一样。当然你还可以与
感兴趣的好友私聊、参与周边群聊、查询实时
路况，查询设备的剩余流量并进行流量充值，
这一切的服务的实现只需对着 M8 说话就都有
了。当然，在联网状态下，还能激发很多安全功

派科技的睿镜采用的美行地图就是抓住驾驶者这

能。比如远程追踪定位，只要绑定手机微信后，

种核心需求进行产品开发，
降低导航操作的繁琐性。

不但可以实时查看车辆的位置、进行历史轨迹
回放，还可以获取您爱车的实时视频、图片，及

在地图界面接听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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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视频、图片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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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cro 2k16
久别重逢

iAcro 2k16 813 北方大聚
都说改装车像过街老鼠，上路怕警察，走街怕排挤。但是老鼠通常生命力顽强，这次
我们就在天津再聚首——iAcro
文 / 赵天奇 图 /JK photogra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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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 年 5 月 2 日和 2016 年 3 月 11日是
两个难忘的日子，对于 iAcro 团队更甚。

点旁用以进场的封闭道路，因此进场距离被大幅

2015 年 5 月 2 日是精心准备的 iAcro 五周年草

缩短，且道路两边就是进场车辆的停车区等等诸

坪大聚，活动开始不久便无奈遭遇遣散 ；2016

多原因，造成了场内的“堵车”现象。入场大部

年 3 月 11 是摸索新模式而组织的定期小型地库

分车友还都是礼貌谦让、十分规矩的，但仍有不

聚会，遭遇警察叔叔查车并再次遣散。虽然十分

和谐的个人行为不时出现。在此只想问问这些人，

不想提及，但这确实给裤裆老爷及 iAcro 团队带

慢速入场、不乱按喇叭乱轰油门这些基本的规矩

来了不小的打击，不排除有准备再看一次热闹的

难道不懂么？

人存在，但想必绝大部分改装车玩家还是等待着

此次的大聚全国各地的玩家已经翘首期盼

iAcro 的“复苏”大聚，这一等，就是一年有余。

多时，因此造就了参与车辆最多、入场时间最

时间回到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在距离最近

长、单项活动时间最长等多个国内之最。当然

一次活动也已时隔四个月之后，iAcro 终于有了

诸多之最背后也有烦恼，
原本预设钻杆、大嗓门、

动作。先是 7 月16-17 日速度音乐节上的
“试水”
，

气动升降速度比赛三个大环节，以及由 iAcro

随后 7 月 31日在上海国际赛车场进行的“iAcro

和 Fast4ward 联合举办的 0-200 米加速赛活

汽车嘉年华 2016”正式拉开南北双聚的序幕，

动，由于现场车辆太多，各环节严重超出预定

与同期的 China GT、时尚速度节和 Audi Sport

时间，而不得不有所舍弃。大嗓门活动只进行

嘉年华共同为全国车迷奉上了一个绝对只属于车

了不到一半，仍有大量等待进场一展声线的情

迷的节日。两周后，iAcro 聚会重回华北，这就

况下，不得不因天色已晚而提前结束。气动升

是 8 月 13 日于天津武清区进行的“iAcro 2k16

降环节也因此取消，加速赛活动更因场内很多

813 北方大聚”
。

车辆没有停车位而取消，让出区域用以停放聚

本次 iAcro 2k16 813 北方大聚得到了武清
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并派出多名特警、交警、消

088 AUTOFAN

由于 8 月 13 日正式的聚会地点为原计划地

会车辆。
不过，并不意味着所有后面的内容都取消了，

防及众多特勤帮助现场内外维持秩序，保证活动

iAcro 承诺过的精英车主认证以及电音环节依旧

的正常运行。这一次，我们终于不与警方处于对

继续，并且关注丢失儿童的爱心公益捐助活动也

立面了，景象可以用“其乐融融”来形容。通过

得以保留，这也为每年近 20 万丢失儿童的社会

这次各方的合作，再一次由衷希望中国的汽车改

问题，做出了属于我们改装圈力所能及的一点点

装可以早日步入正轨。

微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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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 TRAFFIC PATROL
全能铁骑警炫酷来袭
深圳交警铁骑队
最近在深圳福田区总能看见一群身穿统一着装，驾驶着大排量摩托车在道路上巡逻
执法的交警，他们就是深圳交警成立的铁骑队
文 / 专业车志 图 / 尹博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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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

得了帅，讲得了理，执得起法。自今年 3

突遇状况！5 分钟赶到现场

月起，深圳福田的主流道路上总能看到英

姿飒爽的深圳交警铁骑队的铁骑哥，关键时刻他
还会驾着一台重机车第一时间奔向你。

“以前出事故我们要先报警，交警差不多 20
分钟内赶到，这次我的车熄火，手机拿出来还没
拨号，铁骑警就已经敲我车窗了。
”深南大道上，

精选精英

市民李小姐讲道。她称，现在每天上下高峰期能
看到铁骑警驾驶炫酷的摩托车在车流中穿梭，心

铁骑队每位队员都是交警队伍里的精英，
平均身高在一米八，个个身材魁梧，穿上一身正

里多了份安全感，眼里多了道风景线。
现在有了‘铁骑队’
，在滚滚车流中，能快

气的警服，配上大排量重机车，穿行在深圳各大

速穿插，目前见警率基本缩短在 5 分钟以内。如

道路上执勤，着实帅气有型。

此快的速度，可不是一日练成的。铁骑警上岗前，

铁骑队中的一名骨干，刘柳。对于铁骑岗位

经过了真实又严格的专业训练。陈小军介绍，
“上

的理解，他讲道，
“把市民的每个小事处理好，就

岗前，在深圳市体育馆，铁骑警员每天要训练 6

是在做大事了。像考试一样，能力才是常规必备

个小时，驾驶着摩托车，要完成直线桩、2.8 米桩、

的。铁骑警的岗位不是秀场，肩上扛的是关乎市

之字桩、八字桩等 13 个科目。上岗后也要面临

民交通出行安全的责任。我和团队中的每一位兄

每月一测、每季一考，成绩直接和考核挂钩。
”

弟一样，我们都非常认真在做事，为市民解决交
通问题。
”

装备精良

新型勤务
深圳铁骑队采取动态执勤和固定岗的新型
勤务模式，在福田区主要干道路口、路段及区域

铁 骑 队 员 们 驾 驶 的 是 本 田 700CC 或

设置了33个指挥岗。
警员不仅会在路口进行指挥，

1300CC 的大排量摩托车，车身贴着颜色显眼的

引导车辆有序行驶，纠正交通违法，管理行人和

反光膜，洋气的蓝黄或红黄格子相间，无论在艳

非机动车。同时，还能有效疏堵、排堵解决周边

阳天还是雨雾天气都十分亮眼。

路段的交通拥堵问题，
见警率、
管事率都得到增长，

队员全程带枪巡逻。作为全市试点，目前主

让该区域路上的市民有了更多安全感。

要穿梭在深南路、滨河路、北环路等主干道，进

目前，其他片区的铁骑警也已投入训练，不

行巡逻、值守，负责快速接处警、动态违法行为

久后将遍布全市各大区，让全市市民都能体会到

查处、卡口勤务、应急反应与处置等工作。

铁骑队所带来的交通秩序的提升。

陈小军作为深圳交警机训大队一中队副中
队长，于 3 月 25 日曾带领四名队员，合力逼停

同时，
小编也提醒，
铁骑警们日常巡逻不容易，
他们不畏艰辛冒着危险保障着每位市民的道路安

一辆以 100km/h 的高速疯狂连变 5 道的面包车，

全。
作为道路使用者应当遵纪守法，
维护交通秩序，

当时面包车在车流里快速逃窜。4 名铁骑队员驾

安全驾驶，道路自然畅通安全。

驶摩托车进行了一场智与勇的博弈，追击 12 公
里将其抓获。现场，陈小军高姿持抢戒备。最终，
涉嫌交通违法、无证驾驶、拒绝阻碍执行公务的
面包车司机，被铁骑警员们一举拿下。陈小军接
受采访时讲到，
“当机立断的高姿持抢戒备，是

交警添新装备
截止发稿前，深圳交警又添新装备，于 4 月 19 日举行铁骑

为了保护路上更多遵纪守法的市民。当然知道这

交车仪式，140 辆崭新的战骑就位，等待着同铁骑警员们一

很危险，但深圳交警要做市民的安全盾牌。
”

同出发，为深圳交通事业贡献力量。

截止发稿深圳铁警获得的成绩 ：

警铁骑”的字样和队徽，向广大市民展示着深圳交警“一

新款摩托车也更加人性化，功能更丰富实用。此次交接的
全新战骑，外观喷涂醒目的红黄色，在前挡与边厢突出“交
直在路上”的工作精神。

巡逻里程 300 公里 / 日
主动发现 486 宗，主动发现率 56%
处理交通事故，拥堵警情 868 宗
出警 800 余次
共查处重点违法行为 272 宗
查扣重点车辆 179 辆
暂扣机动车驾驶证 38 个
查处其它交通违法 1007 宗
开创了国内使用大排量摩托车常态配枪巡逻执法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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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海扬沙
Giti 首届中国青海湖高原越野精英赛
说起越野赛，车迷朋友们可能大多比较忌惮尘土飞扬的单调赛道环境。可是，如果
在青海湖来一场真正的越野赛，想必你一定会心驰神往。因为这一路上穿梭各类惊
险地形间，不仅有荒漠、圣湖、胡杨木这些高原美景，还能与专业的赛车手互动，一
起探索真正的速度与激情
佳通越野 AT100 轮胎

文 / 许晖

这

就 是 平 均 赛 程 海 拔 在 3000 米 以 上，
2016 中国青海湖高原越野精英赛，它也

是中国越野锦标赛有史以来平均海拔最高的分

沟底小凸台设计，都是生来挑战泥泞砂石路面的
好料，现已成为 80% 中国场地越野赛冠军车手
的选择。

站。首届比赛历时 5 天，赛事路线覆盖青海湖的
姊妹湖龙羊湖景区、一塔拉和二塔拉，比赛路面

编辑点评 ：
从赛事运动到跨界合作，通过此次青海湖高原
越野精英赛，佳通轮胎不仅向全国车主传递了
“用 Giti 去探索”的品牌精神。在与广大车主共

寓赛于乐，探索之旅

包括沙漠、戈壁以及其它高原地形。

享越野狂欢的同时，更在现场展示了丰富的产
品系列、卓越的产品品质和专业的轮胎服务。

除了精彩绝美的赛事活动，佳通轮胎车队

王者之师，冠军之选

队长黄威誌本次也亲临现场，并亲自带领挑战组
及专业组车队正式启动发车仪式。同时，作为带

如此复杂的赛道环境，没有合适的轮胎是

领车队囊括中国越野赛事界首个大满贯的车队队

无法完赛的。佳通轮胎作为此次活动的赞助方，

长，黄队长为车手们带来了一场“干货满满”的

祭出了强大的技术光环，带来了全系列越野轮胎。

经验分享交流会，为即将踏上征程的挑战组成员

我们现场发现，佳通携旗下驾控 SUV880、越

们提供了许多实用的驾驶技巧以及轮胎选择、保

野 HT152、越野 AT100，以及越野赛事“王者

养、维修的相关知识。

之师”——山大王、沙漠王、冰雪王等越野全系

为了传递“用 Giti 去探索”的品牌精神，佳

产品重装亮相，向现场车主展示了强大的品牌及

通此次还通过微信平台向全国消费者招募了两位

产品实力。其中佳通越野明星产品 AT100 还作

“探索勇士”
。来自唐山和沈阳的幸运儿参与此次

为赛前官方勘路轮胎，带领勘路团队连续征战当

青海湖探索之旅，在一览青海湖壮阔美景的同时，

地不同天气下的恶劣路况，以其高抓地力、高稳

也体会到了越野赛事时肾上腺素飙升的兴奋，让

定性获得一致认可。佳通赛事山大王轮胎采用雨

他们重新挖掘内心的探索因子，重燃探索生活、

林胎胎面配方，宽胎面、厚胎壁，肩部加大胎牙，

探索世界的勇气与激情。

佳通轮胎车队黄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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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馈赠
Bose 汽车音响技术赏析
更多时候，人们只能通过扬声器来聆听音乐。特别是如汽车座舱般
相对狭小的空间中，扬声器的尺寸和布局往往受到诸多局限。难道
人们必须在音质和空间之间作出一番取舍吗？
文 / 许晖

定制低音箱占位很小

置于肩部的近场扬声器

头枕扬声器体现无限空间

背靠背布局可抵消振动

地球诞生一刻起，曼妙的声音便注定是

出 Waveguide 音频导波管技术，让空气在特殊

辨各种声音的方位和远近，而巨大的混响空间亦

大自然馈赠的礼物。人类用声音彼此沟

设计形状的曲型管道内振动以蓄积能量，用尺寸

能带给你被音乐包裹环绕的美妙感觉。

通，用音乐来演绎言语所难以描绘的情感和意

较小的扬声器就能释放出媲美大尺寸扬声器的震

从

境。千万种声音发自于万千种声源，不同的音乐

撼低音效果。这种技术在英菲尼迪 QX60 等车

门类亦诞生于不同的地域与历史时期 ；无论是奏

型音响系统得到体现，爆发出浑厚有力的低音，

响于自然的婆娑雨声，还是发声于乐器的沁人旋

同时尽可能减少对载物空间的占用。

律。想真切地感受，也许只能亲临其境了。从决
定投身于汽车音响研发的那一刻起，Bose 就致

材质和各种不利因素的束缚，让人们在旅途中也
能获得优雅的聆听享受。

有限空间营造无限空间感

声器的布置上投入更多的灵巧心思。一套理想的
音响系统，要让人们在聆听美妙音乐之余，
“忽略”

无序且杂乱的声响注定只能成为噪音，人们

扬声器的存在是工程师们必须攻克的技术课题。

喜欢音乐的魅力来自于宽广的音域和极具空间感

为此，Bose 的工程师们时常会把扬声器布置在

的声场定位。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

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甚至难以发觉。

Bose 开启了“近场扬声器”的声学研究。而在

来自“乐器之王”的灵感

每一款车型的内部都有独特的形状和声学
特性，在精确测量声学指纹后，工程师们要在扬

力于让每一位乘员拥有身临其境般的聆听环境之
中。Bose 所拥有的那些创新科技，将突破空间、

意想不到的扬声器位置

在奥迪 Q7、保时捷 Cayenne 等 SUV 车

汽车音响领域，Bose 将“近场扬声器”置于凯

型上，定制的低音箱被巧妙安置于后备箱盖板下。

迪拉克 XTS、英菲尼迪 Q70L 和 Q60 等车型座

这是一个发挥低音的理想位置，低音表现清晰、

提起“乐器之王”
，教堂里的管风琴必须当

椅肩部或头枕两侧，结合 TrueSpace 技术，为

震撼，同时几乎不占用车辆的实用空间。在凯迪

仁不让，其声音雄浑、优美、极富变化，一台管

前排乘员创造极具空间感的声场。而在专属于

拉克 CT6 上，体积纤小的 PowerProfile 超薄低

风琴的演奏足以媲美整支管弦乐队的丰富和声。

凯 迪拉克 CT6 的 Bose Panaray 音响系统中，

音箱被安置于前排座椅的脚踏板下方，以 4 只 7

这得感谢其声管的设计原理，当气流通过管风琴

Bose UltraNearfield 超近场头枕扬声器，结合增

厘米的扬声器取代、甚至是超越单只大扬声器的

抒发源自肺腑的情感，诠释美好的世界。现在，

复杂的音管结构时，振动能量不断积聚和放大，

强版 Bose TrueSpace 数字信号处理技术，让

功能，
“背靠背”的方式布局可以相互抵消振动，

Bose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声音真实、更真实，

喷薄而出的便是雄伟宏亮的声音。

聆听者感觉声音从远处传来，而并非来自耳畔的

在提升低音表现力的同时，还可以消除共振产生

扬声器。这让乘客如置身于音乐厅中，清晰地分

的杂音。

编辑点评 ：
古往今来，
人们用音乐来致敬自然界的澎湃力量，

在有限的空间里，让音乐震撼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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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驾临 释放“激擎”

全面演绎英菲尼迪“冲突美学”
全新英菲尼迪 QX80 昆明震撼上市

2016 Audi Sport 嘉年华

月13 日晚，
云南省唯一获得英菲尼迪（中

8

Audi Sport 子品牌是一个车型家族，一个赛事文化，一个用户体验平台，一个
服务体系，更是一个品牌战略。奥迪将继续坚持努力把 Audi Sport 打造成一
个让用户粉丝们都追捧的奥迪最高端子品牌

英菲尼迪 QX 系列吸引了很多消费者的青睐

国）事业总部授权的经销商云南中致远

英菲尼迪，在昆明 M60 创意园区举行了盛大的
新款英菲尼迪 QX80 发布会。新车售价为 119.8
万元，相比老款在外观上更加时尚精致，价格却

文、图 / 专业车志

降低了 33 万元。

新 QX80 新增了全球首创的超视距前端碰
撞预警系统（PFCW）

新 QX80 将 SUV 的力量与流畅线条的浪
漫完美融合，将车灯全面升级为 LED 光源，搭

新款 QX80 依然保持了现款车的设计，搭
载 5.6L V8 发动机

配升级版的前大灯主动照明系统 (AFS) 以及智
能远近光辅助系统，大幅提升了外观的科技感与
豪华感。
内饰和动力方面，新款 QX80 依然保持了
现款车的设计，搭载 5.6L V8 发动机。该发动机
最大功率 441 马力，最大扭矩 555Nm，与之匹
配的是 7 速自动变速箱。
新 QX80 新增全球首创的超视距前端碰撞预
警系统（PFCW）
及增强型智能刹车辅助系统（FEB）
，
进一步强化安全屏障系统；拥有包括星夜蓝、铂金
灰在内的 7 种车身颜色，以及车载信息互动通信系
统，提供 SOS 紧急呼叫、环保驾驶诊断等 15 项
智能信息服务，让客户尽享无忧之旅。
受瞩目的中国汽车文化盛事 ——2016

性能车型体验平台仍是空白的。如今，奥迪已经

尊贵的运动形象也深入人心。三款高性能杰作

Audi Sport 嘉 年 华 在 上 海 奥 迪 国 际

形成了 1 个中心——业内首家运动车体验中心，

将给中国用户带来更多“终极性能”的体验。而

赛 车 场 隆 重 举 行。7 月 30 日 晚， 奥 迪 高 端

奥迪北京运动车体验中心 ：2 个平台——驾控汇

Audi Sport 所倡导的赛车文化和运动精神也将在

子品牌 Audi Sport 正 式 在中国市 场发 布。同

赛道培训产品体验平台和奥迪 R8 LMS 杯为代

国内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可和弘扬。

时，Audi Sport 旗下三款重量级高性能车型同

表的亲近用户的赛车运动体验平台，以及对一系

备

延续中置跑车赛道传奇
保时捷全新跑车 718 Boxster 登陆云南

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性能强大的保时捷中置

的运动基因。

跑车 718 曾赢得勒芒（Le Mans）
、Targa

全新 718 Boxster 的核心亮点是搭载了全新

和 257 kW（350 hp）
。保时捷双离合器变速箱
（PDK）是 718 Boxster 的标准配置，其百公里加

步上市。超级运动跑车全新一代奥迪 R8 V10

列赛事及赛事文化的推广 ：WEC、DTM 及各大

Florio 等多项知名赛事的桂冠，屡创辉煌战绩。自

四缸涡轮增压水平对置发动机 ：718 Boxster（售

Coupe Performance 官 方 售 价 ：2,538,000

GT 赛这些国际化的赛事体验。作为中国汽车运

第一代 Boxster 面市 20 年后，7 月 23 日，昆明

价 59.8 万）的 2.0 升发动机最大扭矩相较前款 2.7

昆明滇池保时捷中心总经理吴得琳女士表

元 ；为速度而生的艺术品奥迪 RS 7 Sportback

动 30 周年的推动者和见证者，2015 年奥迪为致

滇池保时捷中心携新一代中置敞篷跑车全新 718

升发动机提升了 30 Nm，达到 310 Nm；而 718

示：
“全新 718 Boxster 车型传承于保时捷纯粹的

Performance 官 方 售 价 ：1,898,000 元 ；融 合

敬中国汽车运动 30 年，更是重走了港京之路。

Boxster 再度震撼登场，于昆明隆重发布。全新

Boxster S（售价 85.8 万）的 2.5 升发动机最大

跑车基因和领先科技，为消费者带来无与伦比的

速时间则达到惊人的 4.2 秒。

RS 车型极限运动性能与 Avant 旅行车车身概

四年的坚持和努力，奥迪年轻化、运动化的

718 Boxster 以 1957 年诞生的传奇赛车 718 的车

扭矩和最大功率较前款 3.4 升发动机分别提升了

驾驶乐趣。未来我们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为客户

念的奥迪 RS 6 Avant 官方售价 ：1,598,000 元。

品牌形象渐入人心，为一汽 - 大众奥迪在豪华汽

型符号命名，展现了其源自保时捷经典中置跑车

60 Nm 和 25 kW（35 hp）之多，达到 420 Nm

提供世界顶级的产品和至臻服务。
”

车市场保持领先优势做出了巨大贡献。
全新 718 Boxster 的核心亮点在于搭载了全新四缸涡
轮增压水平对置发动机

四年磨一剑
王者驾临
基于品牌发展的需要和推动中国汽车运动
文化发展的初衷，一汽 - 大众奥迪在 2012 年发

活动当晚，位于上海奥迪国际赛车场的发布

布了奥迪 RS 高性能车型战略，四年前奥迪高性

会舞台被设计成奥迪 V8 发动机引擎的造型，伴

能车型只有一款 RS 5 Coupe, 今天一共引进了

随着炫酷的激光秀和赛车引擎轰鸣声登场的三款

13 款高性能车型，真正做到了当初规划的平均

新车，让嘉宾仿佛置身于赛车的引擎世界 ；三届

每年引进 2 款车型，每一款车型的引入都是奥迪

勒芒冠军 Dindo Capello 的出现，瞬间点燃了现

对中国消费者的承诺。

场的气氛 ；而李晨、何穗、程丛夫的助阵更完美

四年前，奥迪甄选了 40 家高性能车型授权
经销商覆盖了 31 个城市。今年一共有 58 家授
权经销商覆盖了 38 个城市。
四年前，针对奥迪用户乃至所有消费者的高
098 AUTOFAN

昆明滇池保时捷中心总经理吴得琳女士致辞

三届勒芒冠军 Dindo Capellod 先生助阵 2016 Audi
Sport 嘉年华

绚烂的高性能车舞秀拉开了 Audi Sport 嘉年华的序幕

全新 718 Boxster 以 1957 年诞生的传奇赛车 718
的车型符号命名

地诠释了三款车型至强、至美、至快的天生王者
气质，让嘉宾对赛道“上瘾”
，对奥迪“动擎”
。
Audi Sport 子品牌的发布再次展示了奥迪
品牌的百年运动精神，Audi Sport 子品牌现代、
AUTO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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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瀛赛车专题

，演 进 到 现 今 的
550cc

另外一点，日本的赛道不知道是在设计的时候就有

片 的
”几率，因此日本赛车运动网站的图片大多模式化。
这一点，还是值得拍摄环境堪称恶劣的国内赛车场学习。

验的人都能够拍出合格的照片。当然，
这也限制了出 大
“

但是所站的位置角度优秀，只要有任何一点赛车摄影经

影点。这些摄影点或为官方指定，或为记者自己挑选，

和菅生四条赛道中，每一条赛道都有很多天然优良的摄

所考量，还是纯属巧合。在我去过的铃鹿、富士、茂木

差。

但是配上专业的器材，出品不一定会比场内的专业记者

射定焦镜头数不胜数。他们虽然只能在观众席上拍照，

器材已经达到了专业体育记者的水平，佳能尼康的超远

的专业令作为专业记者的我咋舌。不少车迷手上的摄影

的装备，除了随身携带满满的车队纪念品外，摄影器材

整齐的车辆也十分吓人。当然，更要感叹的是日本车迷

日本有着 排
“队的国度 的
”美称，每条所到的赛道，维
修区参观的观众排成了一条长龙，十分壮观。停车场里

行四方，但是却并没有人随意走，而是按部就班的排队。

没有人查证件。即便在没有挂着证件的情况下也能够横

着显著的体验。跟国内有着明显区别的是，围场内几乎

日本国民平均素质算得上比较高，在赛车场里也有

：专业、整齐、干净、划一
Interlude2

语出清朝魏源的《海国图志》中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 。 师 名词活
“
”
“
”
用作动词，且为以动用法，即以……为师，向……学习之意；由 夷
“ ”
在以前是对野蛮之人的愤怒而蔑称，而此处专指西方人。因此全意即
学习西方人之技术以为己用。在这里，我们应该师夷长技，学习国外
发达的理念、技术和文化，至于以制夷，只需要在赛场上发挥出我们
应有的水平，总会有一天能够赛出自己的速度，赛出亚洲，走向世界
文、图 梁
/ 瀚文

：轻车已过万重山
Interlude1
既然来日本，当然就要体验一下日本的特有驾驶文化。
你以为我要去湾岸线上飚一把 300KM/H
，然后在大黑和
辰巳休憩一把，看看民间车展，然后再去筑波刷个圈速，
去 茂 木开 RWB
参 加 个 12
小 时 耐 力 赛 么？不不不，跑
偏了。因为要去往位于东北宫城县村田町的 Sportsland
赛道，根据维基百科的介绍，这条赛道没有任何公
Sugo
共交通可以抵达（虽然最后在赛时还是加开了临时穿梭巴
然租车，那就要租中国开不到的车。为此，我特意挑了一

士往返赛道和仙台站）
。因此，租车就成了唯一的选择。既
台轻自动车，来体验日本独有的文化。
（原因嘛，你懂的！）

、 1970
年代的
360cc

， 全 名 Kei Car
，日 语 直 译 就 是 轻 自 动 车。
K-Car
轻 型 车 是 配 合日 本 政 府 的 汽 车 税 制 而 推 出，排 气 量 从
二战 后 的
。其体积比一般汽车小，而售价也比一般汽车便宜。
660cc
在日本，这种廉价汽车深受日本人的喜爱，在日本大多
数地区购买这类小型汽车依法不需自备停车位，尤其是

在 偏 僻 村 落 甚 为 普及，而目 前日 本 经济 低 迷 的 前 提下，
轻型自动车占销售比也逐步提高。
是 大 发 的 Move
。 作 为一人 代
本 次 驾 驶 的 K-Car
步用的工具车来说，这款车确实无懈可击。虽 然排量仅
有 660cc
，但是 较 轻 的 车重和 CVT
变 速 箱，加 速 感 觉
也不输某些国产家轿。不过在日本这个普遍热爱超速的
想要 在 追越 车 道超 车，还是需要一些
K-car
耐心，特别是你的后视镜里出现了欧洲豪华品牌轿车的

国 家，驾驶

时候。 K-car
引以为傲的经济性这次也得以体验， 1,000
公里的总驾驶里程，燃油经济性为 18.9km/L
，换算成我
们熟悉的百公里油耗大约是每百公里 5L
多一点。因为燃
。在过路
油经济性高，这款小车的邮箱容量只有约 20L
费 上， K-Car
也有一定 的 优 惠力 度。例如，东 京的 首 都
高 速，普通四轮 车 辆单 次进入是 1,300
日元，而 轻 自动
日元。
1,070
除了一般代步和载 货 外，亦有不少爱 好者改装 轻型

车收费则是单次

N-ONE

车 来 参 与 赛 车 运 动。在 富 士赛 道，我 们 就 看 到了 以 本
田 N-ONE
车 型 参 赛 的 单一品 牌 赛， 有 不 少
车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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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缠斗
F3

叶弘历将厂队车手挑落马

年 月
日，全日本 F3
锦标赛（以下简称日本 F3
）来到富士脚
2016
7
16-17
下的富士赛车场，
打响本赛季第五站的角逐。代表 Team KRC with B-Max
车队首度出征日本 F3
的中国车手叶弘历表现出色，在两回合的决赛中分
别斩获第九和第七位，为接下来的海外赛车征程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文、图 梁瀚文

Fuji Speedway Track Records (Layout:2005-present)
富士赛道圈数（2005 至今）
Formula One
1:17.287
Felipe Massa
Ferrari F2008
Super Formula
1:21.554
André Lotterer
Dallara SF14 Toyota
Le Mans Prototype 1
1:26.235
André Lotterer
Audi R18 e-tron quattro
Super GT (GT500)
1:27.552
Ronnie Quintarelli
Nissan GT-R
Le Mans Prototype 2
1:32.350
Bertrand Baguette
Morgan - Nissan
JLMC (LMP1)
1:33.117
Shinsuke Yamazaki
Zytek 04S
Formula Three
1:33.451
Takuto Iguchi
Dallara F308-TOM'S F308
Super GT (GT300)
1:36.736
Yuichi Nakayama
Toyota Prius
LM GTE
1:38.605
Darren Turner
Aston Martin Vantage V8
Super Taikyu (ST-X)
1:40.354
Kazuki Hoshino
Nissan GT-R NISMO GT3
Japanese Formula 3 Round 9-10 Qualify Top Time (Weather : Cloudy Track : HalfWet)
Round9 Top Qualify Time
Round9 7th Qualify Time
Round10 Top Qualify Time
Round10 7th Qualify Time

日本 F3 竞标赛 9-10 回合资格赛最佳成绩（天气：多云、赛道、半湿）
1:51.268
Jann Mardenborough
Dallara F314 / VOLKSWAGEN A41
1:54.708
Ye Hongli
Dallara F315 / VOLKSWAGEN A41
1:49.962
Jann Mardenborough
Dallara F314 / VOLKSWAGEN A41
1:52.008
Ye Hongli
Dallara F315 / VOLKSWAGEN A41

陆日本
参赛前，他就在这里完成过
F3
的试
F3

AUTOFAN

于叶弘历来说，坐落在富士山脚下的富

对

士国际赛车场或许并不陌生。在正式登

车练习。

富士山脚下高速挑战

富士赛 车场是日本最早 的一座赛 车场，始

和
SUPER GT

建于
年代早期，并在
年承办了日本
1960
1976
境内的第一场 F1
大奖赛。 2007
年，在告别一级
年后，富士赛 车场替代铃鹿赛
30
方程 式 大 赛

以及日 本 本 土的
FIA WEC

年 F1
日本大奖赛
道举办了两个赛季，但 2009
再次回到了铃鹿赛道。如今，富士赛道一直在举

办

等高水平赛事。
SUPER FORMULA
富士赛道全长 4.5
公里，因其发车直道长

达 1.5
公里而著 名。在赛 道中段有大量的中高
速组合弯角，十分考验车手的综合能力。在这

士赛道的天气时常与参赛者开玩笑，赛场整体

里驾驶 F3
赛 车，更是 对车手和车队 提出了高
要求。想要获得好成绩，并不容易。再加上富

至 580
米之间，天气不稳定，温度
545
经常出现骤降现象。以往还曾出现过因雾和降

标高在

比赛取消。

雨而导致比赛推迟的情况，甚至因大雨浓雾致

挑战厂队好手

对于叶弘历来说，他参 加日本 F3
的目标
很明确，就是要干掉丰田、本田和日产的厂商

车队车手。由于日本三大厂商在赛车界颇有建

设 有厂商车队 培养 优秀
F3
年轻车手。叶弘历此番便是加入到了为日产提

树，因此都在日本

里。
B-MAX RACING
整个比赛周末，富士赛道的天气都难以捉

供服务的

时干时湿。在周六上午的排位赛中，叶弘历在

摸，时而乌云密布，时而细雨绵绵，赛 道也是

104 AUTOFAN

2016/7/16
2016/7/16
2016/7/16
2016/7/16

最后关头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未能留在全场第

富士赛道全长 4.5 公里，
因其发车直道长达 1.5 公里而
著名

2008/10/11
2014/3/19
2013/10/19
2015/5/2
2013/10/19
2007/6/2
2009/4/4
2015/5/2
2013/10/19
2014/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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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的位置，两回合都只能从全场第七位发车。
周 六下 午，首回 合 15
圈 的 比赛 打 响。发 车后 叶弘历
表现出色，上升了位置。几乎一整场比赛，他都在与厂队车
手做缠斗。最终，在安全车出动时被对手碰撞、赛车受损
的情况下，叶弘历以第九名的成绩完成首回合赛事。赛后，

圈的比赛在早上
21

赛车下压力设置过大，在直线上损
F315
失了不少速度。为此，车队会做出调整，力争在周日比赛

叶弘历表示自己的

日星期天，第二回合总共
17

中有所提升。
月
7
点 18
分开始。发车后，叶弘历再次提升了位置。不过他
10
也因此卷入到了丰田、本田和户田三大车队的激斗当中。正
是因为如此，他也得到了全方位的锻炼和提升。 21
圈 的攻
防战过后，叶弘历第七个冲过终点线，击败多位厂队车手。
在
“这里比厂商车手快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跟他们缠斗
的过程中可以学到很多。 赛
”后，叶弘历表示， 全
“场比赛我
几乎都在车阵中和他们缠斗，虽然有些辛苦，但是很享受
这个过程。
”
总结本周末的比赛，叶弘历还是比较满意： 决
“赛中
被阻挡的情况下，我还是做出了全场第五快的圈速。
”KRC
车队负责人康家源在赛后对叶弘历的表现赞不绝口， 首
“次
参赛就拿到了这个成绩，非常不错，车队的外国工程师也

方程式公开赛的角逐。
F3

日本

的引擎之争
F3

由于赛会规定了统一的底盘型号，因此引擎就成为了日本
的兵 家必争之地。在过去 的几年里， TOM’S
引擎因为得
F3
到丰田厂商的大力支持，一直是日本 F3
乃至去到澳门也是最强
引 擎的
TOM’S TAZ31
引擎
TOM’S TAZ31

认为，不能让日系厂商获利太多，因
FIA
此便进行了规则的修改，限制了丰田

大的引擎。不过由于
动力输出。这也直接使得原本使用丰田
的 日 产厂 商 队
车 队 在 2016
年开 始 选 择 大 众 A41
引
B-MAX
擎。后者在 FIA F3
欧锦赛中算得上是十分具有竞争力的引擎，
赛季日本的首演也非常成功。著名游戏选秀车手 Jann
2016
在

就 代 表 B-MAX
车 队 参 赛，使 用 大 众 引 擎。
Mardenborough
目前 站过后，他领跑积分榜。
5
对于其他厂家来说，本田由于自己的 F1
计划，所以重新
的车手选拔。为此，他们重启了已经被其他车队弃
F3
重视在

Toda

用的
。这款引擎改良自 MF204C
引
Mugen-Honda
MF204D
擎，使用了 K20A
的缸盖和 F20C
的缸体组合而成。
除了三大厂商外，还有一家以引擎制造商身份进入日本 F3
户田引擎。其
Toda Racing
，为自主开发研制。虽然
Toda TR-F301

角逐的便是著名的赛车引擎大厂

引擎型号为
F3
在为日本
提供 以
为基础改装的大会引擎，但是并不
F4
K20A
清楚其是否直接使用了 K20A
的本体用于 F3
当中。

月
7

日结束的欧洲三级方程式公开赛中，
24

公开赛登台
F3

参 加 组 的 车 手 大 多 使 用 旧 款 底 盘，引 擎 多 数 为 丰 田
N
的老款 3S-GE
引擎。
TOM’S

年
2016

热斗三连发 叶弘历银石
在

代表 BVM
车队出战赛季第四站英国银石站比赛的中国车手叶
弘历在周日第二回合比赛中以第八位的成绩完赛，斩获新秀组
季军。

车队参与部分分站的角逐。值得注
BVM

年轻小将在完成了日本 F3
的比赛后，飞往英国银石赛道，
开始参与本赛季他的第二场欧洲三级方程式公开赛比赛。本年
度，他将代表意大利

意的是，算上 CTCC
韩国站，这已经是小叶同学连续第三个星
期的背靠背比赛了，并且赛事举办地还在不同的国家。
七月的热斗三连发：在 CTCC
韩国站斩获亚军，并助攻队
友站上最高领奖台；在日本 F3
中将厂队车手挑落马下；又在
新秀组三甲，绝对值得叶弘历铭记。
F3
英国银石挤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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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小叶潜力十足。 ”
在 完 成了富 士山下 的周 末后，叶弘历又 将马不 停 蹄，
前往英国银石赛道参加欧洲

叶弘历表示自己的 F315 赛车
下压力设置过大，在直线上损失了
不少速度

运动赛事

日本

全面观
SUPER FORMULA

喜欢看方程式的朋友们应该很清楚，这个星球上最快的赛车当
属 F1
。但是，在 F1
以外，还有很多仅次于 F1
，甚至在某些方面
略胜于 F1
的方程式赛车。既然本期的专题是日本赛车，我们自
这个速度在全球数一
然来看看日本的 SUPER FORMULA——
数二的方程式比赛
文、图 梁
/ 瀚文

月
7

日， 日
17

本

范多恩饮恨富士 中岛一贵被逆袭
2016年
SUPER

表现的范多恩在排位赛中出人意料的斩获杆位，

赛季第三站来到富士国际赛车场，进
FORMULA
行年度第三分站的角逐。在练习赛中，拥有不错
车手在 SF
的首个杆位。
F1
然而在周日早上的热身练习中，排位赛获得第八

这也是这位本田御用

车后部损毁严重，他虽然并无大碍，却只能缺席

的中岛车队车手中岛大祐发生严重撞车事故，赛
下午的决赛。
周日下 午， 55
圈 的 比赛正式 打 响。杆 位 发
车 的 范 多恩在一号弯 就 陷 入了与 2015
年 年 度冠
军、第二位发车的石浦宏明的争夺。两人都未能
守住位置，掉落至车阵中。丰田阵营的中岛一贵
随后取得了领先，并一直将优势保持到了进站后。
最后几圈， ITOCHU ENEX Team Impul
的巴西
车手奥利维拉完成了对中岛一贵的逆袭，取得胜
恨富士山下。

利。首次摘得杆位的范多恩则遭遇刹车故障，饮
此役过后，取得揭幕战胜利的本田 无
- 限车
队车手山本尚贵依旧领先车手积分榜。奥利维拉
月
8

日移师茂木双环赛道。
21

凭 借 富 士的 逆 袭，上升 到了积 分 榜 的 次 席。 SF
下一站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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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赛事
赛车：
的
2.0T

年投入现役，
2014

匹怪兽
600

赛 车在
Super Formula

底盘
Dallara

现 款规 格 的

底 盘代号
，由 意 大 利 著 名 赛 车 制 造 商 Dallara
打 造。
SF14
目 前， GP2
、 GP3
、 F3
以及 INDYCAR
的所 有 赛 车 都 出 自

之手。伴随着新底盘一起在 2014
年投入现役的是来
Dallara
自本田和丰田的两款 2.0T
引擎。这两款赛车引擎的型号分
和 Toyota RI4A
。这两款引 擎同样
Honda HR-414E

别为

在 SUPER GT GT500
组别上使用。鉴于日本人一贯的行事
风格，该两款引擎的动力输出并未正式公开。根据推测，虽

组别中使用，但是两款引擎的马力输出应
然仍旧在 GT500
匹以上。
600

该在

车手：无人能敌的明星阵容

由于 SUPER FORMULA
的引擎由丰田和本田两家提
供，因此这里也成了丰田和本田圈养厂商车手的乐园。现役

的
车手有很多都有
参赛经验，例如丰田旗下的中岛一
SF
F1
贵和小林可梦伟。本田由于重返 F1
，也将包括伊泽拓也等车

手送往
深 造，回国后 继续 参 与 SF
的 比赛。在 本田阵
GP2
营中最亮眼的绝对是当红炸子鸡 ——
斯托佛·范多恩。后者
顶替阿隆索上场，斩获了迈凯伦 本
F1
- 田车
在今年巴林站

队 2016
赛季的首个积分。要知道，他是在周五临危上阵飞
往巴林参赛的。作为 2015
赛季 GP2
的年度冠军，他是迈凯

伦 本
赛季 SF
揭幕战铃鹿中，
- 田车队御用接班车手。在 2016
他初上阵便斩获第三。富士站的比赛中，他以精彩的表现在

雨中摘得杆位。可惜决赛中他因为刹车故障遗憾未能完赛。

除了拥有亮眼的现役明星阵容外， SF
里走出来的世界
舒
- 马赫、德 拉罗 萨、本山哲、

级车手也不在少数。拉尔夫

汤姆 克罗内尔、贝诺耶特 戚路叶、洛伊克 杜
- 瓦尔、安
德雷 洛
- 特乐、拉尔夫 福
- 尔曼以及理查德 里
- 昂斯等活跃
以及各大耐力赛事上的车手都是 SF
的年度冠军。
WEC
在

速度：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说了 这 么 多，大 家 肯 定 心想，你一个人 在那里瞎 哔 哔，

就没有伤害。

你说快就快么？那么，我们接下来用数据来说话，没有对比

现款规格的 Super Formula 赛车在
2014 年投入现役，底盘代号 SF14，由
意大利著名赛车制造商 Dallara 打造

排位赛时差一秒以内的车辆数目比较
SUPER FORMULA

F1

比赛名称

"2016 Rd.2 岡山
（QF/2016.05.28）"

"2016 加拿大 GP
（2016.06.11）"

最快圈速
最慢圈速
时间差
时间差 1 秒内赛车数量

1'14.095
1'15.681
1.586
13/19 台

1'13.714
1'17.052
3.338
8/21 台

INDYCAR
"Chevrolet Dual in Detroit Race 2
（QF/2016.06.05）"
Group1
Group2
1'14.0379
1'14.5621
1'15.4766
1'16.4531
1.4387
1.891
4/11 台
5/11 台

为了更具参考价值，表格选取了赛道特性相近的比赛作为比较。INDY 的排位赛采用了分组赛制，因此两组分开单独列出

迫近塞纳传说的纪录 @ 岡山
SUPER FORMULA
1'11.769
小林可夢偉
（Dallara SF14）
2014.12.10
（测试 / 非公式）

F1
1'10.218
埃尔顿·塞纳
（威廉姆斯 / 雷诺）
1994 太平洋 GP
（排位 /1994.04.15）

比 INDY 还要快 @ 茂木
SUPER FORMULA
1'32.657
石浦宏明
（Dallara SF14）
2015 Rd.4
（2015.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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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ycar
1'38.3918
Scott Dixon
（Dallara IR07）
INDY JAPAN
（2011.09.17）

超过 F1 的最高时速 @ FUJI SPEED WAY
SUPER FORMULA
326.1km/h
中山雄一
（Dallara SF14）
2014Rd.3
（正赛 /2014.07.13）

F1
322.1km/h
吉安卡洛·费斯切拉
（Force India）
2008 日本 GP
（正赛 /2008.10.12）

世界“三大”方程式比赛最高速直观比较
SUPER FORMULA
326.1km/h
中山雄一
（Dallara SF14）
2014 Rd.3 富士
（正赛 /2014.07.13）

F1
366.1km/h
瓦尔特利·博塔斯
（Williams FW38）
2016 欧洲 GP
（排位 /2016.06.18）

INDYCAR
371.4km/h
James Hinchcliffe
（Dallara DW12）
2016 印地 500
（排位 /2016.05.22）
AUTO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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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简介
SUPER GT

赏
GT

日本人对速度的追求一直没有尽头，无论是他们在 60
年代就研制出了
时速可达 250KM/H
的新干线，还是如今几乎每一个规格都领先世界的
赛车比赛。除了 SUPER FORMULA
外，日本最出名的赛车非 SUPER
莫属了。这项赛事因为拥有丰富的厂商参与，人气非常高。与此同时，
GT
旗下 GT500
的规格可谓是全球最快的 GT
赛车
文 梁
/ 瀚文 吴家荣 图 梁
/ 瀚文

而本田的 NSX CONCEPT-GT 在引擎布
局上也与其他两家不同，NSX CONCEPTGT 采用 MR 布局，而 NISMO GT-R GT500
和 RC-F GT500 都采用 FR 布局

运动赛事

田
联的

作 为日 本最顶 级 的 赛 事，如 今已经举
UPER GT

锦标赛
GT

组和
GT500

GT

组厂 商 高 度 参 与 的 情况， GT300
组则显 得
GT500

如 今 GT500
组有丰田阵 营、本田阵 营、日 产 阵 营一
部赛车，早期也有车队使用外国车参赛例如迈凯轮
15

赛车引擎动力输出超过
SUPER GT

辆赛车不定。
25

在 动 力 单元 上，本田 的
与日
NSX
CONCEPT-GT
和 丰田 的 RC-F GT500
还
NISMO GT-R GT500

和斯巴鲁的 BRZ GT300
。其次是国际汽
PRUIS-GT
规 格 的 赛 车，以 2016
赛 季 来 说，有 宝马
FIA GT3

可以回忆下当年 280
匹的君子协定）
。
首先是日本国内的 JAF-GT300
规 格的赛 车，有丰

赛车，两种规格的赛车都必须要用空气限流器限制在 300
匹马力（其实也远不止这个马力，熟悉日本改装车的朋友

组的赛 车规 格相比 GT500
组则要复杂一些，
GT300
赛车的品牌更多更丰富。 GT300
组允许使用三种规格的

组 ——
八国联军
GT300

与 其 他两 家不同， NSX CONCEPT-GT
采用 MR
布局，
而 NISMO GT-R GT500
和 RC-F GT500
都 采 用 FR
布局。

有一个区别就是本田的 GT500
赛车采用了混合动力系统，
这 也是 SUPER GT
史 上第一款采用 混 合 动 力 的 GT500
赛 车。而 本田 的 NSX CONCEPT-GT
在 引 擎 布 局 上也

产的

体称

阵 营 也将 他们 2013
年 使用 的 LEXUS SC430
换 成现 在
的
。三大阵营都要使用
直列四缸涡轮
LEXUS
RC-F
2.0L
增压引擎取代之前 2013
年所使用的 3.4L V8
自然吸气引
擎，并且使用空气限流器将马力限制在
匹左右（有媒
500
匹）
。
650

产 阵 营 继 续 使 用 GT-R
参 赛，本田 阵 营 则 用 新 的 NSX
取代了 2013
年使用的 HSV-010
，丰田
CONCEPT-GT

组 与 DTM
统一规 则 后， GT500
组
SUPER GT GT500
三大 阵 营 新 赛 车 的 设 计 都 逐 渐 与 DTM
的 规 格 趋同，日

可与市售车没什么关系，都是专门为比赛而生。 2014
年

组的 赛 车 与 DTM
一样，都属于原型车 套 壳。
GT500
虽 然 外观 上与 市 售 车看 起 来 好像区别不 大，但 其 实里面

日本汽车工艺结晶的体现

组则有十几个品牌， 20
到
淘汰。 GT300

、阿斯顿马丁 DB9 GT1
等等，不过他们最 终的
F1 GTR
结果都是无法与日本三大厂商武装到牙齿的赛车竞争而被

共

略为业余，该组多为私人车队，但能参与到 SUPER GT
这项赛事中都意味着他们是日本国内顶尖的车队和车手。

相比

组和 DTM
类 似，都是 本国三大厂 商 动用 自
GT500
己毕生的科技水平打造出一款最强赛车来互相比赛的地方，

世界最速
GT500——

正式 改 名 为
并 脱 离 JAF
日本自动车
JGTC
SUPER
GT
联盟的管辖，成为 FIA
国际汽联旗下认证的一项赛事。

经打 算 在 中国上海 举办
的 第二个海 外 分 站，但未
JGTC
能成行。由于赛事向国际化的方向上剧烈发展， 2005
年

携手日本国内著名漂移比赛
在美国加利福
JGTC
D1
GP
尼亚赛道举行表演赛，当时 JGTC
的运营方 GTA
协会曾

的雪邦赛道正式成为

年日本汽车用品综合店 AUTOBACS
成为赛事的冠名商
并一直持续到现在。 2000
年 JGTC
首次在马来西亚的雪
邦 赛 道举办他们 的 第一个海 外 表 演 赛，
年 马 来西亚
2002
的第一个海外分站。 2004
年，
JGTC

对应改为现在的

日本自动车联盟创立，赛事由
协会运营。
早
GTA
JGTC
期的风格偏向于欧洲的耐力赛事，分为
组和 GT2
组
GT1
高低两个组别同时进行比赛。 1996
年， GT1
组和 GT2
组
组两个组别。 1998
GT300

的 前 身 是 JGTC
（ JAPAN GT
SUPER GT
全 日 本 GT
锦 标 赛）
， 1993
年 由 JAF
CHAMPIONSHIP

历史：脱胎全日本

在国内的知名度却不怎么高，今天笔者将给大家简单
GT
得介绍一下这项赛事。

的 房车 赛

办了 23
年，在日本国内可谓是相当的有人气，每
场比赛几乎都能吸引近 万
5 名观众入场观看，和世界最快
相比拥有世界最快跑车赛称号的 SUPER
DTM

S

、奔驰 AMG GT
、保时捷 911 GT3、
M6 GT3
R奥迪 R8
、日产 GT-R NISMO GT3
和兰博基尼 HURUCAN
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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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FIA GT3
赛车规格参照
GT3

的
SRO

规 则， 也 就 是 宝 珀 耐 力 赛 的 规 则 来 平
BOP
衡 他 们 之 间 的 性 能。最 后 就 是 近两 年 诞 生 的

有两款赛车，
GT300 MC
。
Lotus Evora

的
赛车，就是赛会希望复
Mother Chassis 86

活 JAF-GT300
，重振日系国 产 车 雄风的 典型
例子。

当然 GT500
组和 GT300
组的成绩和积分是分
开算的，他们都有各自组别的分站冠军和年度

采取 GT500
组和 GT300
组
SUPER GT
高 低两 个 组别同 时 在 赛 场 上的 方 式 进 行 比 赛，

规格赛车，所有赛车使用统
JAF GT300 MC
一的 底 盘 和 单 体 横 造 解 构， MC
即 为 Mother同场跑 分开计分
的意思。
目前
Chassis
分别是 Toyota 86
和

廉价质优好选择
FIA GT3

近几 年开 始，每 年 大 概 会 有
SUPER GT

超级耐力赛

作为一个日本的国内赛事，使用 FIA GT3 车手冠军以及年度车队冠军。这和我们平时看
规格的车队越来越多是当下 GT300
组的趋势，
世 界 耐 力 锦 标 赛 的 LMP1
、 LMP2
、 GT
WEC
除了 有厂 队 支 持 的 车 队 外，几 乎 没 人 选 择 制 组差不多。
造 成 本 远 高于

规 格且速 度 优 势又不
FIA GT3

、 ASL Garaiya
FD

赛 车，一大批极具日
JAF-GT300
本特色的赛 车开 始消亡，例如当 年红极一时的

十 分明显 的
、 RE
雨宫
TOMICA 350Z

GP3 SUPER GT/SF

全日本 F3

全日本 F3

FIA F4

FIA F4

GT）

现 阶 段 培 养 车 手： 千 代 胜 正（ 全 日
福 住 仁 嶺（GP3）、 石 川 京 侍（ 全 日 本

本 F3）、 高 星 明 诚（ 全 日 本 F3）、Jann
欧洲勒芒系列赛）、山下健太（日本 F3）、

F3）、牧野任祐（全日本 F3）、阪口晴南（全

Mardenborough（ 全 日 本 F3/SUPER GT/
坪井翔（日本 F3）

日本 F3）

Blancpain GT）

赛 季 登场
2014

SF/SUPER GT

全日本 F3

GP2

全日本 F3

ELMS

其他 GT 赛事

F1

Blancpain GT/WEC/
WEC LMP1

SUPER GT

培养序列

GT500/GT300

和
等等。
到 个分站的比赛。与 DTM
的冲刺赛不同，
MUGEN
CRZ
8
9
但现在 JAF-GT300
规格也在进行着统一
的比赛属于耐力赛，每站比赛里程
SUPER GT
单体的开发和制造，意在削减制造成本，降低 最少 250KM
，

培养计划上，丰田、本田以及日产三大厂商都不含糊。正是因为金字塔顶端的容量巨大，造就了中端和低端同样繁荣。

115
AUTOFAN
AUTOFAN
114

现阶段培养车手：松下信治（GP2）、
现阶段培养车手：平川亮（SUPER GT/
(SUPER GT)

著 名 成 功 案 例：千 代 胜 正（ S U P E R
著名成功案例：佐藤琢磨（INDYCAR）、
著 名 成 功 案 例： 中 岛 一 贵（SF/

山本尚贵（SF/SUPER GT）
WEC）、小林可梦伟 (SF/WEC)、平手晃平

NDDP 日产车手培养计划
HFDP 本田车手培养计划
T.D.P 丰田车手培养计划

培养序列
培养序列

参赛花销，希望能重新吸引回更多的车队使用

如上文所述，SUPER GT 的规格非常之高，而日本三大厂商又以这里作为兵家必争之地，投入重兵参与。因此，在车手

规 格 的 赛 车。在
JAF-GT300

日本三大厂商车手培养计划

SUPER GT 采 取 GT500 组 和 GT300
组高低两个组别同时在赛场上的方式进
行 比 赛， 当 然 GT500 组 和 GT300 组 的
成绩和积分是分开算的，他们都有各自
组别的分站冠军和年度车手冠军以及年
度车队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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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距离的有像在富士赛道举行的

SUPER

EVORA MC

大赛
500KM

车型代表：TOYOTA 86 MC、LOTUS
规格：GT500

大赛，所以
1,000KM

车型：LEXUS RC-F

和在铃鹿赛道举行的
这类比赛，有些车队可能会采用三个
1,000KM

的比赛都是两个车手合作驾驶一辆赛车，碰到像
GT
铃鹿
车手甚至四个车手。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实行积分负重
SUPER GT
规则，这种调整赛车性能的目的是让所有车队和车手
都有能力去争夺冠军，也使得全年的比赛都能处在一
个白热化的阶段进行，让大家看到更加精彩的比赛。

日式文化无处不在
作 为 日 本 的 赛 车 运 动， 日 式 文 化 也 是 随 处 可
的
见，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动漫文化。 SUPER GT
代言人是虚拟动漫人物，甚至有些车队的车模还会
成动漫角色。因为特有的私人赞助制度，
COSPLAY
使得普通人都能成为一支车队的赞助商，不少日本的
公司就将宅男们喜爱的动漫角色摆上了赛车涂
ACG

多国混战
车型：NISSAN GT-R
规格：GT500

引擎：NR20A

购买他们车队的周边，成为他们车队的私人赞助商中

装上。面对爱好赛车也爱好动漫的人，也只能乖乖地

车型代表：

Ferrari 488 GT3、NISSAN GT-R

NISMO GT3、Mercedes-Benz
AMG GT3、BMW M6 GT3

GT500
三国大战

和
Wako's RC-F

SUGO
GT500
KEIHIN NSX

Forum

圈
6 眼看快要守不住，一场事

阵营最佳成绩为

组，本站妥妥得变成
GT300

狂向前追击的

号新
31

JAF-

第 二， 斯 巴
86

赢得
PRIUS GT

车轮番挑战第一的位置，最终后半程疯

规格赛车的内部争夺战，多辆赛
GT300

一边

第六。另
KEIHIN NSX

第二， ZENT RC-F
第三，本田
RC-F

故使得比赛直接红旗结束。最终 Forum
Engineering GT-R第 一， DENSO

气，最后

的攻击。但更成功的是他们的运
RC-F

胎策略上升到第一，并挡住了后面四部

中途使用进站不换
Engineering GT-R

是 杀 出 个 程 咬 金， 近 藤 车 队 的

了 丰 田 阵 营 的 内 斗。 但 没 想 到 最 终 还

就接连遭遇事故出去，比赛一下就变成

起跑的

组，仅仅在比赛开始前几圈，排位一二

位 起 跑 就 能 获 胜？ 大 错 特 错！

站， 对 于 这 条 有 魔 物 的 赛 道， 夺 得 杆

结局最难猜透的，肯定要属本站

正赛结果：全年分站
Sportsland SUGO

2016 SUPER GT第 四 站

魔物的菅生 近藤真彦大获胜

GT500 组和 DTM 类似，都是本国三大厂商动用自己
毕生的科技水平打造出一款最强赛车来互相比赛的地方
第 三， GAINER AMG
BRZ GT300

首 胜， VivaC
统一单体
鲁

第四。
G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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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300

的一份子。

FIA GT3

车型：HONDA NSX CONCEPT-GT
规格：GT500

引擎：HR-414E

JAF GT300

车型代表：SUBARU BRZ 、 TOYOTA
PRIUS

JAF GT300 Mother Chassis

引擎：RI4AG

运动赛事

和日本其他赛事
SUPER FORMULA JUNIOR

前文说过，因为上层建筑厚实，因此日本的 喂
“食 和
”民间赛事也
是蓬勃发展。一方面，有厂家推广的各种民用赛车单一品牌系列赛，
这一点国内车迷会比较熟悉；另一方面，各种方程式赛事也是层出
不穷。本文在接下来会简单介绍日本的初级方程式系列赛

文 图
/ 梁瀚文

基础中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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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晋升版本，宗旨是吸引更多保时捷车主

用

底盘或者是钢管车架。引擎方
monocoque

及爱好者加入到赛车运动中来。目前，日本保

面， 有 Honda K20A
、 Toyota 3ZR
、 Nissan
三款引擎可供选择。由于 FIA F4
从各方
SR20

FIA F4/JAF F4

997 面来说都 高
“大上 一
”些，因此更多渴望往高处
走的车手都会选择 FIA F4
参赛。 JAF F4
则更
多吸引地方和国内车手参赛。

时捷卡雷拉杯采用最新的 991 GT3 Cup
赛车，
杯 挑 战 赛 则 必 须 使用
GT3

或

之争：
F4

赛车参赛。
996 GT3 Cup

而日 本 保 时 捷

两大
再快也是 86
！ TOYOTA GAZOO
Racing 86/BRZ Race

的 继 任 类 别，在
FJ1600

基础中的基础： SUPER FORMULA

，是
S-FJ

JUNIOR
简称
年开始作为日本的国家级赛事。 S-FJ
是
1980
一种低成本的方程式赛车运动，
级别高于卡丁车，
和 F3
。作为最初级的方程式，十分适
F4
合年轻车手的培养和训练。该项赛事也为日本

低于
培养了诸多优秀车手。

多零部件都可以随时更换。赛车配备了基本的

所有 S-FJ
车辆配备 1500CC
的引擎，底
盘是钢管空间框架。为了保持低廉的成本，很
空气动力学套件，大大有助于在雨中的稳定性。
赛 车有 50
毫米的最低离地间隙。 S-FJ
S-FJ
比赛有地区赛事，并且可以由地区赛事中升级

（ JAF F4
）
F4

至全国赛。 S-FJ
日本总决赛在每年年底举行，
会聚集各地方赛所选出来的菁英车手。获得总
冠军的车手可以获得下一年日本
的部分参赛费用。
在
年和
年 CTCC
韩国站期间，
2015
2016
我 们 有 幸 现 场 观 看 了 S-FJ
的 比 赛，接 近 40
台的赛车数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
一个性能优异且成本低廉的方程式赛事， S-FJ
颇受初级赛车爱好者的青睐。

日 本 统 规 赛 ： Porsche Carrera
Cup Japan/Porsche GT3
Cup Challenge Japan
与亚洲保时捷 卡雷 拉杯一样，日本也拥有
自己的亚洲卡雷拉杯赛事，那就是日本保时捷
卡雷拉杯。除此之外，还有更低一个级别的俱乐
部 级 别 赛 事，日 本 保 时 捷 GT3
杯 挑 战 赛。日
本保时捷卡雷拉杯各方面与亚洲保时捷卡雷拉
杯基本相同，包括赛制、赛车等。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保时捷卡雷拉杯虽然更吸引绅士车手参赛，
杯 挑 战 赛 则是 保 时 捷 驾 控
GT3

但是也走出过平川亮和小河谅这样的优秀车手。
而日本保 时捷

在池袋西武东口，我看着茫茫的人群，华灯初上。“明年你还来么？”有人问，友人也问。我不知道，这里

F4

我们应该师夷长技，然后在赛场上以制夷。

赛 事， 分 别 是
F4

争取做到一期不落。活到老，学到老，不说远的，日本赛车就有太多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正如专题的名称一样，

日本拥有两大

超级
Super Taikyu

的一切令我又爱又恨……最后，感谢每一位帮助过我的人，没有你们，我无法独自完成这两次日本纵断之旅！

：
CEC

书写的。从我看赛车起，我的视线就没有离开过岛国的赛车运动。近几年来，我更是坚持购买日本的赛车杂志，

TOYOTA GAZOO Racing 86/BRZ

日本
耐久

接近万字的专题，在一个有珍珠奶茶陪伴的下午完成了。做完了这个专题，也意味着干掉了这一期杂志最

和 Japan Formula
Japanese Championship
。
，顾 名思义就是 符合 FIA
4前者简称 FIA F4
规格的 F4
赛事，允许车手在此获得 FIA
国
是 由 TOYOTA GAZOO Racing
组织
F4
Race
际 驾照积 分。参 赛 车 辆 使用 童梦
的
单一品 牌 赛 事。顾 名思义，参 赛 车
Dome
F110
86/BRZ
引 擎。 FIA F4 辆都是 经过符 合 竞技 化 改 装 的 86/BRZ
赛 车。
TOM'S-Toyota 2.0L
底盘和

的组织方是
，也 是
作为日本国内最热门的单一品牌赛事，
赛
GT-Association
SUPER
2015
的主办方。因此 FIA F4
大多作为 SUPER 季 TOYOTA GAZOO Racing 86/BRZ Race
超 级 耐 久 也是 日 本 国 内 最
GT
Super Taikyu
的支援赛事。 Japan Formula 简
富盛名的耐力赛事。这项赛事最高参赛赛车规
GT
4称
初级的入门赛事，便没有高手之间的较量。日

JAF 共在全国 大
7 赛 车场 举办 场
8 分站，在单一分
站中最 多 参 赛 车数达到 74
辆。不要以为这是

，由 JAF
日 本 自 动 车 联 盟 主办，赛 事采用
F4
开 放 的 底 盘 和 引 擎 规 则。目 前 大 多 数 车 手 选

在这项赛事里。因此，这里也成为了各大高性

格是 FIA GT3
赛车，向下则分出很多不同组别。
只要是数得上名的日本性能车辆基本都会出现
能汽车用品和改装车厂的兵家必争之地。

本著 名车手谷口信辉、织户学、山田英二和服
部尚贵都有参加该项赛事。与此同时，这项赛
户推崇。

大的 BOSS。连续两年、连续四个赛事周末，体验了日本最高级别的赛车运动，内心的感触不是一个专题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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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参赛车辆也作为改装界的标杆而被广大用

结语：

在 2015 年和 2016 年 CTCC 韩国站
期间，我们有幸现场观看了 S-FJ 的比赛，
接近 40 台的赛车数量给我们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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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芒之踵
保时捷斩获第十八个勒芒 24 小时耐力赛冠军
在 2016 年这场旷日持久、艰苦卓绝的 24 小时大战中，丰田的 5 号赛车坚持
了 23 小时 55 分，一直处在领先位置。然而，在最后一圈，等待日本制造商的
是又一次残酷的现实，中岛一贵在驾车时遭遇涡轮增压故障，赛车损失动力，
丰田第五次与勒芒 24 小时冠军失之交臂
文 / 梁瀚文

根

据赛事规则，未能完成冲线的丰田 5 号

得了比赛，
日本牛头标却赢得了尊敬。只是不知道，

车组，被视为退赛处理。这意味着，辛勤

在丰田到底是离自己的首个勒芒冠军近了一些还

奔跑了 23 小时 55 分的他们居然连个领奖台都

是远了一些。至此，在勒芒 24 小时的冠军榜上，

上不去。

马自达 787B 仍旧是日本独苗。

24

在本届勒芒 24 小时上，我们看
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在围场中
有三支车队，四台赛车拥有中国背景

小时耐力赛

LEMANS

中国元素爆炸
在本届勒芒 24 小时上，我们看到了越来
越多的中国元素。在围场中有三支车队，四台
赛车拥有中国背景。他们分别是乐视体育勒芒

勒芒 23 小时 55 分钟耐力赛

福特重演 40 年前剧本

赛车队的 ORECA 赛车，DC RACING 车队
的 ALPINE 赛车，KCMG 车队的 ORECA 和

当然，在勒芒拿了第二就跟什么都没拿一样。

全新的福特 GT 在勒芒再度上演了蹂躏法拉

保时捷赛车。不过，经过了 24 小时的终极考

丰田和保时捷 P 房工作人员的喜怒哀乐被精明的

利的好戏。虽然这一次，两家使用涡轮增压引擎

验后，只有乐视体育勒芒赛车队完成了这场严

导播传递到了全世界，赚足了眼球和泪水。不少

赛车的厂牌都陷入了“欺骗 BOP”的漩涡当中。

酷的挑战。

车迷都恨不得怒吼“今晚我是丰田人！”的口号。

但是美国蓝色椭圆车厂还是重振了 GT40 的雄风。

回看以往，勒芒的中国元素仅仅是有中国车

然而，现实就是这样残酷。远的不说，在

涡轮增压赛车的大获全胜，意味着自然吸

手投入比赛。如今，越来越多的车手和车队看中

2014 年，丰田全新的 TS040 赛车有着近乎癫狂

气赛车的一片哀嚎。保时捷厂队的 GT 项目今年

这块宝地，
开始了新时期的
“勒芒洋务运动”
。不过，

的实力。不过，还是在中岛一贵这位前 F1 车手中，

仅有的参赛计划便是勒芒 24 小时耐力赛，然而

这条路依然任重道远。国内对勒芒的普及和认知

出现了全车断电这样的离奇故障。以至于今年最

两台赛车却以退赛告终，难以延续 2013 年包揽

程度依旧不高，大部分勒芒受众都集中在小集体

后一棒交由日本车手冲线时，我乌鸦嘴的说了一句，

GTE PRO 组冠亚军的辉煌。通用旗下的跑车厂

内。未来，伴随着我国耐力赛事的蓬勃发展，希

“衣柜”冲线会坏的，没想到竟然不幸被我言中。
保时捷又一次在勒芒捧杯，斯特加特烈马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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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克尔维特也未能跑出好成绩，卫冕今年的 GTE

望能够看到越来越多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

PRO 组别冠军。

中国的耐力赛力量也能在世界上闪耀光辉！

AUTOFAN

123

MOTORSPORTS

运动赛事

对 于 第 一 次 参 加 24 小 时 耐 力
赛的车队和车组来说实属不易，对
于蒲俊锦本人来说更是如此

24
小时耐力赛

LEMANS

在

这次的勒芒 24 小时超级耐力赛中，来

上。撞击让赛车的多个部件受损，抢修时间紧张；而车

官通过其比赛请求，仅仅因为受伤的脚能够行使功能，

自中国的乐视体育赛车队是第一次参赛

手本人则右脚骨膜受损。受损的赛车倒是在18个小时

不至于在赛道上造成危险。但只有蒲本人知道为了得

的车队。为了来到这里，车队已经辗转亚太及欧

之后就修好了，还能参加第二、三阶段排位；但蒲俊锦

到其许可，他需要忍受多大的痛苦。虽然比赛中用左

洲各地参加勒芒系列赛。对于车队灵魂人物——

能否出赛，就要看恢复情况了。好在受伤时距离正赛还

脚刹车，踩油门并不需要用多大的力，但传到车厢内的

蒲俊锦及其团队来说，这也是一次不折不扣的

有两天时间。经过静养、又在药物的辅助下，车手在18

震动造成的疼痛仍然让蒲俊锦下车后十多分钟都说不

圆梦之旅。只是这趟旅程，并不是那么舒服。

日正赛当天早上终于通过了赛会医疗官的测试，获得继

出话来。尽管这样，他仍然坚持正常轮换、每次开足

续比赛的许可。

两个小时，
下车后还要在医疗官的监视下自己走回pit房。

令人鼓舞的官方测试
乐视体育赛车队参加的是 LMP2 组的比

在18日清早的热身练习中，
赛车油路出现问题——
这应该算是件好事，如果在正赛暴露问题，对成绩和士

赞歌，而是深感，对于蒲俊锦来说，这是一场意志力

气的影响都是不可预估的。不过正赛发车前还是出了问

的战斗。成绩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来了”！

赛。区别于 P1 组的厂商背景，这个组别多是由

题：跑第一棒的Tristan在发车后就发现变速箱无法手

俱乐部或“老板车手”为主。但专业程度、竞

动降挡。花了两次进站的时间终于解决，可原来的发车

争性一点都不低。车队使用的是著名赛车生产

位置已经拱手让人，刚刚发车就已经落后了大部队两圈

商 ORECA 的 赛 车，由 EURASIA 团 队 作 为

之多。

后勤保障。车手阵容方面，中国车手蒲俊锦与
Tristan（法国）
、Nick（荷兰）组成战队。

这一段有点像写主旋律作文，但笔者不是在空范地唱

终点不要太容易
当地时间下午3点，33号赛车在蒲俊锦的驾驶下

不知这算不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

冲过格子旗。这是整个车队向其致敬的方式。由于在冲

其心智，劳其筋骨……”在出了这许多问题之后，整

线前最后时刻，排首位的丰田赛车戏剧性的失去动力而

在 6 月 5 日的官方测试中，车队做出了圈速

个车组的路就走得比较顺了。一夜的奋战之后，许多

被取消成绩，
后面所有的赛车都顺位往前提了一位。
最终，

位列组别第一。虽然大家都知道对于 24 小时耐

赛车有的出事故，有的坏车，有的被追上。到19日早

33号赛车以348圈的成绩，获得总成绩榜第九、组别

力赛来说，这样的成绩对最终结果起不到决定性

上 7 点，乐视体育赛车队的 33 号赛车已经追到了总

第五的成绩。对于第一次参加24小时耐力赛的车队和

的作用。但在这个强者如林的竞技场取得这样的

成绩12、组别第七。中午时分则到了总成绩第十、组

车组来说实属不易，对于蒲俊锦本人来说更是如此。

成绩，还是让整个团队在意外之余大感鼓舞。

别第五的位置，并将这个位置保持到了最后。

当初得知受伤，所有人心里都忐忑不安。可结束
了再看这一切，你又会感激它。这几乎是一种历练，让

天将降大任

意志力的战斗

人感动。其实对于其他车队来说也是一样，每个车队都
有自己的曲折故事。如果一切都一帆风顺，终点来得太

在第一阶段排位赛中，赛车因为失控撞到轮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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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勒芒
镜头外的勒芒 24 小时大赛
在看过了精彩激烈的角逐之后，让我们的眼睛稍作放松，来关注一下镜头之外的
勒芒。这个法国小镇因为一年一度的勒芒赛事热闹了起来……
文 / 图 章懿哲

24
小时耐力赛

勒芒的赛车文化就是
这么传承下来的

熊猫的形象成为了这一届比赛的特色

公众日，换胎既是训练，也是表演

LEMANS

24 小时耐力赛的标志

注意，有蝙蝠侠的特务出没

乐视体育赛车队完赛之后，车队成员抬着五星红旗
在维修区通道走过

老爷车聚会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
这是来自军队的真战车，据说军队也将这里作为了一个
形象宣传点

比赛也是媒体的新闻大战。

原创视频节目《赛视》的 logo 也出现
多年后，他们也会参赛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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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取所需
斯巴鲁总冠军车手李微拉力学堂
在正规的比赛中，
车手装备有着硬性的要求，
不具备条件的车手无法获得参赛资格，
因为车手安全问题始终是比赛的第一要素
文、图 / 李微

一、赛车头盔 ：承受生命之重
头盔是赛车比赛中最为重要的车手安全设
备之一，其最主要的作用是在发生碰撞事故时，
保证车手的头部安全。
在最早的汽车比赛中，车手们通常只戴着
普通的布帽子参赛，但随着大量惨痛事故的发
生，头盔应运而生，并且不断进化。
从 2004 年 7 月开始，国际汽联新的安全
标准（8860-2004）强制要求采用碳纤维材质，
相比传统的玻璃钢提升了 50% 的撞击保护，同
时重量减轻了 20%。在制造赛车头盔时主要采
用了 ：轻质高强的碳纤维、防火的芳纶和防穿
透的聚乙烯（是目前制造防弹衣的主要材料）
。
从结构上看，整个头盔是由多层材料热压
制成，不仅牢固，而且能够吸收巨大的冲击力，
赛车头盔能够承受重达 55 吨的坦克从上面碾
过。首先，头盔的外壳是两层坚硬的碳纤维强
化树脂，中间是一层防穿透的聚乙烯，头盔内部
还有较软的聚苯乙烯材料，它能吸收撞击能量，
以及具备防火功能。
现 在 赛 场 上 的 头 盔 主 要 有 全 盔（Full
Face）和半盔（Open Face）两种。基本上全
盔对面部的保护效果更好，可以防止在高速撞
击时伤及鼻子、下巴和牙齿 ；而半盔则更方便
喝水或做其他事情。多数封闭座舱赛车可以使
用半盔，但像摩托车赛事、方程式等则使用全盔。

二、HANS ：颈部守护者
HANS 系统是由美国人——密歇根州立大
学生物力学工程教授、通用汽车碰撞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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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师 —— 罗 伯 特·哈 伯 德 博 士（Dr.
Robert Hubbard）设计的。据试验统计，佩戴
HANS 系统后，撞击时车手头部和颈部受到的

经受短时间高温的灼烧而不熔化，保障了车手

斯巴鲁中国拉力车队车手李微讲解拉力赛车驾驶技巧

弯道技术

的手部安全。
此外，在手掌的位置上，更是有了一层胶

向的角度需要尽可能的计算精准，并且幅度不宜过
大，不停地修正方向会影响线路、速度，平顺地操

很多车手喜欢在弯中对挡位、油门和刹车

作方向盘，这样你身体不会过于分散注意力，从而

垫，作用当然就是防滑。由于赛车的转向一般

进行操作，但其实这样的方法并不是太正确的，

都会较重，所以回方向以及打方向时都需要一

斯巴鲁赛车有一个电子中差系统，如果在转弯

总的来说，过弯的节奏最重要，在弯道之前

大离心力，特别是在发生事故时瞬间产生的巨大

定力度，不带手套的话，很容易会在驾驶时出现

的过程上作出了上述的操作，那中差就会介入

的直线尾段将速度降下来，所有的动作要平顺来

冲击力，还是容易使车手的颈部受伤，而 HANS

滑手的问题，而带上手套之后，则能好好地“粘

工作，这是会影响到赛车的进弯线路、姿态以

操作，
在转入弯心之前应该做好所有的操作动作。

力，分别减少了 68% 和 86%。
要知道，在拉力赛的高速转弯时产生的巨

的佩戴就大大减少发生伤害的几率和程度。

三、防火面罩 / 内衣 ：面部最后防线

能够更好地感受到了赛车的每一个走向。

住”方向盘谨防滑手，
所以赛车手套并不会太厚，

及速度。在出弯的时候，当车头已对准出弯路线，

轻薄材质的赛车手套反能让车手们对方向盘的

就可以全油向前冲了。这样可以刚好利用到发

更晚的采取刹车动作，但由于车辆重量分布更

把控舒适自然。

动机的中低转速区域的扭矩的峰值，使车辆更

为偏后，所以出现转向不足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

有效率地向前加速。

下坡弯道需要尽早的刹车减速，转向过度的迹

防火面罩和内衣（包括袜子）和赛车服一

在拉力赛中，转弯的时候对方向盘的把控也

样是用防火的诺梅克斯材料缝制的，可保证车

是很关键的。不要以为频繁对方向盘操作就能够过

手在 700℃的火焰中有 12 秒的保护时间。

好一个弯道。其实在过弯的时候更需要冷静，打方

此外上坡的弯道技术处理 ：可以较之平路

象更为明显。
上面讲的，只是一个简述，即使讲得再多，
如果不多点练习，也是起不了太多作用的。

四、防火服 ：身体防火神
同样在安全意识缺乏的上个世纪，赛车
手并没有意识到穿防火赛车服的必要性。直到
1975 年，国际汽车运动联合会（简称 FIA）才
制定了防火赛车服规范标准。如今，正规比赛
必须穿着经过 FIA 认证品牌的赛车服。另外，
赛车服也有使用时限，必须在出厂后若干年内
使用，使用过期的防火服是被禁止参赛的。
赛车服与普通服装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
是隔热性与阻燃性。现在的赛车服大多采用
Nomex 纺织品，拥有质量轻透气好的特性外，
还能够在 800 摄氏度火焰当中，可以保证车手
的 35 秒逃生时间。赛车服大都由五层特制的芳
香族聚酰胺塑胶织物组成，其最大的特点就是
可以防火，同时服装材料还考虑到了轻便、排
汗甚至排尿等功能性，让车手可以轻松舒适的
参加比赛。通常赛手服排掉几公斤汗液不成问
题，透气性也相当好。

五、赛车鞋 ：助力制动
在高速的汽车比赛中，赛车手必须频繁地踩
踏油门、离合器和制动踏板，为了提高准确度防
止脚部与踏板打滑，除了更换比赛用的踏板之外，
还需要一双专业赛车鞋。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所以赛车鞋的鞋底一般较薄、并且柔软。其次，
主流赛车鞋的衬里使用了 Nomex 阻燃纤维，在
200℃仍能保持原强度的 80% 左右，260℃下持
续使用仍能保持原强度的 65%-70%。

六、赛车手套 ：方向控制者
赛车手套在材质上拥有防火的功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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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KA 旋压轮圈超轻设计，每只 ARTKA 产品均经过 JWL VIA+20% 标准
测试，现货齐全，并可享受数据颜色小拋边大抛边签名等定制服务。极速出货，永
久质保，质量问题免费更换，人为损坏可抵价 4 折以 6 折的价格享受旧换新服务。

型号 ：FFP-RS108(SL)

型号 ：FFP-RS101(SL)

型号 ：FFP-RS107(SL)

尺寸 ：18*8.0/18*9.0

尺寸 ：18*8.5/18*9.5

孔距 ：5x100-5x120（范围内均可定制）

孔距 ：5x100-5x120（范围内均可定制）

偏距 ：25-40/25-38（范围内可定制）

偏距 ：25-45/25-45（范围内可定制）

中心孔 ：73.1（可定制专车数据）

中心孔 ：73.1（可定制专车数据）

重量 ：18*8.0 8.5kg/18*9.0 8.8kg

重量 ：18*8.5 8.6kg/18*9.5 8.9kg

内径 ：420mm

内径 ：420mm

XG ：18*8.0 37.4mm /18*9.0 25.3mm（et35）

XG ：18*8.5 46.7mm /18*9.5 40.6mm（et35）

基础涂装 ：玄武黑、太空银、太空灰、珍珠白

基础涂装 ：玄武黑、太空银、太空灰、珍珠白

尺寸 ：19*8.5/9.5/10.5/ 20*8.5/9.0/9.5/10.0/10.5/11/12
孔距 ：5x108-5x130（范围内均可定制）
偏距 ：15-45/15-51（范围内可定制）
中心孔 ：73.1（可定制专车数据）
重量 ：19" 9.8-10.4kg/20" 10.8-12.1kg
内径 ：442mm/467mm
XG ：19" 43-34-23mm/20" 39-44-27-33-20.5-27-41mm（et35）
基础涂装 ：玄武黑、太空银、太空灰、珍珠白

型号 ：FFP-YA901

型号 ：FFP-RS106(SL)

尺寸 ：17*7.5/18*8.0

尺寸 ：18*8.0/18*8.5

孔距 ：5x100-5x120（范围内均可定制）

孔距 ：5x100-5x120（范围内均可定制）

偏距 ：35-45/35-45（范围内可定制）

偏距 ：25-40/25-45（范围内可定制）

中心孔 ：73.1（可定制专车数据）

中心孔 ：73.1（可定制专车数据）

重量 ：17*7.5 7.5kg/18*8.0 8.5kg

重量 ：18*8.0 8.3kg/18*8.5 8.6kg

内径 ：420mm

内径 ：420mm

XG ：17*7.5 40mm/18*8.0 38mm（et35）

XG ：18*8.0 38mm/18*8.5 44.5mm（et35）

基础涂装 ：玄武黑、太空银、太空灰、珍珠白

基础涂装 ：玄武黑、太空银、太空灰、珍珠白

型号 ：FFP-RS102(SL)
尺寸 ：17*7.5/18*8.5
孔距 ：5x100-5x120（范围内均可定制）
偏距 ：25-45/25-45（范围内可定制）

CIDEP/ 狮特车身强化套件作为活跃于国内外各大汽
车运动赛事的汽车性能升级品牌，狮特不仅是众多车队
汽车升级首选，更是无数车主获得个性操控、体验完美
驾驭的不二之选。

TRIPLE S 新世代短弹簧以超越短弹簧为目标，不只是一
味求低，而希望能打造出最适合每台车的弹簧，让车主能
得到操控路感提升但却不失舒适的新世代弹簧。Triple S
的 3 个 S 的特色，Safe 安全 ( 抑制倾侧、过弯更安全 )、
Sport 运动 ( 提升操控、路感更清晰 )、Stable 稳定 ( 车
身降低、高速更稳定 )。Triple S 集合两种有点：舒适软 Q、
路感清晰、操控性提升、有效改善倾侧。

PROTEX R － 2
尺寸：780×410×375mm
容积：79L
净重：4.5kg
毛重：6.37kg
可选颜色：风度白、亮光黑、夏日橙

中心孔 ：73.1（可定制专车数据）
重量 ：17*7.5 7.2kg/18*8.5 7.8kg
内径 ：420mm
XG ：17*7.5 30.4mm /18*8.5 31.6mm（et35）

作为针对赛车手、汽车运动爱好者所开发的专业赛车装备，
PROTEX RACING 赛车拉杆箱拥有时尚靓丽的外观及专业出
色的内部空间设计。PC 材质和军工制作技术的结合，使得行李
箱拥有优秀的轻量化表现。超大的内部空间除了能收纳包括头
盔、赛服、赛车鞋等整套赛车装备外，
也能满足日常的出差旅行。

德国全动力（FullyPower）是专业汽车机油的典范，其采
用航空基础油多元醇酯，配合高 PAOs 全合成基础油，经
尖端科技精制而成，是新一代的全合成机油，特别适用于
欧美、日本等新款轿车、跑车使用，被包括斯巴鲁在内的
许多品牌指定为旗下产品专用润滑油。

基础涂装 ：玄武黑、太空银、太空灰、珍珠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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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d AMG GT 专用改装套件 --- 更威武
亚马逊 ECHO --- 说话都能操控汽车了
Wald 预发布了梅赛德斯 - AMG GT 一 Bodykit 改装套件。Wald

KICKER CXA600.1 车载功放 --- 小身材大能耐
千呼万唤始出来，KICKER 推出了 2016 新款 CX 系列功放，此系列产品亮点不仅仅是全新的外形、而是其强大的功率，最

黑色野牛奔驰 AMG GT 提供了运动型轿跑车的空气动力学改进。所有

对于喜欢高科技的人来说，汽车肯定也会颇具科技范儿。亚马逊

部件都是从高强度塑料或碳纤维构成。Wald 黑色野牛奔驰 AMG GT

Echo 的 Alexa 语音助手不仅能控制用户家中的智能家居设备，还能控

Bodykit 包括一个新的前扰流器，引进了新的空气动力学，并且开口较

制汽车——准确地说是宝马汽车。用户只需通过语音，就可以对宝马汽

低的前导流板。新的侧裙上增加空气动力学通风口。在后方，Wald 设

车“发号施令”
。包括从锁车门到检查油箱油量在内的各类任务，Alexa

计了与翼子板通风口和后扰流板相连的后扩散器，鸭翼也可用于前挡泥

都可以给用户助一臂之力。

板加装。

高可达 1800W ；小巧的体积令其可灵活安装 ；还可单独控制调节喇叭低音。CX 系列一共有六款全新产品，分别是 CXA300.1、
CXA600.1、CXA1200.1、CXA1800.1 单 声 道 功 放、CXA300.4 四 声 道 功 放 和 CXA600.5 五 声 道 功 放 ；目前 CXA300.1 和
CXA600.1已经可以在市面上寻觅到。

迪拜镶钻轮胎 --- 壕的世界你不懂
如果你认为镶钻手机是一个不必要的奢侈
时尚配饰，那镶满钻石的汽车轮胎 ? 还真有，总
部设在迪拜的一家公司发布了名为 Z 轮胎的创
意，他们以“精心挑选”钻石和 24 克的金箔，
轮胎设计制造在迪拜进行，运往意大利由工匠珠
宝商镶嵌，在此之后，轮胎回到迪拜镀上金箔，
所以据称这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汽车轮胎。估计车
价不到一定程度还不好意思用这轮胎呢。

索尼 XAV-AX100--- 大法出手，说有就有
在不购置新车的情况下，索尼的 XAV-AX100 车载汽车音响系统或许是你
体验安卓汽车或苹果 CarPlay 的最佳方式。XAV-AX100 的售价为 499.99 美元，
将于今年 11 月底上市。它配备有一块 6.4 英寸，800 x 480 分辨率的触摸屏，支
持 NFC、蓝牙、语音输入（用户还可以通过专用按钮触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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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品
BOSEbuild--- 让孩子给你的车 DIY 一个蓝牙音箱
专业音箱厂商 BOSE 正给蓝牙音箱这个有时保守的世界增添 DIY
元素，该公司推出了一款旨在向青少年展现电子设备神奇之处的套装。
SpeakerCube 是 BOSE 旗下新产品线 BOSEbuild 的第一款产品，具有
电子设备的所有元素，以及教孩子们如何亲自动手组装蓝牙音箱的详细说
明。Speaker Cube 还具有大量可定制元素，包括不同的彩灯和盖子，让
事情变得更有趣。另外，它自然还提供所有标准的蓝牙音箱功能，让孩子
亲手给你的车造一个 BOSE 蓝牙音箱吧。

Vorsteiner 奥迪轮毂 --- 极致轻量

普宙 BYRD“P 版”--- 仅在户外出没！
普宙折叠系 BYRD“P 版”终极飞行平台！自带 4K 相机，适配 GoPro、红外、
高清云台等，更是能轻松搭载索尼黑卡、阿尔法等系列微带，是户外出行航拍首选！
折叠的 BYRD 系列 P 版，具备防风扛雨抗压的强悍户外生存能力；
动力强劲，
29 分钟持久续航 ；强大搭载能力，最大起飞重量３.８ｋｇ，外形硬朗，黑色具质
感与野性，与 SUV 或各种车型完美匹配。而这一切，都可以折叠于一个小小的

最近大热的奥迪 S3 让 Vorsteiner 所发布的专用石墨轮毂成为抢手货。
该套轮毂采用流量锻造工艺，通过碳石墨与 Vorsteiner VFF-103 系列车轮
的结合锻造而成。19 寸大脚安装在奥迪引以为傲的性能车 S3 上感觉十分酷，
同时由于 V-FF103 轮毂采用锻造工艺，比传统的铸造轮毂减轻了 25％左右
重量，这对降低汽车簧下质量起到了极大帮助。

背包里携带，不要太便利！

Evatran 特斯拉无线充电套装 --- 第三方的逆袭
电动汽车充电设备厂商 Evatran 已准备开始给提前预订 Plugless 无线充电解决方案的特斯拉
Model S 车主发货了。Plugless 的充电速度约为 7.2kW，也就是说，充电一小时可提供 20 英里（约
合 32 公里）的续航，既可安装在车库内，也能在户外使用。 当前版本的 Plugless 无线充电板只支持
后轮驱动的特斯拉 Model S 车型，但 Evatran 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推出支持四驱的版本。

JVIN 聚影隐藏式行车记录仪 S3--- 你看不到我
这也许是全球最轻量化的夜视高清记录仪，具有星光级夜视、
破雨破雾的功能，关键时刻，为你还原真相！4.0 英寸 IPS 高清显
示屏 ；隐藏式无损安装 ；ABS 复合材料，轻便安全 ；高清 1080P

GoTenna 移动小基站 --- 别抓我，我不是伪基站

前后双录 ；宽度大广角镜头 ；镜头可上下 90 度旋转 ；G-SENSOR
重力感应 ；停车监控、无缝循环录影。反正最后来一句别以为我拍
不到，那是因为你看不到我。

这款重 51 克的硬件，可以方便固定到背包上，其信号传输距离取决于用户所处地形。建筑物阻挡时 GoTenna 的传输距离有约 804 米，野外环境下传
输距离可达 6. 到 8 公里，在一次充满电的情况下，GoTenna 可以发送 700 条信息。用户只需在手机中下载 GoTenna APP，然后将设备匹配移动端设备。
就可以在没有手机信号或者 WiFi 信号的环境下免费收发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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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缀

茶

大自然的默契

香
阳朔

浅尝广西六堡茶

黄姚

七仙峰

由于拒绝农药，一株株茶树上满是虫子咬过的痕迹。可唯独新长出来
的嫩芽完好无损

任务：
广西六堡茶探寻

六堡镇

广西茶文化之旅
茶，中国千年文化中独特的一支。这个神奇的东方树叶，早在远古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
贸易的重要部分，成为中国递给世界的重要名片。在各条纵横万里的茶马古道、丝绸之
路上，
商贾在他们驼队与马队的背囊中、
远航商船的货舱里，
茶叶从来就占据重要的份量。
在短短的几天里，步入广西，探寻这里与茶有关的那些事。它们也许鲜为人知，但我们
乐于发掘，茶文化其实深入中国人的骨髓，遍布中国的任何角落

路线：
深圳 - 苍梧 - 梧州 - 六堡 - 黄姚
天气：
烈日炎炎，万里无云（晴）

贺州
黄姚

策划执行 / 编辑部 文 / 樊金瑾、王戈 图 / 尹博崴

昭平

梧州
苍梧

里程：
513km
路况：
高速 60%、山路 20%、砂石 10%、其它 10%

六堡镇
深圳

梧州
苍梧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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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堡茶的兴起

阳朔

资料显示，六堡茶最初从湖南江华
道县，通过广西贺县八步传入广西，并
开始发展起来。明末清初，由于国内战
乱，加之马来西亚发现锡矿，两广之地
“下南洋”成为很普遍的现象。这些人
带到南洋的六堡茶，具有袪湿、通便、
调理肠胃等方面的功效，对于治疗初到
南洋之地遭遇的水土不服更是不可或
缺。当时甚至一度由此兴起了以茶易锡
的贸易。康熙年间，两广涌现了一批六
堡茶老字号，除东南亚地区之外，还将
茶叶贸易做到了一些欧洲国家。不过新
中国成立后，由于制作标准下降、传统
风味消失，六堡茶销量逐渐降低，被其
它名茶所取代。现在的六堡茶则在努力
复兴。

七仙峰

贺州
黄姚

夕阳下静静矗立的六堡茶厂，群山环绕，
昭平
郁郁葱葱，格外美丽

我

是一个北方的孩子，小时候家人口

何为六堡

中的茶，就是白开水。第一次真正
喝到泡的茶时，是在小小的白色瓷

夕阳下静静矗立的六堡茶厂，群山环绕，郁

杯里。在微黄清亮的茶汤里，一片嫩得像是刚从

郁葱葱，格外美丽。茶厂的负责人告诉我们，六

树上摘下来的小叶子上下微微荡漾，那么美，我

堡茶兴于清朝嘉庆年间，距今已有超过 150 年的

被迷住了。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
地处中原的家乡，

历史。翻查资料，会发现那只是它名列中国名茶的

很少产茶。以至于在我的心里，茶一直都是神奇

时间。而其兴起，则与明末清初的下南洋风潮不

的存在。

无关系。总之，它以特殊的槟榔香味而被列为全

听多了龙井、铁观音，或是毛尖、普洱，偶
然看到六堡茶名列中国十大名茶，很是好奇。

六堡镇

梧州

国名茶之一，享誉海内外。堡，原意为军事上防守
用的建筑物，在梧州当地是驻军编制。类似北京

在曲折蜿蜒的山路上驱车一个小时，终于在

的三里屯、王四营等地名，当地人以堡作为地名，

日暮时分到达了距离广西梧州市苍梧县 30 公里

其中五堡、六堡都产茶，又以六堡出产的茶更为浓、

的六堡乡六堡茶厂。

醇，遂称之为六堡茶。

苍梧
广州

绿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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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堡茶厂建成距今已经近百年，六堡是地名，
也是茶名，茶以地命名，地以茶闻名，相依相伴。

馈赠之物

绿缀

茶是大自然馈赠的礼物。走进茶山，仔细观
察这些茶树，不禁感叹造物的神奇。
六堡茶因所处林区溪流纵横，山清水秀，日

茶香

七仙峰
阳朔
香，更适合做黑茶，有槟榔的香味，耐于久藏，

照短，终年云雾缭绕，故其茶叶厚而大，昧浓而

越陈越好。除了有其他茶类共同具有的保健作用
外，六堡茶更具有消暑祛湿、明目清心、帮助消
化的功效。中国传统中有茶寿的说法，
把茶字拆开，
是一百零八，这也算是人们对茶保健功能的另一
种诠释。

贺州

食品安全备受关注的今天，茶的有机生产，
也是必然的趋势。六堡茶的茶树，不打农药，不
施化肥，靠着自然的天敌等物理方式，自然生长。
然而神奇的是，一株株茶树上满是虫子咬过的痕

黄姚

迹，唯独新长出的嫩芽，芽叶完整，清新嫩绿。
这大概就是人与自然的默契吧。

昭平

走进茶厂的茶室，温婉娴静的茶艺姑娘为我
们泡茶，她很认真地清洗茶具，洗茶、冲点、刮
沫、淋罐、烫杯、洒茶，每一道工序在她做来都
优美儒雅。
生茶汤色澄净，
微黄中泛着淡淡的绿色；
陈年的熟茶汤色红浓，黑褐光润。在温暖柔和的
灯光下，玻璃杯中的茶汤，格外晶莹。捧起杯子，

六堡镇

几缕轻烟散着温热，香气四溢，慢饮细啄，一股
茶香慢慢从鼻端沁到咽喉，齿颊留香。
暮色四合时，驱车离去，青砖绿瓦的六堡茶
厂，在苍山的环绕下，静静地诉说着茶厂近百年
的时光。

梧州

苍梧
一株株茶树上满是虫子咬过的痕迹，唯独新长出的
嫩芽，芽叶完整，清新嫩绿。这大概就是人与自然
的默契吧

茶寿
一百零八岁，因“茶”字的草字头即双“十”，
相加即“二十”，中间的“入”分开即为“八”；
底部的“木”即“十”和“八”，相加即“十八”。
中底部连在一起构成“八十八”，再加上字头
的“二十”，一共是“一百零八”，故称之茶
为一百零八岁。

广州

─黄姚古镇
周边景点─

内 300
多年。古镇
今已有一千
距
，
郁。
间
年
其
朝开宝
风格极 浓
，发祥于宋
黄姚的岭南
的漓江下游
苍翠
水乡韵味，
林
。
的
桂
戏
镇
西
嬉
古
广
童
南
于
江
水边，孩
栋，不同于
黄姚古镇位
。
石桥上，溪
瓦，飞檐画
着慢了下来
来。窗外的
院，青砖黛
景让心都跟
空气迎面吹
美
多间明清宅
的
世
新
绝
清
的
，
”
户
家
窗
人
开
、
推
水
上
流
、
早
。这“小桥
住在古镇，
，悠然闲坐
白发的老人
的古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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