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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

民间赛事之月
Tide of Trackdays

入行多年，似乎从来没有像刚刚过去的这个月这样密集地与民间赛事打交道：7月30日，广东国

际赛车场“阿童木杯”赛道日；8月5日-7日，上海天马赛车场“天马论驾”；8月16日-19日，海南三

亚中国国际雨林汽车越野挑战赛；8月19日-21日，北京金港赛车场“北方赛道嘉年华”。近日，还有

9月16-18日的珠海国际赛车场泛珠三角赛车节？？和9月30日-10月1日的广东国际赛车场风云战。这

些纯民间或带有相当民间色彩的赛事各有其特点，也都有着自己的问题。

无论天马论驾、北方赛道嘉年华、风云战还是泛珠，框架上都是密集的组合赛事加后场展览、

互动的模式。赛事的密集组合让赛道上始终保持发动机的轰鸣和紧凑的节奏，保持场内观众的兴奋感

和注意力。后场展览及互动区域则让人们在观看比赛之时还能找到与汽车生活有关的产品或玩乐的概

念。作为赛事主办方来说，后场区域除了同样能够起到带动人气的作用，还能带来不错的商机。一些

行内的厂商也同样可以在这里寻找到商机。三亚雨林赛则因为比赛场地无比泥泞而难以复制这种模

式，但可以提供别样的精彩和高观赏性的技能型比赛。

不过民间赛事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分组和规则的问题。如果明确严格如泛珠，则会让赛事趋于专

业化、官方化，增加初级玩家参加的门槛和成本；而如果像北方赛道嘉年华一样亲民，则要应付各种

不同类型的玩家和车辆，以及他们对规则提出的各种疑问。主办方需要在这里面寻找平衡。

在互动的部分，则其实可以做得更加丰富。现在我们看到的互动区域，大都是给玩家们提供更多

的玩车信息、改车部件及渠道。而无论是参赛的还是看比赛的，都可能是全家出动，老婆孩子七大姑

八大姨在这里度过一个特殊的家庭日。互动区域如果广泛地为这些家庭成员考虑，增加一些“亲子区

域”或“太太区域”，则可以让这部分观众的粘性更大，从而进一步保持人气、促进良性循环。作为

与马来西亚方合作的雨林赛来说，如何在这种国际合作中保持相对独立，做出适合中国玩家和观众的

特色赛事则是当务之急。

开头提到的那些民间赛事，其实还不是全部。现在只要车友们愿意，在大多数的周末都可以找到

玩车的活动，找到与“同道中人”交流的机会。这些赛事的活跃，也让不少原来可能开上街道飙车的

人找到更能进行“技术交流”的场所。每个月，都可以是民间赛事之月。

【文】 章懿哲

http://weibo.com/zhangyizhe

新浪微博：“@45 号章懿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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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

国内 Trackday 的未来
Trackday future...
最近去了两个特点非常鲜明的越野赛──三亚国际雨林挑战赛（请见本期相关专题报道）和环塔

拉力赛（请见下期相关专题报道）。之所以说特点鲜明，是因为一个是目前国内难度最大的慢爬式越

野赛，一个是目前国内距离最长的沙漠越野拉力赛；一个以马来西亚国际雨林挑战赛为蓝本，一个以

达喀尔拉力赛为模仿对象。

两个比赛的组织者都有着自己的理想，自然都是在中国打造相应领域的殿堂级赛事。但都有着自

己的困境。

三亚雨林赛完美地继承了大马赛事的DNA，因为从赛道设计到裁判，整个团队就是RFC的原班

人马。创始人陆大进和他的团队仅仅负责一些配合工作。在与陆先生的交谈中可以看出，他很希望能

够将雨林赛做成一个响当当的品牌。但在比赛过程中也可以看到，马方为了保持RFC品牌的纯正，掌

握了各个关键点，甚至连国际媒体邀请名单都由其提出，参赛高手也来自马来西亚。而其实在三亚雨

林赛的发展现阶段来说，根本没有到制造国际影响的时候。这样只不过是RFC方面利用三亚雨林赛在

为自己的品牌造势。造成的实际情况，却是中方举办赛事成本的增加和有限的收益。长远来说，这样

的局面对中方无利。三年的比赛已让陆先生花费巨资，却仍然受制于RFC。到头来RFC方面名利双

收，中国举办方却是竹篮打水。雨林赛有其特定的受众群体，只要运作恰当，也可以挖掘出其商业价

值和发展出路。RFC用十多年时间从马来西亚走向世界就是范例。但要做到这一点，中方需要像海绵

一样充分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和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模式，争取平等合作，建立双赢的平

台，同时打造真正属于中国的越野赛品牌。

环塔拉力赛立志打造“东方达喀尔”品牌，各个环节均以有着30多年历史的达喀尔拉力赛为模

仿对象。但是达喀尔是同样经历过最初的混乱，在发展中逐渐找到完善的模式。这种模式包含了深刻

的商业头脑、服务意识，整个系统得以高效的运转。尽管都是轮胎对抗沙漠的比赛，服务对象却不一

样；所处的大背景也不一样。别人成功的经验未必在中国就能服了水土。何况环塔的团队也没有亲自

观摩过达喀尔。在这种情况下，每年的比赛自然会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

我一直认为模仿无罪。但何妨在思路上向国家发改委学习一下：有时要与国际接轨，但也不能忘

了符合中国国情。外国品牌的汽车引进到中国生产，也要做许多本土化改变和试验。我们在模仿的同

时应该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和独立性，摸索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模式，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

【文】洪超强

http://weibo.com/superhung
新浪微博：小超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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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刚进入汽车专业媒体时全凭自己本身对汽车存有强烈的爱好进来了，在进过一段时间的工

作后，觉得兴趣已经慢慢的在减少更多的是对职业的一种专业态度。

在进入专业媒体时自己还是个玩车的车迷，无论是对原装车还是改装车都非常的热衷。进入媒体

也是因为可以测试不同的车型，这是我起初的一种单纯想法。在经过几个月的工作中发现自己对汽车

的了解有了更深的一成，渐渐地以爱好者转变为汽车行业的职业者。

改装车的测试主要是针对车辆的改装完整度，对原车的不足是否进行了改善。在测试当中往往改

装车会暴露出很多不如原装车的地方，这就是车主的选择与店家的误解。而改装车不单单是为了快，

还要考虑到耐久性。原装车出厂时厂家对车辆的耐久度做了严格的测试，在正常驾驶与保养下基本都

可以保持在20万公里的正常行驶。我相信在现在所有的改装店也做不到这点，所以在对车辆进行改装

后最主要是稳定。

在我看来改装车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为了比赛拿成绩的改装车，另一种是弥补原车不足的改装

车。在广大车友中不是人人都有钱买的起跑车，但是又想自己的车不比别人的慢，这时就需要对原装

车进行认真的了解。国内有很多车中很多是同款但是在马力、操控方面都不如国外车型，这点我们理

解为简配。但恰恰这种车就具有很高的改装潜力，在进行改装中可以移植或是参照国外高性能版车型

为蓝本进行改装。在这种情况下改装车来的车辆会走的更远，也是车友改装的正路。“稳定”才是改

装的基本道理，希望大家改车时保持一个冷静的心态。

卷首

转变

【文】纪银杰

Change

http://weibo.com/1233908193
新浪微博：高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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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加强改装车辆的检验，对于特殊改装车辆甚

至可以提出特殊要求的驾乘考核。在试点城市，

试点市场，试点商家中间，发挥行业协会的力

量，推广尝试改装的管理。其实，我们的4S店

早就在做改装的事情了，那些加价装饰，不就是

改装吗？牌照不是一样在上吗？只不过，改的不

是动力系统而已。

所以，改装界的同仁们还是要有信心，政

府不妨顺势而为，与其艰难打压，不如合理规

范，详细指出哪些部分可以改，改动上限是什

么。如果我国真的放宽汽车改装市场，那么，汽

车零部件供应商可以开始像整车企业一样，推广

自己的品牌；大量汽车维修服务机构将会迎来一

轮整合，开始光明正大地赚改装的钱；汽车改装

专业人才的培养将成为一个新热点，由此衍生的

汽车文化活动也将更为丰富多彩，我们将有和美

国、日本媲美的专业改装车展；热衷竞速的车主

也不必再担心无法驾驭烈马，无处驰骋了，因

为，那时会有专门的培训基地。

当然，如果想让汽车改装可持续发展，还

是要首先严格要求自己，摒弃不良驾驶习惯，

提高驾驶素质，尊重生命，让我们共同来创造

一个理性的改装环境，相信那时，中国的改装

已经有法可依，中国的改装业也步入良性发展

的轨道了。

只是个简单的区分，改装是个系统性工程，真正

的改装一定是内外兼顾的。即便是影音改装，也

有可能动到悬挂。

关于中国改装市场的经济价值，众说纷

纭，由于行业本身处于灰色地带，涉及的产品既

有汽车用品类，也有汽配类，尤其是高端产品多

为进口，且进口渠道也五花八门，所以在统计上

往往差异很大。但是，改装在中国存在巨大潜力

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无论政府法规存在多种限

制，但是依旧阻挡不住车迷们对于改装的热情。

美国的SEMA协会为此还专门派驻代表与中国政

府沟通对接，以争取一旦市场真正放开时，占有

先机。

然而，由于国家相应的产业规范和应用规

范迟迟没有出台，所以，中国的改装行业一直处

于一种不健康的发展状态。笔者本人一直觉得改

装好比路边摊，其实路边摊真的是很受大众欢迎

的，但是它不合法，城管一来就要抓，有趣的

是，城管走了，那些吃东西的人还是会端着碗继

续回到摊位边。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站在摊主

这边的。所以说市场的力量是强大的，否则，这

些吃的人，怎么就没有被食品卫生给吓倒呢？为

什么我们的车主就不怕把车改坏了，而毅然决然

的把车交到改装店里呢？食品安全和驾乘安全可

都是事关生命的大事啊。

人要吃饭，车要改装！需求是硬道理，因

此，我们需要理性地来看待改装这件事，首先，

车主要理性，不要为了自己的特立独行，而影响

社会交通安全，还是要找专业的改装，达到安

全、时尚、个性化的有效结合，和谐很重要，

毕竟路上不是只有自家一辆车。其次，改装商家

要理性，既不要做愤青，怨天尤人，更不要麻木

无意识，只靠忽悠加价来赚快钱，而不顾消费者

的利益，行业是需要群体自律和共同维护的。至

少不能让消费者和政府鄙视行业素质低下吧。最

后，政府应该疏导，以国外现成可行的经验为蓝

在赛车大潮中
成长

【文】 上海国际汽车城改装大世界  总经理      2011 中国上海改装车展组委会 (CAS)  执行主任    葛伟民

2010年，中国私人轿车保有量达到3443万

辆，很多家庭已经开始购买第二甚至第三辆车。

中国的汽车产业发展到今天，汽车文化呼之欲

出，在汽车文化范畴中，技术含量最高的非汽车

改装莫属。

一辆汽车买到手，即使是再豪华的车型，

车主也不可能对所有配置都满意，此时就带来了

改装的需求。有人改内饰和外观，有人改车轮、

刹车系统，更有甚者除了车架是原车的以外，其

他部分都被换掉。在欧美日等国家都有很详细的

改装法规，而且尺度很大。世界知名的汽车品牌

如奔驰、宝马、奥迪、大众、丰田、本田等都有

自己的改装品牌，其目的就是生产更高性能的汽

车产品。

但是汽车改装在中国仍然处于灰色地带，

在我国现行的法规中只有比较笼统的说法，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登记办法》第十条中规

定了改变车身颜色、更换发动机、更换车身或者

车架等几种情况需申请变更登记；第十五条中

规定了改变机动车的品牌、型号和发动机型号，

改变已登记的机动车外形和有关技术数据等几种

情况不予办理变更登记；第十六条中规定小型、

微型载客汽车加装前后防撞装置，增加机动车车

内装饰等几种情况不需要办理变更登记。《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中规定，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有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

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等几种行

为。这些条款传递出来的信息是政府正在重视并

关注汽车改装，改装的空间已经打开，但是中国

的改装之路还很漫长。

其实，对于汽车改装而言，绝大部分的车

主都是为了增强舒适性、动力性、经济性、安全

性，当然还要体现时尚和个性。真正为了飙车而

改车的人占比很小。一般来说，汽车改装涉及汽

车外装和车内改装两大领域，前者基本以提升性

能为主，后者基本以提升舒适度为主，当然，这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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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DMR
多功能行车记录仪

HKS 恒大正隆官方试车手 孙正

现在市面上的小型DV很多，但是能专门

针对车载使用的并不是很多，同时能记录一些

行车数据的又是少之又少，而HKS的DMR正是

功能优秀满足大多车友需求的行车记录仪。今

天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款很不错的集摄像和数

据采集于一身的行车记录仪：HKS DMR。

DMR是Direct Multi Recorder的简称。

即多功能行车记录仪。它是HKS 2011年推出

的重量级新产品。DMR内置了G值感应模块,

可以采集包括加/减速度,侧向离心力和高低落

差3种不同的数据。同时还配备有GPS,可以

跟Google Map联网采集行驶的道路数据等。

DMR内置1个摄像头并可外接1-3个外接摄像

头，其原配的8G高速SD卡,可连续高清录像72

小时。

DMR最主要的用途是在比赛中采集数据

（主要是视频及性能数字）。从初学者到职业

赛车手都适合使用。 通过两个摄像头,车手可以

同时收集到路面和车手驾驶动作的画面。正式

比赛也可以同时收集前后两个画面，方便车手

回顾并发现驾驶动作的差错。

专栏

通过DMR的G值感应器记录的数据（包

括速度、驾驶路线等），我们可以分析驾驶方

式，车辆调教等方面的问题。 在测试时通过G

值感应器数据可以轻松看出不同零部件所带来

的差别。同时同一台车不同的驾驶方式所导致

的区别也显而易见的，这些数据与视频相结合

分析，对改善驾驶技术更有作用。我在比赛中

就经常使用DMR达到提升驾驶技术的目的。

其实DMR也可用于平常的街道驾驶中。

除了可以记录驾驶路线（千万别被女朋友发现

这个功能），还可以记录下交通意外的前后过

程，轻松判定事故责任：DMR可以自动记录撞

车前30秒的数据以及画面。只要你插上车载电

源，DMR将出色地完成它的工作，而无需担心

电量不足等问题。

DMR无论是专业赛车还是平时驾驶都可

以用得着，强烈建议大家使用这个多功能行车

记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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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听许多行家或车友说某车快或是不

快，这个形容词有容乃大，涵盖很多很多，边

缘无限扩大而且方向又因人而异。到底怎么叫

快？驾驶的快感何来？

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探讨。我对汽车

“快”的感觉分为三种情况。

一种是瞬间超强加速度引起的快感。如果

落在直线，那就是发动机推动车辆急加速的能

力（说实话，即便大部分时候全力刹车的加速

度大于加速时的，但认为那很有快感的相信不

多）；如果落在地面，那就是车辆高超的攻弯

能力，能给身体体验到巨大的横向加速度；如

果落在3D，那还将包括飞跃后重力加速度全力

加持的结果。这是我最喜爱的快感，因为它相

对安全又能让我瞬间肾上腺素激射。

第二种是高速游弋的快感。当车速在250-

300km/h浮动（惭愧，鄙人暂时还未驾驶超过

300km/h的速度），那种旁物被迅速从眼前拉

到身后的视觉冲击，形成一条条光影，幻化成

脑皮层的梦境，如梦如痴。当然不安感也如影

随形，我胆小的心也在承受着高速带来的安全

恐惧以及警察叔叔带来的罚单恐惧。

第三种是在市区车流中穿插自如的快感。

不依靠马力的优势，而依靠自己对于交通状况

的正确预判，少刹车少轰油就可以顺利地超越

总编博客

前车。如行云流水，成为车流高手。但它同时

增加安全隐患、影响交通秩序。是种既危险又

无道德的行为，必将获得其他道路使用者的谴

责、诅咒和唾骂。

第二第三的快感我只是偶尔有之，副作用

太大了。于是安全、法律和道德上都相对合理

的第一快感理应是我们驾驶快感的主要来源。

为了环保，现在的新车已大不如前。电

子油门融化了脚踏板的冲动，涡轮增压引擎也

向自然进气的线性靠拢……尽管0-100km/h新

车永远都比旧款快，但激情消失了，能带来第

一快感的车渐行渐远。所以通过合理地把爱车

向赛车方向改装，让他在安全的赛道上竞速，

没有太多顾虑地尽情达到车人合一的境界，在

得到第一快感的同时还能同时得到部分第二第

三快感——这才是驾驶快感最理性的选择。我

从业经历中印象最深刻的乘坐是：狼花HKS 

EVO7在珠海赛道的加速以及罗比戈登驾驶的

达喀尔H3赛车在沙山上以100km/h侧向飞起。

他们都是赛车，完全为高性能而生的车辆。他

们发挥的地方是赛场而非街道——这是驾驶快

感最极致的来源。你尝试过驾驶赛车吗？你尝

试过进入赛道吗？“南中国超级赛道节（秋

季)”正是你的机会！

专业车志

       推荐栏是我们专业车志《性能车》杂志根据每间改装店铺的专业实力作出的能力评判，
评判决定是依据其所提供给我们作测试用的车辆改装情况而定出。亮灯代表其拥有该项改
装能力，灭灯则代表其不具备该项能力。 

经过两期的低调试行，《性能车》杂志从本期起正式推出改装商推荐栏。
该推荐栏意在简单明了向读者介绍改装车的打造者的经营范围和改装实
力。希望此举能为厂商、读者、玩家带来明确的指引，推动市场发展。

《性能车》推荐栏正式推出！

修理厂类别：
按该修理厂的国家分类级别划分，分
为一类、二类及三类，分别以图表内
的数字表示。

动力系统调校：
表示该厂是否具备动力系
统调校能力。

行车电脑调校：
表示该厂是否具备调校行
车电脑能力。

外观改装：
表示该厂是否拥有改装外
观的能力，如喷漆、车身空
气套件、贴纸等。

悬挂系统调校：
表示该厂是否具备悬挂系
统调校及改装能力，如四轮
定位、更换绞牙避震等。

内饰改造：
表示该厂拥有改造内饰的
能力，如换装座椅、更换内
饰等。

音响系统优化：
表示该厂拥有改造音响的
能力。

快感
【文】《性能车》总编辑  陈刚

http://weibo.com/jesonchen
微博：“@ 改装陈四驱刚”



视觉

奔驰SLR，昔日的奔驰顶级超跑。岁月不饶人，如今它

难免显出一丝疲态。但通过一身火红的装扮，以及HAMANN

的外衣使它容光焕发。

火与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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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视觉

许颖 Phoebe
身高：171cm
三围：34D-24-34
生日 : 2 月 3 日
兴趣：画画
参演电影：《一代宗师》、《喜爱夜蒲》、
《恋夏恋夏恋恋下》、《劲抽福禄寿》

中日混血模特儿许颖 Phoebe 去年
为葛民辉品牌 4A 作 ICON GIRL，
令她曝光率上升，今年更开始拍戏 ,
电影包括：《一代宗师》,《喜爱夜蒲》,

《恋夏恋夏恋恋下》,《劲抽福禄寿》。

早前于其参与之电影《喜爱夜蒲》更
与恭硕良有大胆演出。近日更因为裸
照事件及写真集宣传片一日内观看人
次太多 ( 超过 7 万人次 ) 被列为 18
禁而话题不断。

微博：
http://weibo.com/phoebedrea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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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车优柔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带有剧毒的竞

技专用引擎！

近日莲花宣布将在不久后的Pebble滩高雅物

品竞赛中正式推出Evora GTE道路版概念车。该

车将是一台真正的公路GTE赛车，外形上，它的

前脸线条咄咄逼人，充满了斗性，挡泥板上配备了

高性能超跑必备的通风口以提高刹车散热效率，车

尾更是配备了一个大小适宜的尾翼，它不但使得整

车外形更加动感协调同时也增加了高速时后轮的下

福特福克斯RS可以说是美国车中一款及其罕

见的高性能小车。是的，美国人并不喜欢这样的小

车，也不擅长于创造这样的小车。但是福特福克斯

RS却凭借着动感的外形，出色的性能以及多年来

在WRC赛场优异的表现同样成为了性能迷心中的

经典。并且通过两代以及多个款式的更新，它在全

世界的销量一直在越走越前！如今，下一代福克斯

RS也离我们不远了，该车预计在2014上市。

当然，对于下一代福特福克斯的具体细节我

们还不得而知。不过根据福特的C段线主任贡纳

尔.赫尔曼表示，下一代福克斯RS将会以崭新的面

貌与更高的性能与大家见面。同时为了适应欧洲市

场的需求，他们将为下一代福克斯RS配备一项特

殊的悬挂技术，以及更高的功率输出。

虽然目前的计划是再增加其马力，但是赫尔

曼并不会一味的增加其引擎的输出。因为很重要的

一点是福克斯RS是一台前驱车，相对于当前车型

的350匹再增加引擎马力只会让其操控性变得非常

糟糕。于是他们决定在该车后轴上增设一台电动机

来为整车增加额外的马力，预计该电动机能为该车

增加的30匹马力。

国人对面包车并不陌生，遍布全国的黄鱼车

大多都采用这个车型。如今大众也要生产一款现代

面包车了。

不少人可能知道大众在很久以前制造过一些

面包车，并且曾今的T1已是大家口中如同甲壳虫

一般所津津乐道的经典，但是在该车之后大众再也

没有生产过该车型。不过大众所打造的Bulli概念车

则让喜欢面包车的人又有了新的希望。最新报道

称，这款车型将会在2104年位于墨西哥的Puebla

工厂进行生产，除此之外还包括新甲壳虫车型。

  虽然该车被归为面包车（Microbus），但

是在造型方面它表现的十分潮流，并且也许了T1

福特是皮卡市场中的王者，而福特F150皮卡

则更是一个传奇。

记得今年早些时候发生过一件十分有趣的事

情，那就是福特公司控诉法拉利F1车队将其2011

款赛车命名为F150从而借其旗下传奇皮卡F150名

声做商业推广。听到这儿有些车迷笑了，一定会想

法拉利还用得着借你福特大名声吗？不过当你了解

过皮卡之后你肯定不敢对F150小视,因为它在这里

的地位绝对不亚于法拉利在F1在超跑中的地位！

因此这场官司最终福特胜诉了。

下面的数据会让你知道，F150在市场中的表

现就像它的前脸一样充满霸气！根据JD Power所

公布的七月份销售资料来看，二款搭载EcoBoost 

V6引擎的Ford F-150，贩售数字占所有V6货卡

车的79.5％，第二名Chevrolet Silverado仅有

12.1％，第三名GMC Sierra为4.0％，第四名

Dodge Ram为3.5％，第五名Toyota Tundra更是

只有0.9％，Nissan则没有推出V6动力系统的皮

卡。而这二款Ford F-150更是占了F-Series货卡

车七月份销售总量（49,104部）的40％，可见新

一代EcoBoost V6引擎的表现已经为消费大众所

快报

莲花 Evora GTE
道路版概念车公布

下一代福特福克斯 RS 预想

福特 F-150 V6 EcoBoost 独霸江山 

公路毒玫
美式左轮抢

Pick-up王者

EVORA GTE

压力。更值得一提的是该车还采用了极端的超轻量

级铝合金轮毂并搭配倍耐力 P-Zero Corsa高性能

车胎。

   该车动力来自一台专为竞技而开发的引

擎，输出马力超过420匹。它连接至一副连续手自

一体变速箱，这将确保该车将比Evora更加迅速！

接受。其中市场表现最佳的是3.5升V6双涡轮汽油

引擎，最大马力365hp，接着是3.7升V6自然进气

引擎，最大马力302hp，不论是在油耗上还是性能

上，它在同级车中没有任何对手。

F-150 V6 ECOBOOST

BULLI 2014

FOCUS RS

——大众 Bulli 2014 年上市

大众面包

的一些经典元素。不过动力方面原本预计的混合动

力却无法实现，为了保证动力需求大众最终决定搭

载传统的汽油引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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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高贵运动

诱人的柚子

还记得2009年底特律车展凯迪拉克曾推出过

一款名为Converj concept的概念车吗？在销声匿

迹两年之后又传出了它即将量产的消息。

2009年底特律车展上凯迪拉克曾经推出过的

一款名为Converj concept的概念车在当时令很多

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凯迪拉克在外观设计上一直

给人以稳重之感，而这款车外观上不仅完好的保留

了凯迪拉克家族特有的传统元素，更是突破禁锢，

用迷人的线条打造出了一番别样的动感，正所谓动

感的稳重。另一方面该车更是首次打破了凯迪拉克

一贯的以三个字母组合的命名方式。

不过从车展发表之后，凯迪拉克便没有再公

布有关这款车的任何讯息。正当人们觉得此车早

已胎死腹中之时，最近有消息传出：GM汽车似乎

已经确认会将这款概念车投入量产化的程序，并

且计画在2013或是2014年正式发表。这款车将以

Chevrolet Volt为基础设计，动力系统也采用了Volt

的plug-in hybrid系统。不过量产车型将轿跑车的标

准对该动力系统加以调整。

   

不久前我们就听说了一些有关CR-Z MUGEN 

RR的消息，这让很多人对这款车型极度期待。在

七月的Goodwood Festival of Speed??赛车节展

览活动上我们终于看到了它的真身，现在MUGEN

又放出了一些有关它的最新消息。

  　本田CR-Z MUGEN RR由日本M-TEC公

司所一手打造，正因为如此，此车尽管还未上市便

受到了许多本田迷的关注和追捧。如今MUGEN原

厂放出了一些有关此车的最新消息，该车外观以珍

珠橘色涂装为主，全车空力套件包括前后保杆、引

擎盖、车门、行李厢盖、尾翼等全部使用碳纤维材

质，搭配中置双出排气尾管、竞技版避震器、橘色

涂装四活塞煞车卡钳、18寸锻造铝圈等，整辆车

高调而不失协调。

  内饰的格调基本与外观一致，橘色的

MUGEN Alcantara真皮包覆赛车椅、门板，方向

盘上也采用橘色缝线。中控台上拥有可记录各项行

车数据、赛道单圈或充当GPS使用的多功能资讯

近几年Lexus相当积极的在经营F Sport这

个以运动化、性能化为诉求的系列产品，现在

CT200h也成了F Sport的对象。

雷克萨斯CT200h可说是Lexus Hybrid产品

线中的最新作品。它用它的尺寸保留了雷克萨斯作

为豪华品牌的高贵气质，用五门掀背的设计彰显

了它运动的本质。即便如此，CT200h憨实的外观

总让人觉得少了那么一份运动之感。如今F Sport

将为了朝向产品年轻化的目标发展，近几年Lexus

相当积极的在经营F Sport这个以运动化、性能化

为诉求的系列产品，而这次厂方也针对CT200h

这款车，特别推出了专属的F Sport运动化套件。

外观上F Sport为其更换了网状水箱护罩，17寸铝

合金轮圈和底盘金属前下护板，并且也提供了由F 

Sport所调校的运动化悬挂。而内饰方面F Sport则

提供了透气真皮方向盘、真皮排档头、铝合金脚踏

板、透气真皮座椅与金属饰板等配件。

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商在之前的法兰克福车展

上正式拖出了全新的绿色子品牌 BMW-I。

首先登场的是I3，该系列的第一台全电动

车。在超前城市概念车的基础上，这台新的城市巡

洋舰配备一台直接安装在后轴上的电动机。输出马

力170匹，扭矩250牛米。这使得该车能在4秒内

完成0-60KM/H加速，达到100KM/H也只需8秒左

右。

另一个要出场的是I8概念车，它是一台插电

式混合动力车，采用了与I3相同的电动机，但这次

BMW把它安装到了前轴。另外还配备了一台1.5L

涡轮增压3缸发动机，输出马力220匹扭矩300牛

米，它将用来驱动后轮。

快报

宝马 i8 i3 概念车透露
CT200h 专属 F Sport 套件

本田 CR-Z MUGEN RR
最新消息

Cadillac Converj
量产希望重燃

绿色未来

动感的稳重

I8的最高时速被电子限制在250KM/H。它

可纯电力持续行驶35公里。综合然后经济性达

3L/100公里。除此之外该车系除了动力总成和悬

架采用铝制结构保护外，其余部件均采用了碳纤维

增强塑料。 BMW i8 i3

CR-Z MUGEN

LEXUS CT200h

系统，并搭配碳纤维内装饰板、MUGEN排挡头。

  不过据MUGEN表示，此车尚未决定是否生

产，目前仅为概念车阶段，不过量产是必然的，想

要购买相关套件恐怕要再等等！

CADILLAC CONVE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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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成本超高性能跑车KTM X-bow在全球

的大热使得很多设计师以及车厂开始

考虑在该领域开发自己的产品。期间

也诞生了ATOM等优良作品，但是这些产品相较

于KTM大多都没什么突破。

不 过 最 近 来 自 荷 兰 的 设 计 师 S a b i n o 

L e e r e n t v e l d 双 手 开 始 发 热 。 这 位 设 计 过

Aston Martin V12 and BMW Nazca Homage 

prototypes的设计师有了全新的想法，并且它的这

一想法将与日本知名机车大厂川崎(Kawasaki)联

手实现。

该车长4427mm,高1017mm,宽2073mm,轴

距则为2710mm.而重量部分仅仅只有约500KG.而

动力输出的部分由于搭载双涡轮增压引擎的设计,

可压榨出可怕的770匹马力。并且透过设计渲染图

我们看到，ZX-770R 的外观同样可圈可点，流线

型的车身充满了科技感并散发着浓重的杀气。

如果这车能付诸于量产，那么它绝对是一个

突破，绝对是一个速度疯子的超级大玩具。

我
们之前就有报道过这部神似兰博基尼

的波兰跑车，如今厂方又公布这款车

在街上巡游的视频。看来离它正式发

售已经不远了。

从目前情况来看，这部车的完成度已经相当

高。没错，据厂方表示该车计划于2012年正式发

售。那么这款来自波兰的非主流超跑能否对传统超

跑品牌造成冲击？性能表现究竟如何？我们拭目以

待！

据了解，这款车的外形风格类似于兰博基

尼，不过从最新的图片上看来，它已经褪去大部分

兰博基尼的影子。此车采用了钢管底盘，全碳纤维

车身和前后分别为19/20英寸的轮毂。内饰采用了

快报

Arrinera 超跑街游曝光 325km/h 极速斯柯达明锐 RS

Morgan 预推电动车跑车

Kawasaki ZX-770R Concept

战机出街

超级大玩具

高档真皮包裹并配以适量碳纤维部件和铝制踏板。

  该车动力来自一具中置的6.2L增压V8发动

机。该发动机很可能来自雪佛兰克尔维特ZR1，它

将能产生638匹马力和819牛米的扭矩。该车预计

在2012年底在欧洲，中国，中东和美国上市。

ARRINERA

MORGAN

Octavia RS

KAWASAKI ZX-770R
CONCEPT 复古加新能源

诞
生于1909年的英国跑车厂Morgan，

最近正在研发一台名为Morgan +E电

动跑车，预期将在2012年亮相。虽然

动力总成采用了或许在久远的未来才能普及的电动

驱动，但是该车在外形想依旧很复古，整体风格就

像一台20实际初的老爷车，不过这就是Morgan车

最大的卖点，喜欢老爷车，有用户环境保护的人士

一定会对这款车爱不释手。除了先进的动力来源，

此部车辆将使用Aero Supersport的铝合金底盘。

而并动力总成的细节则是把原本的BMW 4.8升V8

引擎换掉，改由Zytek制作的电动马达和手排变速

箱取替，根据目前雏型车的数据，该车最大马力

94hp，最大扭力300Nm，所搭载的锂离子电池组

将整合于铝合金车体结构中。

Morgan作为一家小车厂，该车自然也离不

开很多零部件供应商的帮助。其中Radshape和

Zytek等二家英国厂商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前者负

责为此车开发专用铝合金底盘已超过一年，后者于

1997年就有高性能电动跑车问世，与Chrysler、

GM、Mercedes-Benz车厂都有密切合作，在竞

赛领域，Zytek开发Le Mans赛事使用的Hybrid系

统，连第一部配备KERS夺冠的F1赛车也有Zytek

参与，目前Zytek正在研发低成本KERS系统交给

Honda车队测试，预定在2012年的Super GT赛事

中使用。

不
管何种车厂都有种追求速度极限的欲

望，因为归根究底汽车诞生就是为了

用更高的速度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

斯柯达同样如此，为了达到自我的极限他们在六

月便推出一款经过重度改装的明锐Octavia RS，

前往美国参加盐湖城的Bonneville Speed Week

活动。虽然事先有报道称该车马力将达到600匹，

不过最终经过全车轻量化、重度改装的明锐马力

还是定格在了500匹。不过这已足以让大多数人傻

眼，为了压榨最大马力，涡轮本体换上超大号数

Garrett涡轮，燃烧竞技专用的高辛烷值汽油，同

时加上全热融胎、降低车身、空力套件等相关配套

措施，明锐也跑出了313km/h的速度。

虽然这样的成绩已经足以和一台F430媲美，

但是斯柯达原厂并不满意这样的表现，后来在经

过几次的调试，终于在第六次测试中，跑出了

325.33km/h的最快记录，这使它可以将一台法拉

利F430抛在身后。

狂风呼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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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宝诚M超
跑天马山打响

7
月27日日，由无锡宝诚主办，睿见传播

运营推广，JJ竞技赛车俱乐部承办，恒

泽堂、新交电、咏芝堂、明涌轮胎、嘉实

为
进一步提升普利司通卡客车轮胎旗下

第二品牌——风驰通（Firestone）的

在华影响力，丰富普利司通家族品牌

销售网络，普利司通（中国）决定将于今年下半年

在中国市场开设风驰通卡车轮胎专业店，为广大的

卡车消费者提供方便快捷的产品服务。

风驰通品牌创立于20世纪伊始的美国，是一

快报

普利司通
风驰通卡车轮
胎专业店即将
进驻中国

（2011年8月，美国纽约州）全球越野轮胎

大师固铂最新推出的Zeon RS3-A“驭行轮胎”日

前被美国最具公信力的消费产品评鉴机构——美国

《消费者报告》的评委一致评选为全天候超高性能

轮胎种类首选。

美 国 《 消 费 者 报 告 》 （ C o n s u m e r 

Reports）由美国消费者联盟（Consumers 

Union）主办出版，建造目的为“科学地折磨市面

上可以买到的所有商品，并且根据表现给它们打

分”。固铂驭行轮胎是一款刚推出的杰出性能的新

轮胎。

而驭行Zeon RS3-A在2011年的这次测试

则名列第一。这款轮胎搭载了固铂全新安全系统

--DAT动态盔甲科技，在保证优越四季性能的同

时，操控性能也得到完美体现。其中，符合花纹块

设计可以最大化地降低轮胎噪音，减少异常磨损，

提升使用寿命。同时也采用先进模具技术，提供大

固铂“驭行轮胎”夺冠全天候超高性能轮胎
的接地面积，使车辆更平稳，驱动感更强。

美国《消费者报告》的编辑在评价这款产品

时称：“此次驭行的出色表现是固铂公司一次巨大

的飞跃，它以卓越的干湿地抓地力与弯道稳定性征

服了我们。遗憾的是，固铂公司最近推出的另外一

款超高性能轮胎 Zeon RS3-S 驭动没有赶上这次

测试”。

Zeon RS3-S 驭动也是固铂超高性能轮胎家

族的最新成员，兼备了顶级抓地力与高速稳定性。

该胎面的胶料配方为干湿路面特别设计，应用方程

式高含量配方和高强度材料。非对称性花纹的优化

设计和4条较宽周向沟槽设计则为消费者提供高效

排水性能。而高强度中心Rib设计确保了超高速时

的中立感，“急”速操控反应更加灵敏与安稳。

据悉，固铂轮胎今年在华全资收购的江苏昆

山工厂将作为驭动、驭行两款高性能轮胎产品的全

球主要生产基地。

家富有革新性的轮胎产品企业。1916年，风驰通

率先发起了“用卡车运输”活动，首次开创了海岸

到海岸卡车运送货物的模式。随着多年来不断创新

与发展，风驰通品牌得到了全世界特别是欧美地区

消费者极大的认可与好评。1988年，普利司通斥

资收购了这个在全球拥有广泛生产线的企业，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轮胎和橡胶公司。

2007年4月，普利司通（中国）将风驰通品

牌引入中国卡客车轮胎市场，开始推行“多品牌战

略”。至2010年，风驰通产品在中国的销量实现

了两倍以上的增长。随着产品线的细化，普利司通

计划将于今年正式在国内开设风驰通卡车轮胎专业

店，并在今后会逐步扩大店铺数量，为中国的商用

车用户提供更加细致、高效、便捷的服务。

多、蝗家一号联合赞助的首届2011无锡宝诚M超

级跑车邀请赛本周在上海天马山赛车场打响，在全

球获奖无数，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赛车BMW M3是

本赛事的统一车型。届时，汽车之家、现代快报等

众多媒体将全程跟踪报道这一赛事，无锡电视台汽

车时代也将播出这场精彩的揭幕战赛事。

BMW M曾经是DTM首届赢家，传承了赛车

血统。2011无锡宝诚M超级跑车邀请赛，给所有

M车主提供了一个变身赛车手的机会。所有M3的

车主均可报名参加比赛，主办方在每个分站赛为

参赛的车主开设了赛车执照培训班，M3车主经过

培训后考取由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颁发场地赛车执

照。取得赛车执照的参赛选手将身穿赛车服驾驶

M3驰骋上海天马山赛车场专享赛车乐趣。2011无

锡宝诚M超级跑车邀请赛第二站于9月在上海天马

山举行，敬请关注！

2
011年8月10日，斯巴鲁汽车的制造商

——富士重工业株式会社（FHI）在东

京宣布，将于今年9月召开的第64届法

兰克福国际车展上面向全球发布一款全新车型

“SUBARU XV”（欧洲版）。这款新车型会在9

月13日上午9点30分的斯巴鲁媒体发布会上揭开神

秘面纱。

“SUBARU XV”是今年4月上海国际车展

上展出的概念车"SUBARU XV CONCEPT"的量

产车型，它定义了斯巴鲁新一代跨界车型的发展方

	 全新斯巴鲁	XV将在法兰克福车展全球首发
向。得益于跨界风格的车身轮廓与城市休闲的设计

感巧妙融合后的前卫外观，这一新车型的设计理念

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广泛好评。

在品牌口号“Confidence in Motion”的引

领下，斯巴鲁将秉承 “Engineering excellence”

（技术卓越）的承诺，赋予广大用户自信与信赖

感。而斯巴鲁旗下的每一款车型，都将继续传承

“Engineering excellence”的核心精神，为广大

使用者提供“愉悦与安心的驾驶感受”。

杜卡迪大连首家经销商正式开幕	

2
011年8月7日,杜卡迪在东北地区授权经销

商展厅于大连市金州区站前街道盛滨花园

B 区16 号楼首层正式开幕。

开幕仪式上，杜卡迪（中国）总经理麦晓刚

先生、杜卡迪（中国）经销商网络发展部总经理朱

梅女士和杜卡迪大连负责人李寿东先生共同为杜卡

迪大连展厅剪彩，并由麦晓刚先生向杜卡迪大连授

牌，随后并发表了讲话以及接受了媒体采访。 

杜卡迪大连此次带来了全系列产品，包

括车迷最喜爱的怪兽Monster 696、超级跑车

SBK1198，以及刚于3月末发布上市的Diavel 等

车款。开业当日吸引了大连及周边城市的众多摩托

发烧友前来捧场，零距离感受杜卡迪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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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报

在
昨天举行的2011年浙江省企业领袖峰

会上，浙江省企业联合会与浙江省企

业家协会联合发布了“浙江省百强企

业”和“十大领军企业”榜单，吉利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位列第4，获浙江省“百强企业”和“十大领

军企业”称号，吉利集团总裁杨健获浙江省“优秀

企业家”称号。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汽车行业

十强企业。1997年进入轿车领域以来，凭借灵活

的经营机制和持续的自主创新，取得了快速的发

展，至2009年资产总值已超过200亿元人民币，

连续八年进入中国企业500强, 连续五年进入中国

汽车行业十强，被评为首批国家“创新型企业”和

首批“国家汽车整车出口基地企业”，是“中国汽

车工业50年发展速度最快、成长最好”的企业。

吉利集团荣获浙江十大领军企业称号

2
011年8月10日，2011赛季POLO杯第

三站在上海天马山赛车场再燃战火，全

球第七大、同时也是成长最快的轮胎生

产制造商之一的韩泰轮胎，作为2011赛季POLO

杯独家轮胎赞助商，本站韩泰轮胎为所有车队换

上了与DTM（韩泰轮胎独家赞助的德国房车大师

赛）专供胎配方接近的半热熔轮胎 VENTUS TD 

(Z221)。其对称的花纹设计及胎面纵向凹槽，在

干湿地转弯时都有出色表现，提高了弯道的速度极

限，对于天马山“九曲十八弯”的赛道非常适用。

新款用胎的超高性能助力车手们征服了天马山高难

度赛道，以零故障的优异表现赢得了车手和教练的

高度评价。

韩泰轮胎自2009年起就独家赞助POLO杯，

至今已连续合作三年。通过积极投身大众化运动赛

事，韩泰轮胎拉近了中国百姓与赛车运动的距离、

让更多人感受到赛车运动的独特魅力，同时多年的

支持也培养出许多中国优秀的职业赛车手。

韩泰全新半热熔轮胎叱诧2011	POLO杯第三站

固特异创新技术
有望替代轮胎气泵

固
特异轮胎橡胶公司旗下的实验室正在

开发的一项全新的技术，该技术一旦

问世，为汽车轮胎手动充气的日子将

有可能一去不复返。

让轮胎始终保持适当的充气量不仅省去了检

查轮胎气压，以及寻找气泵和气压表的必要，还能

帮助汽车提高燃油效率。政府及行业研究结果显

示，无论您所驾驶的是普通乘用车还是商用卡车，

轮胎充气不足将会导致燃油里程减少2.5-3.3%。

适当的气压还有助于降低排放，延长轮胎的使用寿

命，增加安全性以及改善汽车性能。

固特异的全新胎压自控技术（AMT）将使轮

胎保持最佳的充气状态，无需采用额外的气泵或电

子装置。胎压自控技术系统包括微型泵在内的所有

组件，都将包裹在轮胎的内部。固特异并未透露此

项新技术究竟将于何时面世，但表示美国和欧盟政

府于近期提供的研究资金将会进一步加快整个研发

过程。今年7月，固特异成功获得卢森堡政府授予

的乘用车轮胎胎压自控技术系统提供的150万美元

研发基金，相关的研究工作将在固特异位于卢森堡

科尔马尔-贝尔格的创新中心进行。

近
日，在斯巴鲁中国有限公司的授权

下，斯巴鲁中国拉力车队正式委托

《专业车志》出版斯巴鲁高端客户杂

志——《呼啸》。该杂志以斯巴鲁中国拉力车队

为主体，内容涵盖车队征战中国拉力赛过程、车

手（其中包括著名80 后作家兼车手韩寒）比赛生

活、斯巴鲁车辆测试、斯巴鲁赛车介绍等范围，是

以赛车为切入点的高品位男性杂志。《呼啸》创刊

号将于 9 月正式出版。

斯巴鲁中国拉力车队是在斯巴鲁中国有限公

司的支持和帮助下，由深圳市汇成洋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建立并运营的。它代表斯巴鲁品牌参加中国汽

车拉力锦标赛，车队成绩名列前茅。

深圳市汇成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

投资经营汽车的大型企业，汇成洋是斯巴鲁汽车国

内第一家经销商。

 《专业车志》是以汽车、赛车以及改装等相

关内容为传播基础的媒体群。它 集杂志、网站及

新兴传播方式（如苹果APP ）的专业汽车及汽车

《呼啸》杂志即将出版
后市场传播功能为一身。目前公司媒体群拥有汽

车杂志《性能车》、赛车杂志《CTCC中国房车

锦标赛──赛车志》及网站（ www.procarcc ）

三个传播平台。其中网站又细分为原装车网站“型

车志”，赛车网站“赛车志”以及改装网站“改车

志”三个部分，这些均是在专业领域上最为出色的

媒体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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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华南国际汽车改装展将于2011年12月

9-11日在广州锦汉展览馆举行。本次改装车展继

续秉承首届展览的专业性、权威性和规模化等信

念，致力于成为泛珠三角地区以及全国范围内最具

特色的盛会。据主办方的工作人员表示，2011年

的展会将有新的亮点和内容为其增色，其中最大的

看点就是展会现场的“改装车评选大赛”，这个亮

点也是值得改装界的人士所期待的。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评选大赛，目的是为了

正确引导改装文化，让懂行的专业人士来评价，让

更多的现场消费者来参与，同时也可以提升展会

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本次评选分为三组：外观改装

组、内饰改装组和性能改装组，另外全场车辆均可

参加“最高人气奖”。评选车辆来自全国乃至世界

各地，真正代表了中国最专业的汽车改装交流和比

赛的水平。下面我们就这个“改装车评选大赛”的

一些话题采访了其中的一家参展商Gary Design昌

哥。

GARY是香港第一位纯手工喷画大师，对油

漆颜色及喷画都有几十年的经验，近几年在国内

设计的多款新奇独特概念车，深受业内的赞赏。

昌哥回答说道，“改装车评选大赛”是一个很好

的窗口，借鉴了semashow和东京改装展等成熟

展会的经验，学习国外的强项，打造中国自己的

Democar改装车，而不是只停留在买国外的改装

配件来安装，这样是比较初级的，也被国外专业人

士所轻视，技术水平永远止步不前；只有通过合理

有序的竞争，整个行业技术才能得到逐步提升，有

竞争才有发展。目前国内的改装还是比较乱，不是

很规范，通过这个“改装车评选大赛”来进行不同

程度的排名，让业内共同去推动改装行业的整体发

展，淘汰那些质量差的产品，自主开发中国自己的

品牌，提升中国汽车改装的技术含金量，此外通过

Democar参与的众多改装品牌，更是一次技术实

力的戮战，也是对供应商和零部件商一场集体的检

阅。改变大多数消费者对“改装”两个字的简单理

解，更是实力的体现和技术的保证。

“改装车评选大赛”的评选方式，是通过邀

请的全世界汽车改装行业的媒体和专家做为专业评

判和现场观众，以投票的方式来进行评选，突显大

赛的公正、公开、公信力和专业水准，通过媒体的

专业报道，来引导和吸引车主的个性消费。通过多

方面全方位的宣传推广，让“改装车评选大赛”成

为中国汽车改装车业角逐车坛的年度盛会，让全世

界的改装业界所瞩目，每年把开发打造Democar

作为乐趣，那是很好玩的，昌哥信心满满的解说也

让记者深有感触。

汽车改装的消费理念慢慢在一部分年轻的车

主当中形成，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对汽车改装行

业的推动和发展具有良性的循环作用，只是在打开

这一理想局面的目前，需要行业的同仁共同奋斗，

去促进建立和健全改装技术的行业标准，让改装能

够在安全和理性的消费中受到更多车主的青睐。

汽车改装行业的发展和汽车改装技术的发

展是相铺相成的，纵览发达国家的改装，如欧

洲，美国和日本等等，都是依靠自身的优势技

术，透过产品，销售到世界各地，这是值得广大

业内人士深思的课题，只有拥有了自己的独门武

器，才是取胜市场的关键法宝。

详细资料请登陆www.cartuning- expo.com

7
月28日，马来西亚著名车身加强件改装品

牌Ultra Racing市场总监ElsonTong来到威

乐斯汽车零件并接受了行业媒体的采访。

据Ultra Racing（以下简称UR）市场总监

ElsonTong表示，UR进入中国已有6个月，而这6

个月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在中国总代理威乐斯的

力推下，现在品牌的知名度已经有了一定范围的影

响力，而渠道的建立也正在逐步进行。

特别之处

在与UR市场总监ElsonTong的交谈中，他向

我们介绍了UR品牌最特别的是材料与设计。UR

一直以来以钢而不是铝合金作为强化件的主要材

料。通过试验和数据证明在相同的强度下，使用钢

材可比使用铝合金材料轻。而在相同的重量情况

下，UR的抗扭能力比铝合金材料强。另外，在钢

材的选择上是使用具有 JIS G 3141 SPCC SD和 

访 Ultra Racing 市场总监 ElsonTong

全面发力
JIS 3101 SS 400（日本标准）的钢材，并且进行

热浸镀锌处理，而且成品更涂有坚实的烤漆涂层，

所以不仅强度有保证而且也不必担心生锈的问题。

对于加强件在设计上不同与其他品牌的问题

上，ElsonTong表示，UR从顶吧到下底拉杆等部

件都是采用焊接方式直接定型生产出来。单从这点

可以看出硬度要强与其他产品，而且这样的设计优

点不单如此，采用螺栓固定链接的加强件（顶吧）

如果使用久了在车身长期接受变形压力的情况下，

连接的螺栓部位会有移位现像，效果就不如以前。

而UR则有效避免这这类问题。但UR也并不是要

奉行整个部件都要硬，因为这又不符合车辆的使用

状态。特别是当车辆出现碰撞时，所以UR在设计

开发的时候就预留了“脆弱点”这样在事故碰撞

中，车身变形量达到一定程度时“脆弱点”会自行

折断，保证了车身溃缩变形从而吸收冲撞力的功

能。不至于因为加强件进入车内对乘员造成伤害，

从设计上充分保证了乘员的安全。

本土化开发

对于中国市场的发展和车型开发问题上，

ElsonTong表示，UR非常注重产品在当地的适应

问题，在与深圳威乐斯合作后，通过威乐斯的信息

反馈，UR产品线的丰富和新品开发周期短的优势

立刻显现，在改装圈内逐渐形成口碑，市场占有率

也在节节攀升。另外，UR虽然是以进口的形式进

入中国，但UR经过前6个月的市场经营后，目前

正在逐步调整价格，希望能以更低的价格更好的服

务于中国车友。

最后，ElsonTong透露如果未来合作顺利和

市场前景的持续繁荣，Ultra Racing将会与威乐斯

深化合作，将在中国本土化的生产Ultra Racing产

品。届时对中国消费者来说将意味着更多的产品、

更多的服务与更多的实惠。

威乐斯负责人倪家伟与 Ultra Racing 市场总监 Elson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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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今年的泛珠三角超级赛车节夏季赛

中，我们在赛场中遇到了一个久违的

身影——alcon全球销售经理Benjamin 

Edwards先生，并对其进行了简短的采访。

Alcon作为一家专业生产刹车系统的英国公

司，于1984年由John Moore成立，总部设于英

国中部城市斯塔福德(STAFFORDSHIRE)，而格

时图则以过硬的技术得到的alcon厂家的首许成为

alcon中国市场的总代理。

关注赛事

Alcon全球销售经理Benjamin Edwards（以

下简称Edwards先生）现身国内赛场可谓非常少

见，他表示每年都会固定来两次中国，但时间却不

固定，而这次正好碰上国内人气民间赛事泛珠赛。

提及alcon对民间赛事和专业赛事的关注程度，

访 alcon 全球销售经理 Benjamin Edwards 正在积极筹备中的 CAS 开幕在即，业内不少行家也纷纷对 CAS 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

尊重赢市场 行家寄语CAS
Edwards先生说道：“Alcon在对两者的关注程度

都是一样的，重点都是要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技术以

及配套服务。”

互相信任

Alcon近年在中国市场的表现节节上升，

Edwards先生表示这得益于代理商格时图对市场

产品需求的了解以及成功的推广。“我们的强项是

产品，而格时图的强项则在于对中国市场的了解。

我们会根据格时图的要求把产品做到最好。格时图

对于我们更多是一个合作伙伴而不单纯是一个代理

商。我们之间是一个合作关系，大家是平等的，互

相信任和尊重。对于产品或者推广，我们会协商怎

么去做而不是要求格时图去怎么做，这也是为什么

alcon这几年在中国市场会这么快的壮大起来。”

尊重行业

当记者问道对于同类产品竞争对手的看法

时，Edwards先生表示，其实这些国际品牌都能

做出很好的产品。但是，每个品牌都会有自己的强

项，也许在某些方面都会有自己的过人之处，总

的来说，大家都能做出一流的产品。但就alcon来

说，alcon的灵活性会更强一点，对于市场要求的

反应速度会比它们快。比如在车型套装市场，特别

是中国市场通过格时图反馈的信息积极的做出反应

来调整产品及研发产品。

可以看到，alcon不仅对其合作伙伴赋予信

任，尊重的态度，对其竞争对手也恭敬有加。而

正是这种谦谨的态度，使得alcon能迅速的扩大市

场，同时也赢得更多消费者的信任。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副秘书长  王逢铃 

2011中国(上海) 国际汽

车升级及配套产品展览会暨

2011中国（上海）改装车展

是由国内汽车后市场三大行

业协会与国际汽车后市场协会团体以及地方政府共

同主办的一次改转业界的盛会。中国汽车维修行业

协会作为本届展会的主办方之一，将全力支持此届

展会并将本届展会打造成真正的国内外改装部品企

业、商家、消费者间的多元化商贸交流平台。

中国汽车用品联合会会

长   骆澜涛  
作为CAS展会的主办

方，中国汽车用品联合会 举

协会力量筹备本届展会，随

着汽车保有量的上升，汽车

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将会进一步加大，在市场条件

下应运而生的CAS展会是改装市场发展的需要。

本着规范改装行业，形成标准体系的目的，我们

邀请国内外汽车行业人士金秋十月共赴安亭，共

同见证本次盛会的召开。

全国工商联汽摩配用品
业商会常务副会长及制
造分会会长、中国瑞立

集团董事长   张晓平

2011中国（上海）国

际汽车升级及配套产品展

览会暨2011中国（上海）改装车展即将于金秋十

月盛大开展。作为主办方之一，我们的目标是把

CAS办成中国的SEMA展，以改装为龙头，以汽

车零部件和汽车用品为两翼，打造完整的汽车后市

场展示平台。中国瑞立集团作为展会投资方，必将

与行业同仁共同努力，全力支持推动这个目标的实

现。

澳德巴克斯集团最高顾
问 AAAL 日本汽车后市

场联盟会长  住野公一  
顾客是无国界的，一流

的品牌有能力提供国际性产

品和服务。日本业界要走出去，CAS是我们同中

国消费者和专业人士面对面交流的重要舞台，通

过沟通和交流，日本企业会积极参加本届CAS展

会，并在展会上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

上海国际汽车城（集团）

有限公司总监  单春荣 
CAS改装车展作为汽车

城十周年庆典最重要的主题活

动，我们将充分结合当地政府

资源给予支持和帮助。本届展

会将于十一黄金周期间盛大开展，与此同时汽车城

十周年庆典活动将同期举行。我们邀请所有爱好汽

车的朋友，十一黄金周到安亭来，参加这个节日盛

会，体验汽车城不一样的生活姿采和人文魅力。

上海国际汽车城东浩会
展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  

袁仁涛 

“2011中国（上海）国

际汽车升级及配套产品展览

会”暨“2011中国（上海）

改装车展”，是上海汽车会展中心年内举办的大型

专业展会之一。

世博集团上海国际汽车城东浩会展中心有限

公司作为本届展会的主办单位，一直关注并致力于

中国汽车的后市场领域，通过自办和引入，已成功

举办了4届上海进口汽车博览会，以及与汽车配套

的相关产品和零部件用品展览会。今年恰逢上海国

际汽车城的十周年庆典，值此，我们特为广大汽车

爱好者们奉献一个丰富多彩的中国汽车改装嘉年

华。

德 国M A H A - A I P 
GmbH&Co.KG 有 限 公

司总裁   克劳斯·勃格

作为全球领先的汽车检

测设备企业，马哈非常愿意

在中国推广并普及汽车性能

改装知识。2011中国上海改装车展是一个很好的平

台，马哈会积极参展，并同CAS组委会一起组织马

哈性能车检测活动。

DIXCEL 日 本 株
式会社社长    

井田雅彦先生

D I X C E L 是 最

早 进 入 中 国 的 日 本

企业之一，通过广泛参与各项赛事和各项发展，

DIXCEL已成为中国消费者较为熟知的日本品牌。

此次参加CAS展会，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进一

步推广品牌及产品，增强DIXCEL的影响力。

幸运读者赠票
CAS门票现已正式发售。为回馈忠实

读者，本刊特赠送CAS门票十张。请联系

本刊编辑部索取。先到先得！

格时图负责人许家泰与 alcon 全球销售经理 Benjamin Edwards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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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移人生路
全国玩车达人巡礼（四）之漂移人的故事
漂移——这种华丽的驾驶技术用其刺激眼球的车辆动作和刺鼻的轮胎味道征服了全世

界。这项运动也迅速在世界推广开，在国内“漂移”也早已经成了老少皆知的事物。但

国内漂移圈达人并不是人人皆知。他们已经为漂移这项运动做出了各自领域的成就。了

解他们的故事，感受漂移的魅力……

【策划】编辑部
【执行】李原庆，洪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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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漂移之路

说
起国内的漂移，最早可能要追溯到1985

年开始举办的港京拉力赛。就如同漂移在

全球的起源一样，漂移这项技术最早就是

拉力车手在地面抓地力极低的情况下，迫不得已采取

通过控制侧滑的方式过弯时诞生的。不过如今定义的

漂移运动早已从拉力中追求速度的漂移分离出来，成

为了一项独立的竞技运动，并且它讲究的不仅仅是速

度，还有角度，美观度等等。所以要说国内真正的漂

移运动起源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的港台地区。究其原

因一方面是因为当地的改装产业比大陆起步早的多，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深受邻国日本这个漂移天堂的影

响，造成港台漂移文化比内地早了起码有五、六年之

久。由于漂移本身对车的要求并不算太高所以当时港

台地区就有很多年轻人把一些日系FR（前置引擎后轮

驱动）车经过适度改装，在山路及宽阔的停车场上上

玩漂移，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他们也开始举行

一些小型比赛来互相交流切磋车技。

全民漂移时代到来

一开始即使是在台湾，漂移也只能算是一项小众

运动。然而到了2005年由于日本动漫改编电影《头文

字D》电影的出现，漂移一下子变得家喻户晓，所有人

都被电影中漂移的炫目场景所震撼。此电影一下子在

中国乃至世界掀起了一股漂移狂潮，甚至许多外行人

一谈起赛车就会联想起漂移。从此大陆地区许多人也

开始通过各种渠道购买FR车型来开展这项充满魅力的

相信很多不关心赛车的人也对漂移略知一二，甚至有人认为赛车就是漂

移，车手就是因为会漂移才叫车手。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漂移确实是

赛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也是一项极具乐趣的时尚玩车运动。

极速横走

【文】陈凌杭　【摄】专业车志

改装达人巡礼
企划

运动，这也让许多年迈的FR车型（例如日产A31等）

再次复活，成为了炙手可热的二手商品。随后经过一

两年时间的发展，中国漂移运动已经初具规模，国内

漂移爱好者开始去了解，学习D1，Formula D这样的

世界级漂移比赛，透过这两项分别在日本与美洲举行

的高水平赛事，他们开始明白漂移真正的精髓并且试

着去模仿。到了06及07年间，WDS（世界汽车飘移

系列赛）亚太漂移公开赛等国际漂移赛事纷纷在内地

举办。这些比赛让国内漂移车手与外国漂移车手交流

切磋车技的同时，也让国内的选手认识到自己无论在

自身技术水平还是改装技术都与世界顶尖车手存在巨

大差距。

慢慢发展的中国漂移运动

到现在为止，WDS等比赛在中国也举办了有些

年头，期间也举办过一些小规模漂移赛。中国的漂移

运动水平也正逐渐向世界靠拢，期间不乏产生了像张

少华，张盛钧这样的实力派选手，也有像飘行会创始

人王峰这样为发展中国漂移运动付出无数心血的人。

有些车手也开始走出国门，去日本，马来西亚等漂移

强国参加比赛并且取得不小的成就。不过从另一方面

看来,中国漂移的发展速度正在慢慢减慢甚至有遭遇瓶

颈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是国内在售的低价FR车型非

常稀少，无形中提高了广大漂移爱好者实现梦想的门

槛，真正适合漂移竞技车型更是少之又少，所以这是

发展中国漂移运动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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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冼烨湛 　【摄】专业车志

领衔主演
中国漂行会创始人王峰专访

中国飘行会在 04 年就开始成立，当初由于只

局限在东莞，所以起初的队名为“东莞改装车

会”。但经过 5年时间的迅速发展，飘行会现

已拥有会员 1万多名，漂移车手以及场地车手

有15名，并在08年正式改名为“中国漂行会”。

王
峰告诉记者，他最初是在05年的时候受到

头文字D卡通片的影响而爱上飘移运动，并

于06年12月香港第一次比赛中正式接触飘

移运动，初始由于在香港所以借了一部A31参赛。

06-08年是王峰参赛最密集的时期，总共获得

了6次漂移赛的冠军，参加各种漂移表演也多达几十

次。而从09年开始之后，王峰就正式推出赛场，转居

幕后，担起了推广漂移活动的重任。作为漂移的先行

者，他主要的目的就是把漂移推广出去，想人气多一

点，让更多的人去玩，并且也颇有成效， 

漂移人生
专访冠军漂移车手张少华

他是唯一一位头顶全国漂移赛总冠军及世界漂

移大奖赛冠军的漂移车手，他的名字叫张少

华……他不是一个天才，他只是一名努力型的

完美主义者。

【文】植仲颜　【摄】专业车志

在
成为一名漂移车手之前，张少华是一名拉

力车手。但任凭他对赛车有多么的热爱和

专注，他在全国拉力赛中投入了几年都没

有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直到2007年看了一场在国内

进行的世界漂移赛（WDS）后，他开始转行。

他来到惠州高性能俱乐部，在当时，只有这里可

以学习到漂移。虽然学习的只是很粗浅的技巧，但是

他的入门非常快。上课的第二天，他就马上买了一台

S14来练车。三个月后，他就开始了人生第一次的比

赛，也开始了他的漂移人生。他有很多传奇：每天早

上5点就起床练车；最疯狂时一次买下30万轮胎以备练

车；他击败日本D1车手夺得世界漂移赛冠军；他夺得

全国漂移系列赛所有分站冠军……

2010年，中国的漂移赛事有了一个顶峰的发

展，但迈进2011年，漂移赛又开始沉寂。张少华对此

有独到的分析，他认为漂移赛是个新生的事物，很精

彩但也很脆弱。它不像拉力赛，有多年的历史沉淀；

也不像房车赛，有众多厂商的赞助介入。漂移赛需要

被人认知起来，才能吸引到赞助商的支持。　

2011年的张少华与往年也有了一些转变，他得

到了赞助商的认可，接手了“中策朝阳轮胎”漂移车

队。目前他的车队有五台赛车，将会参加下半年的

全国漂移赛及世界漂移赛。他希望漂移赛能够继续开

拓，更希望出现更多的专业媒体报道漂移赛事，让更

多人喜欢上动感的漂移赛。

要成功的推广漂移，各种活动是必不可少的。由

于王峰的漂行会人多车多且人才辈出，因而也备受香

港电影拍摄组的青睐，一有需要拍车的电影他们都会

找到王峰，就连《线人》，《门徒》这样的经典香港

大片中都不乏“中国漂行会”成员的身影。

而现在王峰已从台上转变成一个幕后的角色，教

徒弟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对于自己以

后的目标以及对漂移的发展，王峰想让更多人认识中

国漂移的心仍是没有改变，“我觉得能把“中国漂行

会”壮大，全国都知道，那我就无怨无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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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漂移坚持下去
专访台湾地区漂移车手张盛钧

改装达人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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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一年前踏上漂移之路到夺得世界漂移系列赛的冠军车手，再到成为汽车厂商的试车教练。这

就是一位住在上海的台湾车手张盛钧。 【文】洪超强  【摄】专业车志

在
台湾省出生的张盛钧从小就对车非常痴

迷，2000年时，22岁的他在一次偶然的

机会中看完日本D1漂移比赛的光碟，就被

这种华丽的车辆操控所吸引。没过多久他便买了一台

RX7开始玩起漂移，那时在中国台湾地区这种漂移的

驾驶方式还是很新鲜的，许多人从来没见过。而张盛

钧和朋友们也因此成为了第一批开始玩漂移的人。

斐然的漂移战绩

为了更好的学习漂移技术，张盛钧在04-05年多次

前往日本实地考察学习。学成归来后，不仅继续参赛也

从此当起了漂移赛的裁判。随后他开始把目光瞄向了内

地，07年首次参加了东洋轮胎杯亚太漂移公开赛与世界

一线水平的日本D1车手同场竞技，在人生地不熟以及

车辆条件不足的情况下依然拿下了国内组冠军、黑马奖

以及国际组季军。也是在同年的北京与杭州的WDS世

界汽车漂移系列赛中，两次击败国际知名职业车手拿下

了世界冠军的殊荣。

华丽转身成试车教官

自从08年开始张盛钧便留在了上海，在大陆继续

他的漂移事业。而去年开始张盛均转身成为了车厂试车

教练。目前已经与路虎、英菲尼迪、大众、Min等厂家

拥有深度的合作。他认为作为漂移车手可以更好的表现

出车辆极限的同时又能安全把控。此外，张盛钧同时也

担任FDS超跑俱乐部的培训教官。去教会员们怎么体验

超跑，把超跑的性能和驾驶乐趣发挥出来虽然这些商业

活动看似和漂移没有关系，但张盛钧希望能把漂移运动

或者赛事结合到厂家的产品宣传点上。希望把漂移渗透

到更多的活动中去。

计划与目标

张盛钧今年将会代表上海SDT车队参加CDS漂移

赛。除了继续参与漂移赛事外，他也正积极寻求进入场

地赛。而另外一方面，成立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漂移培训

机构也是他的目标。将漂移运动发展壮大是他正在做的

也是未来会一直坚持的信念。

在今天，汽车漂移的运动盛行全球，这股

热潮甚至刮到了影视圈，催生出许多以漂

移为题材的动漫及电影。

大家都知道真车漂移是一门专业及技术性很高的赛车运动，当然

花费也是相当惊人的。由此就产生一个缩小比例的世界，那就是

遥控车。

【文】李原庆　【摄】专业车志

【文】曾镝丰　【摄】专业车志

热潮蔓延
专访台湾地区漂移车手张盛钧

模型也认真
小型化漂移

遥
控车用于漂移的一般为电车，主流漂移车

的比例为1:10。由于尺寸小，若使用后驱

方式漂移是相当困难的，由此遥控车漂移

均采用四轮驱动，通过修改传动系统使前后轮产生一

定的转数差，后轮转数比前轮高，从而达到做出反胎

漂移的目的。

别以为小小的遥控车是个玩具，那就错了，遥控

车可是五脏区全的；高低阻尼可调式绞牙避震，全部

悬挂可调式连杆，差速器，防倾杆等应有尽有。也许

有人会认为电动的遥控车速度很慢，其实这是大错特

错。现在一般的电动遥控车最高时速普遍都能达到60

公里每小时以上，并且在6秒内就能达到最高时速；教

快的车最高时速能超过100公里每小时，并且在3秒左

右就能完成0-100加速，其实力不容忽视。

目前在国内也有不少热衷于模型车漂移的玩家，

并且不定时的会举行漂移车比赛，与真实的漂移车运

动并无太大差异。

相
信许多80后的读者一定对《头文字D》这

部漫画如雷贯耳，其先后被拍成动画以及

电影，人气可谓十分高涨，作品里漂移赛

事的激烈场景不断被许多汽车爱好者耳目相传，并奉

为漂移题材影视中的经典，整部作品更是请来日本著

名的漂移车手土屋圭市进行全程监制，它甚至为日本

乃至全球的漂移运动起着良好的辅助宣传作用。除了

《头文字D》，你还可以在其它不少的影视作品中找到

有关漂移的情节，不论是《速度与激情》系列电影，

还是《极速60秒》等好莱坞大片中都不乏精彩的漂移

场景。

它作为一种充满技术与乐趣的汽车运动，其流行

不带有偶然性，从最初的日本山道飙车中盛行到今天

跃升为世界级的车辆赛事，其中的发展离不开狂热漂

移爱好者的大力推广，在各种影视中能发现漂移题材

的作品，这种运动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 www.procar.cc52 53| www.procar.cc



像阿童木一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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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车志》组队出征阿童木杯赛道日
玩车之人，都喜欢“飞车”的感觉。7月30日，阿童木机油邀请车友们前往广东国际赛

车场“飞车”，也邀请众多行家前往展示。虽然雷雨相伴，但现场气氛热烈如常，赛道

上的条件甚至因为大雨而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活动也因而更加精彩。

【文】章懿哲 洪超强 纪银杰 曾镝丰　【摄】邓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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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童木杯赛
道日记录

7
月30日，“阿童木”杯赛道日在广东

国际赛车场举行。这是一次纯民间的

车友赛道体验活动，为爱好者们提供

了一次很好的自我挑战的机会，同时为珠三角

地区的改装及周边相关商家创造了宣传、交流

的机会。

活动于30日清早便拉开帷幕。前一天已

经抵达GIC附近的车友、商家们早早地开始

在后场聚集。他们都是来自珠三角地区的爱

好者、改装店及行家。爱好者们报名下赛

道一试身手，改装店家及商家则利用pit房

展示自己的产品、形象。前者在玩车的同

时也能多了解市场情况，后者则一线接触

客户，同时同行之间也能加强交流。活

动当日，报名车辆达130台，商家也几

乎将一排pit房全部占满；加上前来观战的车友和助阵

的亲友，现场人声鼎沸，气氛热烈。

活动车辆按照排量、马力和改装程度被分为A、

B、C、D四个组别。活动规则和流程非常简单，即

上午进行各组别的自由练习，下午进行各组别的计时

玩车之人
，都喜欢

“飞车”
的感觉。

近日阿童
木机油邀

请车友们
前往广

东国际赛
车场“飞

车”。大
雨的到来

让活动具
有别样精

彩。

雨战GIC

竞赛，按所创造的最快圈速来排名。上午的自由练习

中一切顺利，车友们都玩得非常开心。然而从中午开

始，一场大雨不期而至，打乱了整个比赛节奏。能见

度的急剧降低和路面的湿滑让赛道不得已被封闭了一

个小时。而即使重新开始，赛车场也还是一直被中雨

所覆盖，让赛道上的车友保守很多，却仍然出了一些

连环撞车的事故，所幸没有人员受伤。

作为专业玩车媒体，《专业车志》也汇集了一

帮玩车的狂热分子。有这样的赛道机会自然不会放

过。《专业车志-性能车》执行副主编洪超强、《专

业车志》测试总监纪银杰、编辑曾镝丰分别驾驶夏利

2000、斯巴鲁翼豹和铃木雨燕组成颇具规模的“《专

业车志》车队”在赛道上一试身手！

像阿童木一样飞
企划

小
编有一个多年的好朋友，手上有一台每天

上下班代步的夏利2000（威姿三厢版）。

做着一份不错的朝九晚五IT业工作，找了

个贤惠体贴的女友，可以说生活过得有点小安逸。不

知是我们俩有共同的爱好还是受我影响，他对改装车

也颇为喜爱，平时开车更是颇为个性，常常一句“滨

河80风骚走位，宝马奔驰统统让位”以显示

他熟练的开车

技术。

前 段 时

间 改 了 避

震 、 轮

圈 、 轮 胎 后更是

信 心 爆 棚 的变本加厉。我常常和他说改车是

很严谨的工程，要科学的方法和综合的调试，告诫他

不要以为换了这些东西车子就强大了许多，调试很重

要。没有测试，你无法知道车子提升的程度。

下一盘棋
7月初，我得知消息月底将有一场TRACK 

DAY，而我刚刚经历完“南中国超级赛道节”的工

作，看着场上的参赛选手尽情玩乐，作为工作人员的

我是何等羡慕嫉妒恨，所以这场由“RS嘉多行阿童木

杯”主办的TRACK DAY我必是要去体验一番了。

报名后便开始准备车辆，大哥家里有一台基础

改装的飞度GD3，可大哥寻思片刻后便不同意使用此

车，原因是万一撞了好心疼，而我自己的那辆爱车完

全没改。无奈之后突然灵光一现，我觉得自己可以做

点有意义的事，我开始怂恿那位“IT精英”了，其实

我在“下一盘棋”。

请君入瓮
当我打电话表示希望他与我一起参加赛道日时，

他问用什么车去参赛,我告诉他用他的夏利2000如何。

他惊奇的提高音调：“用夏利2000参赛？”我告诉

他没错。他无语了，但经过我一番巧舌之后那夏利

2000“英勇献身”了。

确实！这样的怀疑换成是我也会提出的，这样

的怀疑正达到了我要的目的。他并不是一个吝啬之

人，他是对车的信心开始动摇了，这点正说明他还是

有常识的，一台只换了短弹簧和轮圈轮胎的车能有竞

争力的去征战赛道吗？还是上去游车河拿个倒数第一

呢？这些相信是他所疑问的，也是我要让他自己去找

的答案。

没想到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让我大跌眼镜。

他隔三差五的给我打电话报告车辆改进情况，从保养

到换刹车皮再到换各种零部件，然后信心十足的告诉

我车子没有问题了并且非常给力。我笑而不语，我知

道上了赛车场答案自然会明了。

比 赛 如 期举行，

答 案 也

即 将 揭

晓。果

然不出所料，在上午的练习赛中

车子便出现了动态不稳定，并有甩尾的现象，极限

容易突破更没有宽容度，可见后悬挂的短弹簧K数搭

配以及轮胎的选择等都有问题。在朋友经历了过弯

原地掉头的惊险后，他终于懂了。下来后即向我表

阿童木机油
日本漫画人物阿童木作为很多国人童年的记忆，

早已深入人心。而它同时也是日本已经经营多年的润滑

油品牌。它以较强的抗高温、高剪切力和优越的金属保

护性等性能为主要卖点，达到API国际机油规格顶级水

准的SM级别。目前，阿童木机油由广州市嘉多行贸易

有限公司作为广东省内代理商，同时与香港钱嘉乐的

“钱家班”达成合作伙伴关系，参与到后者的多项活动

及宣传中。

记携友共
战赛道日

我下了盘
棋

【文】洪超强 

示平时在街上开完全察觉不到，车子低了，开起来

硬了，就凭感觉认为操控就好了，上了赛场才知道

换个短弹簧原来没有想象的那样，车子的操控会有

这么奇怪的反应。

这次的比赛中或者这次的赛场测试，让他知道了

改车不是简单的拆下原装换上改装，而是需要测试需

要验证，究竟对还是不对，改装后达到预期效果了没

有这些需要思考的问题。我的目的达到了，他的答案

找到了，我的这盘棋算也下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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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一个专业汽车媒体人，赛道对我的诱惑

是非常大的，借助这次机会我可以开上自

己的爱车去参加广东国际赛车场的比赛。

进入赛道看多很多参赛选手都在积极准备自己的

车辆，而我也在做进一步的检查。为了参加这次的比

赛我花了半个月的时间调整自己的车辆，无论是从悬

挂还是动力都做了进一步的调整。练习赛时由于我所

驾驶的是涡轮车，机油及水温都偏高了。所以进行了3

圈的练习后就回到维修区了，回到维修区又进行了下

午比赛的准备。

计时赛开始时天空不作美下起了雨，比赛分为

A、B、C、D四组进行比赛，前两组在下雨的陪同下

也算是顺利地完成了计时赛。C组开始时天空下起了

大雨，大雨导致赛道上存在积水。在比赛开始没多久

就发生了严重的6车连环相撞，这次的意外导致了比赛

中断。意外的原因主要是大部分车手的采用全热熔胎

进行比赛，在赛道积水的情况下车速过快就会产生意

外。

在经过一小时的等待D组终于开始发车了，此时

我还在犹豫是否进行下午的计时赛。雨天路滑在赛道

上以180km/h的时速飞驰，心里还真有点虚。但是想

民间赛事的崛起
到既然来了还是去跑跑，看看自己在这条赛道究竟能

跑多少时间。比赛开始我一直在摸索车辆在雨中的极

限在哪里，在比赛中看到很多车由于速度过快而冲出

了赛道，我的心里还是觉得只要能够顺利完赛就心满

意足了。经过5圈的计时赛后看到指挥台上挥舞着格子

旗比赛结束了，回到维修区车辆的状态一切正常。当

时间表出来时我就在猜自己应该是5-6名的成绩，结果

我的成绩是1.58.778秒这个成绩其实还是不满意，不

过总算是顺利地完成了这次的比赛。

像阿童木一样飞
企划

作
为一个典型的车迷，我购入这台雨燕已有

两年的时间了，而改装也是在买车后不久

便开始了。也许有人认为赛道日活动只适

合改装车或者高性能车参加，其实并不如此，在赛道

上能很好的练习驾驶技术，对于日常驾驶出现危险状

况的时候，便能作出正确操控，让自己脱离危险。

现在也许有不少人已经发现，民间举办的赛道

日活动越来越多，甚至连续两周都有赛道日活动的状

况，可见现今车友们对于下赛道的渴望是有多么强

烈。这也能表现出现在的车友越来越重视安全，不会

再像以前那样在普通街道上飞车，危及自身及他人的

安全。

而这次能够参加赛道日活动我感到无比的兴奋，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上赛道比赛。而赛道上飞驰对车辆

本身的机械性能考验也是很有挑战性的，如发动机是

否会过热，刹车系统是否可靠有力等，也是必须要认

真检查的。而我也在上赛道以前为自己的车子作了全

面的检查，以确保在赛道时不会出问题，安全怎么也

是要摆在第一位。

而在本次赛道日活动中，也不时看到各各店家组

成的车队，他们一般都配有专业的技师以解决突然出

现的问题。而车友们的爱车改装也变得越来越专业，

早年下赛道日的车辆以使用普通运动性轮胎为主，而

如今则是专业的热熔胎为主流，甚至出现了赛事级的

光头胎。车辆的改装幅度大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像

升级刹车、避震、轮胎等改装已成为改装标准动作，

可见现在的车友们更多注重的是安全性。

这台1.5雨燕改装的重点在于操控上，动力无任

何改动。由于是日常用车，因此轮胎使用的是排水能

力较好的普通性能胎。在比赛过程中，由于轮胎的抓

地力实在无法与热熔胎相比，因此只作出了1分51秒

177的成绩。由于事前准备充分，雨燕没发生什么故

障，也没出现任何危险状况，在我看来这已经是相当

成功的了。

在日后我会将雨燕调校至更为理想的状态，继

续参加更多的赛道活动，用实际行动支持合法赛车，

在赛道上开得好才是真正的技术。做个负责任的驾驶

者，拒绝非法赛车。

雨中“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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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跑鞋加西装
上海通用君威 2.0T 七日试用报告

【文】梁晓明　【摄】尹博崴

【鸣谢】上海通用汽车 8008202020

君威 2.0T 很运动，但它很庄重，也有品味，是一款运动型商务行政座驾。

Sneaker
& Suit
Sneaker
& Suit
Sneaker
& S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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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一代君威与上一代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由一款纯正美国风味的轿车，摇身一变成

为拥有德国血统、跑格十足行政座驾。这

些在过往的试车已有描写，不再累述。下面，就本次

七日中期试用的情况谈一些体会。

跑格十足

君威2.0T的运动性受到广大媒体同行一致好评，

我也深表认同。刚性十足的车身，赋予驾驶者高速奔

跑信心，这一代君威让人情不自禁就忽略速度表的存

在。在高速上，稳定的底盘很容易让人觉得“怎么开

得这么慢”，往往一看速度表，早已经超过法定速度

上限。即使罔顾一切撒腿狂奔，哪怕速度高达140km/

h，甚至180km/h，甚至冲到200km/h……君威稳定的

表现也不容易让乘客感觉慌张。这当中也有风噪、路

噪较低的缘故。

充沛的动力也是君威跑车化的精神支柱。在

2500rpm以下，发动机的表现相当低调，只要转速提

升至3500rpm以上，涡轮增压明显已经准备就绪，

提升速度变得随心所欲。驾驶着这样一部车在车流中

穿梭，感觉莫名兴奋。一是因为它有逢车超车的能

力，二是因为它其貌不扬——中规中矩的外表深深隐

藏着它的杀伤力，如果不留心，或对车型没有研究，

你根本很难察觉它更大一寸的轮圈和小巧精致的带

“T”logo。这份感觉正如遇到穿着西装的刘翔一样，

随时从沉默不语的绅士变成冲刺劲将。

君威2.0T跑格十足的体现还有那桶形设计的座

椅，它将前排乘客牢固地锁定，带来几分赛车味道。

座垫和椅背虽未及上乘的日系车那般贴服亚洲人的体

形，却能提供合理的承托力，长时间乘坐也不会觉得

腰酸背痛。

测试

德味十足的底盘

这一代君威来自通用旗下的德国品牌欧宝，操控

感觉也德国味十足。悬挂传来的细碎震动让驾乘者清

晰感觉路面情况。细腻程度低于宝马3系，略高于奔驰

C级。有同事质疑路感是否过于清晰，以至于影响乘客

的舒适感。对此观点我比较认同，原因并非只来自于

乘客投诉，而是它的外形。一款稳重的外观是否应该

保留这份纯粹的操控感？我认为两者稍显不协调了。

然而如果忘记它长成什么样，光是置身驾驶座

单独攻弯，它不折不扣是一款精准好弯的快车。德系

底盘的厚重感有别于轻薄的日系车，充足的动力和敏

捷的传动响应性提供足够的乐趣。它绝对可以与操控

见长的宝马3系相提并论，只是一个是FF，另一个是

FR，特性不同罢了。

厚重的底盘质感让驾乘者得到牢固保护的安全

中控台设计科技感十足。六前速tiptronic变速箱行驶时换挡平顺。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动力十足。

内饰的做工和质感在同级车仲属上乘佳作。

红色的仪表盘指针无时不在挑逗你开快车的欲望。

座椅靠背上的 T 标志，既是点缀也是象征。富有张力的五幅轮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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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感，刹车的头段略微偏硬，中后段助力辅助刹车的

力度渐进变强。我认为这是刹车力度调校的最佳样

板，它让你很容易控制刹车力度，不容易出现点头

现象，乘客乘坐舒适性得到照顾，而在疾跑中只要

狠一些深踩刹车，它又能及时提供足够的制动力，

保你供弯无忧。

车厢质感一流

德系化的车型同样在车厢有所体现，真皮、按钮

的质感实实在在，触摸起来有种物有所值的感觉。尤

其是司机位置左手旁的电窗升降按钮，阻尼力度恰到

好处，回馈力度清晰沉实，夸张地说“每次按下车窗

均是一次享受”（当然是对比同级车型而言）。

我并非第一次试驾君威，但每次始终提不起兴致

去使用原车提供的GPS，宁愿掏出手机看着细小的屏

幕寻找方向。原因自然是操作过于复杂繁琐，需要花

费很多心神。

此外，对于中控台的按钮布置也需代表读者来投

诉一番：按钮过于密集凌乱。我宁愿专心在前方的弯

角上，情愿不去享受众多高档豪华的配置。有趣的是

几天的试用之后，也能在行驶中很自然地找到诸如空

调风量大小、收音波段等开关，想来君威的车主日久

也会习惯的。

作为君威的七天车主，期间也曾用它接待过宾

客。坐过后座的乘客大都表示新君威车厢级别不低，

行政气氛不错，只是腿部空间和头部略显不够宽裕。

很多人都问：“咦，上海通用没有出加长版吗？”看

来中国的消费者都被德系几大品牌给“宠坏了”，但

这正是中国市场的需求，哪怕这会导致其运动性能略

微降低。

后记

试驾周期跨越周末，当我邀请一家大小上车

外出时，感觉却与数日前开着它去商务会谈相去甚

远。尾箱容积偏小是一个问题，再加上打开不够角

度的尾厢盖，令婴儿车很难顺手安放。随后，家人

从后排传来眩晕的抱怨，我知道这是东方人不适应

德系车的通病，也与车窗门沿较高有关，造成他们

视野不够开阔。

君威的车厢很遗憾不能提供家庭的温馨感，它的

定位原本就没有兼顾这一方面。但它却很称职地担当

起行政座驾的用途。稳重而又大气的外形，极富质感

的车厢，迎宾接送绝对不失派头，更何况它还有足够

的实力供你在工作之余稍微撒野，卖点鲜明，个性十

足。哪怕你不需要君威为你争一分面子，只是提供高

品质的驾控和乘坐服务，它也值回票价。

君威一改多年的形象，不再是慵懒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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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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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同型号的Q5已经满街跑的时候，我们却来做

媒体测试？相信众多的车主对它的好坏早已自有评

价，但Q5有着独有的特性，与其他的奥迪有所不同，

值得我们再次品味。

动力细味

作为《专业车志》、《性能车》的读者，我相

信对车辆的驾驶性能都颇有追求的，所以当厂家问我

是要7速双离合变速箱的Q5还是要新出的8速手自一

体的车型时，我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理由很简

单，Q5在2011年中开始主推8速手自一体，无非是

要向本身潜在客户需求和竞争对手的影响做的妥协。

从第6到第8挡，均是齿比小于1的超速挡，以多一个

超速挡的代价达到极度省油的目的，当然这多少能

弥补不再是双离合器下，可能增加的些许油耗……

在油耗方面两者或许打成平手，但8速手自一体的

Tiptronic将带来更为优秀的换挡平顺性，Q5的舒适

度将大为提高。而在“动力性”和“舒适性”之间，

我们的倾向性已从选车时摆明。TSI+DSG(奥迪称其

为Stronic)曾是Q5的主要卖点，如今它被市场渐渐远

离，却依然是我们的首选。

城市里走走停停，真不是Stronic所擅长的，抬起

刹车后还需要稍加油门车子才会起步，需要切线插位

等动作时，电脑判断接上离合有时差，离合结合后转

速在2000rpm以上了，此时扭矩的又显得较大。右脚

因此要在油门和刹车之间来回准备，Q5的动力传递和

前两挡的交替因此显得大有改善空间……无妨，它所

擅长的是中速以上的快跑。

高速公路上，你会爱上这台Q5的感觉，缓踩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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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门它含着一口气线性地慢慢呼出，在2000rpm至自动

跳挡前，扭矩如3L的发动机，谈不上浓妆艳抹但却比

同排量涡轮发动机的唇彩来得更为浓重。有趣的是，

如果你是擅长中途加速超车，Stronic换挡的干脆让你

瞬间兴奋，没有传统自动挡的迟疑和温柔，有的就是

双离合的直接了当。再加上瞬间狠踩油门下，涡轮的

迅速介入，增压值瞬间猛增的涡轮迟滞效果，让Q5比

大排量自然进气车更有激情的潜能。近两吨的车重有

如斯表现堪称泼辣，犹如LADY GA GA那样却不是麦

当娜的那种放荡……

跑山路同样是Q5所擅长的，动力是绰绰有余。

只可惜即便挂入S运动模式，运算逻辑依然不够激情，

仅比D挡积极20%的升挡转速，电脑还是稍微保守地

希望利用不差的低扭做更多的事，而不是轻易地用高

转速说事。改用手动换挡就不同啦，保持发动机转速

在4000rpm左右，动力随传随到，当然更重要的是随

传随去，这一特性配合四驱系统能充分地弥补原配轮

胎极限不高的问题。同时那套米其林PP2的渐进性也

让Q5的山路驾驶拥有更多的预知感。

奥迪驾驶模式

Q5上最能体现奥迪气质的莫过于“奥迪驾驶模

式”的功能，高科技呀！这套系统预设了三种模式：

舒适、自动、运动。还另设有自主模式，可让车主根

据自己的需求分别对转向、悬挂、变速箱换挡特性在

舒适、自动、运动三种模式下进行独立选择。听起来

很复杂？没什么大不了，无非就是排列组合，算下来

共有30种选择模式，撇除重叠的选项共有27种独立模

式……我坚定地相信，你成为车主的头一年一定会兴

激烈驾驶之下，油耗大概是这样的水平，已经相当不错了。

个人非常喜欢这种没有上亮面清漆的木饰板，显档次又不庸俗。

电子手刹与运动性能无关，但却是必不可少的“豪”装置。

这套变速箱没有单独的 S 挡开关，而把这个功能直

接与“奥迪驾驶模式”融合。

奥迪驾驶模式”的三个基本模式可在中控台下部的按

钮实现转换。

后座的承托力不错，但尽管有独立出风口，但在烈

日之下，乘客还是容易被热出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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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奋地研究和体会这些组合的细微差异，然而一年过后

归于平淡，自动模式（正如只用D挡）走天下一样！

实际上在日常驾驶中，Q5最极端的两个模式

的驾驶差异并不是特别的大，悬挂的硬度在10%左

右变化（只有在明显的烂路上才容易察觉）、方向

盘的感觉几乎没有、变速箱倒是能明显地用上S挡

拉高转速（因此这套变速箱没有设置专门的S挡按

钮），但由于是7速设定，除了发动机噪音稍大、转

速表指针稍高外，仅凭换挡冲击力你是难以体会个

中的舒适度差别。

但如果是激烈的驾驶，“奥迪驾驶模式”的效果

就显而易见了。运动模式下方向盘阻力明显加大，路

感谈不上跟着增多，但确实给予更扎实的驾驶感。在

车身与弯道缠斗过程中，驾驶者也能身同感受。同时

如前所说，悬挂的硬度在运动模式下变硬约10%，可

以非常明显地抑制侧倾，不过操控节奏因此变快，轮

胎显现些许的不适应——更容易响胎侧滑。

快跑运动气质

这次试驾Q5的重点在于性能，当车上坐四人

并行李满当之时，它依然能在120km/h轻松超速

（车），而且非常愿意用2000rpm左右的转速达到加

速目的，很显然它的低扭盈余不少。而奥迪惯有的方

向盘较飘的特性正好让长途高速驾驶变得轻松。

山路上驾驶，Q5表现出得体的灵活。上山时低

扭不再管用，唯有拉高转速下它的提速也还算满意。

而下盘功夫在运动模式下大有轿车的风范，ESP的

介入态度谨慎，因此保有了相当的操控乐趣。而即便

关闭ESP，仅凭Q5的原始底子也有不错的稳定性，

极限状态下甚至表现出些许的转向过度，这是我喜欢

的类型。

2.0T 7前速Stronic的Q5有着相当厚实的底子

应付操控的高要求，它拥有快跑的运动气质，所以你

也应该用宽容的心态接纳它起步及慢速时动力衔接的

尴尬。

235/55 R19 的米其林 PP2 轮胎与 Q5 的配合还是不错的。

2.0T FSI 发动机的扭矩如 3L 的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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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致 206 改装试驾

法国的造车理念相较其它国家而言，总是夹带些许浪漫风情的

设计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正因其特立独行的特点，使得标

致这个来自欧洲西部的法兰西品牌充满着难以复刻的品牌精髓。

206 作为标致曾经的一款经典
A0 级车，对它进行一番精心改

装后能否重焕光彩？

灵动高卢狮
2

06是标致在98年间推出的经典车款。遥想当

年，它除了在城市中表现出了游刃有余的驾驶

乐趣外，标致还将其改造成了一位“赛事明

星”，久经WRC赛事洗礼且战绩不俗。正因如此，

在无数车迷间它有着上佳的口碑。今天我们请来了一

位对速度天生就没有免疫力的热血车主，他这台黑色

206经过了一番精心修整后，我满是期待它的真正表

现……

灵动之气

高挑上扬的头灯，短小精悍的车身，以及那彷如

雄狮尾巴般高高耸立的尾翼，组成了眼前这辆酷劲十

足的黑色标致206。在竞争激烈的A0级小车市场中，

有人喜欢充满质感的大众POLO，有人喜欢实用经济

的本田飞度，但能喜欢标致206充满灵动之气的人着实

不多。这台206除了尾翼之外，外观并未作出更改，只

是对原本塑料观感的包围材质喷涂上了与车身同色的

黑色车漆 。四个古铜色的16寸哑光十字轮圈与这类小

车搭配起来也显得十分得体，不会给人突兀之感。

表里不一

我抚摸着这头仿佛随时要窜出去的小雄狮，缓

缓坐上驾驶座想对它更进一步的了解。鉴于其外观较

为原装的特性，它的内饰可谓反差十分之大。当系上

四点安全带后，发觉此时的自己已被桶椅包裹的动弹

不得，问过车主才知晓这辆车原来是专门为比赛而改

装，打算用它征战国内的许多赛道节赛事，所以车内

后排座椅已经被完全拆除干净！粗壮的两幅赛车方向

盘以及中控面板大幅覆盖的碳纤饰件，无一不体现了

其赛车之作风！。

雄狮觉醒

这台将近150ps马力的2.0L发动机完全移植自国

外版本的标致206 GTi，对应车身重量仅一吨出头的

它来说，足够应付街道的驰骋，不过倘若下赛道，车

主则对它不甚满意，在下一步的改装计划中期望能购

买到206 GTi 180特别版的180ps马力发动机。到那时

候，这台小狮子估计会更加凶猛。在下着小雨的街道

上我试图感受这台小雄狮的脾性，它的离合结合点十

分低，轻轻抬起离合给点油门，车辆便轻巧的离去。

此外换挡动作略显拖沓，缘由是档位行程偏长且不够

清晰。在下着小雨的湿滑路面上，我的驾驶风格十分

温柔，每当2500rpm左右便升档，此时的它仿佛一只

睡眼惺忪的小狮子，并不能给你足够的激情，可说是

十分不给力。难道这就是它的真实脾性？绝对不是。

在一段车少路宽的道路上，我尝试拉高转速，此时的

它竟然突然发力！转速持续攀高至4000rpm后，本来

低沉慵懒的排气声被高亢洪亮的音色所取代！你能感

受到4000rpm仿佛是个临界点，超过这个界限，它便

被你的油门所惊醒，给予你充分的乐趣回馈！这股推

背感虽然称不上劲爆，但足以令你大呼爽快。你甚至

忘却这是一台自然吸气的2.0L小车，误以为自己在驾

【文】李原庆　【摄】黄捷　

【鸣谢】自由者改装 13603066711

测试

专业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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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一台涡轮车！原来这台小狮子的力量并不如你所想

般羸弱，你必须催促它直攀高峰。

法国多山路的地理环境促使了当地人造车时对底

盘的重视程度，他们擅于用最简单的悬挂形式调校出

操控能力不俗的动态表现，这台前麦佛逊后纵向横摆

臂悬挂的206也是如此，你在弯道中便能感受一二。

配合较短的轴距，它表现出的灵巧性十分讨喜，在各

种弯道中均十分乐意跟随你的指向，虽然这套台湾产

32段软硬可调的避震在弯道中表现一般，但鉴于标致

的底盘调教功力，你依然能够清楚的知道极限何时到

来，不会让你手忙脚乱。

测试

黑色小狮子停在路旁，高耸的尾翼仿佛在宣扬自己的实力。 前刹车卡钳为保时捷 911 原装件，配合 285mm 的碟片力

度足够。

后刹车从鼓刹改为碟刹，尺寸为 280mm，你会发现它多

了一个刹车卡钳，被液压手刹所控制。

车主增加液压手刹装备，据称他偶尔兴起也会用它玩玩手刹调头。

车主换装了亲自制作的新机脚胶，让发动机的震动降到最低幅，有

利于发动机动力的平稳输出。

由于车主换装了发动机，因此电脑调校也要相应作出调整，之前

6300 转断油的特性被更改为 7000 转。

B 柱下方隐藏了一条顶吧，后排座椅也被完全拆除。旁边放着赛车

必备的灭火器。

车主换装了飞龙 N 组的中尾段排气，低扭的损失换取了高转的爽朗。这套 32 段软硬可调避震是台湾的一间避震厂商赠与车主进行

测试的，其表现还算令人满意。

后桥完全流用 206 GTi 和 206CC 配件，为车身动态响应作出贡献。

发动机舱内十分简洁，除了加大水箱，加装狮特顶吧和冬菇头之外，最显眼的便是一句将近 150ps 马力的 2.0L 发动机，它完全

移植自国外版本的标致 206 GTi。

整装待发

车主平时另有一台舒适的代步车，所以这台标致

206则打造成了一台“赛道日”的玩物，我与它进行了

一场速度对话后，对它有了整体全面的认识。从车主

与亲力亲为的改装态度看来，它是一部成功的改装作

品，你不能用大马力的暴躁机器与之相比，因为这不

是它的脾性。我深信它已经做好准备，为下一场赛道

日的比赛整装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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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如本文导语中所提及，这台车的外观相当

之原装，加之银色车漆的影响，在街上受

关注率绝对不会高。正是因为如此的不受

关注，因此也许没人发现这是一个3.0排量再加上HKS

机械增压套件的凶悍怪兽。

原装中的改装

这台锐志若是从正面看过去，唯一不同之处就是

明显比其它原装的锐志都要偏低。除此以外根本就是

一个原装模样，HKS机械增压套件将所有的管路都很

好的隐藏了，单单从外观难觅机械增压的痕迹。走过

侧面才会发现一套19寸的WORK SC1装在其上，为这

台锐志增添不少运动气息。再将车身适当的降低后，

视觉效果已经相当理想。内饰则只加装了一个DEFI增

压表及DAD香水座，及做了全车的隔音工程，其余部

分找不到任何改装部件。

凶猛机器

这台锐志的升级重点无疑都是在看不见的地方，

因此在动力方面是绝对需要升级的。此车在购买回来

时是3.0排量，相对于2.5排量的锐志在动力上已经是

略胜一筹了，也可以满足一般驾驶需要。但是车主并

不满意原装的动力输出，因为一套19寸的轮圈及全车

的隔音工程使得这台锐志在动力上完全不足，起步缓

慢，若加装涡轮增压则对低扭帮助不大。因此车主选

择了动力输出线性较好的HKS机械增压套件作为动力

上的强化，在3.0锐志上装上增压套件也并不常见。这

套HKS产的增压套件是专为新锐志量身定制，并由来

自日本的HKS技师对行车电脑进行调校。

原装发动机已经能输出大约220匹马力，目前此

套增压套件增压值定在0.6Bar，由此发动机在内部原

装的状态下输出超过300匹马力，对于这么一台后驱运

动性家庭轿车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动力输出。加大动

力输出无疑要对行车电脑进行重新调校，在此套增压

套件中已带有一台HKS F-CON is外挂电脑。由于当时

调教电脑时天气不佳，因此电脑程序较为保守，未能

使动力完全发挥，在不久后将会对其进行更为仔细的

调校，相信届时动力输出会更加的强劲。在目前的动

力输出下，在静止起步时，在坐着4个人的情况下即使

不拉高发动机转速也能轻松响胎，可见动力输出有多

么充足，低扭输出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完全达到了

车主想要起步凌厉的动力要求。而且动力输出线性，

动力在大约2000rpm时已经开始涌现，在驾驶实用性

上可谓相当之好，在市区也能轻松驾驭这强劲的动力

输出。

在此以外发动机周边的改装并不多，只有一个

3.0 HKS 机械增压锐志

这台又是一台外观原装得不能再原装的锐志，由于车主选择的是银色车漆，若

不是仔细去看它的话，它只能算是一台街上随处可见的家庭用车；一套原装运

动款保险杠及那一套大尺寸的
WORK SC

1轮毂才让这台银色锐志稍显运动风格。

【文】曾镝丰　【摄】尹博崴　

【鸣谢】深圳云海汽车改装 小云 13802291611 

这套 HKS 机械增压套件是专

为新款锐志量身定制的制品。

HKS F-CON is 外 挂 电 脑

及 OSC 空燃比电脑也包括

在此套件中。

增压器专用润滑油及

专用油冷、储油壶。

整个套件的核心就是这个由

皮带带动的离心式增压器。

此套件中已包含 HKS 增大喷油嘴。

测试

不变中的巨变

专业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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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ITZ的高流量进气冬菇，使得发动机有更加充足的空

气进行燃烧，不会产生“呼吸困难”的问题，让发动

机的动力更加完美的释放。而在安装上增压器后排气

并未出现不畅，因此排气头至中段则保持原装，仅更

换了FGK的双出排气鼓。

扎实底盘功

由于这台车是在3.0发动机的基础上再加机械增

压，动力提升非常明显，对于底盘的要求则更为突

出。避震器选用的是日本CUSCO Zero-1高低可调式

避震，Zero-1避震配合CUSCO的前后加强防倾杆，

在高速过弯时有效的抑制了车辆侧倾，这对于弯道操

盘，刹车力度非常足够。但刹车力度的渐进性略有缺

乏，在日常使用中需要驾驶者细心的控制刹车踏板，

不然很容易就会产生刹车顿挫感。后轮刹车则更换为

AP Racing 7600 对向小四活塞卡钳配合330mm刹车

盘，制动能力进一步的提升，完全能够制服3.0机械增

压所带来的强大输出。

在国内，3.0排量的新锐志装入机械增压的案例

并不多，这台机械增压版的锐志能成为相当之好的

参考，其动力上的提升及驾驶的实用性都让人一试难

忘，绝对是充满玩趣又不失实用的好车。

控性的提升有着非常大的贡献。车体强化也是选用了

CUSCO的全套强化套件， CUSCO厂家会根据不同

车款车架的实际刚性需要进行局部强化，足够的车身

硬度可以再高速过弯时提供足够支撑力，使得车辆可

以用更高的速度通过弯道，而且有效的避免了车架变

形这种难以修复的问题产生。

后轮悬挂部分更换了CUSCO的可调拉杆，其具

有轻量化及强化作用，对于后轮动态的可预知性有着

显著作用。目前车主尚未安装限滑LSD，因此强大的

动力输出并未得到良好的释放，若更换上LSD相信操

控及加速都有明显的提升。

前刹车升级车主选择的是来至英国的AP Racing 

7040对向大六活塞卡钳，配合355mm划线分离刹车

测试

FGK 的排气尾鼓在让排气顺畅的同时不会有扰民的噪音。 内饰均保持原装，只用了少许装饰品作为点缀。 DEFI 的增压值表上面显示着此车的最高增

压制为 0.6Bar。

全车均使用 CUSCO 强化件，其对车身强度的贡献不可忽视。

CUSCO 防倾杆能非常有效的抑制车身侧倾。

WORK 的 19 寸 SC1 成为此车唯一外观改装件。 CUSCO 的可调拉杆使得后轮操控性得到不少提升。 AP Racing 7040 对向大六活塞卡夹刹车力度非常足够，但

制动线性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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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USE OF 
POWER 在

中国市场投放的东风本田思域搭载的为单

凸轮轴的R18的1.8升自然吸气发动机，作

为家庭使用十分够用，但在动力方面远远

达不到双凸轮轴的发动机。国产思域主要是为了家庭

所使用的家轿车型，但是国外有高性能Type-R版本。

所以说国产思域是一辆具有很大改装潜力的车型。

红色动力

这辆车是车主要用来跑民间比赛的赛车，自称是

以动力为先。在动力改装方面很多人会选择本田的红

头发动机，所以更换K20A发动机成为最直接的做法。

本田红头K20A市面上有两款，一款是DC5的K20A大

家俗称早期版，而后期版的则是FD2的K20A。这两款

发动机的差别在于后期版的K20A马力达到230匹，而

早期版的K20A在马力方面稍稍低于后期版。前期版的

测试

台湾 D2 8 卡钳刹车保证赛道的激烈驾驶。 避震方面采用同样的台湾 D2 产品。

一切因动力而起
本田思域 FA1 改 K20A
东风本田思域在国内的编号为 FA1，基本上玩 FA1

的车主都非常渴望自己能有一套红头 K20A 发动机，

这款发动机代表着本田的灵魂。
【文】纪银杰　【摄】尹博崴

【鸣谢】东莞昶和 0769- 81190668

专业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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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0A在节气门方面采用拉线设计，在赛道中可以得到

更好的油门反应表现。后期版的K20A则是采用电子节

气门的设计，现在很多汽车厂家都把的拉线油门更改

为电子油门。原因在于汽车行业中都提倡节能环保的

原则，在油门的反应相对推迟，在急加速中发挥不出

发动机原有的动力，也不利于比赛过程中驾驶者对赛

车进行细腻的控制。再者就是前期版的K20A比后期版

的要相对便宜不少，这也是车主的选择原因之一。

虽然说国产思域与国外高性能版的Type- R都是

属于同一车型，按道理是可以直接移植发动机的，可

是事实却是相反。在发动机的几个固定脚位会出现微

小的偏差，需要更换国外版的Type- R发动机脚位在进

行加工。在进气与排气方面同样进行了改装，进气采

用冬菇头设计，加强发动机的进气量。既然进气量变

大了排气也要进行加大，排气采用国产的威迅排气，

因为是作为比赛用车所以改为全段直排的设计。在电

脑方面采用本田御用改装品牌无限的电脑，既然采用

了Type-R的发动机与变速箱行车电脑也不例外。

在变速箱方面采用与发动机相匹配6前速变速

箱，这套日版的Type-R密齿变速箱对于车辆的加速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功能。在换挡中可以保持高转速，

K20A的发动机从5800rpm一直发力到8500rpm，充

分发挥本田红头发动机的特色所在。

极致的操控

既然动力已经做出了强化，在操控方面车主采用

台湾知名品牌D2的避震，对于一辆比赛用的避震采用

了D2竞技版气樽避震，这款避震属于D2的顶级避震，

无论是在设计与调教都是针对赛道所使用。在普通街

道上基本是驾驶者没法接受的，这套避震的滤震性基

本失去，没有任何的舒适度可言。但在赛道上这套避

震可以给到车辆足够的支撑力，无论是在变线还是高

速进弯，车辆都会保持稳定的动态。

对于一辆赛车来说，能跑得快也要有一个好的刹

车，店家在刹车方面同样采用台湾D2的8卡钳刹车。

如果是在街道上使用店家会建议采用4卡钳的刹车，但

是针对赛道的激烈性，店家建议使用8卡钳刹车。台湾

D2避震现在得到了大部分车主的喜爱，原因主要是性

价比非常强。

测试

打开头盖就见到红头 K20A 发动机。原装日版 FD2 的尾灯安装在这辆思域上，显现出这不是一般的本田思域。东莞昶和的负责人：赖意辉。

这辆思域的前翼子板也进行了改装，同样是加上碳铅改件。

碳铅头盖两侧有进风散热口，保持发动机舱内的低温。

在发动机舱内，发现了显眼的大型冬菇进气系统。

排气采用威迅出品的全段排气。

简陋的车内，省去所有不需要的东西。

中控台的位置全部用来安装灯光、雨刮按钮了。

日版 DC5 TYPE-R 的原装仪表盘，极速限制在 180 公里。

在轮毂的选择上采用日本知名的 RAYS17 寸轮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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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一起减

在电影《头文字D》中，小马力的AE86能跑赢

GT-R这些大马力的车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AE86的

车身非常轻巧，在没有马力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减轻车

重来保持竞争力。同样为了减重，车主把车内地毯、

与隔音棉都进行了清除，单单是这样都已经省去几十

斤的重量。前排座椅也更换为强量化的赛车桶椅，后

排则是直接拆除了。中控台虽然保留但是里面的功能

按钮已经全部拆除，取而代之的是灯光、雨档等机械

开关。方向盘也更换为赛车专用的三幅式方向盘。仪

表盘同样更换为Type-R DC5的，上面显示的最高时速

竟然是180公里，从这点上看这辆思域是完全按照日本

版的Type-R来改装的。

凶悍的外表

有了高性能的实力，也需要有高性能的外观与

之相配。这辆东风本田思域从外观上做了大幅度的改

装，更换了TOPMIX的赛道款包围。前保险杠两侧还

加装了碳纤扰流板，使车身在高速中保持稳定型。前

翼子板也改为鲨鱼鳃式的设计，出风口也是采用碳纤

维的设计。头灯与尾灯也都更换为思域FD2款的。前

头盖与尾箱都采用碳纤改件，为求减轻车身的总体重

量。尾箱上面加装了FD2的GT尾翼。这辆思域车主

是为了跑比赛所改装的车辆，在外观上不仅做到了凶

悍。在轮圈的搭配上采用RAYS的17寸TE37，在轮胎

的使用方面采用了优科豪马的光头胎。总体感觉这就

是一辆不折不扣的赛道战车。

测试

赛车的感觉
在测试中车辆的加速相对比较顺畅，变速箱与发

动机也得到了良好的匹配。当转速接近5000转时明显

觉得车辆的马力开始爆发，这就是本田红头发动机的

魅力。全段直出排气令人有种兴奋的感觉，趋使驾驶

者不断地踩油。台湾D2竞技型避震对路面的颠簸非常

敏感，一旦路面平整车身有种贴地的感觉。台湾D2的

8卡钳刹车非常敏锐，轻轻点下就会感觉到相当强大的

制动力，如果不系戴安全带，你肯定会与前挡风玻璃

有一次亲密的接触。

减轻重量后的车身十分轻快，跟原装思域相比较

它瘦身计划非常的明显。虽然说这是一辆前驱车，但是

它没有特别明显的推头现象。车辆的尾部动作也显得非

常迅速，尾部会跟着车头进行转向动作。既然是参加赛

道，肯定要安装防滚架，在我们试车时店家还没安装，

但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变成一辆完整的赛车了。

尾箱上面加装了 FD2 的 GT 尾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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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ELER 动力侠是普利司通的SUV轮胎系列名

称。AT则表示ALL TERRRAIN全地形轮胎，一种兼

顾城市道路和野外普通非铺装路面行驶需要的轮胎。

698是胎型编号，它的前辈是694。提起AT694，让

我想起自己的青葱年代。当年开着切诺基曾用过百路

驰的AT胎。那胎越野时坚韧无比，攀爬能力强，可惜

到了雨天的柏油路上是典型的“肥皂胎”，较容易滑

移，雨天开起来需要谨慎。后来我换用了AT694，这

套国产的轮胎很好地均衡了公路与野外的性能，更重

要的是价钱也远比进口的百路驰AT便宜……经历近10

年的等待，AT694终于迎来了更新换代，性能又将如

何呢、优势和特性将延续还是另有突破？

测试轮胎前，先环顾国内的AT轮胎市场：可选

的品牌和型号真不算少，进口的百路驰、固铂等。而

国产的固特异、邓禄普、普利司通。AT698的价格优

势（普利司通称其价格将与旧款AT694相当）可以不

把进口胎划为竞争对手。邓禄普由于大量地原配于国

产的丰田陆地巡洋舰、普拉多等车型（AT22），鉴于

中国消费者对于原配轮胎品牌的“天然信任”，所以

AT22的替换市场升级型号，邓禄普AT3被AT698视作

主要的竞争对手，也因此它被摆上了DUELER AT698

竞品对比测试的舞台，同时测试车辆也全部使用普拉

多LC150。

两样优势凸显

AT698的发布测试活动，被安排在成都太平寺

机场。这有一条水泥铺就的超长直跑道，一大片郁郁

葱葱的野草地。轮胎的对比测试也正是安排在这两种

路况下进行。普利司通把AT698定位于非铺装路用

车0-50%的SUV身上。因此简单的越野是它必须面

对的课题，野草地上以30-40km/h的车速行驶，AT3

较软，方向盘在的把握度较低，虚位感更大，相对的

AT698能给车子悬挂带来直接的响应、车辆特性变

得比较积极。抓地极限与AT3相差不大，但可控感更

强，让我更有信心。而在跑道上测试噪音时，在车辆

本次 AT698 发布测试的另一重要亮点就是新上任的普利司通轮胎事业中国地区销售副总裁金原雄

次郎首次与中国媒体见面。尽管他在中国上任不到两个月，但面对中国 SUV 市场的信心预期，他

表示将进一步扩大 DUELER 系列销售量的同时，搭载环保等最新技术的 DUELER 新产品的开发

工作也将提速。

继续成功
普利司通 DUELER AT698 测试
普利司通在发布 DUELER AT698 的时候透露，DUELER 动力侠国内 SUV 轮胎市场占 12%。这

个数字比普利司通对 SUV 轮胎宣传的力度要来得高调许多。尽管这些份额中大部分来自 HL 花

纹的轮胎，但 AT698 还是以其性能告诉我们它也将是成功的缔造者。
【文】【摄】陈刚

【鸣谢】普利司通中国 400-080-0088

接近停下时的末端噪音，AT698明显要比AT3更宁静

舒适，没有AT3“嗡嗡……”的噪音。而在车辆60km/

h通过减速胶条（模拟路面接缝等路况）的测试中，

AT698以更柔韧的方式传递震动，轮胎跳动更小，乘

坐感更舒适，同时“砰砰”的声响更加温柔而小声。

两项在不同路况下进行的测试，显现出AT698两

样凸显的特性：非铺装路操控的沟通性更强，舒适性

稍弱；在铺装路舒适性更强。前者特性的好与坏要视

乎车主的使用需求，非铺装路的抓地力不如铺装路，

在极限接近的前提下AT698给驾驶者带来更多的路面

信息适合较快速的行驶需求。但如果是中慢速的长时

间行驶，乘员的耐疲劳度上AT698就不如AT3了。后

者特性是无法拒绝的诱惑，毕竟AT在超过一半的时间

将在铺装路上行驶，低噪舒适自然是最需要的特性，

这点AT698明显优于AT3。

以上看似相悖的两种特性如何在AT698上实现？

普利司通技术工程师于春江向我们解释道：提高公路

舒适性主要通过降低胎壁三角胶条的长度（降低胎壁

硬度，提高舒适性），并加入加强筋（帘线层，以弥

补操控的强度）来实现；降低噪音主要通过胶料调整

和提升胎壁强度，减少花纹块地不规则磨损等手段实

现，这种手段还特别能保证长里程磨损后依然有效控

制噪音。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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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从而降低事故几率。

长江后浪推前浪，AT698在所测试的各项性能中

均优于AT3，特别是对应高速公路使用的舒适性宁静

性有着明显的优势。面对国内SUV用车越来越趋向公

路的趋势，AT698这一特性是大势所趋，更是与时俱

进。它将继续是成功的缔造者。

干地抓地力特性

测试当天未能测试AT698在更烂的非铺装路面通

过能力和湿地抓地力，有些遗憾，毕竟那将是AT轮胎

非常重要的性能。不过在随后的干地抓地力测试中，

我还是能了解到超过50%使用几率情况下，AT698的

特性。以50km/h进行绕桩，AT698一如草地里的特

性，操控感更直接、车辆的转向节奏更快和干脆，车

辆的特性变得更运动。AT698极限来得更高但极限预

警空间稍短，信心因此被打上个小折扣。而竞品AT3

虽然早早地响胎，但渐进性好、滑移幅度可控但却带

来侧倾更严重的负面影响。

我向来认为轮胎的极限预警空间多寡比真正的极

限高低来得更重要，在轿车轮胎这显得尤为重要，但

在车高较大、扁平率较高的SUV轮胎的特性，又与车

身侧倾直接相关。因此AT698在特性上比AT3做了更

好的平衡，毕竟侧倾过多的严重后果将带来侧翻，这

比平地碰撞来得更为危险。而AT698让车身的动态节

奏变得更为轻快，这也让接近抓地力极限的可能性降

DUELER 动力侠的产品线基本囊括了所有的 SUV 轮胎品种，有 HP、HL、AT、MT。

在野草地上进行对比测试。 在水泥路面上进行噪音对比测试。

车辆以 60km/h 通过减速胶条（模拟路面

接缝等路况）的主观测试。

AT698 比 AT3 好的特点还包括其抵抗不规则磨损的能力，如图

这是 AT3 在经过同样强度的绕桩测试后，胎块前后显现出不均

匀的磨损现象，这将导致轮胎行驶噪音明显增大。

锯齿状宽阔花纹沟
·提升雪路性能

多种花纹块组合，大角度斜向花纹
·均衡轮胎刚性、噪音及雪路性能

V 形阶梯状凹槽
·确保雪路性能

花纹块连结设计
·提高刚性

三维立体花纹
·有效降低噪音

二合一的胎肩设计
·更宽的横向花纹，更大的花纹块
·提升牵引力和更强的保护力

胎肩防擦线设计 
·与现 D694 相同

锯齿状胎侧设计

DUELER 品牌特有
的凸字体设计

这是 AT698 在经过同样强度的绕转测试后，胎块的磨损情况，

明显比 AT3 要均匀和磨耗较少。

测试

更多精彩内容请登陆www.procar.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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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特异 Eagle F1 Asymmetric 2 及 Eagle F1 Directional 5 亚太发布

固特异最近向亚太地区同时发布两款全新的高性能轮胎，一款是上一代发布不足3年的替代产品，

一款却是发布接近 10 年的产品的替代品，这一切举动让我更深刻感受到固特异对市场需求的执

着追随。

【文】【摄】陈刚

【鸣谢】固特异中国 400-889-9885

真的，一开始听说固特异要推出Eagle F1 

Asymmetric 2及Eagle F1 Directional 5确实让我满腹

疑惑。Eagle F1 Asymmetric的性能相当优秀，但却

又是如此短寿？我车上的那套轮胎仅仅用了2年现在已

经成旧款。而单导向设计在轮胎界已是高性能轮胎的

“过去式”，甚至是行将就木的时候，固特异居然针

对Eagle F1 GS-D3推出新一代产品？一切的疑惑在发

布会后的访谈和测试后得到了释疑。

Eagle F1 Asymmetric 2

先简单说说第一代Eagle F1 Asymmetric的性能

情况：干地抓地力很强，极限高于B品牌的RE050及

M品牌的PS2，但极限来临时的渐进性却一般。遇水

像是长了八爪鱼的吸盘，湿地抓地力惊人同时滚动阻

力也明显增加。这就是Eagle F1 Asymmetric，一款既

充满意外又有在意料之内的产品。

经过在泰国Kaeng Krachan跑道上的简单测试，

Eagle F1 Asymmetric 2（以下简称AS2）不再有意

料之内，而仅剩意外的表现！由于没有安排新旧款轮

胎的对比测试，所以我无法描述AS2干地抓地力的进

步（尽管官方称其干地抓地力提升10%，干地操控性

提升%），但依然可用强悍来形容它的这一性能。但

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在接近轮胎极限的时候，AS2出

乎意料地渐进，轮胎滑移的时间比旧款长了许多。滑

移的表现不再是有节奏的顿挫而是自然顺滑的响胎磨

耗，“擦橡皮”变成了“磨粉笔”。驾驶中原来急救

失控时的慌忙，变成了可以仔细体会极限接近过程，

并细致地调整手脚动作……

两种完全不同的极限性格，让我不禁再生疑

惑。“主要因为轮胎的胎体轮廓修改得更圆，胎壁和

胎冠见得棱角更为圆滑所致。”Jenner Powell（固

特异亚太区商业化总监）从原理上说明了这种变化，

测试

追随
MARK

ET 市 场ORIEN
TED

但却没有正面回答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原因。“我们根

据客户对第一代产品的回馈意见，推出了新一代的产

品。”Eagle F1 Asymmetric是固特异高性能运动轮胎

的旗舰产品，针对的客户群都是大马力跑车、超跑之

类。而这类车型的极限性能往往发生在高速行驶中。

如果轮胎极限特性过于突然，无疑将抹杀它高极限的

优点。毕竟大扭矩将很容易让轮胎接近极限（再高的

极限还是很容易被驾驶者稍重的油门所突破），毕竟

不是每位车主都有专业车手的预知能力和反应，毕竟

在高速行驶条件下ESP、DSC之类的电子辅助系统未

必能对过短的极限预警空间给予足够快的反应……这

就是我推测Jenner Powell话中“客户”的需求。所以

AS2变了，不再额头向天的表面坚强，而是平视着仔

细看路、走路。

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AS2的变化，事实上它的外

观没有那么阳刚，“肥仔胎”的摸样已接近M品牌的

PSS并圆过B品牌的RE050。过往极限预警空间从大

到小分别是M品牌、B品牌和固特异的普遍规则在这里

被打破，这将预示着固特异轮胎特性的未来发展方向

吗？Jenner Powell对此既不否认也没承认，“以市场

为导向”。如果固特异能把耐磨、高干湿抓地力极限

的传统优势保持，改善极限特性绝对是市场乐于接受

的，所以我预期这种变化势在必行。

泰国美女云集，为新胎发布再添光彩。

红遍东南亚，有泰国小甜甜之称的 TATA 

YONG 在发布会现场献唱助兴。不过她现

在已到而立之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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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gle F1 Asymmetric 2 性能说明

Eagle F1 AS2（左）与Eagle F1 Asymmetric在

外观上的主要变化是三道纵向主沟槽增加为四道，横向

细沟槽走向变化和柔滑的线条设计，胎体变得更圆滑。

AS2拥有自控制动技术（Act iveBraking 

Technology），包括三维立体花纹块设计、86度交叠

帘布胎体结构、创新硅胶胎面材料。这是AS2性能提

升的主要技术。经德国TÜV南德意志集团测试，AS2

比同级竞争对手分别在80- 20km/h的湿地刹车测试

中，有平均缩短3米的优势。100- 0km/h的干地刹车有

平均缩短2米地优势。而其滚动阻力，有平均减少7%

的优势。

第一代Eagle F1 Asymmetric 独特的内侧胎壁

内添加加强胶（用于过弯时拉扯内侧胎壁，提高过弯

极限和反应）的设计已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两层帘

布层的缠绕与轮胎纵向轴线的夹角从90度改变为86度

（M品牌的XM2有着类似的设计，但它的目的是提高

耐冲击性，详细请看http://www.procar.cc/option/html/

luntai/147.html），这样的设计不仅让AS2拥有同样

优秀的胎壁反应速度，同时也降低了轮胎的自重（加

强胶较重，同时AS2也因这胎体结构变化，可以减少

橡胶用量）。这两个结果直接降低了车辆的非簧载质

量，对行驶舒适性和操控的性能均有很大的提升。

AS2通过台面配方的调整，使得胎块在刹车下变形，接
地面积增大，从而提升刹车时的抓地力缩短刹车距离。这在过
去的轮胎技术中是不多见的。

测试

追随
MARKET

市 场
ORIENTED

Eagle F1 Asymmetric 2 发布测试情况

现场安排有湿地跑道驾驶测试，可惜的是积水

路段过短，每人仅限一圈的机会，本人技术一般……

所以未能真正体会AS2的湿地操控极限。不过从方向

盘手感来说，第一代遇水摩擦主力明显增加的不良影

响已经改善，进出湿地不再出现方向盘助力锐减的突

变，这对高速驾驶而言是相当好的改善。后来由固特

异车手驾驶，我乘坐感觉AS2极限下可控性也相当线

性，确切情况有待以后单独测试。

固特异对待现场的对比测试相当认真，同一台车

现场进行更换对比轮胎，保证数据的正确性。

用宝马320d进行干路绕桩及操控测试AS2，柴

油机地低扭让我能更容易接近AS2的极限。有趣的

是，其中一台车还降低悬挂改了避震，差点让我误以

为AS2舒适性“退步”到还不如原装的防爆轮胎。还

好在开放道路路测试时得到了否定。不过这个测试中

让我印象相当深刻的是AS2极限渐进性大为不同，不

再是固特异的特性，变得很米其林了。这对极限驾驶

是相当好的改进。

在宝马325i敞篷的开放道路测试中，明显感觉

AS2噪音较小、路感传递丰富但适可而止地舒适。乘

坐感非常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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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gle F1 Directional 5

2007年左右我测试了Eagle F1 GS-D3。那时候

我就已经表达了对其大V型花纹非常落伍的看法，尽

管那是固特异发明的花纹，但那种显而易见的粗犷线

条，实在与时下的审美观相差甚远。时移世易，现在

已不仅仅是花纹的落伍了。高性能轮胎中像GS-D3那

样的单导向设计已被非对称设计逐渐取代，并成为主

流。Eagle F1 GS-D3实在需要换代了或者干脆淘汰。

固特异最终选择了后者，推出了仍然是单导向设计的

Eagle F1 Directional 5（以下简称D5）。

“根据我们对亚太市场的调查，车主对性价比

较高的单导向高性能轮胎有着极高的需求。”Jenner 

Powell再次表达了追逐市场的固特异理念。原来D5全

球范围内仅对亚太市场销售，它是针对亚太市场、针

对亚太路况研发生产的专属轮胎。

环顾国内市场，D5的竞争对手（同为单导向、

高性能替换轮胎）有T品牌的PROXES T1R、C品牌

ZEON 2XS、D品牌DZ101、F品牌FK452……款式

品牌相当多，可见市场容量是可观的，但里面却没有

M品牌和B品牌这两个固特异最直接的高端对手。D5

的推出是固特异下探高性能街胎的武器。过去GS-D3

不会便宜，而D5的定价如果能接近对手，它将可能成

为利器，成为单导向轮胎市场的领军产品。

那么D5性能如何？由于测试车使用的三菱

Lancer EX 2.0在加上跑道等条件限制，我只能轻微

地感受到其些许的极限突破，可以预感到D5有着与

AS2类似的较广极限预警空间（GS-D3本已有较大空

间）。除此以外的特性留待以后单独测试。

测试

追随
MARKET

市 场
ORIENTED

固特异亚太区乘用车轮胎首席运营官，兼亚太区业务

流程整合与外包总监 Fred Heigold 在发布晚会上发

言。

固 特 异 轮 胎 橡 胶 有 限 公 司 亚 太 区 商 业 化 总 监

Jenner Powell 在发布晚会上发言。

更多精彩内容请登陆www.procar.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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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追随
MARKET

市 场
ORIENTED

Eagle F1 Directional 5 发布测试情况

对D5和GS- D3的干地噪音对比测试中，新款D5

均以大优势胜过旧款。其中胎噪不仅有近4分贝的降低

（从77.3dB降低到73.4dB），而且主观感觉明显减少

了高频噪音，D5开起来耳朵更舒服。

D5和GS- D3的湿地刹车对比测试中，D5有明显

优势，现场做出2.1米的差距（60- 0km/h）。

D5干路绕桩的表现相当淡定。

Eagle F1 Directional 5 性能说明

Eagle F1 D5与Eagle F1 GS-D3在外观上有着明

显的差别。

赛车轮胎配方技术（高分子聚合物）与中央花纹

条与连贯的胎肩花纹条合称为——“动感抓地”技术

（SportGrip Technology）。这是D5得以大幅度性能

提升的核心技术。

从固特异给出的实验室音频测试数据看，D5除

了明显减少了GS- D3在200HZ左右的高频噪音外，还

整体降低了各频段噪响，并让整个测试频段内的波峰

拉得较为平均，从而使得D5的行驶更为宁静大大提升

了舒适性。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D5在行驶7万公里后

进行的噪音测试，几乎与新胎时无异，这说明D5对磨

损后的噪音控制相当给力。
更多精彩内容请登陆www.procar.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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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如虎添翼
斯巴鲁傲虎 2.5 CUSCO 强化套件测试
如今的车主们越来越注重自己的汽车安全性，都会相当注重车架是否硬朗。而操控性无疑也是安

全性中重要的一环，出色的操控性能让驾驶者顺利的化险为夷。而此套 CUSCO 能为车架带来更

高的刚性外，亦能让车辆的操控性带来出色贡献。
【文】曾镝丰　【摄】黄捷 伍思锋

新一代斯巴鲁傲虎亦如上一代傲虎一样，外观上

都与力狮旅行版相似，最大区别就是车身明显要比力

狮高。就因为车身比力狮高出许多，因此在操控上必

然不如力狮，车身侧倾等问题都较为突出。同样是高

车身的森林人亦是如此，在7月期的《性能车》中我

们也对森林人的CUSCO强化套件做出一系列测试，

而与上次不同的则是本次我们测试内容并不包括防倾

杆，让读者能了解单是加强连杆能带来如何的表现。

原装车乘坐及驾驶感受

此次为了更好的感受加强件为车身所带来的变

化，我们特意来到了专业卡丁车场内进行了赛道体验

及绕桩测试。得益于斯巴鲁出色的底盘调校及全时四

驱的帮助，整体驾驶感受良好，车身整体性不错。但

在赛场内驾驶测试时，车身动态遇见性不高，转向不

足感明显，侧倾幅度也因车身高而导致偏大。在赛道

内最快圈速用时59.8秒。绕桩测试中更能感觉出车身

侧倾的严重性，转向不足感觉更加明显。车尾的动态

更加难以预测，时而抓地时而甩尾，让人没信心将速

度往上提升。乘坐感受方面，车内噪音在路况良好时

为60分贝左右，颠簸路面则在76-82分贝之间。

加装强化件后的感受

加装强化件后车身整体感觉比未加装前明显变

好，感觉更为硬朗，高速时有更多安稳的感觉。在赛

道中测试时明显感觉到转向不足现象减少，更多带

来的是车尾的反映提升，以及动态可遇见性的大幅提

升。虽然在弯道时侧倾改善并不明显，不过在过弯时

有点略微甩尾，驾驶乐趣大幅提升，这也为圈速提升

带来不少贡献，测试时最快用时为58.7秒。绕桩中也

能清晰感觉到车身动态，虽然侧倾依然明显，但转向

不足现象却大幅减少，让驾驶者有更大的信心去提升

速度通过桩桶。乘坐感受方面，车内噪在路况良好时

在60分贝左右，未见明显变化，颠簸路面则在78-83 

分贝之间。

测试总结

加装强化件后驾驶感觉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让驾

驶者能体会到更多的驾驶乐趣，也为驾驶安全提供了

有效的保障。噪音在安装强化件后有提高不明显，但

长远来说强化件能有效的防止了车身变型而导致内饰

移位发出的噪音，因此在笔者看来加装此套CUSCO

强化件仍是相当值得的。

测试时将车辆开上颠簸的路肩测量加装前后的车内噪音。

此套加强件无需对车架作任何修改，全部原装位安装。CUSCO 出品的刹车总泵顶架有助于改善刹车脚感。

加装加强件后车尾反应提升明显，转向不足现象明显减少。

安装加强件后绕桩时车身能给驾驶者更多的信心。

测试数据
原装 加装后

圈速（秒） 59.8 58.7
颠簸路面噪音（分贝） 76- 82 78-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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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大贸车精选
企划

性能车每月将会派出密探在香港获取最新情
报，介绍第一手大贸车市场动态，将秘密行
情、最新车款、罕有车型火热送上。主要情
报将以国内流行、热门、需求之车种为主，
各位准车主必需注意了。

汇富
Tel：+852-24881213
www.wfmotors.com

宾利 慕尚
简介：2011 年车、无匙启动、夜视、后座 DVD、高级桃木配电镀装饰、前后独立四区分恒温空调、
四电动空调冷暖行政座椅、四电索门。
价钱：360 万港币

路虎揽胜 GT 版
简介：2011 年产、罕有 GT 版本、独有面罩、跑车版包围、5.0 发动机配机械增压、无匙启动、
倒车影像、升降车身、方向盘 +/- 拨片。
价钱：73 万港币

保时捷 Hybird 版卡宴
2011 年车、大天窗、导航屏幕、后座 DVD、6CD、特别内饰、升降车身、桃木
装饰及方向盘、恒温、前座电动冷暖座椅、无匙启动、前后电眼躣灯清洗、倒车镜头、
电尾门、21 吋合金轮圈。
价钱：113 万港币

德生左呔车
Tel：+852-24886068
www.taksangmotors.com

日光行
Tel：+852-24887338
www.sunriseco.com.hk
保时捷卡宴
简介：2011 版、3.6L V6、天窗、DVD、窗帘、蓝芽电话、方向盘 +/- 拨片、定速导航、轻触式
屏幕、导航、记忆座椅、双排电动透气加热座椅、车道偏离警示系统、倒车影像。
价钱：69 万港币

AUDI A8L
简介：2012 最新版、6.3L 发动机、原厂德国版、大天窗、
无匙启动、夜视、导航屏幕、后座 DVD、桃木装饰、前后
恒温电动透气行政座椅、电索门、后座餐桌、后座脚踏、
电话功能、转向警报、电窗帘、独立四区分空调、冰箱、
巧克力色真皮。
价钱：175 万港币

大众途锐 Hybrid 版
简介：2011 年、罕有 3000cc Hybrid 版、电尾门、后座加热、车身升降、倒车镜头、皮顶、20 吋轮
圈、前后电眼、导航、无匙启动、深啡真皮桃木车厢、记忆座椅、内置硬盘音响。
价钱：64 万港币

宾利 GT
简介：2008 车、德国版、碳纤内饰、无匙系统、方向盘 +/- 拨片、电索门、拨片转檔、电动尾盖、
前后电眼、20 吋轮圈、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价钱：106 万港币

【文】【摄】特区密探

| www.procar.cc100 101| www.procar.cc



每月大贸车精选
企划

AUDI A7
简介：全新款 2012 车、机械增压 3.0T、天窗、电动尾翼、无匙进入、无匙启动、蓝芽电话、
多功能方向盘、定速导航系统、导航、AUDI MMI 系统、倒车感应、Sport 模式、BOSE
顶级音响、电动记忆座椅。
价钱：78 万港币

路虎揽胜
简介：2010 年产、创世专崇版、5.0 发动机配机械增压、5 镜头、前后 DVD、双蓝牙耳机、加热
真皮方向盘、记忆座椅、倒车影像、双排透气加热座椅、导航、红黑双色真皮车厢、天窗、无匙启动、
LCD 液晶表板。
价钱：99 万港币

M·BENZ
简介：2011 年产、米色车厢、全景天窗、透气皮座、合金铃、真皮车顶、无匙启动、车距雷达、夜视、
电尾盖、倒车影像、电眼、导航、后座 DVD、车身升降、B&O 音响。
价钱：198 万港币

兰博基尼 LP640
简介：2008 年产、罕有趟蓬版、双色皮座、黑色车厢。
价钱：238 万港币

宾利欧陆
简介：2011 年产、米色车厢、全景天窗、透气皮座、合金铃、真皮车顶、无匙
启动、车距雷达、夜视、电尾盖、倒车影像、电眼、导航、后座 DVD、车身升降、
B&O 音响。
价钱：198 万港币

劳斯莱斯古思特
简介：2010 年车、前后电动座椅、电索门、电尾盖、超宽敞后座。
价钱：245 万港币

汽车花园
Tel：+852-27095669
www.mycars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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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速失控
侧滑车（SKIDCAR）正式来到中国
危险时常会发生在驾驶者的身边，要想脱离险情需要驾驶者对车

辆有着正确适当的操控能力。于是训练用的 SKIDCAR 诞生了……
【文】纪银杰【摄】尹博崴

【鸣谢】华龙车队 0756- 3385400

现
在城市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远远超越

自行车与摩托车。而驾驶机动车的人

也越来越多了，新手时常出现在我

们身边，每位驾驶者在驾校学习中都是在进行基

本的驾驶培训，而这些基本的培训主要是让学员

可以正确地驾驶车辆为基准。当学员通过笔试、

倒桩、路试之后就可以顺利地拿到机动车驾驶执

照，但是面对路面上的危险情况还是会显得惊慌

失措。

引入的意义

已有十多年专业赛车经验的华龙车队这次带

来SKID-CAR主要目的是提升驾驶者的主动安全

性，作为一项高级驾驶培训课程带来中国。

在国内每天都会发生意外，而由于天气、路

面所导致的交通意外也占大多数。怎样能在恶劣

的状况下安全驾驶就是一项高级驾驶课程，在国

内现在只有特殊部门才会进行此类训练。SKID-

CAR可以带来安全、低成本的训练，令驾驶者充

满了乐趣。在SKID-CAR的帮组下驾驶者可以充

分感受到现代汽车的ESP、ABS、DCS等电子

主动安全系统，让驾驶者更好地认识到它们的价

值所在。

SKID-CAR的工作原理

整个SKID-CAR的操作是由车内控制器控

制，可以根据不用的需要来调整车辆的轮胎抓地

力。SKID-CAR上的4个脚轮是为了配合车辆的

失控动态所设计的。而且四个脚轮均为由自由轮

而能各方向滑动，因此能展现车辆侧滑时的动态

特性，提供训练驾驶者在车辆侧滑情况下该如何

应变及操作方向盘技巧。

身临其境

在实际体验中可以把车辆设定为转向不足、

转向过度或是先转向不足后转向过度的设定，

而车速在不到40km/h的时候也能达到高速的效

果。在转向不足练习中需要把握轮胎与地面的抓

地力，如果你还是一味的加大转向角度救车，那

我可告诉你最终的结果是失败的。在转向不足失

控中你要寻找轮胎的抓地力在哪里，也就是当轮

胎从滑动摩擦转回静止摩擦的时候才是抓地力

的。因此在转向不足时要适当的将方向盘回正，

让轮胎重新变为静止摩擦，这时车辆的失控会得

到一定的抑制。但是当你在驾驶中很难可以体验

到这一点，你会不知不觉的继续打方向，直到撞

墙为止。

SKID-CAR 的自由活动脚轮。

华龙车队负责人苏华龙。

转向过度失控其实有点漂移的感觉，但是在

你救车时你的双眼一定要看好你的行车路线，如

果只是一味的反打方向，最终的结论就是掉头。

不看清自己的路是无法在甩尾失控中成功救车。

这次我们测试的是前驱车，所以出现甩尾的情况

一定要不断地踩油门，利用前轮的抓地力使车辆

完成漂移动作。但是由于方向盘打得过快，车辆

出现了左右摇摆不定的情况，这样我非常的懊

恼，为了解决这问题我非常可以的使用上推下拉

慢打方向，这样车辆终于得到了控制。对于练习

后驱漂移的人来说，SKID-CAR也是非常有帮助

的。不仅能免受失控时的危险，也能很好的节省

练习时的轮胎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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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龙赛车苏先生的带领下，有幸驾驶这

台Skid Car把我多年没磨的刀重新磨亮，虽然那

仅仅是几个小时。优秀的运动员需要不断地动作

纠正和练习，让肌肉动作形成定势的正确习惯，

而这个习惯正是其之所以成为“优秀”的原因所

在。驾驶习惯同理，我从道理上明白许多车辆失

控时的正确应对动作。但长时间的远离失控，肌

肉的本能反应变得迟钝、消失甚至是错误。初驾

Skid Car体验转向不足时，我居然只是收油门

而没有回正方向盘，因此转向不足的补救大为不

力，撞上桩桶……在不断地绕桩过程中，我的左

脚甚至经常离开休息踏板撩在地板上……在面对

失控我竟然打破自己的常识，挥起了交叉手……

Skid Car让我的坏习惯暴露无遗，严重打击自信

心，更准确的说是打击自以为是的信心。我们所

有的驾驶者都需要这些，公路王者不是自己想象

的，而是可以通过Skid Car来验证的，如何能在

车辆失控时及时“对症下药”，是在公路驾驶中

最需要的“被动安全”能力，它将胜过所有车辆

肌肉习惯

的安全设备，挽救生命和财产。

Skid Car不仅能提升个人的“被动安全”

能力，还能提升“主动安全”能力。在驾驶Skid 

Car的后期，苏先生把四轮架起，让转向不足后

转向过度同时并存，并为我计算跑一转路线的时

间。在快与安全可控的两者间我需要不断地寻求

平衡，使他们的“交叉峰值达到最好”，于是我

驾驶时要准确控制极限车速，预判下一步的车身

动态并预早做好动作调整，让轮胎在失控与被控

的边缘合理地游离。经过这一过程，我对轮胎车

身失控的判断更为准确、调整动作也更为及时和

到位。这种能力对赛车非常有利，因此华龙赛车

也把Skid Car作为其中汽联赛车执照培训的项目

之一。它也是国内唯一有Skid Car培训的中汽联

赛车执照培训。

不过本次Skid Car使用的是前驱车，如果换

作后驱车或四驱车那驾驶的方法将完全不同，我

的肌肉需要建立新的习惯系统了。（陈刚）

Skid Car 驾驶体验

控制前轮升高降低的液压分泵。

控制车身高的控制器摆放在车内，可以随时进行调节。 SKID- CAR 的液压总泵摆放在车尾箱内。

SKID- CAR 的后悬挂支撑点。

SKID- CAR 的前摆臂支撑点。

支撑车体的 SKID- CAR 底架。

SKID- CAR 液压活塞支撑杆。

先转向不足后转向过度则有点四驱车的感

觉，这里所说的四驱车不是越野四驱车，而是普

通四轮驱动轿车。AWD的轿车动力大部分集中

在前轮，而后轮只占有小部分的动力。所以在高

速转弯时车辆会出现先推头后甩尾的情况，在这

种情况下要先调整前轮的抓地力保证车辆的稳

定，之后车轮会出现甩尾的情况，这时就不要大

脚踩油门利用前轮的动力完成转弯。

虽然是低速，但是有了SKID-CAR的帮助下

可以令你感受到高速失控的情况。在进行高级安

全驾驶课程后，无论是雨天还是雪地你都可以从

容面对恶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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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狂飙筑波山
MCR Z34 功力尽现
日本最受欢迎的汽车 DVD Hot Version 告别后又再回归，众多环节中最受欢迎的「最

强传说 ~ 魔王决定战」，狂飙一段较少上落差的狭窄山路，日本一众改装商积极参

与其中，俨如筑波 BATTLE 山道版，每个改装商都以「山路魔王」为最终目标……
【文】【摄】邓炜斌

【鸣谢】日本 MCR www.mcr-ltd.com
               香港 AUTO SERVICE CENTRE +852-22430668/+852-22430268

轻量化为原则的碳纤 GT 型后视镜 。

整个车底部份都换装大量配件。发动机并未有大幅度改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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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零晨四点的时候天就开始亮。

6.23 8:30PM
大家都了解征战山路的利器Z34，更了解到

MCR小林真一对汽车的各种要求，不会盲目追

求大马力高输出，座驾的高平衡性、操控反应才

是重点所在，改装范畴不局限于赛道竞技化，充

满驾驶乐趣的操控数据亦都套用于顾客身上，有

不少客人都钟情这一套坚持。

当 晚 8 点 半 与 香 港 A U T O  S E R V I C E 

CENTRE负责人「柠檬」到达MCR本社，感觉

上跟很多国内改装公司相似，大伙儿围着聊聊天

研究车技，当中更有ENDLESS市场部负责人、

日本OPTION杂志摄影师小林(PS：也是叫小

林)都在场。当晚的MCR社长小林真一，与做访

问时的他判若两人，工作时对下属相当严谨，偶

尔会听到他对员工动气。但当大家放下工作后就

有说有笑，一群人蹲下来聊聊中港日改装风气等

等，气氛风趣和谐，但笔者相当期待零晨过后的

活动...

6.23 11:30PM
未攻山道，只因时候未到。原本预计大约11

点左右会到达山路，一睹日本山路飚车族的黑夜

文化，原来笔者误会了，问问小林真一后，他说

要一试Z34的实力的话，就需要一段无人阻碍的

山路，所以一定要深夜时份才行。聊聊天逗逗小

狗拆下礼物都过了三个小时，11点半竟然去吃夜

宵，一行七人分两台车去附近吃点东西再出发。

6.24 1:00AM
一点钟出发，经过四个小时之后心情越见

紧张，正式向山路进发。刚刚开车不久首先前往

油站，小林真一先自行加油再检查胎气、清洁前

后玻璃等「赛前工作」。油站出发之后，笔者原

想拍一些图，但原来日本在灾后采取定时节能的

关系，高速公路局部路段完全关灯，感觉与国内

的部份高速一样。但是日本原本设计已经预算会

出现没路灯的情况，高速公路的车可以依靠路边

的反光板认清路面而且非常清楚。更重要的是就

算没街灯，沿路没有一个人会开远光灯。小林见

笔者准备拍照竟然加速离开，柠檬驾驶艾尔法直

追，小林竟然越追越走。为何会这样？事后才知

一对限量版 BRIDE 座椅。

车尾加装终传油冷。

车厢亦都未算有大量改装，但亦都加装大量传感器。

道原来小林身边的OPTION杂志摄影师小林知道

笔者想拍照，但眼见环境太黑怕效果不好，所以

进入隧道就马上减慢车速、靠近摄影车、关掉大

灯、在车后45度角！一下子出现连贯性动作就只

有一个原因，车上面两位小林都是摄影的常客，

这就叫的专业了。

6.24 1:45AM
经过接近30分钟的车程，终于来到了山脚，

上山之前都是一遍漆黑，心想不会山路都是没路

灯吧？谁知道开始上山之后引路的小林竟然开了

远光，山路两边的树都比较高，挡住了当时的月

亮光。山路伸手不见五指，小林已经开始加快速

度，艾尔法在后面显得有点吃力。过了一会又见

Z34的踪影，原来山脚的上山路段有不少减速

坎，据小林所讲筑波山有不少摩托车高速飞驰，

亦都出过不少意外，所以当地交通部门就设立大

量减速带。大约到了山腰之后减速带突然间完全

消失，路面也越来越窄，双线双程来回之间一条

白线分隔，白线有很多密集的反光石，基本上不

能够过线，反光石紧密排列的间距大约为一米两

颗，主要是让驾驶者认清路面的中间线，只要越

线就会完全感觉到车身大幅度跳动。笔者当时抱

着怀疑的心态，一条没路灯、路中间又有大量反

光石、路又那么窄，靠近点都会碰到路边的草

丛，这样的山路能有多快啊？

6.24 2:00AM
沿路走发现筑波山路挺长，但有一半地方存

在减速带，没有减速带的路段就有反光石，单程

上山超过25分钟。到接近山顶开始有分岔路，分

岔路有一个小型的让车处，除了原路之外还有另

一条路下山和另一条继续上山的路，到这里看来

是正式的起点，因为小林已经将车停是让车处。

停车后再次下车检查轮胎、抹一下玻璃，就示意

我们一行人准备激战山路！

今 次 实 试 由 香 港 A U T O  S E R V I C E 

CENTRE负责人「柠檬」为首，一试我们的原

路来回路段。由出发直到山顶都不察觉Z34的威

力，原来当Z34发挥最强实力的时候是如此吓

山
路本来就有一种让人爱不释手的引

力，弯多路窄加上大小上落差距，对

车手及座驾要求严谨认真。上期采访

日本改装商MCR就有幸一试日本山路的非凡魔

力，社长小林真一精心调教Z34后黑夜狂飙筑波

山，惊心程度比“富士急”过山车更惊心！

神兵

这次强攻山路的利器就是MCR不断改良试

作中的Z34，由于Z34同上一代Z33非常相似，

MCR亦曾将Z33作出全面性改装，所以这一台

Z34刻意不集中于强化发动机内部，只是作出

较基本的马力提升套件，相反就以底盘和ECU

调教作重点，希望以原装VQ37诱发出最高潜

力。发动机内部大部份都是原装，吸气以原装

位风箱配HKS SUPER HYBRID海棉风隔，

进气导管就用上MCR自家硅胶导管，VQ37

发动机达3.7L，强大吸气压力有可能令进气喉

压至变型，换上硅胶喉就可以解决问题发生。

排气喉方面由排气歧管至尾段都用上MCR制

品，中尾部份选用TITAN物料，对轻量化有重

大帮助。另外再外置一个电油泵，稳定油压及

加大供油量，因为小林社长在ECU程序上动过

手，马力提高至326ps/7,358rpm及最大扭力

38.5kgm/4,351rpm。在Z34身上找不到惊人的

动力输出，但是动力区间比原装宽阔，力量随传

随到不见丝毫迟滞。

底盘方面MCR一直都与ENDLESS合作，

打造出MCR Original特别避震，小林社长去山路

之前一天更前往富士赛车场，测试三组不同的避

震设定，就在向山路出发之前选出最终设定，前

后弹簧14K配MCR绞牙避震器。LSD用上街道最

强的NISMO GT-PRO Carbon 2-WAY LSD，

就算平常慢速转弯，后胎动力输出平均的原因下

产生强大动力导至轮胎带点打滑。制动方面就全

数用上ENDLESS制品，包括前MONO 6锻造卡

钳、370mm碟、前后ENDLESS TYPE-R刹车

皮及刹车钢喉，对制动要求相当严谨。

ARC 后备水壶及透气壶。

避震经赛车场测试多次后才得出最佳设定。 进攻山路最后检查！

公路完全漆黑，却比国内路况配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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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CBA-Z34
Engine：Model VQ37
最大马力：326ps/7,358rpm
最大扭力：38.5kgm/4,351rpm

Engine
Piston：STD
Connecting Rod：STD
Crankshaft：STD
Valve：STD
IN&EX：STD
Value Spring：STD
Camshaft：STD
Head Gasket：STD
Fuel Pump：Additional Fuel Pump
Injector：STD
Radiator：STD
Oil Cooler：ARC Oil Cooler x2
Exhaust Manifold：MCR Exhaust Manifold
Front Pipe：MCR Titanium Front Pipe
Muffler：MCR CRIMSON Exhaust Muffler(first 
class)
Air Cleaner：HKS SUPER HYBRID FILTER
Plug：HKS SUPER FIRE RACING M40HL
Engine Oil：NISMO COMPETITION OIL 0W － 30

Electronic Parts：
ECU：MCR SWAT ROM

传动系
Transmission：STD
M/T Transmission Oil Cooler
M/T Transmission Oil NISMO COMPETITION　
OIL 75W － 140
Clutch：NISMO SUPERCAPPERMIX TWIN
LSD：NISMO GT-PRO Carbon 2WAY
D/F：Differential Gear Oil Cooler ARC
Differential Gear Oil Cooler
D/F Differential Gear Oil：NISMO COMPETITION 
OIL 75W － 140
Final Gear：3.692

Footwork
Spring：MCR Original F&R：14kg
Shock： MCR Original

Brake
Caliper：F=ENDLESS MONO6 R=STD
Rotor：F=ENDLESS 2 piece rotor 370φ R=STD
Pad：F=ENDLESS TYPE-R R=ENDLESS 
TYPE-R
Froude：ENDLESS　RF650

Tire/Wheel
Tire：F=YOKOHAMA ADVAN NEOVA AD08 
245/40?19 R=YOKOHAMA ADVAN NEOVA 

AD08 275/35?19
wheel：F=ADVAN RS-D 10JX19 Offset_35 
R=ADVAN RS-D 10JX19 Offset+15

Aero Parts
Front Spoiler：NISMO Front
Protestor：NISMO Extension Nosepiece
Canard：MCR Carbon Canard(STD Version专用)
Side Step：NISMO Side Silt Protector
Rear Spolier：NISMO Rear Spolier
Rear Under Spolier：NISMO Rear Under 
Protector
Headlight：MCR Position Ring Light 加工
Back Fog Lamp：MCR F1 Marker Harness Kit

Interior
Seat：BRIDE 驾驶席 CUGA（特别仕样）助手席
VORGA（特别仕样）
Steering：NADIA CLASSIC

Others
Headlight：BELLOF OPTIMAL 6700K
Position Lamp：BELLOF SUPER WIDE LED 
Sirius
Number Lamp：BELLOF SUPER WIDE LED 
Sirius

MCRZ34 Tuning Spec人！强大扭力令AD08赛车胎失去抓地力，车尾

左右摆动有如失控般绝尘而去！我们几个人只听

到山上传来的排气喉声和明显因刹车而出现的响

胎声！这个时候笔者开始有点紧张，虽然本人开

过不少大马力的车，在赛车场上亦都座过很多赛

车手的副驾席，但在完全漆黑又窄又没路灯的山

路，还要由日本知名车手驾驶... 更担心的是怕拍

不到有感觉的相片。

6.24 3:00AM
笔者选择作为最后试乘的一位，经过45分钟

多次来回之后，车稍为歇息15分钟后正式出发。

刚刚开车的两分钟，笔者为免用闪光灯会影响小

林社长驾驶，只能摸黑拍摄。但眼见小林社长因

为迁就笔者拍照而慢速行驶，所以就大胆要求小

林需要无视我，需要驾驶出真正实力，才能拍到

好图。他二话不说地由四档慢行降至二檔尽油而

去！笔者这个时候已经拍不到了，因为需要靠双

手去支撑身体。显然小林对山路非常熟悉，每一

个弯角的煞车点、波档都非常准确，但就完全没

有线位可言，因为路段实在太窄，转左弯时完全

听到前保险杆拍打草丛的声音，每次刹车时车尾

都会有失控的现象左右摇摆，小林都会有点救车

的反手动作，更重要的是每次在弯心尽油出弯时

更出现轻微漂移，小林快速的反应利用小许反方

向已经将车辆修正尽油而去。在下山路段完结后

笔者开始找到能拍照而又可以稳住身型的窍门，

再次示意小林可以更加狂放地开！这次上山前半

段笔者就集中于拍照，小林真的能够再次将车速

提高，这次就真正感受到恐惧！他有几个弯角的

煞车点出现轻微抱死轮胎冲向弯角的现像，其中

一个高速弯更利用三波半油进入，到了弯心达到

110KM/M时更尽油而失控地漂移出弯，车尾马

上传来更响亮拍打草丛的声音，可想而知有多靠

近！经过15分钟试乘之后，不得不佩服小林社长

对于底盘调教的功力，笔者没有想过一台Z34的

中型跑车，可以有本田Civic Type-R那一种灵活

的转向之余，在每次出弯时车尾稍为向外走的底

盘设定，有如赛车场经常见到调教专业赛车调教

盘，当然也要配合小林真一的高超驾驶技术！这

次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筑波山只是日本数十

条著名山路中的小角色，确实有无限吸引力！难

怪MCR的一种坚持可以让不少客人慕名而来！

柠檬亦都有如大小孩，常跟小林开玩笑。

非工作时间，小林一见笔者举起相机都相当鬼马。

小林狗？。

后记：

真正的戏玉在短短半小时之内结束，我们一

行人在笔者试完之后「赛后检讨」。小林真一对

这一种底盘调教并没有什么窍门和心得，只是提

及到：「功多艺熟，用心调教。」他表示：「我

偶尔遇到不清楚的数据、计算机设定上有猜疑的

话，都会花时间去赛车场一试真伪。赛车场除了

是一个战场，还是一块照妖镜，一台车有多少功

力一试就知道。底盘调教不是技师有几多经验、

有几多技术、有几多数据，最重要而是车手能够

怎样表达出来，车的问题在哪里出现、劣势在哪

里、将每一个缺点放大、应该去怎样去改善，这

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不能够偷懒，我要将车开到

极限才能知道怎样改，同时也让我知道怎样改才

会超越更高的极限。」这就是MCR的过人之处

了！第二回黑夜狂飙筑波山结束，第三回将会报

导与中国车迷更贴身的采访，敬请留意下期《性

能车》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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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远流长
不断进取
访日本共丰集团董事长、社长中坞敬一郎先生及市场总监中坞恭一郎先生
日本共丰集团贸易公司是一间从事汽车后市场用品业务已有 40 年

以上历史的公司。公司以轮圈为中心与国内外 200 家商家品牌合

作，现在在日本国内已上升到 700 家合作改装店家，为日本的汽

车后市场做出了突出贡献。
【文】冼业湛【摄】黄捷

鸣谢：爱魅翼（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021-69106881

日
本共丰集团贸易公司，这对中国的读

者还是比较陌生的，但在日本，共丰

集团和各大汽车配件厂和改装品牌的

关系都非常密切，而今更是进入海外市场，在08

年进入中国大陆，为国内消费者带来更多品牌产

品的选择。

中国后市场的发展方向
 

相比日本成熟的汽车市场，中国的汽车工业

和售后市场还在成长中，共丰集团对中国的汽车

售后市场有什么独到的见解？“我觉得中国现在

有着非常强劲的好势头，市场还会逐渐的扩大。

虽然现在中国的汽车后市场的规模还没有完全形

成，但是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近几年会有一个飞

跃性的发展。轮圈方面，从现在中国的路面状况

来看，我想中国在这种现状下会开辟出自己的风

格和路线，这有着很深的意义，需要大家共同的

思索和探讨。”

参与汽车赛事对于汽车个性部品无疑是一种

十分有效的推广方式，而共丰集团对于参与国内

赛事也有跃跃欲试，“做好准备工作和计划之后

一定会试着参加些赛事。” 中檔敬一郎社长还特

意用“一定”这个词来表达他对中国汽车赛事的

浓厚兴趣。

逐渐完善的售后
 

产品的成功不但靠质量，性能，推广，售后

也同样重要。对于一支国内市场的“新军”，共

丰集团的售后模式又是怎样？“我们进入海外市

场的时间比其它品牌是比较晚，具体的售后实施

方案还没有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参考其它品牌的

成功案例以及遇到的困难，根据市场的需求，很

尽心的应对市场上可能出现的问题，用到位的服

务让客户安心使用我们的产品，并且，为了让客

户装上AME有优异的感觉，我们将会相应的考虑

和出台很多想法和措施，请大家期待。”

以AME轮圈为基础
 

AME作为共丰集团的旗下品牌之一在今年

迎来了第30个年头， AME品牌在2008年来到中

国设立了爱魅翼（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开始了

AME轮圈在中国的销售。现在，爱魅翼（上海）

也作为公司成为了ENKEI 和TWS的正规代理

店。

据中檔敬一郎社长介绍“AME与在世界第

一的轮圈生产厂家ENKEI强强联手共同打造，尽

最大的努力把技术最好的最高水平的轮圈奉献给

客户。我们在产品的开发设计并不单单是局限在

外观上和表面上，并逐渐过渡到很细微的部分的

设计。”

对于高性能轮圈，中檔敬一郎社长表示

“AME目前为止对于运动型的轮圈开发的并不

是太多，感觉销售应该不是太好，但是FS-01  

TM-02这两款轮圈却出乎了我们的预料，销量很

好，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客户使用这两款产品，

我们也会继续努力，在今年也会有多款性能轮圈

投放到内地市场。”

打造ENKEI品牌形象

ENKEI在国内的知名度其实还可以，但大

家对这个品牌的深入了解还是比较少的。 “像其

它品牌一样，ENKEI的产品在全世界仿品很多的

产品之一。我们的优势在于，现在在做的产品，

全部都是日本造的ENKEI。我们将把始于F1赛

事，在国际赛车界拥有颇高信任度的ENKEI的

国际地位相结合，在中国市场建立ENKEI的品牌

形象。”“现在我们在中国推行的四款ENKEI轮

圈，都是高刚性与轻量化的完美结合的产品，并

且款式颜色尺寸都有非常多的选择，在中国非常

有人气，今后还会带来更多的款式和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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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界俗语有云：五油三水缺一不可，一台车最基本这八种液体不可或缺。五油解作汽油 / 柴油、

发动机油、变速箱油、煞车油、转向辅助液压油，其实当然还有离合器油、终传比油等。当中发

动机油是一众车主最为关注的部份，但每次遇到的常见问题就是“听说这个品牌不错。” “你

有试过这款吗？” “某某的车也是用这种。”以上对话看上去可能很熟，或者听过很多。但请

记住，都只是听回来，而不是实际清楚自己的需要。与其要不确定地听说，倒不如自己认知更多。
【文】【摄】邓炜斌

改装学堂

汽车之血液 (Part1)

适当用油

更换各类油品或液体都是日常保养餐单

中的基本项目，当中发动机油的更换密度是最

高的。原则上油品能直接左右该配件的性能发

挥，甚至会左右耐用寿命。就机油而言，更会直

接影响到马力输出，用错机油更有更能导至发动

机出现严重耗损。既然车主们愿意花上巨额及

能有效降低发动机在运转时内部金属组件之间

所产生的摩擦，达到完全润滑时令发动机运转

更畅顺。而优质发动机油所产生的油膜更能承

托起发动机内部一些活动支点及金属瓦片，避

免金属与金属之间直接摩擦，抑制在摩擦时所

产生的发热量和损蚀问题。所以油品选择对发

动机相当重要，不同数值、不同成份、不同黏

度都有所讲究。

密封作用

在发动机的中缸内，燃料与空气混合燃烧

引发动力，当中会产生一股强大的压力。活塞在

燃烧室中受到这股强大压力，作出上下往返的动

作而急速产生金属澎胀。在整个过程中，机油产

生油膜在燃烧室内壁与活塞之间，将整个燃烧室

密封，防止发生燃烧机油气而泄漏出来，能抑制

压缩比下降，同时亦能防止高油耗问题。

清洁、分解作用

即使发动机保养得宜，在长时间日常使用

中，都会经常遇上频繁的灯位停车、重新起步、

突然加速、急剧减速、低档上坡等情况，这些正

常使用会慢慢形成燃料不能完全燃烧等问题，长

久以来会产生积聚碳灰。另外发动机长时间处于

高温状态下，会加速机油劣化，加上碳灰、劣化

物、金属粉逐渐积虑在发动机深处，会慢慢形式

偏耗、不同故障的“慢性病”。为防碳灰、劣化

物、金属粉及积聚起来的劣化沉淀物溶解在机油

中，机油就必需拥有自我清净能力。有些优质机

油会加入特殊添加剂，能将这些物质慢慢分解，

减低对发动机的影响。

精力在爱车的改装上，如果因不当使用发动机

油，拖累了整体的发挥，令预期之内发挥不到应

有的水平，实在是得不偿失，更违背了当初改装

的意义。

机油的功用

有绝大部分人对机油的真正功用了解不太

2.冷却作用(带走热能)

水箱水能够带走发动机大约60%热量，所

以绝不能单靠水箱水为发动机降温，发动机内部

设置了机油泵和油管道，机油会源源不绝地循环

流动，通过油路将高热量的机油带走，通过油底

稍稍冷却再重复工作，而且油类所承受的温度比

水更高，极限较大。发动机的热源主要是来自以

下几方面，包括各组件运行、金属件互相摩擦、

多，只知它的最大用途就只是润滑而已。其实机

油就有如人体内的血液般重要，除了最基本在各

类金属件之间的润滑外，更同时肩负起封密、冷

却、清洁分解及防锈、防腐蚀性等重任。所以千

万不能小看机油的重要性，轻则发动机呆滞迟

钝，重则伤及内部金属表面造成永久伤害。

1.润滑(减低摩擦)

润滑作用是发动机油最重要的任务，机油
防腐蚀、防锈作用

在燃料内是含有硫磺成分的，在进行燃烧

爆炸时会产生硫磺酸化物和氮酸化物，这些物质

会腐蚀活塞及大小瓦等金属组件，加上国内燃料

汽油质素参差不齐。在低温行车及反复停车起步

动作，发动机内水份与未燃烧燃料有可能慢慢导

致生锈，尤以铁铸中缸影响更大，大长时间不启

动发动机就有更大威胁。同样地优质的机油亦会

在这方面下功夫，提高防腐蚀、防锈功效。

机油循环润滑

机油不是单单润滑活塞及曲轴，假如以油

底作为起点，在发动机内的循环是：1.油底2.油

底机油过滤网3.机油泵4.机油滤芯5.主油路6.油

压传感器7.曲轴8.活塞9.凸轮轴10.最后是涡轮之

后再重回油底。机油所能经过地方都会发挥不同

的保护作用。

下期将会将会解构机油密码，敬请留意汽

车之血液(Part2)。

燃料在燃爆时所产生的热量。如果发生过热问

题，燃烧室、活塞、金属瓦片等组件会受到高热

影响导致膨胀、变形、组件间的活动间隙收窄、

直接干预机油循环供给，最终引发润滑性不足、

金属过热受损等异常问题。所以现时很多人都会

加装机油冷却器，亦都是因为温度问题所致。

如果情况许可，在每次更换机油都要彻底将旧油更换掉。

曲轴上的大小金属瓦片最容易受损，机油也是关键之一。

机油质量太差、保养失误、汽油存在水气等，都有机会导致生锈。

市面上有很多仿冒品、杂牌的机油滤芯，选择务必小心。 凸轮轴每分钟的运转速度以千计算，受机油影响甚大。

受损了金属瓦片连接连杆部件，满布伤痕。

中缸内壁的受损情况，就算重新打磨亦很大机会扩大了缸径。

碳灰堆积在组件上，容易造成压缩比下降及爆震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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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杯”CFGP 鄂尔多斯站落幕
2011 年 8 月 14 日下午，“王力杯”CFGP 中国方程式大奖赛在
鄂尔多斯落下帷幕，首回合冠军由生活无限车队的杨曦夺得，亚
军是品酒客车队的崔岳，季军是联旺亚胜通航车队的李超；第二
回合冠军由崔岳摘落，第二位的是丹弗润滑油的刘辉豪，第三位
则是由李超蝉联。

满 座
文 / 植仲颜 图 / 尹博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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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槟喷洒，人声渐落，20台方程式赛车也一

一装箱，准备回程。也许很多车手还在回味，因

为这一场在漠北上演的方程式赛事，创造了太多

让人回味的经典。

第一次雨战

8月14日上午11点，CFGP鄂尔多斯站的

第一回合比赛正式展开。但比赛刚刚进行到第

四圈，鄂尔多斯赛车场上空就下起了大雨。也就

是说，鄂尔多斯在试营运以来第一次迎来雨战。

有人说，一场大雨就可以考验一个城市。对于赛

车场亦然，事实证明，赛车场能够经得起这次考

验，虽然安全车一再出动，但当事故发生的时候

赛车场依旧可以派出两台吊机迅速处理现场，让

比赛正常持续进行。

第一次使用进站策略

虽然CFGP与F1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但

是车手们同样需要思考与策略才能达到夺冠的目

标。在这场大雨中的斗争中，生活无限车队的杨

曦就是凭借进站策略夺得了冠军。由于大雨是到

第四圈才开始下，所以车手们用的都是干胎。但

当安全车出来的时候，有几位车手选择了进站，

这等于他们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排名。他们不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进站换了雨胎后能不能再次出去比

赛，即使回到了赛道，也要跟在安全车带领的队

伍最后面，况且雨下那么大，假如一直是安全车

带领比赛结束，那么他们只能接受排在最后的结

果，而且还要承受第二回合发车位排在最后的风

险。但是他们毅然进站换成雨胎了，出来后圈速

快上十秒不止。所以才会有杨曦从最后一位超过

十多位车手、并在最后一圈终点线之前超越崔岳

夺得冠军。

一万五千人的狂欢

“王力杯”CFGP中国方程式大奖赛落户

鄂尔多斯国际赛道的首次比赛在周日当天就吸引

超过一万五千名观众来到现场为车手们加油，观

众席上全部坐满，组委甚至开辟了第二观众席。

据赛车场安保数据显示，周日当天观众停车区停

了六千多台车。这是继F1上海后国内赛事中上座

率最高的比赛，他们不但来自鄂尔多斯当地，还

有不少观众来自包头和呼和浩特。而观众们之所

以得知比赛的讯息，是因为运营方在赛前2个月

就不间断地在各大门户网站进行微薄宣传、内蒙

古地区弹窗提示等地毯式宣传与抢票活动，而且

还首次实现了大型赛车赛事三大门户网站微薄直

播。所以，虽然他们用了很少的宣传费，使用了

很草根的宣传方式，却得到了全场满座的效果。

下一站，“王力杯”CFGP中国方程式大奖

赛将会转战北京。

Q：为什么会选择 CFGP
方程式赛事？

A：以前我们做安全门的时候，定位的客

户都是比较高端的。但是随着我们产业规模的开

拓，我们的目标客户越来越以年轻人为主。方程

式作为一个高端、刺激的赛事，是年轻人关注的

热点。

Q：通过两站的比赛，“王
力集团”在 CFGP 身上得
到一个怎样的宣传效果？

A：在两站比赛中我们看到CFGP这个比

赛无论是内容还是精彩程度，都是很有魅力的。

但我们现在与赛事最为相关的产品就是“丹弗”

润滑油，目前我们会邀请我们的经销商到现场看

CFGP方程式赛事，让经销商看到我们的产品在

高品质赛事当中也能发挥出其优秀性能。

Q：那“王力”将会如何通
过 CFGP 这个赛事营销自
己的品牌？

A：赛事营销是相对的，当面对中国赛车的

时候，在做与不做之间，我们选择了做，这是积

极的一面。我们借助“王力杯”独家冠名CFGP

中国方程式大奖赛的平台，从央视、地方电视

台、杂志以及后续的网络推广形成一个立体的推

广模式，让大家知道我们的王力的品牌、丹弗润

滑油进入到顶级的赛事中。

王力集团：集中开拓年轻人市场
专访王力集团董事长代表付先胜先生

周密今年喜得赞助商联拓的支持来跑全年

的CFGP比赛，他表示即使赞助商没有给什么压

力，但车手自己还是会给自己一些压力，并且可

能会因为有赞助商对自己的要求也会更高一些。

从入门级的房车赛，到国内最高级的房车赛，再

到方程式，接触各种类型的赛车后，周密告诉记

者，他更喜欢开方程式赛车。今年，CFGP专为

年纪较大的车手设立了一个“拼搏杯”，周密是

怎样看待年龄较大的车手开方程式比赛？“在今

年赛季第一站之前，我就和另外一个车手李昌，

还有李辉豪说好了要争这个拼搏杯的冠军。我不

认为年龄稍大的车手开方程式会有什么问题，而

且现在从成绩反应出来的是，那几个快的车手除

了崔岳以外，其它都并不是很年轻，积分拉开的

差距也并不大。” 

联拓车队周密：
三十而立爱赛车

起步时刻，争夺有利位置千钧一发。

夺得第一回合冠军的生活无限车队车手杨曦

丹弗润滑油车队的刘辉豪在发车仪式上

CFGP 开幕式上的民族舞蹈表演

作为国字号的方程式赛事，红色是 CFGP 的主元素。

在第二回合中，崔岳再一次获得冠军。

这是鄂尔多斯赛车场第一次迎来雨战。红艳美女助力“王力杯”中国方程式大奖赛。 冒险夺冠的杨曦。

| www.procar.cc120 121| www.procar.cc

赛事



在本站的排位赛中，长安福特的何晓乐顺利

夺得杆位，这已是本赛季以来四站比赛中，长安

福特第四次获得第一发车位置。16圈的比赛在天

气晴朗但炎热的下午准时开战。比赛刚开始时，

赛道的温度几乎达到54摄氏度。当五盏红灯熄

灭后，江腾一迅速冲到领先的位置，他的队友何

晓乐则紧跟其后。但很遗憾，何晓乐的赛车在挂

档时碰到了一些技术问题，不得不立即重返维修

区处理。小将范高翔起步不错，挤进了前面的队

伍。 

江腾一在起步时就飙出战场，并努力拉开和

后方车辆的距离，保持领先地位。甄卓伟同样有

个好起步，并且一度跃至第六位；虽然在两圈后

落至第八位，不过他仍然努力拼搏，最终以第七

名的成绩结束比赛，为其车手积分赢得了有利的

分数，并且能够在下场比赛中减去60kg的配重。

范高翔的表现可谓是可圈可点，他是长安福

特年轻车手培训计划中脱颖而出的新人，风格内

敛但爆发力强，，在之前的比赛中他数次闯入积

分区，其阳光帅气的形象及极佳的操控技术已经

开始获得圈内的肯定。而在鄂尔多斯赛道中，通

过不懈努力，范高翔最终首次登上了CTCC的颁

奖台获得了季军，并帮助长安福特车队再次夺得

厂商杯冠军。 

江腾一，在鄂尔多斯这个不到两年的新兴赛

道上立下战无不胜的地位。但是在本赛季中，他

却经历了很多道坎坷才站到了这个最高的颁奖台

上，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上半季的赛事，

长安福特车队以55分的差距领跑在厂商杯的榜

首。

2011 年 7 月 9 日 -10 日，CTCC 中国房车锦标赛在鄂尔多斯国际
赛道掀起了一场火舞狂沙。这是 CTCC 第二次来到中国西北的第一
条赛道，一年过去，风沙依旧席卷，但场上的金戈铁马，却又再往前。

大风起兮云飞扬
群车出动，比赛即将进入高潮。

涡轮赛车已经可以与自然吸气赛车同场竞逐。

获胜的喜悦，香槟的激情。

小将范高翔在本站展现出不凡实力。

福特车队气势如虹。

福特四位车手与白瑞祺先生合影。

江腾一是鄂尔多斯福将，他连续两年在这里夺得冠军。        

长安福特四站四杆

CTCC 第四回合鄂尔多斯站回顾

文 / 植仲颜 图 / 尹博崴 黄捷 邓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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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状态回勇夺第五

在中国量产车组中，前两站拥有极高出镜率

的CTCC新秀车手、来自海马福美来车队的孙正

从第三位起步，经过一场激烈的缠斗，最终获得

第五名。在排位赛结束后，孙正就坦言赛车调教

存在一定问题，这个问题显然延续到了正赛并对

他的发挥有着一定的影响。起步后，孙正虽守住

第三名，但赛车速度不如I30赛车，第三圈中，因

受北京现代车队张志强的不断进攻，孙超防守了

好久终于被张志强超越。此后孙正就陷入追击战

之中，并再一次和重庆CC车队的万金存有不少

争夺，但可以看出这是正常的防守进攻行为，以

孙正实现超越收尾。此后，孙正一直控制着自己

的节奏往前追，在一度落至第七的不利情况下，

最终拿到第五，颇为不易。

赛后孙正对这周比赛进行了总结。“整个

周末，总体来说这是福美来赛车第一次来鄂尔多

斯，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完美的调教。虽然自己很

努力，想跑到更靠前的位置去，但是北京现代的

对手比我们明显做的更好，首先祝贺他们。但实

际上我在后段还追了些分数，今年的比赛还有四

站，我相信我还是有机会的，这两个月的休战期

对我来说也是个调整，同时也会跟车队有进一步

的磨合。”

在本站比赛中，卢家骏再一次驾驶福瑞迪赛车夺得亚军。

赛车准备出发。 东风悦达起亚 778 车队的助威团。

这位 90 后新晋车手越来越成熟 。孙正与海马车队的队友一起为荣誉而奋身。 

战斗归来，满意第五的成绩。

在比赛期间，两位 778 车手默契无间。

红军东风悦达起亚 778 车队。

卢家骏勇夺亚军
东风悦达起亚778车队方面，主力车手卢家

骏虽然背负着加重的压力，却延续了上站的良好

状态一举夺得亚军，其队友康哲玮、王少峰及詹

家图分列第七、第八及第九名。经过这一役，卢

家骏将以71的积分领跑车手积分榜榜首。 “我今

天拿了第二名很开心，因为这意味着我能够暂时

领跑车手的积分榜了。在今天的比赛中，最后四

圈我发生了一些失误，损失了一点时间。但我还

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但再一次夺得亚军就意

味着下一站的配重将会进一步增加，他却不太在

意这些因素，只会尽力地往前冲去。

对于红军东风悦达起亚778车队来说，两

位新车手康哲玮及詹家图均缺乏在这里比赛的经

验。为了更加熟悉赛道，康哲玮早早来到赛车场

参加自由练习，而詹家图则靠步行及骑自行车的

方式熟悉线路。詹家图跟记者表示，“今天的比

赛起步的时候起得不错，我有尝试超越对手的福

克斯赛车，也实现了超越。但是到比赛中后段，

我的轮胎损耗很严重，离合器也出现了故障，所

以我就放弃了进攻的动作，以保住完赛。”

康哲玮本站的表现也可谓是跌宕起伏，由

于练习赛赛车发动机故障，只能临时更换了新的

发动机，导致排位赛没有争夺的机会，正赛的时

候以第16位发车。但是他却丝毫没有对自己、对

起亚福瑞迪赛车灰心。因为有着778这个出色的

团队，他们紧急对康哲玮的赛车进行调校，保证

正赛的时候能够正常发挥。而康哲玮也没有让车

队失望，他在第16位发车，起步时便已经超越前

车，并再一次演绎如成都站一般的超车大戏，最

终以自然吸气组别的第七名结束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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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手，所以比赛的时间越长、难度越高，越能让他

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水平。最终，他与华夏伟相接冲

过终点线，完成了鄂尔多斯赛道的征服。下一站，

CTCC中国房车锦标赛将会转战天马山赛道。我们

且看下半赛程的走势将会如何波动！

逆水行舟向前进

第一回合比赛刚开始不久，陆恭和采用稳定

驾驶的战术。虽然跟上前方的赛车有点吃力，但

几圈之后他开始慢慢找到了节奏，与前车的距离

逐渐拉近，更在比赛中段超越了一些参赛者。比

赛接近尾声，稳定发挥让其位置再进一步，继续

上升了一位完赛。在比赛后他表示对成绩不够满

意，但正因为比赛一站比一站更艰难，一种压迫

感驱使他必需跑得更好，因为经历得越多，才有

机会成为一名出色的赛车手！第二回合的正式比

赛，他从十四位起步，开赛不久因为赛道出现事

故，安全车带领四圈后比赛重新开始。陆恭和通

过第一回合比赛总结的经验，慢慢拉近前车位置

并开始超越，最后以第八名完赛。

他也预料不到恶劣的环境形势却能让自己得

到飞跃性的进步，这就是陆恭和努力成为职业车

手的最大经历。

调整心态 虚心学习

陆恭和与另一位同样首场参加尚酷R杯比赛

的美国车手阿历山大交谈甚笃，阿历山大在美国

担当赛车教练，积极进取的陆恭和邀请阿历山大

一同交流比赛的驾驶心得，晚上在研究车载录影

时，阿历山大道出陆恭和需要改善的地方。陆恭

和调整心态虚心学习，实践研究的结论，速度确

实有所提高！

本站也成为他累积更多比赛经验的好地方，

高难度的赛道加上与其他车手的激烈比拼，与理

论比起来，更能在竞争过程中体验出技术的提

升。幸运的是，在尚酷R杯的比赛的车手们都乐意

交流不同的驾驶技术，共同进步并提高实力。

下一站陆恭和将会挑战亚洲F1赛场马来西亚

雪邦赛道， 对他来说，这同样是从未接触过的跑

道，我们祝愿他能比本站有更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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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们在奋斗 逆境成长
2011 年 7 月 9 号 ——10 号， 鄂 尔 多 斯 国 际 赛 车 场 进 行 了
Scirocco-R Cup China 尚酷 R 杯第三站的正式比赛。赛前，陆恭和也
坦言这个场地对他来说有相当的难度，当中 3 号弯至 6 号弯的连
续复合弯角难度最高。

CTCC的精彩之处除了有厂商为了冠军的名

誉拼杀外，不能忽略的一道风景就是私人俱乐部

们的顽强战斗的生存之道。

在超级量产车自然吸气组中，就有一支顽强

作战的俱乐部车队，他就是与蓝军长安福特及红

军起亚778截然不同的黄军——华扬赛车队。他

们在本赛季中的实力，也是绝对不容忽视的。主

力车手张汉标在四站中均闯入第一集团并从未被

对手抛离，目前已经排在了积分榜的第四位。在

鄂尔多斯的比赛中，他与资深车手梁大铭前后一

起向前迈进，分别夺得了第四及第五名。

而从民间赛事上升到CTCC的唐友喜也克

服了赛车的机械问题，首次踏入鄂尔多斯的“奔

马”赛道便顺利完赛并再一次闯进积分区。他跟

记者表示，“鄂尔多斯是我最想跑的赛道之一，

因为我以前跑民间赛事，没有来过鄂尔多斯。在

排位赛的时候我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我知道赛车

是可以更快的，所以正赛开始的时候我就开始拼

了。但排位赛出现的机械故障还是没有得到彻底

的解决，为了确保完赛，所以我最后还是保守冲

过了终点。”

在中国量产车组别中，最为老牌的俱乐部车

队要数上海RSR-ALLWIN车队。经过了珠海站的

崛起、成都站的失意后，主力车手夏禹强势回归。

他与华夏伟并肩，驾驶着丰田雅力士赛车征战难

度系数极高的鄂尔多斯赛道。夏禹是一位慢热型

尚酷 R 杯鄂尔多斯站陆恭和再获积分

编 / 朱俊 图 / 尹博崴 黄捷 邓炜斌

漠北的夕阳照亮着这位车手的梦想。

9 号车手陆恭和表示这里的弯道与走线相当复杂。

华扬车队目前是超级组中一支英勇的俱乐部车队。

华夏伟是一位忙碌的车手，他同时参加 CTCC，川房赛和天马论驾。

华扬车队三剑客。 上海 RSR 车队的夏禹使出浑身解数，是俱乐部车手中英勇的一位。

作为今年一鸣惊人的俱乐部车队，重庆 CC 车队
两位车手在鄂尔多斯又一次斩获佳绩。

虽然是一名新车手，唐友喜却非常享受鄂尔多斯赛道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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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7 月 16 日，2011 年史翠英全国汽车飘移系列赛本年度揭幕战上
海松江站进入决战日较量，国内顶尖飘移车手齐聚一堂，演绎一场精彩淋
漓的赛车战况。

【文】钱俊   【编】冼业湛　【摄】章懿哲 钱俊

2011 史翠英全国汽车飘移系列赛揭幕战

本次比赛，赛事组委会特意请到了日本D1现

役冠军日比野先生担任本次比赛的评委主席，可

见本届比赛的评判权威性。在隆重的开幕式后，

本届比赛正式拉开战幕，根据赛制，比赛采用捉对

PK，分区对阵由排位赛位次决定。

周六，上海的天气还算不错，没有像周五一

样有雨水的干扰，这对车手的操控减轻不少压力。

整个1/8决赛，比赛悬念不大，最终排位赛靠前的

种子车手均顺利的赢得胜利。1/4决赛的倒数第二

盛夏开锣
战彻底引发了在场观众的激情，张盛钧和张少华这

场可谓“提前上演的决赛”让飘移运动的精髓充分

展现在所有观众面前，由于双方实力相当接近，很

难判断谁胜谁负，最终裁判在连续两次“one more 

time”后，很不情愿的宣布获胜的选手，张盛钧在

这次强强对决中笑到最后，晋级半决赛。

之后的半决赛是张盛钧和冯仁稚两位宝岛飘

移车手之间的对决。原本大家期待又一场精彩较

量，可惜张盛钧的赛车出现了一些状况，在第一回

合结束后立即回到维修区进行维修。返回赛道后，

张盛钧的赛车速度已无法给冯仁稚产生威胁，最终

最大夺冠热门倒在决赛门前。

最终决赛打响，冯仁稚一鼓作气拿下了本年

度第一站全国汽车飘移系列赛的冠军。赛后赛会评

出了各个单项奖，最终由赛事冠名赞助商史翠英集

团总裁史杰和中国汽联汽车运动二部副主任张涛分

别为各个单项奖和前三名车手及车队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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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比赛还采用了罕见的“航拍”。

张少华高举赞助商大旗。

浓烟四起。

“史翠英”杯飘移赛当日汇聚了大量人气。

SDT车队收获颇丰。

赛车模特当然少不了。

飘移赛车巡演。

所有赛车齐聚。

“史翠英”集团负责人史杰：
我们或将参加 CTCC

史杰向记者透露，“史翠英”也将与郎家璐

领衔的SRT车队一起踏足CTCC这项中国最高等级

的房车赛事。对于本次赞助全国飘移系列赛和未来

的CTCC计划，他还做出了一些解释:“其实做赛车

运动的整个过程，包括车队管理、赛车研发、车手

训练等环节和企业管理还是有相似之处，另外对于

整个企业文化,企业精神还有企业价值等方面有一

定的导向性。还有媒体宣传的多元化，不仅是美食

节目会提到史翠英，未来在汽车媒体也能有一席之

地。”

冠军冯仁稚 : 提早来熟悉

天马山飘移赛对自己来说是第一次。我说到

车架，其实车架很轻。因为以往的开车飘移有重力

加速度，油门不用加很多，主要惯性会很多。我也

要熟悉他的特性，练车时候发动机也出了问题，很

感谢技师加班到凌晨两点把发动机修好，组装完。

能拿到冠军很好，希望下次还能拿到这样的成绩，

最后十分感谢我们日荣车队的赞助商。

张国江：二次传播不可估量

尽管现场观众爆满、气氛非常好，但人群仍

然十分有限。如何将飘移运动的魅力展现出去，是

在传播方面更加重要的工作。时任上海天马赛车场

总经理张国江表示：“有了媒体的传播，二次宣传

的受众面、数量就不可估量了。希望这次飘移赛能

够在平面、网络媒体报道的同时，以画面的形式对

比赛现场、震撼情况进行还原，将飘移运动、飘移

文化传播面无限制地扩大。这样既是对现有赞助商

的回报，也是对后续合作的辅垫。”

D1 冠军日比野：
中国改装水平上升很快！

在本站比赛中，裁判日比野感叹本次赛事参

赛车辆相比去年提高之大出乎他的意料。通过他对

几台车的试驾，表示许多车辆的改装程度已经与日

本差异很小，有的甚至已经达到了可以直接去日本

参加比赛的水准。但中国车手还是缺乏经验。例如

比赛中突然下雨就让很多车手控制不好车速而没法

取得一个好成绩。而在日本，车手对晴天和雨天都

会花同样的精力去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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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房车精英赛已经举办了两年。4月份开始

了今年的第一站比赛，7月末进行的是本赛季的第

二站。

经过三个月的准备，参赛的十支车队（三支

外卡车队）磨刀霍霍，为各自的目标发起了强有力

的冲击。而车队冠军将在实力最为强大的三支车队

中产生：重庆名尚CLUB、四川新元素势必得车队

和四川申蓉赛车队。

由于赛前的练习受到大雨影响而取消，所以

在周六每个组别两节的不计时练习当中，多数参赛

车手都显得非常保守，为了在仅有的40分钟里完

善赛车的调校而努力。而且，赛会在时间上进行了

调整，以往在周六下午举行的排位赛，除了1600B

组以外，其他组别的排位赛都被调整到周日上午举

行。上午举行排位赛，下午就进行正赛，如此紧张

的安排对各个车队增加了不少紧张的气氛。

1600A 组：
仅四车完赛

1600B组来自CHSTEA车队（外卡）的106

关于川房赛

这个赛事非常热闹，参与的人也非常多。而

且比赛的组别设置也比较亲民，门槛比较低，有

利于汽车运动在基础人群的推广。而在我参加的

这个组别里，还是有很多很好的车手。当然车辆

的改装还是比较有高有低。可以看得出，这里汽

车运动发展的水平比较参差不齐。超级跑车比我

预料的要多，而且有很多罕有的豪车。这是和台

湾非常不同的。

关于赛道

相对于台湾的赛道，成都的赛道已经是非

常好的，周边的配套也很齐全。这条赛道不仅有

比较大的落差，而且有各种不同的弯道。我来到

的这个赛事周的前几天都在适应赛道，非常有乐

趣。而且赛道离成都这个可爱的城市很近，这也

是非常好玩的！

我来自台湾
中国台湾外卡车手
邱冠錡访谈

2011 年 7 月 30 日 -31 日，四川房车精英赛进行了本年度第二回合的争夺。成都的天气一直以来都
相当不错，川房赛的举行很少会遭遇到雨水的影响。但是在刚刚结束的 2011 四川房车精英赛第二站
的比赛中，瓢泼大雨成为了比赛最大的搅局者。

【文】陈毅平 楼浩 　【图】楼浩

记 2011 四川房车精英赛第二站

三大豪门

第一排发车，占尽优势！

剧烈跳动的心脏。

超跑组的争夺战形势比较明显。

人气火爆的赛前预热一刻。三车追逐战。

作为四川的本土车手，华夏伟也参加川房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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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四川房车锦标赛还比较年轻，但是我们

也看到了这个赛事的未来是光明的。现在我们的

赛事无论是组别还是人数都比以前多，下一步我

们不仅仅追求大和全，更加要做精益化赛事，主

力打造主推组别。我们的计划是一个提高，一个

降低：提高1600A的赛事级别，将其打造成我们

的名牌组别赛事，并接受更多的外卡车手报名；

降低1600B的门槛，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将其

与南方的赛道日方式靠近，使其更亲民，参赛更

方便，甚至减低“赛”的成分。

区域赛事的光明未来
成都国际赛车场副总
袁芙蓉

号雷云以1分55秒512的最快圈速取得了杆位，并

且把这个优势保持到了决赛中，以总成绩21分23秒

603的成绩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取得了冠军。

而1600A组（专业组）的比赛中，由于四川

新元素势必得车队的故障影响，仅6台赛车参加了

排位赛。来自华通SCR车队的206号车手张琪力压

XFT车队的专业车手谢春旭，夺得了杆位。四川新

元素势必得车队车手万高雨取得排位第三。

1600A组正赛中，仅有4辆赛车完成了比赛。

张琪一直保持其领先优势，成功顶住了来自身后谢

春旭的攻击，第一个通过了方格旗。谢春旭驾驶

他的奇瑞A3赛车在前后两个华通SCR车队的包围

下，也顺利取得了本组别的亚军。

2700 组：
名尚 CLUB 大满贯

随后举行的2700组别的比赛，是本站比赛中

参赛车辆最多竞争最激烈的组别，总共有32辆赛车

参赛。

发布会上，精彩纷呈。

城市赛道俱乐部发布会启动。 

工作人员忙碌检查。川房赛已经成为国内第三大区域赛事。

车队颁奖，巨额奖金花落谁家。

赛前的摩托车特技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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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黄昭伟是成都势必得车队车手。曾经参加过

中国方程式锦标赛（上海站、成都站）是成都当

地小有名气的车手之一。

能说说成都当地和周边的赛车和玩车的环境怎么样？

成都地区热爱赛车运动的朋友是都非常多

的，所以每次这样的比赛都能吸引很多赛车爱好

者来参加。因为民间赛车运动在成都起步还是比

珠三角和长三角稍微慢一点，所以在赛车文化的

理解、赛车改装、赛车配件的认知都会落后于这

两个地方。但是有我们这班对赛车运动充满热情

的人在，我相信很快我们成都也能像广东和上海

地区一样能把民间赛车运动弄得红红火火。

你刚才说了成都对赛车文化的理解和珠三角和长三角

有不同，能说说这里几个地区赛车文化有什么不同吗？

虽然我在广东地区比赛的机会不多，但还是

能感到有不一样的地方。广东地区民间的赛事比

较多，而且门框也不是很高，大部分朋友都不需

要花太多的钱就可开着自己的爱车到赛车场上体

验一把。像这样门框低的赛道体验活动，我们这

里是比赛少。广东地区相邻香港澳门，改装配件

很多价格有比内地便宜，这样好的先天条件对民

间赛车运动有非常大的帮助。

四川赛车火辣热情
成都势必得车队黄昭伟

决赛时，成都赛车场上空落下的雨水，对参

赛车手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排位第一的秦朗以无可

争议的优势拿下了冠军，而他身后的黄昭伟也艰难

的拿到了亚军。

原本领奖台最有利的争夺者之一汤戈，由于

排位赛车辆故障没有完成有效排位圈，末位发车。

不过在正赛中，他也表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做出

了仅次于冠军的1分50秒537的最快圈速，但遗憾

的是在第七圈退出了比赛。

最终，2700组最大的赢家无疑是重庆名尚

CLUB车队，他们包揽了第一名（秦朗）、第四名

（郝璐）、第五名（韩啸）和第七名（刘琦）。其

他积分区车手是第二黄昭伟，第三张聪颖，第六和

伟，第八龙标。

超跑组：
大雨搅局 

最后举行的超跑组中，只有11辆赛车参加了

排位赛。最终，仅有7辆赛车完成比赛，而完赛的

赛车全部进入了积分区。

受大雨影响，超跑组的比赛被退后了20分钟

进行，而且采用了安全车带队发车的方式。由于非

职业比赛的性质，很多车手并不熟悉这种滚动发车

的规则，在安全车带队的前四圈当中，来自申蓉的

503号王中一、505号李涛和来自XFT车队的511

号田传勇都进行了黄旗超车，被赛会处以10秒的罚

时。

决赛一开始，前两位罗肖和杨旭之间的竞争

非常激烈，一度引来了观众的阵阵惊呼。最终，

509号曹舒的白色兰博基尼赛车和507号汤黎的红

色TTS赛车在“友好”的情况下领跑第一集团，前

后通过了终点线。

发车在即，成都赛车场刚刚下完大雨。

1600ccB 组颁奖。你们准备好了没？我要喷香槟了！

川房赛从来不缺超级跑车的影子。

由于赛道相当湿滑，车手们要注意的就更加多。

奇瑞星飞腾车队作为一支本土车队，在这场比赛中获得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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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像年华盛放的气焰；红，像斜阳渐远的纪念——红车：DINO 
246，CALIFORNIA，512 BB，ENZO，FXX，458 CHALLENGE。红人：
吉安卡罗 • 费斯切拉，郭富城，方大同，柳时元。下面我们一起
回顾法拉利 2011 上海嘉年华。

【文】钱俊　【摄】钱俊 余恒文

青年方程式 孙正跳跃晋级

周六上午，在上海国际赛车场还上演了

(Formula Pilota China) FPC赛手学院方程式排

位赛和年度第三回合的较量，经过第一站肇庆站

的初次尝试后，作为中国年轻车手的菁英孙正逐

渐适应了这项新引进的方程式赛事。

由于这是一场最新引进至中国的赛事，孙正

在对它好奇探知的同时也充满了陌生。所以他很

早就来到上海国际赛车场参加自由练习，久违方

程式的他对阿巴斯赛车的车身、车架及前翼等等

都充满了浓厚的兴趣。“Pilota的前翼设计与其

他的方程式非常不同，它通过很多个小翼组成了

一个大定风翼。在碰撞后可以单独更换，节约成

本，低炭环保！”

红门宴
458 挑战赛火花四溅。

天王郭富城参加 458 挑战赛绅士杯。 

记 2011 法拉利上海嘉年华

这是孙正参加 FPC 比赛的第二站。

在嘉年华中展出各种经典法拉利车型。

目前他在 FPC 的成绩正稳步上升。

458 挑战赛结束。

2011年7月23-24日，法拉利赛道日嘉年华在

上海国际赛车场火热上演。本次赛道日嘉年华的

明星、名车阵容堪称豪华。同时，法拉利458挑战

赛、青年车手方程式、法拉利F1赛车和名用车表演

让这个周末成为一道汽车和赛车迷的盛宴。

458 挑战赛 精彩激烈

本周末上海天气相当炎热，无疑对车手体能

有着相当大的考验，使比赛格局变得错杂复杂。上

午进行的第一回合中，众车手上演多次精彩超车。

比赛中，Anthony Liu从始至终一直主导着比赛，尽

管受到Byron Tong (中国香港) 和Hisamori Hayashi 

(日本)全场奋力的追赶，依然率先冲过终点，获得

一场Pole to win的胜利。在壳牌杯绅士车手赛中，

韩国明星柳时元延续其在周六排位赛上的强劲表

现，最终击败第二名Tiger Wu (中国台北) 和第三名 

Gregory Teo (新加坡)夺得分组冠军。

在下午进行的第二回合倍耐力挑战杯上，费

斯切拉作为外卡车手参加比赛，最终从最后一位

起步杀到第二，让所有在场的车迷大呼过瘾，并

且让在场车手领教到F1车手的能力。比赛最终，

Anthony Liu继第一回合再次拿到冠军，Jeffrey Lee

（中国台北）和Byron Tong分获二、三名。在壳牌

杯绅士车手赛中，Steve Wyatt (奥地利)摘得桂冠，

Tiger Wu(中国台北)和Gregory Teo(新加坡)分获亚

军和季军。而458挑战赛下场较量将会在一个月后

再次在上海国际F1赛道拉开战幕。

在周六第一回合的比赛中孙正虽排位靠后，

但整场比赛斗志十足，在仅有10圈的正赛中，

实现了他最拿手的连番超越，最终第六位冲过终

点，差点在终点前超越泰国车手Tin Sritrai，登上

亚洲车手杯的领奖台。赛后由于获得第四驾驶11

号赛车的lorenzo Camplese因为双黄旗超车，被

赛会罚时30秒，最终孙正获得第五的成绩。

周日上海F1赛道的上空，闷热围绕，一场大

雨正在酝酿却始终未能在比赛中爆发。而正准备

在周日的第四回合赛事中继续往上冲刺的时候，

孙正遇上了起步熄火的情况。在起步不顺利的情

况下，孙正只能跟在队伍的后面比赛。由于不能

进入第一集团的争夺，他按照自己的节奏继续跑

下去，最终以全场第十二、亚洲组别第六的成绩

完成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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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4 日 -8 月 6 日，上海天马山赛车场已被赛车的激情所点燃，不
但有专业的 POLO 杯第三站以及挑战者方程式第三站赛事，同时第
十四届天马论驾民间赛事也在这里展开战幕，场面更宏大。
【文】钱俊    【编】冼业湛 　【摄】章懿哲

第 14 届天马论驾激情上演

台风无阻
暴雨难挡

此前由于超强台风的预警通知，第十四届天

马论驾的成功举办一度受到威胁。在大家一致认

定本届比赛会冷清收场的情况下，但我们惊讶的

发现发车线上参赛车辆依旧排的满满当当的！场

边的观众席上同样挤满的观众，看来大家对赛车

的热情是台风难挡，暴雨无阻的！

王小端第一回合稳夺冠

8月5日下午，上海天马赛车场的上空一扫

昨日的阴霾， POLO杯第一回合角色在14：00

正式开始。一号弯切弯通过的翁世晶压在王小端

与范铧荧的前面。比赛中段，前面领跑的王小端

和范铧荧逐渐拉开了与后面群车的距离自成一个

集团。最终，王小端依靠稳健的发挥率先迎来格

子旗，范铧荧屈居第二，小将谢佳武则收获季

军。

硝烟重重

接下来的挑战者方程式第一回合的争夺也显

得格外激烈。杆位发车的龙凌云迅速反应，一路

领跑。第二发车的包金龙起步稍有迟疑，被身后

虎视眈眈的鲁宁和袁波反超。在第四圈，鲁宁把

握住过弯的机会，将袁波反超。来自四川的车手

刘小红，在一号弯时操作失误，冲出赛道无奈退

赛。随后而来的包金龙同样在一号弯操作失误退

赛。由于退赛的赛车占据了一部分赛道，所以安

全车出动引导比赛，直至比赛结束。龙凌云无悬

念的夺得冠军，鲁宁、袁波分获二三。

最后角逐

8月6日上午，挑战者方程式第三站的比赛

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比赛刚刚开始，场上就超

车不断，鲁宁在第3圈时赶超了袁波，上升到第

一的位置，场上渐渐转变为龙凌云与鲁宁的缠

斗。比赛接近尾声，龙凌云驾驶的9号赛车，因

为档位挂不上去没能完赛。最终，鲁宁夺得冠

军，同样来自江苏南通的车手袁波和包金龙分列

二三位。

下午，尽管天气存在不确定因素，但是看

台上依然站满了观众。POLO杯第二回合比赛正

式开始，一号弯并没有车手出现失误，第五位的

范铧荧利用更快的出弯速度超越谢佳武升，9号

弯，第二位叶国挺出现失误被身后的范铧荧，吴

俊鑫和王小端系数超越。不久，范铧荧和谢佳武

陆续超越吴俊鑫。三圈过后，阴沉的天空开始有

零星雨水滴落，第六圈时，雨水突然加大，范铧

荧滑出赛道掉到了谢佳武的身后。赛会出动了安

全车。第十二圈后安全车返回维修区，比赛重新

开始。最终范铧荧成为本场比赛的冠军，谢佳武

位列第二，新人吴俊鑫获得季军。

论驾天马

8月6日上午进行的街车E组的比赛中，由

于车手水平参差不齐并且都开得相对保守，不过

位列第一二位的蓝色福美来赛车与蓝色雨燕赛车

花絮：赛场偶遇 HKS
及 Dixcel 代表

 

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的“天马论驾”赛

场后，记者遇到了两位特殊的观众。他们是日本

HKS中国推进室室长清水洁先生和日本Dixcel刹

车负责人三田志伟座先生。二人结伴来到这里，

感受这一品牌活动的气氛，也考察这里的市场。

三田先生已经是中国通，对“天马论驾”

也十分熟悉；而今年刚上任的清水先生则是第一

次来到这里。除了认为“天马论驾”的比赛、展

览的专业性都较高之外，他还介绍说，其实日本

这么多大小赛车场，会自己举行赛事或赛道活动

的不多。这些赛车场都比较清高，不愿意担任多

种角色。而多如牛毛的赛道活动，很多都是由改

装品牌（如HKS）所举办，或几家有影响力的改

装店共同举办，气氛也相当好。不过两位都一致

认为中国赛车场的这种模式非常好，将玩家、店

家、商家都统一起来，形成很好的玩家及商业氛

围。也是值得借鉴的。

依旧为观众上演了斗车好戏。两车相互缠斗近十

圈，最终第二位发车的福美来赛车超越雨燕夺得

第一。而下午进行的房车赛街车A+B及S2000

组同样精彩纷呈，由于中午的一场雨地面并未全

干，多辆赛车由于抓地力不足而冲出赛道。比赛

刚开始由史翠英车队的史杰保持领先，不过他没

能顶住队友何贤磊所带来的压力，被其超越，最

终史翠英车队包揽冠亚。

天马论驾盛况空前。

| www.procar.cc140 141| www.procar.cc

赛事



POLO 杯雨战也超车频频。 安全车带领比赛。

POLO 杯在本站加盟天马论驾。

汽车运动新理念
访 KW 中国公司总经理魏健鸿

扩张市场
访狮特总经理廖毅生

在本届天马论驾的商家展区内我们看到了一

个十分醒目的名字，那就是国产自主改装零部件

品牌——狮特。 

据廖毅生介绍，目前狮特的产品已经经过了

几代的革新换代，产品均具有优异的效能，并且

新产品的研发周期从开发制造，然后反复试验修

改，均超过了个月。据了解，目前CIDEP狮特产

品畅销全国各地，同盟店达100多家。这也是得

益于狮特近年来致力于将技术投入各项汽车运动

赛事，取得了骄人佳绩。赛场的成绩除了能体现

狮特产品质量优胜之外，最大的目的是利用比赛

中获得的数据和经验去提升产品效能。不过廖毅

生强调，他们会把这些赛车上的技术运用到民用

车系上，因为他们要让老百姓知道这些配件不只

是赛车上，对于普通老百姓也会非常适用。

另外廖毅生表示狮特将会继续拉长产品线，

从目前的车身强化配件，防倾杆，以后更会开发

减震器，刹车等技术要求更高的产品！

KW是一家拥有超过19年历史的德国避震器

制造商，多年来他们一直致力于FIA GT、 FIA 

WTCC、ALMS、N24h等各项世界级赛事并取

得了优异的成绩。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要诠释汽

车运动绝不是赛车那么简单，更不是飙车那样肤

浅。魏总表示汽车运动是车主自己对自己车辆的

各方面要求，可以是舒适性，可以是性能，也可

以是安全性。提升这些也不代表去斗车，而是提

升了自己开车时候的感觉。他们就是来推广这样

的运动理念。

另外他还说到目前中国的改装市场还相当的

不成熟，所以KW等改装零部件品牌的路都会很

难走。不过同时魏总也坦言中国市场对于他们来

说依然拥有巨大的潜力，这也是他们一直在坚持

的原因。为了应对目前的市场环境，他们也有了

不少的对策，比如对KW经销商进行培训，让他

们去引导消费者使用产品，另一方面就是通过一

些推广活动对整个市场上消费者的培养，当然这

是一个缓慢的市场培养过程。

赛车模特争艳夺色。 挑战者方程式最终冲线。

颁奖典礼，胜利的喜悦。

天马论驾正式开跑。

摩托车手表演高难度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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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提起宝马第一代M3（E30），首先呈现

在我眼前的不是它彪悍的外形，也不是它出众的性

能数据，更不是它限量生产的数字，而是它那精彩

绝伦、能令人久久回味的赛车历史。所以当我闭上

眼睛去寻找脑海里M3的印记时,我似乎总能听到那

令人顿时一震的引擎声，听到从电视里传出比赛直

播员那激动人心的旁白，听到比赛现场观众们哗哗

的喝彩声。

为比赛而生

归根到底，宝马M3系列之所以能长盛不衰正

是因为宝马多年来对赛车运动的追求和执着。上世

纪80年代，正是赛车运动百花齐放的年代，特别

极速收藏

锵锵三人行
——为比赛而生，为胜利而存

【图】【文】叶栩

集体回忆经典 BMW M3 (E30) 的那些事……

是在80年代初德国房车赛(DTM)成立以后，赛车

运动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瞬间成为了一项最为流

行的民间运动之一。作为当时德国顶级运动轿车品

牌巨头之一，宝马一直寻求着一款可以替代老迈

的M635CSI，同时也能符合FIA GROUP A 最新

标准的运动型轿车。此时刚上市的宝马第二代3系

（E30）轿车，借着其轻型矫健底盘设计，简单成

熟的机械搭配，推出不久便成为宝马M Sport 运动

部门用于参加赛事的不二车型之选。

为了达到GROUP A 参赛的需求，除了每

年不少于500辆的产量外，宝马还为E30 M3设

计了多项带有赛车DNA的装备，包括有极具侵略

性的空气动力学套件、赛车用16寸BBS轮毂以及

可调节尾翼板等。从早期配备搭载195匹马力的

2.3升直列式四缸引擎到后期Sport Evolution改进

版版搭载具有238匹马力2.5升四缸引擎，宝马M 

SPORT部门先后推出了多个版本的E30 M3。其

中包括有M3基本型、敞篷版、EVOLUTION I、

EVOLUTION II、SPORT EVOLUTION，以及

CECOTTO车手纪念版。截止1991年底，宝马共

生产了17970台轿车版M3以及786台敞篷版M3。 

值得注意的是，1986年至1989年制造的E30 

M3，动力输出只有195匹，1989年至90年的后期

版本虽然提升到了215匹，以当年的标准也算不上

很高，但是得益于不到1200KG的车重，在紧密

型五速变速箱的带动下，0-100公里加速只需6.9

秒，算是相当凌厉的。有趣的是，首代的E30 M3

配用了俗称“狗腿”式H型赛车档位设计，即左下  

角为一档，正前与正后分别为二档和三档，右上角

和右下角分别是四档与五档。“狗腿”式设计能减

少之字形拨动档杆的机会，不仅在弯路快跑时较为

方便，而且相对缩短了换挡时间。

著名汽车杂志《Car and Driver》曾在M3的

试车报告有这样的评语：E30 M3的精妙之处并不

在于直道加速，而是在于它那敏捷的操控。可靠的

循迹性加上生动有趣的车身动态，使得驾驶者与车

辆之间的沟通感比现代的许多高性能车要强的多。

为胜利而存

既然是为比赛而生，硝烟弥漫的赛车场正是

E30 M3所谋生的地方。自从宝马开发M3街道版

以来，M3的赛车版的研发工作也在不分昼夜地进

行着。面对来自奔驰190E的威胁，宝马运动部门

M SPORT为此还邀请了多家著名的车队参与到了

M3的赛车研发工作当中，其中就包括了来自英国

的Prodrive 以及德国的AC Schnitzer。充足的赛前

准备为E30 M3在后来赛场上的胜利播下了胜利的

种子：

1987,1989年夺得DTM年度总冠军；

1987-88,1990,1992年度SPA 24小时耐力赛

总冠军；

1987年Corsica 拉力赛分站冠军；

1989-1992年Nürburgring 24小时耐力赛连

续总冠军；

1987-88,1991-93年澳门东望洋大奖赛冠军；

为历史而藏

为历史而藏，是许多模型收藏家的出发点。

看到这么辉煌的战绩，作为宝马迷的你想必也蠢蠢

欲试想融入到这令人回味的历史中去吧？在模型界

里，生产E30 M3的厂家很多，所以供你收藏选择

的范围也较为广泛。总的来说，E30 M3比较热门

的比例有1/43以及1/18，其中，主流的制造商包

括有Autoart, Minichamps, IXO等。

从整体做工而言，Autoart较Minichamps质

量更有优势，做工更到位，漆面更耐久。然而如

果论收藏款式的话，Minichamps则是你当仁不让

的选择。首先，Minichamps的E30 M3街车版除

了颜色选择比较全面（有5种以上）外，种类上还

有M3 普通版，EVOLUTION 版，以及SPORT 

EVOLUTION版可供选择。其次，Minichamps所

出产的E30 M3赛车版本可谓是五花百门，应有尽

有。虽然许多早期款式已经停产且绝版了，但新的

涂装还在不断更新当中，你总不会错过。最后，

Minichamps的收藏价值一般较其他品牌的要高，

尤其是早期绝版的款式更是众多收藏家们的看家

宝物，价值不菲。当然，如果你有宏大的目标想收

齐所有款式的话，IXO也是不能放过的品牌。虽然

做工较其他两个品牌要次一些，但是IXO出产的几

款E30 M3拉力赛版以及东望洋赛车版都是市场上

“仅此一家，不可多得”的收藏。

M3_E30_Sport Evolution 1。 M3_E30_EVOLUTION 1 的引擎。 引擎设置对比，左边为街车，右边为赛车。

Spa 24 小时冠军。

早期 M3_E30。

参加 WTC 的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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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Cleaner

进排系统

YARALLA全球首发专利产品

2009 BBS“挑战者(Challenge)”CH-R优化产品

Velocity 赋予轮圈迅捷的外观

Lenso 低调的“侍”系列

适合多款日系WORK

雅泛迪-SJ02欧陆新货

台湾立格LG轮圈  高品质制造商

RAYS VOLK Racing强势登场

哈德龙原装卡位高性能刹车片

荷兰马特威运动型弹簧

STD避震，高性能刹车皮

XYZ搅牙避震-追求舒适与运动的绝佳平衡

LANCER-EX

B12单筒高压倒插运动套装

way 弹簧

TS新世代弹簧

MODEULARE钢圈

PDW VEGA 574

RAYS VR.G2锻造轮毂的精品

新力狮燕子尾

D2双搅牙避震--舒适好用的避震

D2超级专业气压避震--功能最强大的气压避震

D2全锻造卡钳刹车套装--物美价廉的刹车系统

专业定制刹车套装 

ZUMBO尊博复合孔经典之作F1135轮毂

“奥妙”之作BOUTIGUE 813

日本ＡＭＥ轮毂2010年三片式ＶＩＰ新品

上海搏速竞改-TOMASON经典之作

德国MOTEC轮毂-炫我风采

意大利ANTERA（豹头）轮圈    奢侈级改装轮圈

美式品牌强势入主

■宁波凯士特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 0574-87358232

■爱魅翼（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 021-69106881

■上海搏速竞改铝轮有限公司  ■ 021-33588856  13817503046
用工艺精湛、品质优良来形容德国 TOMASON 品牌轮毂毫不为过，

其每一款产品都表达出美与力的结合；TN1 采用经典的多辐条设计，

配合简约硬朗的辐条造型，使其既具有时下流行的 RACING 风格，

又不失严谨、大气与沉稳的德国作风。

规格：18X8.5  19X8.5  5X114.3

www.prospeedwheels.com

BRASSTER 设计主题以日本古代的和为主，“和风”的“和”。用盔甲

的头盔，折扇，长矛等的形状作为主要造型，用漆器的颜色作为表面色完

成最后的设计图案。丝毫不逊色于 AME 原创设计中的最高峰 GRACER

这一款轮圈，设计思想反而更加先进。从古代头盔的角有感而发的Ｖ字型

纹路，继承了过去 Modelart 系列的设计风格。

作 为 Ballistic 系 列 中 的 经 典 款 式， 包 含 三 种 尺 寸 17×9.0，18×9.0，

20×9.0，而孔数分别是 5，6，8 孔，ET 是 - 12,0,12。该款产品名称叫“奥

妙”，你也许从那么多大眼睛看出其中的意思吧！而眼睛周围又有红色的装

饰件，在轮辐和轮辋结合部用电镀的铝螺母做装饰，在轮唇部位做轻微车削。

整个产品由三种非常协调的颜色构成，丝毫不显杂乱，无论在乡间小道或者

城际路面，都会让你的靓车更加醒目！此款产品针对ＳＵＶ量身定做，适合

悍马Ｈ２，Ｈ３，凯迪拉克，林肯，雪佛兰等高档ＳＵＶ。

ZUMBO 尊搏的这款 F1135 轮毂，大尺寸的复合孔设计比较少见，而

多幅条是今年最流行的款式，大气抢眼，同时装车数据非常全，轻量化，

工艺是其值得推荐的特点。

尺寸：17×7.5  18×8  18×9  19×8.5  19×9.5  20×8.5  20×10

颜色：黑色车面、枪灰车面、黑色红边、黑真空电镀

■无锡振发铝镁科技有限公司  ■ 0510-83776288-6012  13961762187

■青岛爵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 0532-88979020
Zinik 以独特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在轮毂制造业享有盛誉，自从问世以来一直得到美

国、德国等高端客户的追捧，能够使你的爱车焕发运动活力。最早的 7”lip 设计和

完美的细节，成就了今天的汽车改装行业中的 Zinik 的的顶级品牌。Zinik 能够最大

限度的满足各种轿车、SUV、CUV 等车辆装备给那些今天得到它们的人。享受别人

只能梦想的 Zinik 轮毂吧！

■上海马特威有限公司  ■电话：021-55398727

■上海联锐  ■ 021-22818171

■鸥日驰（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 020-81371338

■ 广州雅泛迪贸易有限公司（友发集团成员）

■ 020-87631313
源于欧洲经典轮圈的设计理念，具有骨感美的多幅细肋设计，在多幅肋

骨变化中呈现稳固，整个轮圈在造型上具有精致和大气混成之感。这款

轮圈 17-18 寸主要以 5-114.3 为主，18-19 寸的以 5-112 为主，皆是

钛金镜面涂装色。

work 推出此款福克斯及多款日系车的运动性

轮圈，漂亮外观及较高的性价比受到年轻爱车

族的追捧。

尺　　寸：17-18；

颜　　色：亮银；

适合车型：福克斯及众多日系车。

Lenso 以其优异的工艺及其品质深受广大车迷的喜爱，为了追求完美的

品质，lenso 严格限量生产而使品质精益求精。“侍”系列更是其中的经

典之作，简约而轻量化的风格使其在各种轮毂产品中脱颖而出，更难能可

贵的是，“侍”系列中的产品轮体大都是青灰色，并搭配车面或者车边，

低调而不失锋芒，沉稳而不缺朝气，颇有青衫仗剑隐逸山林之风。“江湖”

上，lenso 可是有不少的“拥泵”哦！

Velocity 作为 INOVIT 最新的纯正 RACING 血统轮

圈，独特的设计、原创的风格，Velocity 有着较其前

作 Spin 更多的活力。8 根修长的辐条即赋予轮圈迅捷

的外观，但又不失简洁，优雅的气质：Inovit Racing

的又一“瞬时经典”。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做，全面的

规格对应最流行的 4 孔欧洲和日本轿车。

卓 越 平 直 与 竞 技 化 设 计 是 BBS CH 系 列 轮 圈 的 标 志，
2009CH-R 优化特性：20 英寸，缩减中央区，轮辐与中央
区的连接部分加长，轮辐结构优化减重，可替不锈钢轮缘保
护圈（两种颜色），“MOTORSPORT”采用强反差印制（金
属黑版本）。同时保留原产品低压铸造带来长效性能；流动
成型工艺，提升稳定性；轻量化；为 F1 订造的旋压技术应
用于普通车。七爪 Y 型的经典轮辐设计充满张力，激光刻字
让轮圈历久常新。有哑光金属黑与亮银色供选择，值得推荐。

■上海英挪唯实业有限公司  ■ 020-33752880

■美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 0755-82851770
日本 RAYS VOLK Racing

系列锻造铃，产品特点轻，

坚固，不易变形，造工精细。

有众多型号，尺寸及款式供

日系及欧系车选择。

■御轮汽配有限公司  ■ 0512-57600920   免费客服热线：400-8856-887

YARALLA 906-1875-40 是 YARALLA 公司推出的轻量化系列轮

毂之一，其重量为同型号比的 89%，而性能则更为出众。外观为

香槟色与铬色相结合，本产品为全球首发，是全球顶级铸造工艺与

表面处理工艺的结晶。

■浙江曙光实业有限公司  ■ 0579-87963333

■ D2 直属中国公司  ■ 0755-86391389

■ D2 直属中国公司  ■ 0755-86391389

■ D2 直属中国公司  ■ 0755-86391389

    D2 气压避震可以单独调整 4 支避震器高低的系统 , 每支避震器的 Air 

bag 均有自己的压力设定值 , 因此能在操控上有更明显的性能提升。除

了产品本身可以调整的气压高低功能外 , 你还可以自由设定车身的最高

点与最低点高度 , 来配合车子所改装不同的 body kit 所需要的高度 , 这

是其它品牌做不到的。我们配备 AZ 马达的充气速度是全世界气压式避震器最快的 ,20L 的 AIR TANK 

0~200psi 2 个马达只需 3.5 分钟就可以充满。并且每个马达皆附有 4 个灭音避震器。加上马达固定板为

高科技灭音板 , 噪音极小 , 不会像其它品牌会有很大的噪音。

D2 RACING 是台湾唯一通过德国 TUV / ISO 9001:2008 标准，
德国 TUV osterrich 认证的。一些产品拥有 FIA 认证，更拥有世界
车辆研究测试中心的测试报告。在许多东南亚的赛事中，D2 避震
器及煞车已广泛的被使用，尤其是在最有名的 MACAU GRAND 
PRIX 和 ASIA PACIFIC RALLY CHAMPIONSHIP 赛 事。D2
避震全域 36 段阻尼调整、拥有 SAE9254 弹簧材质能防止变形；
6061 铝材质能防止生锈。上下双搅牙的避震设计只需调整脚管，
不需要压缩弹簧即可达到您所需要的车身高度。

专业生产各种不锈钢（SUS304）和钛金属原装位

专用型、通用型排气管；头焦、头段、改装三元、

中段、S 回压鼓、内回压鼓、直排、Y 型鼓、G 型鼓、

扁鼓静音鼓等各种赛车型排气管。欢迎来图、来样、

来车、开发！欢迎 OEM 订单！

主营进口轮毂轮胎销售及维修。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宝岗路桃花园 15 栋 9 号铺

胡生电话：13714311108 曹生电话：13662266846 

QQ:1964285958  691352106

这款 PDW VEGA 574 是澳洲 V8 UTES 赛事官方指定

轮圈。我们经常能看到比赛型轮圈用在街车上，因为只

要喜欢，花钱装上就可以了；反之街车轮圈在赛车上却

很少看见——因为一般的街车轮圈达不到激烈竞技的要

求，由此可见这款轮圈的非凡品质。简洁的大五幅设计

搭配色彩对比强烈的辐条边缘，怎一个“酷”字了得。

■呔铃王 进口呔铃专家  ■ 13714311108

所有碟盘皆为 2 件式碟盘 , 中盘为铝合金设计。此煞车

系统是采用知名品牌 PAGID 的煞车皮。我们目前的技

术能生产 400mm x 36mm 碟盘 , 这代表我们的顶级

技术是一般公司所没有的！

此碟盘尺寸之煞车系统另有

浮动碟盘供顾客选择

■上海彬哥贸易有限公司  ■ 15816854522
凯迪拉克 CTS- V 前 12pot 系统，后 6pot 系统

凯 迪 拉 克 CTS- V 前 12pot 系 统， 包 括 锻 造 12 活 塞 卡 钳，( 黄 色 

CTS- V 字 )，锻造大 12 活塞，388mm x 30mm 单导向钻孔碟盘，

275 铝合金中心盘，（超金属 = 转接架），50cm 油管，B- 5 跑车赛道皮。

凯迪拉克 CTS- V 后 6pot 系统，包括（黄色 CTS- V 字 )，锻造大 6

活塞卡钳，锻造大 6 活塞，385mm x 30mm 单导向钻孔碟盘，有手刹

车中心盘，不锈钢油管，（超金属 = 转接架），跑车版刹车皮。

■上海马特威有限公司  ■电话：021-55398727

■深圳美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 0755-82851770 / 25984718

■车迷站改装店  ■ 0750-5506368

■华中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 0755-25617990
采用单筒高压倒插式设计的 BILSTEIN 避震器

套装组合，内包括一台车分四支减震筒，以及

对应的短弹簧，可降低车高 25-35mm。适用

车型：世界各大汽车厂牌，全车系车辆升级使用，

采用短行程气压式设计，搭配 BILSTEIN 原厂

装配改装用短弹簧，可用于车辆在都市路面及

高速路面下行驶。

HYUNDAI GENESIS-COUPE

BC V1-VM 系列（VM 系列以稳定性和舒适性为优先考量）

VM 配搭前后铝合金橡胶上座，橡胶材质具有辅助吸震的

特性，能提供极佳的乘坐感，同时也提供优异的操控感。

30 段的阻尼调整，能调整出所需的阻尼值

筒身高低可以作调整

XYZ 搅牙避震 SUPERSPORT 系列，对应 90% 以上国内车型，

追求舒适与运动性能平衡的绝佳选择。45mm 直径之 PISTON

设计，全段高低与 30 段硬度调校，采用 MONOTUBE 设计之避

震，超轻量铝合金高低可调底座，底座经电镀处理，其他配件亦

经防锈处理，大部分车型连配 PILLOW-BALL MOUNT 波子塔

顶（McPherson），WTCC 团队研制之部件与技术，民用价格。

STD 避震器特点：

12 段阻尼软硬可调，SCM440 硬化处理活塞杆，特殊材质油封，

高级阻尼油，特殊内径搪磨管，单筒油气分离，强化橡胶部品，

锻造铝合金避震上座。

由 Van Den Heuvel 家族始创于 1954 年，是欧洲最专业、最
具规模的汽车运动弹簧制造厂。MERWEDE 的运动型降低弹
簧适用于所有欧洲、美国、日本及韩国车系列，运动型弹簧适
用于超过 1500 种车型，原产普通弹簧超过 1000 种车型。成
为欧洲最大运动型弹簧与赛车弹簧供应商之一，长期为各大著
名赛车队提供技术服务。装有 MERWEDE 弹簧的赛车曾多次
在 F1 与 WRC 上赢得世界冠军。

■运升赛车部品  

■ 020-84890008

■三泰汽车改装部品  ■ 020-87795569  13925093000

way 弹簧合适国内众多车型，卡罗拉，威姿，宝来，马 6，马

3，福克斯，新飞度，旧飞度，雨燕，骐达，菱帅，206，锐志，

花冠。

■领贤有限公司  ■ 020-84648489
TS 的弹簧的诉求是，让驾驶更安全地享受驾驭快感、让家人更幸

福地体验乘坐乐趣。

■中国区总经销：广州久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 020-62211312  61083058

■深圳市零创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 0755-82221633

MODEULARE 钢圈所有都是从 T6- 6061 航空级锻造铝开始制作，设计

独特，尽显奢华，适用运动车和SUV。MODEULARE钢圈有两年的保质期，

由美国设计及生产。

www.zeroracing.net

CH（原产品） CH-R（2009 优化产品）

联系人（MERWEDE 亚洲部经理）：叶小姐（常驻荷兰） MSN：evelynye2004@hotmail.com

Hardron Speed 同时具备了低金属系列的良好制动力和

无金属系列的低噪音两种优点；在德国汽车高速专用车道

上行驶时，充分展示了卓越的制动力和舒适的安静感；比

普通刹车片缩短1/3的刹车距离、抗Fade的制动感等特点，

使车手感觉到安全的制动性能。

高摩擦系数
高达 500℃常态工作温度
800℃瞬间工作温度

联系人（MERWEDE 亚洲部经理）：叶小姐（常驻荷兰） MSN：evelynye2004@hotmail.com 

■ F009 排气技研  ■ 0769-81250009  8119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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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搏速竞改铝轮有限公司  ■ 021-33588856  13817503046

■上海搏速竞改铝轮有限公司  ■ 021-33588856  13817503046 ■上海搏速竞改铝轮有限公司  ■ 021-33588856  13817503046

德国 MOTEC 轮圈为了迎合欧洲追逐速度的车主而设计的轻量化轮

圈，是少有的经过 TUV 测试认证的轻量轮圈品牌之一。MCT3 是德

国 MOTEC 品牌杰作之一，旋风式造型配上流畅的辐条曲线，将自然

与运动完美的结合于一体，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规格：18X8.5 19X8.5   5X112

www.prospeedwheels.com

意大利 ANTERA 轮圈以其独特的设计风格异立于高

端奢华改装轮圈之一，深受欧洲高端客人的追捧，是

车主炫耀个性和展示身份的典范。卓越的品质和精细

的工艺，成就了今天 ANTERA 的世界顶级奢华品牌。

各种款式可供选择，能够适应各种高端车型。

www.prospeedwheels.com

台湾立格轮圈一直以高品质享誉海内外，先进的生产工艺和严格的

品质管理是立格轮圈长期赢得欧洲客户的至胜法宝。以天然钻头镜

面精车为特色，高亮唇边配磨砂黑盘面，引导未来改装轮圈的走向

高端的新趋势，成为风糜世界的新宠。17，18，19" 各种规格可供

选择。

www.prospeedwheels.com

TS 的设计 安装效果

有效降低

提升操控

视觉效果佳
保留筒芯缓冲行程，不伤筒身
提升高速行驶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减少过弯侧倾，增加稳定性与安全性

独门技术
保留一定的舒适
满载后座不下沉

提升操控 防侧倾 车身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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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ling
冷却系统

Lubricant
化学油品

Electronics
电子产品

Body&Chassis
车身底盘

切换引擎动力摩方WIND BOOSTER 4-MODE节气门控制器

Wind Booster倍添驾驶乐趣

德国海拉HELLA TPMS无线轮胎安全监控系统

德国UPSOLUTE电脑程序改写

劳恩斯硅胶套件

福克斯改装配件

coole油冷器套件

中冷套件

GReddy消泡桶

MiNES排气泄压阀

MiNES机油冷却器套组

上海通用别克新君威双出/四出中尾段

大众CC四出排气管中尾段

DX DRIVE-3电子油门加速器

EDDY涡流进排气专家

TRUST/GREDDY排气

■赛酷汽车改装  ■ 020-61083690

■广州翼狮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 020-23940601

■深圳威乐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 0755-28886012

■东莞快线汽车改装精品公司  ■ 0769-86229062
采用铝镁合金材料，轻量、高贵集为一体，产品的刚性、韧性带给车主安全的驾驶。

马来西亚 ULTRA RACING 是专业生产车身加强件的

厂商。产品畅销全球多个国家包括日本、美国、英国、

德国、澳洲等。目前 UR 有超过 2000 种产品对应 400

多个车型，更多详情请游览 www.ultraracing.cn

景程汽车用品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研发、生产、销售汽车用品为主的专

业公司，并创立了国内知名的 CIDEP 汽车改良（改装）件品牌。CIDEP

汽车改良（改装）件品牌属下产品以汽车操控部件、动力改良部件为主。

日本 EXEDY 是专业生产汽车离合器厂商。产品包括：

碳纤碟、碳铜碟、RACING 皮碟，压盘、轻飞轮等，

日本全线车系均可使用。HYPER SINGLE 适用于日

产（FAIRLADYZ），丰田（ALTEZZA、MARK2、

CHASER），三菱（EVO），斯巴鲁（IMPREZA）

此类产品可有效提升车辆高速行驶时的稳定性，有效降低引

擎的工作温度。公司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质量求生

存，以科技求发展，以服务求市场，以质量

求效益”的经营方针，实施名牌战略和用户

满意工程，真正做到让用户买的放心，用的

舒心，收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东莞快线汽车改装  ■ 0769-86229062  21745964

“KX-F3”平衡拉杆系列产品采用铝镁合金材料，经过热强化处理，提升了原材料产

品的抗压强度和韧性、刚性，产品采用精密的鱼鳞焊接而成，增强了表面的美观和产

品的整体抗击力。表面处理采用三层海

棉烤漆处理而成使产品在高温和外力的

撞击下不会脱染。

■广州益业贸易有限公司  ■ 13903058105

SuperPro 特点在于其制造杯士按车款量身打造，

未曾出现过安装过后出现离位或不合装的问题，

而且套装内可设四种不同硬度杯士，软硬度适中，

最重要一点在于“Follow- up Service”做得好，

厂方非常重视客人的反馈意见，无论孰好孰坏都

乐意聆听。

■蓝色动力汽车改装部品  ■ 020-83498595

■诺文烯汽车性能提升  ■ 0769-81066366

■诺文烯汽车性能提升  ■ 0769-81066366

■龙改车业  ■ 13802577086
SPMODE：山路与竞技用途最合适，油

门反应非常灵。

EC MODE：市区行驶时最适合使用，

可有效降低油耗。安装简单，断电记忆，

设定简单，可适合各种车种。

材质：304 不锈钢

管径：63.5MM

规格：63.5MM 中段，双回压尾鼓，抛光尾嘴

尾嘴：89MM 四出卷边斜口，抛光

备注：可选用钛合金材质制造，四出尾嘴烧蓝等等。备有 2.0T

和 3.6 引擎专用排气管系统。

材质：304 不锈钢

管径：63.5MM

规格：63.5MM 中段，双回压尾鼓，抛光尾嘴

尾嘴：89MM 四出卷边斜口，抛光

备注：可选用钛合金材质制造，四出尾嘴烧蓝等等。

备有 2.0T 和 2.4 引擎专用排气管系统。

具有 11 排 .15 排式样，机油芯的固定方式有原车内接式及外移

式两种可供选择，并有留油温及油压孔，安装赛车表更是方便。

涡 轮 车 使 用 排 气 泄 压 阀 可 大 幅 降 低 涡 轮 排 气 侧 排

压 及 排 温， 提 高 涡 轮 压 力 的 稳 定 性 和 马 力， 有

34MM.38MM.44MM.46MM.50MM.60MM 六种规格，可由微调

螺丝来调整压力。

■蓝色动力汽车改装部品  

■ 020-83498595

■奇星汽车改装部品有限公司  ■ 020-83508272

产品特性：提升动力，增加扭力！原装位，安装简单，

经济性好，可使用超过 30 万公里！采用优质材料组成，

品质保证！

■北京福斯博德  ■ 010-69757001

TRUST-GREDDY 以其产品做工精细、品质优良一直深受全球用户的

喜爱。产品线齐全，排气拥有多种不同款式性能排气设计。全新的 STI X、

EVO X 中尾排气，整体采用双重处理 SUS304

不锈钢制造，声音低沉饱满，表面镜面处理，质

感优越，追求功率、音色和音量的整体平衡。

TRUST-GREDDY 中国总代理 ---- 北京福斯博

德

■蓝色动力汽车改装部品  ■ 020-83498595

水中产生水泡，则引擎运转时容易发生水温过高的问题，透过本产

品可有效抑制运转中水泡的产生，避免引擎跟水箱温度过高，保护

引擎冷却系统。

■劲速改装部件有限公司  ■ 13533889118

全铝合金散热水箱，比原厂水箱散热效果更佳，重量也更轻，

撞风效果更好，保护引擎不受高温的损害，让流失的马力

能重新找回。

■寰明国际有限公司  ■ 020-62682030

■新加坡石油公司  ■ 020-83641411

■新辉润滑油（深圳）有限公司  ■ 0755-27713833

■骏河发展有限公司  ■ 0755-33945111
REDLINE 全合成润滑油把汽车动力推

向 终 极，SAE5W30 适 合 1500CC 以

下引擎及 V-TECH 引擎专用（蓝色）；

SYNTHETIC ATF 全合成自动波箱油适

合日本及欧洲车使用（红色）。

FULLYPOWER F-1A全合成机油由德国原装进口。

采用最新 PAOS 合成科技，配合德国专业赛车添加

剂混合而成。更全面保护引擎，无论在拉力赛场上，

还是在场地赛场都发挥最佳性能。作为斯巴鲁中国拉

力车队专用赛车机油，已帮助车队获得多个奖项。

新加坡石油公司（简称 SPC）专为赛车度身定做。SPC RACING 
PRO 采用润滑油中最高级别的基础油 - 第五类脂类基础油和添加剂调
配而成。脂类机油分子排列整齐，抵抗外来变数的能力很强，其对热稳
定、抗氧化反应、抗粘度变化等能力较同类产品优异。另外由于采用了
特殊的脂类技术，酯分子中的酯基具有极性，易吸附在摩擦表面上形成
牢固的油膜，酯分子质量比较大，闪点升高，蒸发度降低。即使在高转速、
高温、大马力的条件下，仍可以为引擎提供超高性能的保护，满足赛车、
改装车和带 TURBO 引擎车辆的特殊用油要求。

为了适应各款引擎，Speedmaster（速马力）这款专业型 5w50（多元醇酯

全合成）除了能在低温启动容易，有极佳的密封性能，令引擎在低转时提供

足够扭力，这款黏度绝对能在欧系与日系车之间做出适当平衡。

专利配方 SPL.FM. 摩擦力低，可轻易上转，达至更快加速效果。

Posji Techa 避震选择舒适性为主，Posji Techa 避震用上了避震

器制造技术上少见的热加压成型的制造方式，在高温、高压下让分

子密度大幅提升增加产品强度。

■速马力（香港）有限公司  ■ 00852-36221178  0756-2269330

■深圳市卡妙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0755-86259940

用于解决锐志的波箱缺陷，包括一、二档换挡顿挫和低转“轰

空油”的问题。使车辆的低扭明显增强，一、二档顿挫问题

根除，达到相同加速效果发动机转速平均下降 300 至 500 转，

发动机噪音降低 30%，燃油消耗降低 5%。实现 D 档下进

入 S6 模式、真实手动挡模式和 D 档下拨片进入手动挡模式

等功能。

■深圳市卡妙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0755-86259940

1. 什么是卡妙思电脑？卡妙思电脑用于提升发动机的功率和扭
矩，提升车辆的动力性能。
2. 产品功能
OFF 档，是原车设定；+10 档，增加 10% 的发动机功率和扭矩；
+20 档，增加 20% 的发动机功率和扭矩。
3. 产品特点
最大提升功率和扭矩超过 20%；油耗降低 5%-10%；即插即用，
无需调教；
全部接插件，可 DIY 安装；关闭、10%、20% 三种模式可调。
适用于大众、奥迪的 1.4T、1.8T 和 2.0T 的车型。

■深圳市卡妙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0755-86259940

■昆明利驰劲专业汽车改装  ■ 0871-5738939

■劲速改装部件有限公司

■ 13533889118

■福恒运升汽车部品  ■ 020-84072268
本店能购买各式各样的福特改装零件。

种类齐全，欢迎来电咨询。

为进口材质具有极佳的延展

性与耐高温特性，即使长久

使用或是加高涡轮增压值，

都不会有脱落爆管的情况发

生。

自然进气可增加马力及扭力 10%；TURBO 车型可增

加马力及扭力 30%，甚至超过；自排车型换挡时更平顺，

动力衔接更棒，在急加速时亦会延迟换挡时间；可解决

许多原厂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怠速过低易熄火、区段引

擎爆震问题、自排变速箱换挡震动的问题。

TPMS 系统 是目前市场上高端车的标准配备，德国海拉作为奔驰，

宝马，奥迪，沃尔沃等欧美高端车厂的主机配套厂商，海拉在售后市

场推出 TPMS 无线轮胎安全监控系统 TC-400，让您的爱车也能轻

松扩展此功能，你再也不必停车检查轮胎，只需启动钥匙，即可随时

随地自动检查，为您带来更安全的驾驶。

Wind Booster 是安置在加速器后的一种电器装置，用于解决电子节

气门（ETC）的迟滞问题，安装过程简易，不会对车原有的机械结

构发生任何影响。

它能帮助车辆提速，并提高超车的安全率，避免发动机积碳，避免车

辆突发性前窜，提高油门灵敏度，使加油更轻松。Wind Booster 拥

有加速开关功能，可以设定加速级别，并具加速器模式切换功能。

■中国区总经销：广州久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 020-62211312  61083058

■赛酷改装  ■ 020-61083690

一般街道车加装油冷器，能稳定自排油的油质品质及

油温，并且延长变速箱的寿命及减少油耗。保护精密

变速箱内机件。

■赛酷改装  ■ 020-61083690
降低进气温度，增加空气中的含氧量，进而减少引擎

燃爆温度，其优秀的冷却效率相信能符合多数涡轮改

装车主的需求。

■深圳市卡妙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0755-86259940

WIND BOOSTER 4-MODE 节气门控制器包括四种模式，

P1、P2 运动模式均有 10 段可调，通过加快反应速度，提升车

辆的瞬间提速性能和爆发力，使得汽车提速轻快，倍增驾驶乐趣。

节油模式（ECO）可延缓节气门响应速度，使车辆乘坐舒适、

节油环保。普通模式（NORMAL）恢复原车设定，达到运动与

舒适的平衡。与国外同类产品比较具有在静止或行驶全程任意

切换，随时分段微调的先进功能。

■伯爵（汽车竞技产品）  ■ 0769-81116818
说到改装竞技产品就不能不提大尾牙和高凸轮轴。大尾牙改装主要

是改变速比，令汽车在每个档位都有明显的动力在使车加速，使得

汽车动力在最短时间内迅速提升。减少动力流失提升马力，使汽车

的性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要提升引擎的运动性，简单方法是改变引

擎的吸排气效率，高凸轮轴主要改吸气侧和排气侧的作用角度和升

程，令引擎在吸气和排气冲程时，空气的流

量更加顺畅，高转速时能发出更大的马力。

全铝加大水箱

冷油器

EXEDY RACING CLUTCH

锐志全套强化件

高尔夫6代的底盘加强件

KX-F3福瑞迪全车拉杆五件套

锋范无需打孔款顶巴

Superpro强化杯士

Posji Techa 避震选择舒适性为主

Speedmaster（速马力）Pro 5w50润滑油

SPC RACING PRO专业赛车机油

斯巴鲁中国拉力赛专用机油

REDLINE润滑油

卡妙思锐志波箱电脑

卡妙思电脑

大尾牙、高凸轮轴

■ EXEDY RACING CLUTCH 中国大陆地区代理：伯爵（汽车竞技用品）

■ 0769-81116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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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pheral
周边用品

Interior
内装

AeroParts
外观套件竞技踏板组

新力狮BC搅牙避震

NISMO拨棍头

FD2排挡头

RECARO座椅文化

安达赛车座椅改装部

赛车座椅

BRIDE TAKATA可调赛车座椅

CHARGE SPEED全碳纤鲨鱼鳍

CHARGE SPEED碳纤维中网

思铂睿包围 皇冠头唇

高性价比汽车包围制品

捷达改MK2灯套件

GTI中网

东莞车道改装-CLUB

EVO-X JIC绞牙避震

■傲骊汽车生活馆  ■ 020-62850025

■非一般汽车改装厂  ■ 020-37403171

■广州镁丽速动汽车改装  

■ 020-83489029  15918616805

■ www.gzmlsd.com

■深圳锦豪利

■ 13923711114  0755-33826328

专 业 开 发 生 产 Ferarri、porsche、

louts、lamborghini 等超级跑车及奥

迪、奔驰、宝马、大众、三菱、日产、

丰田等车型的空力套件，具有 20 年

生产汽车包围的经验，质量保证。

www.newwaycn.com

本公司专业生产设计各种国内外车型碳纤维机
盖、尾盖、尾翼、中网、灯眉、超薄后视镜
罩、碳纤维内饰，原车件加工碳纤维等一系列
碳纤维改装部品，大包围（树脂、PU、PP、
ABS）或者来样定做。

菱悦 V3 十代顶配版包围更能增加显示出个人风格，制

作出高质素包围和强大的设计理念后台，它都能设计

出让改装爱好者的满意外观。

菱悦 V3 纪念版包围视觉效果真是一流，展示出极富侵

略性的一面，使其风采突显的更加耀眼，增加不少时

尚气息。

主 要 代 理 经 销：alcon，AP，AERO，brembo 刹 车；Bilstein，KONI，KW 避 震；AEM，AFE，

GruppeM，BMC 进 气；EISENMANN，SUPERSPRINT，REMUS，HAMANN，ABT 排 气；

ROTEX 机械增压套件等等（版面有限不能尽列）敬请来电咨询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auto-aoli.com

■非一般汽车改装厂  ■ 020-37403171

■诺信零件行有限公司  ■ 0755-25913002

材质：不锈钢 304

管径：70.0φ~60.5φ

怠速：59dB（原装 58dB）

3000rpm：71dB（原装 63dB）

重量：21.5kg（原装 27kg）

备注：外加 100 元即可换购 A4L 尾唇一套。

■赤东技研车业  ■ 0731-84681717
赤东技研车业 2009 年度推出国内第一台“迷

你巴士”（MINI BUS）也是国内第一家开发

出大众 T1 面包车的改装套件，AKASAKA T1

仿古车八件套包围，AKASAKA 仿古大灯，

AKASAKA 灯 眉，AKASAKA 仿 古 转 向 灯，

AKASAKA 仿古电镀轮圈盖，AKASAKA 小

窗五件套。

■福斯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 0754-88998877 88997779

■北京索普改装店  ■ 010-8370 6036

■领越汽车改装用品商行  ■ 020-22020896 13144437349
专业生产汽车外观空力件，树脂大包围，PP，PU 大包围，

碳纤机盖，尾翼，中网，灯眉，内饰改装件等。同时代理台

湾天使眼与其他改装件。欢迎新老客户来样定做。

北京索普从事汽车附件开发、生产、销售多年，并与

国内外多家外贸公司合作！我们一直在为改装业界提

供最满意的产品而努力！经典是永恒的！

专注生产各类高品质树脂纤维制品。碳纤维制品。汽

车贴纸。各种新款车型不断更新中 www.foxbody.cn

深圳添翼包围厂是一家专业设计开发 生产（OEM）

销售 PU 包围的厂家，我厂已成功开发出宝马 奥迪 大

众 别克 福特 丰田 本田 三菱等多种车型的 PU 包围。

欢迎新老朋友订购及来样加工。

WWW.PU-CAR.COM

■深圳添翼 PU 包围制造厂  ■ 13556872280

■东莞车道改装俱乐部  ■ 13798868846

经营范围：汽车外观设计改装以及性能提升，汽车包围，

HID 氙气灯，进排气，刹车，避震，平衡杆等。

■新一佳捷  ■ 13434111101
JIC 品牌 EVO-X 绞牙避震机，日本原装进口，

双简正立式设计，具备上下绞牙托全长可调功

能，10 段阻尼软硬调节，适合一般道路以及非

专业的赛道行走。 

■大连天际一星贸易有限公司

■ 0411-86899722

■ www.chargespeed.cn

www.takings.net.cn

CHARGE SPEED 鲨鱼鳍采用碳纤维制成，流线
型设计，有效减小风阻。适合车型：IMPREZA 翼
豹 /LANCER EVO/ FAIRLADY Z33/ SKYLINE CPV35/ 
SWIFT 雨燕 / HYUNDAI GENESIS COUPE/ MAZDA6

■广州唯翱汽车改装用品有限公司  ■ 020-87723519

做工精细，具有柔软，轻量化的特点，更能防止长时间使

用后出现硬化及变形现象。公司技术雄厚可接受客户大批

量订单生产。欢迎来电咨询！

■广州天语汽车附件制造有限公司  

■ 020-62211355  83503693

■奇星汽车改装部品有限公司  ■ 020-83508272

■ SPORT MOTOR 汽车改装  ■ 020-62682153

■赛酷改装  ■ 020-61083690
通用焊接型改装套件：适用于所有带车

头（鼻子）的车型，需焊接。车门结构

和门锁不动。通用免焊型剪刀门改装套

件：适合大部分车型。

山路与竞技用途最合适，油门反应非常灵敏，市区行

驶时最适合使用，可有效降低油耗，安装简单，使用

专用接头，可适用各种车种。

涡流碳纤进气系统的性能是同时兼备低扭和高转功率，别致的

黑色进气管道设计对发动机的性能有较好的功效，经测试，散

热时间比普通铝管快 5.3 倍，总的来说，在多数街车上，改装

进气套件是性价比十分高的性能改装。

专业生产汽车改装进排气系统，订做汽车五金件。经

过高性能和耐用性的机械测试，外观均经过严格的抛

光处理。严格的品质管理，确保每件产品都能达到国

际水平。

■北京福斯博德  ■ 010-69757001

■领贤有限公司  ■ 020-8464-2846

Sparco 是意大利生产专业赛车用品，包括赛车服、头盔、手

套、鞋、灭火器等，其各项都有通过 FIA 检定的特定产品，

在安全程度上绝对保证。现时从 WRC 到房车赛、一级方程

式车队中最多使用的赛车产品。除此外还有街车及赛车座椅、

小型赛车用品、汽车改装用品如小棍头、脚踏、方向盘、及

安全带等。Sparco 的中港澳总代理为领贤有限公司。

■ 广 州 安 亿 仕 汽 车 部 件（AES CAR PARTS CO.,LTD）  

■ 020-62682441
专营、批发 VIP 奢华风格产品，水晶部分均采用奥地利 Swarovski

（施华洛世奇）水晶镶嵌，结合 100% 水貂皮毛光滑的手感和华丽

的光泽更让奢华发挥到淋漓尽致，有黑 / 白两色可供选择。

www.aescar.com

■新一佳捷  ■ 13434111101

■赛酷改装  ■ 020-61083690

■ BBA Motorsport  ■ 0769-85118638  33377818

■安达公司  ■ 13902286894
安达公司专业专研开发赛车座椅，高级

阻燃，防尘布料制成，采用金属骨架，

功夫龙（KEVLAR）。卡梦（CARBON）

玻纤（FRP）均达到 FIA 规范标准，符

合人体工程学，可根据客户要求生产设

计各类赛车座椅。

RECARO 凭借 100 年的技术造诣，追求未来 100

年的演进。【人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坐姿？怎样才能

正确的支撑人的身体？】RECARO 始终将此作为原

点，不懈的追求着驾驶汽车时最理想的驾驶员坐姿。

一颗好的排挡头除了功能性之外，外观也是很重要的选择指标，FD2 排

挡头皆采铝合金切削而成，有长短多款造型，不论喜欢哪种握感，都能选

择最适合的部品。

手感绝佳的实心拨棍头，兼具械能性与流行感的设计。销售限定的商品并列

式的拨棍头式，形状独特。

追求舒适和运动性能平衡的绝佳选择，橡胶材质具有辅助吸震的特

性，能提供极佳的乘坐感，同时也提供优异的操控感，能调整出所

需的阻尼值筒身高低可以作调整。

■赛酷改装  ■ 020-61083690

■赛酷改装  ■ 020-61083690

BRIDE 赛车座椅采用强度极高的碳纤维或强化玻璃纤

维制成，能确保椅座兼具强度及韧性，提供最佳的包

盖性，另有可调式桶椅，保留椅背可调之功能，兼具

舒适性。

■越扬汽车改装部品有限公司

■ 020-62682510  13527890480

赛车座椅造型设计不夸张且实用，最重要的是其特殊造型，一流的

曲线，适中的侧面与肩膀的包裹性能，是特别针对东方人体型所设

计，让驾驶者不易感到疲劳和让人感觉腰酸背痛。坚固的碳纤维材

质结构，支撑性特佳，让驾驶者在激烈的操控下仍然安稳自如。

■赛酷改装  ■ 020-61083690

表面经过防滑处理，特别适合有激烈操驾习惯的车主，不论足部是

否潮湿，都能稳稳地与踏板结合为一，许多车手皆爱用更是口碑的

保证。

■骏河发展有限公司  ■ 0755-33945111

美国 K&N 高流量空气滤芯，采用特殊编织棉纤，

配合专用过滤油层，可有效增大气量，使得反应迅

速、油门轻巧，且 K&N 高流量空气滤芯可重复清

洗节省成本，长期使用较原厂纸制抛弃式更划算，

更环保。

雅阁，速腾改GTI款中网

BMW/AUDI专业改装

菱悦V3_非一般纪念款

菱悦V3_十代顶配版

GT-R R35全车碳纤维件

Ferarri、Porsche、Lamborghini超级跑车空力套件

奥迪A4L四出中尾段

迷你巴士（MINI BUS）

天语汽车进排气系统

AEM进气过滤器

EDDY涡流二代排气专家

shadow加速器

剪刀门套件

SPARCO赛车用品

D.A.D后视镜水晶貂毛饰

K&N 高流量风格及进气系统

成立于 1987 的美国 AEM，拥有领先的竞技型

进气制造技术和高流量干式进气技术。直接使用

清水进行清洗护理，不用滤油，不用繁琐护理程

序，简便易于操作。采用特殊高密度结构制造，

进气效果优越，经久耐用，可反复多次清洗保持

如新。并有多种尺寸通用进气过滤器可选。

产 品 材 料 采 用
ABS/PU/PP 常 德
各种车型改版件

专业，用心，优质的服务为本店立足之根本 ■大连天际一星贸易有限公司

■ 0411-86899722

■ www.chargespeed.cn

www.takings.net.cn

CHARGE SPEED 中网采用碳纤维制
成，造型美观，原装位安装。适合车
型：IMPREZA 翼豹 / CIVIC TYPE-R 
FD2/ FIT GE6/7/8/9 FORESTER SH5

Suspension
悬挂系统

Suspension
悬挂系统

Air Cleaner

进排系统

Air Cleaner

进排系统

Air Cleaner

进排系统

Air Cleaner

进排系统

Electronics
电子产品

Peripheral
周边用品

Interior
内装

Interior
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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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装

Interior
内装

Interior
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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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装

Inte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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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尔多斯市中韵汽贸有限责任公司

高  原 大连 ZEAL燃情动力
 大连市西岗区鞍山路 27 号  
 13998548398

刘  磊 东北改装网
 香坊区三合路 351-8号
 0451-86755666

霍  岩 北京天璐鹏悦汽车用品销售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 55 号西郊雅森 
 的汽车用品城 D区 107 号 13366212016

雷  鹏 LZ汽车用品
 长春市朝阳区同光路 7号（与立信街交 
 汇）0431-85651917

杨小江 极速汽车改装店
 湖北省荆门市象山大道南段惠民市场， 
 0724-6804878

魏  斌 保定市南市区锐航汽车养护中心
 河北省保定市南市区菊胡同 86 号
 0312-5922228

潘治宇 上海贝登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虹口区中山北路 127 号
 021-56620240

孙家刚 四川金邦汽车音响电子有限公司（成都 
 代理商批发商）
 四川成都肖家河街 190 号 028-85173886

杨  涛 苹果唱响汽车影音馆
 大连市沙河口区不老街 175-3 号
 13998608930

段中华 昆明友邦车港汽车用品服务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十里长街富城车世界 A6 
 栋 19号（省高院对面）0871-4646011

姚焱杰 焱改车行
 重庆南坪东路 40号
 13883099830

刘洪亮 上海联锐
 上海市闵行区虹梅南路 3525 号
 021-22818171

王  伟 龙士达车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西沙路东洲汽贸门 
 口 0912-8161777

张  峰 超级车改汽车改装配件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世购广场 165 号
 0531-82426558

陈益龙 一龙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枫南路 41-51 号
 0576-88206881 13606686008

张程祎 暄哗上等赛车俱乐部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社区
 13613463595

唐海珊 D 元素车技研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鲤鱼山路 888号
 13999135999

钱  斌 劲擎改装
 沈阳市沈河区东滨河路 72号
 13700001446

吴  勇 勇易改汽车工坊
 海口龙华区金濂路京江广场 A2栋铺面
 13518084418

任奕璋 AKASAKA赤东技研车业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马王堆汽配大市场 
 D11 栋 2 号 0731-84681717

侯小虎 德和赛车配件中心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新华大街东二 
 环路口南 500米路西 15848147779

徐昌伟 汽车之家
 云南省文山县阳光外滩 A1-45号
 13887609991

何灿阳 车之居
 厦门市思明区会展路 358 号 E-10-11
 13666008889

姚新平 音乐前线
 昆明北市区北辰大道车行天下
 13888223138

李  勇 勇汽改
 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 C区 15 号楼 13号 
 网点 15981112111

 

甘  露 湖北嘉得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武汉市汉阳区墨水湖北路缤纷四季小区 
 108 号 15827335519

赖云敬 蓝色汽车改装坊
 江西南昌洪都南大道 48号麦德龙斜对 
 面 13007231531

郝文杰 

 红河车迷驿站
 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县兴州路银苑校区一 
 栋 13-14号铺 13988014703

查应冲

 

 鄂尔多斯市铜川汽车博览园汽贸山路中 
 韵汽贸有限责任公司 13948871836

吕传朝  东奥车改
 山东省泰安市小井转盘向南两公里路东 
 泰明路南首 0538-6117979 18605389203

芦  晋  旋风改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钟旺路英华汽配 
 城 C区 7-8-9 号 13933193555

朱先生 中国大器汽车改装事业部
 江门市蓬江区建设二路 113 号首层
 13531822122

李  磊   兰州极品佰汇汽车用品店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麦积山路耿家庄 
 196 号 13893319158

肖  旭   郑港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城东路 106 号
 13607655979

李  锋   新疆劲车机能汽车装潢有限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市昆仑东路669号-3号门面 
 13199869778

苏春晓  莱西温馨车饰
 山东省莱西市农副产品交易 2-216
 15053270173

黄彦华  百桥飞德勒销售中心
 杭州市江干区石桥路 198 号德胜汽配市 
 场 607 号 13285776398

杨晓伟  山西火鸟极速改装店
 太原市体育路体育场内
 0351-7041987

王向东  ZTSPEED 涛车改
 北京市朝阳区黑庄户大鲁店村二队 北 
 八区东 1号 521库房 13910858066

李  峰 NOE FLIGHT（贴地飞行）改装店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滩汽车用品市场
 13919369827

陆唯一 HOUSE奥图巴汽车工作室
 江苏省无锡市惠东山区 312 国道洛社段
 15995256031

王  斌   温州市百桥轮胎商行
 浙江省温州市纺织路汽配市场 5 栋 9-10 
 号 0577-88602606

杂志社为各代理点每期赠送 1-2 册样刊；
杂志社为配合代理点开展工作，不定期赠送礼品、赠品。

在每期杂志刊登代理点的销售电话、联系人和公司。年终优秀代理评选。
代理点免费或优惠参加杂志社举办的活动。

加盟热线 : 0755-25896850 林小姐

售价：16RMB / 本   216RMB / 年（含挂号费 3 元）
订阅：直接与杂志社订阅，全年优惠价：180RMB / 年，每本另加 3 元挂号费，共 216 元。

订阅热线　0755-25896850淘宝网订阅　procar.tao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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