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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道节之年
Year of ProTrack

到了岁末年初，人们例牌都愿意回顾刚刚过去的这一年，展望下一年。我也不能免俗，对这一年发点感叹。不敢说与您

分享，就算是个人的神叨叨之辞，让您在浏览整本杂志之前打打岔。

做媒体的人永远觉得时间不够。感觉这人吧，眼睛一睁，一闭，啊，就到杂志截稿期了。似乎什么事都没都做，一个月

的时间却不知道去哪了。过几个月再回头看看当时自己，那种三步并作两步走、一秒钟掰成两秒钟花的状态，都不知道那些

时间是怎么来的。

但就是在这永远觉得时间不够的状态下，我们联手广东国际赛车场，分别于7月初和10月国庆黄金周之初连续做了两场

大型赛道活动，均取得圆满成功，收到很好的效果。每次活动之前，公司上下全体全力以赴，在每个环节、每个细节拼命，

力保活动做到滴水不漏。每次活动结束后，无不长舒一口气──但放松不了多久，下一届又迫在眉睫了。这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将之命名为──南中国超级赛道节。

《性能车》一直有做赛道活动的传统。《性能车》的运营团队“专业车志”也有着丰富的活动运作经验。所以对于这个

组合来说，做赛道节并不奇怪。但重点在于“南中国超级赛道节”是一个绝对不一样的作品。首先它不同于现今市面上层出

不穷的赛道嘉年华活动，这是一个长期、稳定、定位明确、思路清晰的品牌活动。没错，这是一个将被好好经营的品牌。那

么这个品牌有着全国范围内的赛道活动绝无仅有的团队──专业赛车场加专业媒体的黄金组合。这个组合赋予了“南中国”

多重属性和多种功能，也让“南中国”拥有更多功能，最重要的是让“南中国”的整体布局和思维方式也成为绝无仅有。另

一方面，一个好的品牌一定拥有数量可观并且稳定的拥趸。这一点从两届活动的场面就看得出来，“南中国”已经开始形成

认知度，开始快速聚积自己的拥趸。不怕得罪人说一句，其实粉丝有时候也很残酷。如果主体本身不具备长久吸引力，再忠

实的粉丝也可能倒戈。就像没了乔布斯的苹果公司，要是推出的iPhone 5令人失望，你认为iPhone 5s或iPhone 6还会享受

到所谓果粉排队抢购的待遇吗？所以“南中国”会自我蜕变，让你感受到它的DNA，但绝不会有两届是完全相同的。

在您拿到这本杂志的时候，我们又在为第三届南中国超级赛道节而没日没夜了。一年到头做的事情太多，如果要说今年

的年度关键词，非赛道节莫属。这次是跨年度盛事，加入夜战，加入CTCC互动交流。还有特别值得一提的一点，这次我们

迎来了新的联合主办方──无敌汽车网。在圈内鼎鼎大名的强势媒体的加入，必定让“南中国”如虎添翼，让那绝无仅有的

组合更加不可超越。

第三届“南中国”会是怎样的盛况，敬请期待。

明年的“南中国”将如何继续蜕变，敬请期待。

【文】 章懿哲

http://weibo.com/zhangyizhe

新浪微博：@45 号章懿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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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把安全意识强烈起来！
Pay attention!
上个月华南区最大的车展“广州国际汽车展览会”如期举行，媒体日后，在展会的第二天，就迎来了大批的观众，观众

看车赏车的热情如此强烈，买车的需求越来越大，汽车是普通人能够消费得起的消费品，买到车办完手续就可以合法上路了。

但是开车的安全意识和行为习惯“消费得起”吗？

这段时间各种交通事故和安全驾驶的事件刺痛人心，作为汽车媒体有义务有责任宣传正确的交通规则和安全驾驶。先说

一下什么是“交通安全”。指人们在道路上进行活动中，按照交通法规的规定，安全地行车、走路、避免发生人身伤亡或财物

损失。条条框框的交通条例和安全驾驶规则就不说了，谈谈几个有趣的现象。我是一直纠结、困扰、无解多时。

一，起步慢，起步带踩刹车。不明白为何绿灯起步时有部分的驾驶员起步都缓慢？特别是高峰期，更是造成绿灯通行率

低。更加不明白的是，为何明明在前面没有任何障碍物以及行人的情况下，起步还要踩刹车？对比一下，只要你到毗邻城市香

港走走就可以发现，香港司机起步迅速、加速飞快，绿灯的通行率很高。

二、车后挡风玻璃一堆枕头。开车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保证视野开阔，不受物体遮挡。后挡风玻璃被车内的各式各样可爱

的、豪华的、绣花的、红的、蓝的、绿的种种枕头遮挡。那么怎么看后方的来车呢？车内的后视镜是用来观察后方车辆的，车

外左右两个后视镜一定是会有盲区的。车内的视线被遮挡，怎么保证安全行车？开玩笑的说，车主是否都在比试自家的枕头谁

的比较好看。

三、天黑不开灯。这个情况也是常常见到的，一种是天气阴沉，傍晚时分视线较差。这时需要打开小灯或者大灯用来照

明和告示后面的车辆前方有车辆。但常常是天都黑了，路灯还没点亮，许多车也不愿打开灯光。司机觉得自己看得到前方路况

就万事大吉了。不曾想到自己车身上的灯光是为了让后方的车看清自己而点亮的。另外一种情况，有些车辆停在路边，夜晚路

灯早已点亮，开车时，路面亮堂堂，也便没有下意识的打开车灯。这样，大半夜在路上就成了一个移动的障碍物，非常危险。

四、转弯道不让行人。现在大部分城市道路都规划出专门的右转弯道，车辆进入转弯道正好隔开了行人横穿斑马线的路

径。所以在进入转弯时，让行人先走是必要并且坚决要遵守的法则。但是一部分车辆做不到，出现各种喇叭、闪灯催逼行人让

开的错误行为。也许这部分车辆驾驶者下错误的认为除了信号灯需要让行人先走，转弯车道就不用了。

说完驾驶者的行为，说说行人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行为，其实并没有什么可说的。交通安全意识的强烈或淡薄完全取决于

个人。这里我想提一个细节，因为我不止一次看到这种事故发生了：公车在停靠站时，并不是紧靠路肩的，总会留出那么一米

两米的距离，从公车上下来的人常常与从车后钻空而来的行人、自行车、电动车发生碰撞。各种跌倒、受伤，万一不幸极有可

能被卷入车底。真心提议坐公车的人在下车的一刻前请将头往车后看一眼？

因为这种小细节可以让你免受伤害，帮你保住生命。

【文】洪超强

http://weibo.com/superhung
新浪微博：@ 小超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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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世界！
New resource word
第8届广州国际车展刚刚结束，紧接着便是第42届东京国际车展的开始，这两个车展都体现出同

一个话题，那便是“节能、环保”。

在前几年全球各个车厂都在努力研发节能、环保汽车，到了现在节能、环保车型都已经陆续上

市，有的是采用环保材料制作的汽车，有的就是纯电动或是油电混合动力。大家都是为了可以减轻环

境的污染。

在东京车展中日产、本田、丰田都推出了新一代的节能环保车型，早期节能环保车型都是出现在

小型车上，而现在已经推广到大型的豪华车型，无论是亚洲或是欧洲的车厂都极力推出环保车型。

其实大家都知道超级跑车都一味的追求大马力、大排量，对于环境的保护就是完全的忽略了。而

现在的超级跑车也都开始使用混合动力或是纯电动来作为动力。在科技不断进步的今天，纯电动或是

油电混合车型也不逊色于以前的汽油超跑了。

在最近测试的几款新车中，发现他们都已经在运用一项新的技术，那就是停车自动熄火。当你驾

驶汽车在例如等红绿灯时，车辆静止后发动机会自动熄火，但是音响与空调都在正常运行。而当你松

开刹车踏板的同时发动机会自动启动，这项设计无疑是为了节能、环保而设计的。但是在正常驾驶中

你会觉得对环境的保护也只是那么一点贡献，而且对于驾驶者来说会带来很多的不便，当你在停车场

收费处停车时，车辆就自动熄火了。但是这样的设计对环境的保护确实有它的意义。

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各大厂家都在研发节能环保车型，混合动力或是纯电动车型是未来的趋

势，可见全球汽车厂家对于节能、环保车型的重视，而车厂也在不断地努力研发这种新能源车型。

【文】纪银杰

http://weibo.com/1233908193
新浪微博：@ 高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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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揣梦想 

【文】深圳 Hellaflush 达人 刘文军

I have a dream
我在2003年开始接触改装车，从各种渠道了解了日式VIP的改装风格，便为自己的爱车进行了种

种的VIP改装。在2011年5月一次偶然的聚会中，与车友交流后便被Hellaflush的精神所感染，那种追

求极致的精神，惬意的生活深深吸引了我。

对于Hellaflush的理解，就是两个字——极致。要不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极致。从车身离地高

度，轮毂宽度，轮毂倾角角度，颜色配合，室内音响种种方面都需要这种精神，这就是我想要表达

的。只要勇于尝试、创新，才能走在别人前面。

Hellaflush风格在华北地区已经得到很多人的肯定，而在华南地区仅仅处于起步阶段，能够借鉴

参考的资料不多，成功的案例就更是少之又少。我是个追求完美的人，无论从哪一方面，都竭尽全力

的去做到最极致，虽然面对着资料贫乏，数据模糊的种种困难却执着的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在搜集各

种资料数据后毅然投身于Hellaflush的改装中去，一次次的错误安装，一次次的数据比对，一件件改装

件的寻找与尝试，其中遇到的困难不言而喻。Hellaflush的灵魂就是轮毂，在寻找轮毂的过程中，我

可算是被各种数据所困扰，寻找一套适合的轮毂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在追求极致的前提下，还要保

持整体的协调性。而翼子板的修正也是整体协调的重要环节。这一道对车身本体改造的工序，使我和

朋友双手颤抖了足足一个星期。抛翼子板、裁剪翼子板等等工序在我与朋友的努力下慢慢变得完美。

哪怕在看似简单的车身颜色选择上也是煞费苦心，为了选择适合自己的车身颜色，还亲自上阵进行尝

试。在那段时间里，我把所有精力投身于这台锐志的改装中。虽然过程很累，但很享受。

我来自于SZ-Lower这一支年轻而富有活力的团体，我们宣扬静态文化、提倡合理改装和安全驾

驶。我们这支队伍都是怀揣梦想的年轻队员，SZ-Lower将继续在这一领域中努力，打造成华南地区

成熟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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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 排气

【文】HKS 恒大正隆官方试车手 孙正

一提到改装车,大多数人首先联想到的是引

擎的轰鸣声.大多数人改装私家车的第一步,都选

择了对排气系统的改装.因为改装排气系统是对

动力提升性价比最高,同时对引擎寿命影响最小

的一种改装方案。

排气系统,在改装界习惯分为4段,头段,中

段,尾段,以及芭蕉.其中头段是指三元催化部分,

中段是指排气管从三元催化到消音包之间,尾段

指的是尾消音包以及尾嘴,芭蕉则指的是从引擎

出来到三元催化部分的排气歧管。

街车最长用的是中尾段的改装,因为这段的

改装,即提升动力,对引擎寿命又没有影响,排放

标准不会降低,还起到美观的作用。民用车的尾

段排气系统一般采用大型的消音包，生铁的管

材来制作，对于排气顺畅度影响比较大。HKS

对90%以上的日系车推出了静音系列的排气尾

段Silent系列 ,即噪音不会大过原装30%,但是动

力却有5%以上提升的尾端排气. 同时对运动行

车还推出了竞技版尾段排气Spec-R, 尾嘴采用

高温烤蓝处理, 噪音约大过原装50%, 动力提升

10%-15%, 并且排放与噪音标准可以通过欧洲

和日本的车检。

最近流行起了排气管的外观审美,即对排

气中尾段做工,颜色的考量。在这里我推荐一个

日本排气品牌EXCORE。隶属日本新日铁公

司旗下，全部产品采用手工焊接完成,可选择钛

合金或者不锈钢两种材质，最重要的是,排气管

走形,尾嘴,颜色,激光刻字,阳极氧化等完全可以

按照自己的要求来订做,该品牌理念是:全世界

不会出现两套一样的EXCORE.采用钛合金的

专栏

排气系统还能起到轻量化的作用,一套排气系统

能实现65%轻量化,例如,E92M3的原装排气系

统重24.9KG,而EXCORE的钛合金产品只重

8.8KG. 但是因为全手工制作,接单生产,产量非

常的低,并且价格也非常昂贵.是少数人的奢侈品

玩具。

排气头段,也就是三元催化部分,是原装车

为了把引擎排出的有害气体一氧化碳,碳氢化合

物与氮氧化合物转换成对人体无害的二氧化碳,

氮气和水。三元催化采用铂、铑、钯三种金属

参与反应,但因为这三种金属比较贵,民用车为了

考虑到成本,使用蜂窝状陶瓷做为载体,采用少量

的铂、铑、钯参与反应. 也是因为蜂窝状陶瓷对

于废气流动有很大的阻隔作用,HKS推出了直接

使用网格铂、铑、钯替代陶瓷而制成的“金属

三元催化”,在排放标准不变的前提下提升了排

气顺畅度. 但是因为铂、铑、钯三种金属属于贵

金属,所以这类三元催化价格非常高,推荐需要极

致性能并有环保公德心的朋友们使用。

排气歧管,原装大多采用生铁压铸形式.但

是对于多缸引擎来说,废气要在排气系统里形

成涡流,对引擎的工作有积极的影响.所以HKS

等品牌推出了每跟排气管都一样长的“等长芭

蕉”,让引擎工作的更顺畅,油门反应更迅速。

改装排气系统非常常见,但错误的改装也最

容易误导大众,希望各位热爱车的朋友们挑选对

环境、对人体负责的排气系统,不要因为热爱车,

加速毁灭我们的地球。低噪音、低排放的同时

追求高功率才是王道。

HKS EXHA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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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违了，车身拉花，这个在汽车改装

里皮毛得不能再皮毛的动作。还真是皮毛

吗？在我经历着为斯巴鲁中国拉力车队新

拉花设计工作时，深刻感受到这皮毛的东

西深不可测。

在过去的经验中，车身拉花不过是上精

品店或是改装店看中一套贴纸，然后交给师

傅仔细贴上去完事。在消费者层面确实很简

单，看着效果图或店家给的实贴相片，只要

做出掏钱或离开的决定，拉花在不久的1小时

内就能让自己的爱车看起来立刻不同。

在生产层面，我们大多可以看到的都是

批量生产仍然停留在20年前的线形拉花，设

计陈旧没有新意、甚至不能保证能对应上你

的新款车型。而不断推陈出新的都只是小面

积的块状贴纸，那些在超过你的2米大床单的

车身面积下根本只能算是苍蝇拍下的苍蝇，

渺小而脆弱。满足对途人或堵车时后车司机

的个人宣泄……开远光灯的，我草尼马！

总编博客

以上的拉花没有太大的影响力，没有真

正地改变一辆车的视觉冲击。全身大幅度的

色彩线条改变才是我这里所指的车身拉花。

全世界、全中国大大小小上千个赛事，里面

充斥着各种各样拉花的赛车。

好不好看是很个人的问题，车身拉花

就像一个边缘学科，在工业设计、汽车工程

两个领域里来回穿插。从概念、抽象提取元

素、配色线条确定、出施工图、实际施工、

细节修改到最后定案，这里需要设计师、喷

漆师傅、贴纸师傅、维修技师协同合作。设

计师提出的概念转化到车身是个艰苦卓绝的

过程，它不能海市蜃楼让普通人看不懂，也

不能过于巨细使得施工耗时困难。就拿斯巴

鲁车队的新拉花而言，概念提炼自豹子（斯

巴鲁翼豹赛车），在美妙的奔跑的豹子腰线

上如何能让普通人理解到这时豹子的线条，

多费周章。豹子头豹子尾的描述要在具象与

抽象中取得平衡……在试做那条腰线时，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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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车身拉花

身的立体三维又导致了平面施工图上的尺寸

的差异，而在平面看到的黄金分割到了车身

一看，某些角度又变得难看。继续调整，工

作团队需要反复地发现这些矛盾、再解决矛

盾。这也是不断否定自我再创新自我的痛苦

过程……

时至写稿之时，我依然与新拉花工作团

队努力着，恕我不能在这里说太多的细节。

但大家可以期待在2011年的最后一天里看

到我们努力的成果，斯巴鲁中国车队首台场

地赛车即将在“南中国超级赛道节”闪亮登

场！也许你无需给我们太多的赞赏，但你要

明白一套好的全车拉花的工程量，绝对不亚

于改一台发动机的程序，因为他们都是个性

化量身定制的，他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在皮

毛也需要众多人力物力支持才能实现的。我

以父母之心态期待你们看到我们“儿子”首

次的镁光灯亮相。约定你12月31日广东国际

赛车场。

【文】《性能车》总编辑  陈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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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tto of 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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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

9米长的车身在马路上无疑是备受瞩目的亮点，车头、车尾及17寸轮

胎依然保持悍马H2的越野范！

这个周末带着你的朋友开个Party！车厢内炫目的电子变化灯光球、

灯光变化效果镜面车顶、6种灯光变化效果酒吧、2区高级木饰酒吧，这些

能否满足你对豪华的要求？纯正的低音炮和功放、炫目的灯光。开一瓶香

槟，是你的私人酒吧、KTV、亦或是Party！

悍马 H2 加长版 
狂野 + 豪华混血。
车辆提供：深圳市前卫汽车有限公司
联系人：谢斌云
电话：4008207623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东益汽车交易广场 A 区 13 号

摄影 /尹博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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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

叶嘉敏 Zoe
身高：166cm
三围：33C-23-34 
生日 :5 月 14 日
喜欢的颜色：粉红色
工作：2011Groupon 电视广告            
有线电线宣传片             
电脑节小姐冠军

微博名称：小蚊子 Zoe  

柯嘉琪 (kiko)
身高：170cm
三围：33C-24-34
生日 : 12 月 15 日
喜欢的颜色：白色、黑色、粉红色
工作：2010-2011 中国小姐香港区  
亚军
最喜爱的车种：LS600

微博名称：Kiko 柯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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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压并不是本田的强项，不过本田发动

机一样拥有非常高的增压潜力。今年

的SEMA Show改装车展中Bisimoto 

Engineering用外挂涡轮一口气将本田思域Si 

Coupe的马力增加至1004匹。

Bisimoto Engineering被誉为本田的动力

工厂，曾将本田多台四缸名机压榨至700匹以

上。在本次SEMA改装车展中，他们以刚发表的

Honda Civic Si Coupe为基础，同样透过外挂涡

轮手法，一口气将最大马力提高至1004hp，让

所有人目瞪口呆。

K24Z7引擎虽然强悍，但是和千匹怪兽毕

竟差了好几个档次！想要承受的住如此巨大的压

力就必然对其进行腹内强化工序。Bisimoto 为

其更换了Arias锻造活塞、连杆，以及喷油嘴、

凸轮轴、MSD点火强化、AEM监理电脑等，接

这
次的改装是以去年庆祝Pininfarina八

十岁生日所推出的599 GTO敞篷车

SA APERTA为基础打造，在原厂6.0

升V12的基础上，新增两具机械增压系统和特别设

计的冷却系统，得益于此该车最大马力输出从原

本661匹提升到888匹/8400rpm，最大扭力输出

也达到86.6kgm。这也使得该车拥有3.1秒得百公

里加速能力，9.1秒的0-200km/h加速能力，而0—

300km/h加速也仅需要21.9秒。

此外，为了更好的提升该车的整体驾乘感

受SA APERTA同时也换装了降低车身弹簧组，

全新设计的排气系统，还配置了十分实用的可变

声浪的装置，它的阀门开关被设计在了方向盘的

Manettino旋钮上，让驾驶者可以轻松的控制排气

阀门的启闭。外观上的变动并不大，最为显眼的则

就是全新的22寸锻造铝圈。

目前Novitec Rosso并没有公布SA APERTA

的售价，仅表示只会生产80辆的配额。

如
果你不知道McLaren F1，那么你就

是不是一位真正的车迷。这款于1990

年运用F1赛车技术所推出的超级跑车

McLaren F1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跑车，即使到

了20年后的今天McLaren F1仍是目前自然进气量

产车的最快记录保持者。现在又媒体报道称：新款

McLaren F1的原型车已经在上个月于西班牙的封

闭道路进行测试，紧接着又陆续在巴林与德国道路

进行测试工作！看来神车后人将很快就能与我们见

面了！

新款McLaren F1搭载一具由Ricardo所开发的

5.0升V8引擎，最大输出马力799匹，搭配一副来自

Graziano制造的七速双离合器变速系统、Brembo

在         
中东这样金钱堆积的地方，人们对于

物欲的追求总是极端的。正因为看中

了这点，Brabus将于今年迪拜车展

上带来一部最新改装作品Brabus 800 Coupe，

这部世界最速豪华双门跑车，以Mercedes-Benz 

CL 600为基础强化，创造出800匹/ 1,420牛米的

最大动力，以及难以撼动的350km/h极速。加速

性能测试方面0～100km/h到达时间为3.9秒，0～

200km/h时间10.3秒。

底盘悬挂方面Brabus为CL-Class提供18至

22寸Monoblock款式铝圈，展示车上为21寸样

式搭配前265/30ZR21、后295/25ZR21高性能

街胎，煞车采用Brabus Version IV系统，前六活

塞搭配405×34mm划线通风碟，后四活塞搭配

360×28mm划线通风碟。对应原厂ABC气压式

悬吊所开发的Brabus控制模组，可让车高再降低

25mm，搭配全车空力部件，外观上也更具跑味。

快报

Bisimoto 本田思域 Si Coupe

编辑：陈凌杭 冼业湛

Novitec 操刀
888 匹敞篷 599 GTO

Brabus 800 Coupe
迪拜车展首发

千匹怪物 得意干将

极速王者

McLaren F1

Si coupe
599 GTo

新款 McLaren F1 开始测试

神车后人

BraBuS 800 coupe

GeMBaLLa
着装上Turbonetics 72mm涡轮机，套件包含进气

泄压、排气泄压、中冷等，其他周边还有Golden 

Eagle进气歧管、Griffin加大水箱、Supertech正时

链条、Holley汽油泵浦等，最后压榨出1004hp最大

马力！而底盘部分的强化包括Eibach避震器、Eins 

Gramm 18寸铝圈、Bisimoto离合器、Buddy Clun

轻量化轮胎螺帽、StopTech煞车组。轮胎尺寸为

215/35R18以提供足够的抓地力。最为特别的是，

Bisimoto碟刹已经难以制服它了，因此在车尾为其

增加了一组减速伞！

内饰方面采用了Buddy Club P1 Racing赛车椅

及安全带，辅以Racepack IQ3中控台赛车仪表，另

外刚硬的防滚笼也是驾驭这台野兽的必备品。

碳纤维陶瓷煞车系统、McLaren自行开发的制动转

向功能、碳纤维单体式底盘架构、F1赛车推杆式悬

挂结构。得益于这些它的性能表现0-100km/h加速

仅需2.8秒，0-160km/h加速为5.5秒，0-320km/h加

速在短短20秒就能够完成。

据称这款车将与当今大热的MP4-12C采用完

全不同的设计。因为这款车要挑战的是世界最顶尖

的超跑车款，不过它预计要到2014年才能正式发

售，并且售价可能在100万英镑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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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跨界进行到底

贴近百姓

一
边是原厂的马自达3 MPS搭载的2.3L 

DSI涡轮引擎已经达到了256匹的高

输出，而另一边是知名马自达改装厂

BBR，曾今推出过多款优秀的马自达改装车款。

他们的堆叠即是性能的堆叠。

BBR作为一家拥有高知名度的马自达改装厂

商曾推出过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这次他们对马自

达3 MPS的2.3LDSI涡轮增压引擎推出了三种不同

程度的升级方案，马力将从原厂256匹分别提升至

290匹，318匹和350匹。这三种方案对使用同一

具引擎的马自达6 MPS同样使用。

最低阶的PHASE ONE方案仅仅对ECU于原

厂涡轮增压值进行了调整，但效果却十分不错，马

力将提升至290匹，最大扭矩45.62kgm。这样简

单又使用的改装十分适合初级玩家。进阶的phase 

two版则对车辆引擎的一些外配备件进行了一些更

新与升级，包括汽油泵浦、进气管路、排气管含

金属触媒和尾管、高流量空气芯等，最大马力318

虽
然SEMA是一场全球性的改装盛宴，

但是明智的厂商一定明白超跑绝对不

是一场改装车展的焦点，因为超跑只

属于富有的人而改装则是属于大众百姓的。一台更

贴近百姓的优秀改装车在这里反而更能让人刮目相

看。因此撇开Corvette、Camaro与Silverado这些

高性能车，雪佛兰把本次的宣传重点放在了爱唯欧

和科鲁兹上。 

据了解参展本次SEMA雪佛兰在这两款车

上耗费了60%的精力。针对爱唯欧，厂方推出

了Z-Spec I、Z-Spec II、Z-Spec 4D Concept

与Sonic Dusk等四款车型，其中加装空力套件

的Z-Spec I，将会在今年12月正式开始贩售，而

Z-Spec II目前仅属于概念阶段。有关四门版的

Z-Spec I与Sonic Dusk concept，厂方并没有公

布图像，目前所知道的，除了将采用特殊的柏林

蓝色涂装之外，也会配置上Z-Spec空力套件以及

几
年前，采用轿跑式跨界设计的宝马X6

的横空出世让人惊叹不以。其实X6的

四门设计并没将轿跑化跨界车进行到

底，该领域内做的最为彻底的当属Vygor Opera

了！而最近他们又推出了该车的第二代车型。

Vygor Opera2的设计可以说将轿跑化进行

的更为彻底，从车身设计看去几乎就是一台双门

轿跑车，唯一的不同就是底盘高度达到了一款普

通SUV的水准！造型设计细节方面，在前车基

础上经过修改的车头比前车更具现代感，而车架

则由全钢管，铝合金管组成同时该车还配备了

全轮四驱系统以保证该车的路面通过能力。动

力系统部分据传是在三菱Lancer Evolution的直

列四缸涡轮增压引擎的基础上改进而来，可分

别提供300匹，350匹和420匹但个阶层来进行

选择。在最高动力构架下来推动1590KG的车身

0-100KM/H仅需4.9秒，极速250KM/H。不过此

车定价达到了19.2万美金，以美国的车价水准来

说，几乎已经达到了法拉利水准了。

一
眼看去你或许觉得这款车与阿斯顿马

丁V12 Vantage过于相似而认为他

是一款抄袭作品，其实不然丹麦车厂

HBH承认这是一台以V12 Vantage为基础所打造

的车款，而内部结构却是完全全新设计。

其实从外形上看去我们也不难发现，该车虽

然基于阿斯顿马丁V12 Vantage设计而来并借鉴

了阿斯顿马丁1979年Bulldog概念车与顶级超跑

ONE-77的的设计元素，但它似乎要比阿斯顿马

丁更具气场。原因就是丹麦HBH原本就是一家在

当地拥有较高知名度的小厂，可以说他们这次的

借鉴与改良还是非常成功的。而该车的内部结构

则显得和阿斯顿马丁更为不同，其中最大的区别

便在于该车摒弃了阿斯顿马丁一贯的前置引擎设

计转而采用中置。这一变化就必须要求HBH对

快报

丹麦 HBH Bulldog GT 跑车
Vygor 推出第二代跨界轿跑车 Opera.2

雪佛兰派爱唯欧科鲁兹亮相 SEMA

BBR 改装马自达 3

马丁兄弟

性能堆叠

Bulldog GT那款来自V12 Vantage的底盘做出修

改以符合中置需求。

Bulldog GT的动力系统由于预算的的问题

直接沿用了阿斯顿马丁的6.0升V12引擎，与此同

时为了让这具引擎更具威力HBH还为其植入了双

机械增压系统。得益于此，该车马力高达675匹

/6500RPM，扭力77.14千克米/5750RPM。在

aVeo

opera.2

Mojave双色调真皮内装。这次参与SEMA展的

所有爱唯欧车型，都会搭载1.4升涡轮增压四缸

引擎，并且搭配上18寸铝圈、升级悬挂系统以及

Brembo煞车。

至于在全球更受欢迎的科鲁兹车款目前还非

常神秘，据了解这次它同样会展出Z-Spec与Dusk

两个车款，在整体空力套件的设计上也会延续爱唯

欧的风格，同时配合更大的车身尺寸而配上更大号

的19寸铝圈。

BBr MaZDa3

六速手排变速箱的拖动下，该车0-100km/ h加速

仅需3.9秒，极速可达到300km/h。为了能够制

住这头猛兽，刹车方面采用了前六活塞卡钳，搭

配上398mm尺寸碳纤维陶瓷通风碟盘，后轴则

使用四活塞卡钳，搭配上360mm尺寸碳纤维陶

瓷通风碟盘。

HBH BuLLDoG GT

匹，最大扭力51.15kgm。

最为重头PHASE THREE版本想要得到更好

的表现，最直接的方法自然是对涡轮增压器大打出

手。不过这次周到的BBR考虑到预算问题，为客

户提供了两种方案。其一是以原厂涡轮为基础进行

加工，更换内部的轴承、叶片，如此一来可升级至

350匹，然而对于预算充足的客户来说，换装Garret 

Hybrid G??T28涡轮机自然是最为高效的方法。该

方案不但可使发动机工作更为稳定，更可轻易压榨

出350hp最大马力，最高约能达到400匹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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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所皆知，大型卡客车不仅肩负着高效

安全的道路运输，更承载着城市建设

的重要使命，但伴随而来的环境问题

也是有目共睹。虽然重型汽车保有量只占机动车总

量的5%，但其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的排放却

分别占到机动车总排放量的74%和85%。

统管普利司通在华轮胎事业的普利司通（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宣布：旗下高性能、低油耗的载

重轮胎之星——宽基子午线轮胎的两款产品共计三

个型号将于10月起首度登陆中国市场，全面迎接

汽车产业“轻”型装配的新纪元！

早在二十一世纪初，普利司通的研发团队便

从轮胎开发着手，对产品进行结构重新设计，致

力于打造大型卡客车适用的低燃费、省资源，高

性能的宽基子午线轮胎产品。此次普利司通（中

国）推出的两款产品，是专为中、长途定载领域，

行驶良好路面的半挂车辆的挂车轮位设计的R168

（385/65R22.5）及M748（385/65R22.5，

425/65R22.5）。R168具有耐久性能优异，寿命

长的特点，接地压力分布均匀可以有效的抑制偏磨

损的发生。而M748的宽胎面深花纹沟设计，使其

拥有超长磨损寿命的同时具有优异的耐久性能及耐

外伤性能。可以说，这两款产品的上市，极大程度

地帮助驾驶者控制了运营成本，是众多大型卡车驾

驶者首选的最佳参考。

此次普利司通在中国市场推出的两款宽基胎

产品，定会掀起中国重型卡车市场的“轻配”热

潮，带领中国中重型汽车产业向低碳环保的节能未

来迈进！

林人既具有出色的性能表现，又拥有能给驾乘者

带来舒适驾乘体验和便利的宽大车内空间和精致

的细节设计。斯巴鲁水平对置发动机（SUBARU 

B O X E R ） 、 左 右 对 称 全 时 四 轮 驱 动 系 统

（Symmetrical AWD）等核心技术，使Forester

森林人在各种路况及不同天气条件下行驶时，都拥

有精确的操控性、行驶的平衡性和稳定的转向性。

在安全上，Forester森林人通过高强度环形车架、

多方位安全气囊等全面的安全设施，为驾乘者提供

行驶保障。此外，前不久上市的2012款Forester

森林人自然吸气车型因配备了可使用93号汽油

的斯巴鲁新一代水平对置发动机（SUBARU 

BOXER），因而具有了更强的燃油经济性和使用

便利性。正是凭借这样的性能表现，Forester森林

人最终荣获“年度进口人气车型”。在本次颁奖典

礼上，著名音乐人老狼作为颁奖嘉宾为斯巴鲁颁发

了这一奖项。

Forester森林人获此殊荣，充分表明了中国

消费者及业内人士对斯巴鲁这一品牌的认可与支

持。相信斯巴鲁今后将会以更多高品质的汽车为消

费者带来更精彩的生活。

斯巴鲁Forester森林人荣获 普利司通宽基子午线轮胎产品
亮相中国市场“年度进口人气车型”

11
月10日，由《汽车族》杂志主办

的“吉列超感·影响2011第四届

中国进口汽车大典”在北京国家

会议中心落幕。斯巴鲁Forester森林人凭借卓越性

能和超高人气，荣获了“年度进口人气车型”。

“影响中国进口汽车大典”已连续举办四

届，是专业汽车期刊对年度上市进口车型的综合性

选评活动。该活动致力于推广高品质的进口车型，

能为中国消费者选择购买时提供高可信度的参考依

据。本次活动主办方通过对年度进口车市场进行梳

理，及对年度进口车型进行评测，最后公平、公证

地从众多进口车型中评选出多款优秀车型，分别获

得各大奖项。

 Forester森林人作为斯巴鲁主力车型之一，

一直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其中原因是Forester森

华阳Intel平台新品亮相香港秋季电子展

2
011年10月13-16日，香港秋季电子展如

期举行。刚刚荣获亚洲品牌五百强的华

阳集团携旗下车载影音导航、汽车安全

系统，倒车摄像头、微型投影仪、高清摄像头、

婴儿监控器等最新高科技产品在“品牌汇萃廊”

华丽亮相，一如既往地受到商家和电子爱好者的

热烈追捧。

此次华阳集团在展品的品类上表现丰富，每

一款展品也都大有来头，当中要数华阳与Intel结合

的MG4906通用型车载导航让笔者眼前一亮。Intel

作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商，拥有其他芯片

厂商无可比肩的技术资源优势，而与Intel成为合作

伙伴，必须“软”“硬”件都能与之匹配，换句话

说，能与巨擘Intel齐头并进的厂商，必然在其领域

是领先品牌。

据悉，华阳花大手笔的研发队伍投入到本

次与Intel的合作项目，不难想象，这款MG4906

将实现更快速度的同时功能也将更加智能化。预

计在明年初车主就可以真正意义上体验国际巨头

Intel与车载主机老大Foryou（华阳）推出的另

外，据透露，为期四天的展会时间，华阳集团展

馆接待了来自日本韩国、欧洲、北美、南美、拉

丁美洲、东南亚等众多买家，期望与华阳建立长

期的合作关系，共同开拓潜在的客户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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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大的驾驶乐趣
EIBACH 奥迪A1项目车

快报

短
车身、低重量和直接操控：如此设计

的紧凑车型纯粹是为大量驾驶乐趣

而设的。因此，EIBACH和它的搭档

BILSTEIN毫不迟疑地把奥迪A1定为最新的项目

车。尤其是在材料和设备的品质方面，这辆来自于

奥迪英格施塔特总部的小车提供了一切的可能性，

甚至为升级提供了空间。当然，车身的构造决定了

应该使用一套新的B12 Pro-kit。

经过一系列的驾驶测试，EIBACH PRO-KIT

性能弹簧和BILSTEIN单筒/倒插高气压避震器已经

可以精确地相互配合，从而为车主带来几乎无法被

击败的精准性能。相比起原厂标配，A1安装了此

套件后最大的变化是车身重心可降低达40毫米。

而奥迪车身的纯粹动态曲线也可以从视觉上得以

加强。除了紧绷的特性以外，A1还提供极大的

舒适性能。尤其是考虑到其较短的轴距时，这简

直就是一件艺术品。从性能上说，这辆经济型的

法拉利
2011年前三季度优秀业绩 

营
业收入创下新纪录：16.05亿欧元

（增长18.9%）；营业利润：2.12亿

欧元（增长10.9%）；行业现金流创

历史纪录：2.4亿欧元；交付汽车5,165辆（增长

12.3%） ；北美市场销量增长14.5%，大中华区

交付汽车逾500辆；瑟奇奥·宾尼法利纳（Sergio 

Pininfarina）卸任董事会；蒙特泽莫罗：“宾尼法

利纳是必将被载入法拉利史册的卓越人才”。

马拉内罗，2011年11月7日,在董事长卢

卡·迪·蒙特泽莫罗（Luca di Montezemolo）的

主持下，法拉利公司董事会今天召开会议，公布

2011年前三季度取得财务业绩的审计报告。所有

的经济指标显示，法拉利的财务业绩继续了今年前

几个月呈现的强劲趋势，这预示着，即便在全球经

济不稳定的情况下，今年仍是法拉利历史上战绩辉

煌的一年。 

截止到9月30日，法拉利的营业收入打破历

史纪录，达到16.05亿欧元，增长18.9%，向销售

网络交付汽车5,165 辆（增长12.3%）。

销售方面，北美市场（包括加拿大）销量

增长14.5%，共交付汽车1,436辆。大中华地区

（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的销量突破500

辆关口，共交付汽车542辆。这意味着大中华地

区已稳居法拉利全球第二大市场地位。中东地

区的销量增长23%，澳大利亚市场的销量增长

17%。欧洲市场成绩斐然，德国市场共售出汽车

503辆（增长15.1%），英国市场增长21%，共

交付汽车384辆。

122马力强1.4 TFSI版本也具备作为一辆旅行车

的一切要求。

为了确保这辆项目车不仅仅是能在蜿蜒的道

路上抛离“对手”，我们还为它选用了一套来自

于JH Motortuning的高品质性能动力套件。此动力

套件无需对引擎控制器作任何改动即可为A1带来

157马力的超强动力。安装了Remus的两个84毫

米排气后，这辆A1更是不好惹的，远远地能听到

它所发出的轰鸣声。

车身两侧装饰了8x18英寸的XA Borbet轻金

属铝圈。强烈的几何轮廓、双色的表面处理效果以

及铝圈外沿上的抛光设计元素使得此辐条式轮毂的

特性得以大大地彰显。后车轮的两边还分别加装了

一个12毫米宽的垫片。

雅泛迪品牌成为米其林轮胎

雅
泛迪品牌轮圈正式在米其林轮胎公司

在国内的“驰加店”渠道销售，使进

入“驰加店”的消费者有了更加专业

的轮圈品牌选择和享受专业的服务。

2009年在中国的“驰加店”采用“特许加

盟”的营运模式，经过一年多的运行，不仅轮胎销

售业务保持稳步增长，非轮胎类产品（NTP）著

名品牌的引入（机油、刹车片等）也给店铺增加了

新的服务项目。雅泛迪品牌轮圈现在也被米其林轮

胎公司选中，正式成为“驰加店”授权销售产品，

与世界著名的壳牌（Shell）、道达尔（Total）、

博士（Bosch）、菲利浦（Philips）、海拉

（Hella）等品牌，一起在“驰加店”陈列，为消

费者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专业的服务。

雅泛迪轮圈是新加坡友发国际有限公司的铝

合金轮圈品牌，友发国际是新加坡的主要上市公

司。友发制造集团，作为友发国际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专业生产Advanti-雅泛迪铝合金轮圈。雅

泛迪铝合金轮圈已达到了VIA (日本)，SFI (美国)和

TUV (德国) 的安全标准认证。雅泛迪品牌轮圈自

2003年起在国内销售以来，一直以款式新颖、品

质优良、服务专业的特点在售后市场赢得经销商和

消费者的青睐。

雅泛迪轮圈除了专业性的性能品质之外，在

赛事方面的合作也是非常之多。雅泛迪轮圈是普利

司通轮胎的MD合作伙伴，也是F1红牛二队的官方

合作伙伴（轮圈赞助商），在中国汽车运动中，

2011年中国房车锦标赛（CTCC）第六站，雅泛

迪赞助轮圈的长安福特车队由甄卓伟领衔的三位车

手驾驶福克斯赛车一举包揽前三，获得分站赛冠

军，并提前获得2011年中国房车锦标赛中国超级

量产车组的年度车队厂商杯冠军。另外雅泛迪轮圈

也是斯巴鲁拉力（中国）车队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

（CRC）的长期合作伙伴。

“驰加店”授权销售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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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法拉利全球赛道日嘉年华

穆
杰罗（斯卡尔佩里亚），11月3日 -11

月6日——2011法拉利全球赛道日嘉

年华在意大利穆杰罗赛道拉开帷幕，

这项专属于法拉利爱好者们的年度盛事今年已迎来

了第19个年头，一如既往令所有钟情于法拉利的

车迷们热血沸腾。

为了纪念意大利统一150周年，赛道的路面

经过了全新铺整，新建了一个中央看台，路缘石被

粉刷为代表着意大利国旗的白、红、绿三色。本次

活动为期四天，日程紧密，红色盛宴为跃马品牌的

车主和车迷朋友们提供了汇聚一堂、近距离欣赏法

拉利赛车和车手风采的宝贵机会，也把参加法拉利

挑战赛决赛的车手们聚集在一起，在决赛的各个单

元里进行一场激动人心的世界冠军争夺战。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法拉利倍耐力杯亚太

在穆杰罗赛道完美落幕
挑战赛首赛季总冠军的前三甲由来自大中华区的

选手们包揽。在倍耐力杯中，代表法拉利中国

授权经销商武汉利骏行参赛的新加坡选手Ringo 

CHONG以总积分96分最终捧得年度倍耐力杯

挑战赛总冠军，来自中国大陆的Anthony LIU和

中国香港的Eric KWONG分别以总积分92和73

位居第二和第三。在壳牌杯中，澳大利亚选手

Steve WYATT和新加坡选手Gregory TEO以骄

人的成绩分别获得冠军和亚军，日本选手Francis 

Hideki ONDA位居第三。

法拉利董事长蒙特泽莫罗先生表示：“这

是激动人心的一年。这个周末我们在这里与热爱

法拉利的车主和车迷们，为了火热的激情、为了

因法拉利而生的美好友情共襄盛举。我们的车主

车手来自世界各地，有一位来自阿根廷的车主刚

“SUBARU BRZ STI概念车” 

2
011年11月斯巴鲁汽车的制造商——富士

重工业株式会社（FHI）在洛杉矶国际车

展上面向全球首展“SUBARU BRZ STI

概念车”。

“SUBARU BRZ STI概念车”是在

“SUBARU BRZ”跑车基础上诞生的车型。

SUBARU BRZ是斯巴鲁目前正在和丰田汽车公司

携手开发的一款全新后轮驱动跑车，该跑车基于

斯巴鲁的核心技术——水平对置发动机(SUBARU 

BOXER)打造而成，其低重心的特点能够给使用

者带来纯粹的驾驶乐趣。结合象征斯巴鲁技术灵魂

的标志——“STI”，这款概念车将给使用者带来

前所未有的非凡激情驾驶体验。

购买了舒马赫2004年驾驶的F1单座赛车，来自

澳大利亚的车主昨天刚赢得了壳牌杯挑战赛的冠

军。这场赛事也吸引了包括大中华区在内的12位

亚太车主参加，当然还有来自美国，欧洲和意大

利的车主们。法拉利全球赛道日嘉年华点燃了所

有人专属于法拉利的激情！

在洛杉矶国际车展全球首展

前
不久，在哈尔滨、长春两地，刚刚

结束的“乐享冬之旅、信赖冰锐客

----普利司通BLIZZAK冰锐客2011巡

展”，不仅带来了普利司通具有高科技的冰雪专

用产品，更将普利司通一直倡导的安全驾驶理念

送到千家万户。

普利司通BLIZZAK冰锐客品牌诞生于1988

年，是专为认可普利司通独创技术，追求冰雪路

面优异性能的顾客而设计的新型产品。自2006

年正式进入中国市场以来，BLIZZAK冰锐客的

销售量已经实现了10倍以上的提升，在冰雪期较

长、冰雪路况严重的东北三省、新疆、内蒙古等

地区，BLIZZAK冰锐客已成为众多车主们冬季安

全出行的保障。为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2011

年普利司通（中国）加大了对冰雪专用胎市场的

投入，截至目前，BLIZZAK冰锐客乘用车适用品

在中国市场已有47个规格，SUV/越野车适用品

普利司通冰锐客
“2011中国低碳企业典范”奖

已有38个规格，轻载系列W969已有3个规格，

RFT产品也有7个规格，相比去年共新增21个规

格，车型覆盖更为全面，为车主们的冬季出行提

供全方位的安全保障。

作为全球轮胎行业的领军企业，普利司通

一直推行“与环境共生、与安全同行”的发展原

则，持续为中国市场提供高科技、低能耗、安全

环保的明星产品。展望未来，普利司通将以“安

全、环保”为己任，与中国社会一同构建和谐汽

车王国的美好未来！

注：

RFT可缺气行驶技术——普利司通RFT可

缺气行驶技术是指零胎压下仍能继续以一定的速

度安全行驶一定距离的轮胎，由于即使发生爆胎

也能保障行车安全、并且实现车辆无备胎化的安

全环保性能而深受世人熟悉，并且被海外众多高

端车型所选为标准配套轮胎。

百得利为王建伟举行庆功会

11
月25日，北京百得利车队在北京

为车手王建伟举行庆功会。在整

个赛季中表现出色的百得利车队

车手王建伟在本站第2回合的比赛中分别获得季军

和冠军，最终荣膺2011年亚洲保时捷卡雷拉杯B

组年度总冠军，成为首位夺标的中国车手。回顾整

个赛季，今年重返赛场的百得利车队及其车手王

建伟凭借卓越的表现，给无数的保时捷车主和车

迷带来了惊喜。2011亚洲保时捷卡雷拉杯有来自

瑞士、美国、英国等知名车手的加盟，加上五支

中国车队的参赛，创下了26辆赛车参战的记录。

百得利车队的北京车手王建伟是本次大赛中的一

个全新面孔。虽然王建伟此前有参加雷诺方程式

和尚酷杯的经历，但驾驶450马力的全新2011款

保时捷911 GT3 Cup赛车还是首次。尽管如此，

百得利车队和车手王建伟还是将成为本赛季B组

总冠军作为了自己的参赛目标。王建伟在今年4

月的比赛中便首战成名，一举夺冠，为百得利车

队赢来了重返本届亚洲保时捷卡雷拉杯2011赛季

的开门红。在之后的比赛中，王建伟的战绩非常

稳定，一路领先，在12回合中，共取得了4个冠

军、3个亚军、4个季军和1个第4名。如此优异的

表现，使得他在本赛季总排名中名列第5 (212分 

)，创造了其职业生涯的最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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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报

近
日，在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公司

提供的三辆Forester森林人车型的支

持下，第五届“体验无止境-戈尔特斯

TM户外梦想实现”活动的野外穿越/户外徒步组冠

军团队完成了对“世界最美丽的山谷——嘎玛沟”

的穿越探险活动。在从成都到拉萨两千多公里的行

程中，Forester森林人表现出色，尽显卓越行驶性

能，顺利帮助团队成员完成此段自驾行程，为团队

成功穿越嘎玛沟提供了有力保障。 

“体验无止境-戈尔特斯TM户外梦想实现”

是戈尔公司面向中国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推出的

2
011年11月20日，美国原装进口车胎安全

产品--Promiseal美国保美驰轮胎自动修补

防爆胶中国媒体见面体验会在广州二沙岛

举行。此次新产品体验会，除了Promiseal美国保

美驰技术人员介绍了轮胎自动修补防爆胶的功效及

工作原理等内容，主办方还在户外进行现场演示，

加注了Promiseal美国保美驰轮胎自动修补防爆胶

的汽车轮胎，行驶在扎过布满刺钉的木板而不漏气

及减压的过程，验证了该产品的优异特点。值此广

州车展前夕，全国62家媒体共同体验了Promiseal

美国保美驰轮胎自动修补防爆胶的神奇效果。

斯巴鲁支持“2011戈尔特斯TM户外梦想实现”
冠军团队完成穿越活动

保美驰环保防爆胶，轮胎安全保护神
一项大型户外体验活动，旨在积极推广户外健康

理念，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户外生活中，体验户外

生活的乐趣。本届“2011戈尔特斯TM户外梦想实

现”野外穿越/户外徒步组冠军团队的行程定为徒

步穿越世界最美丽的山谷——嘎玛沟。嘎玛沟是位

于西藏自治区定日与定结县的美景之地，以森林、

泉水、溪流、峡谷、飞鸟等自然景观为特色，属高

海拔徒步探险观光之地，被上个世纪20年代的英

国探险家霍华·巴瑞赞赏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山

谷”。而斯巴鲁为此次冠军探险团队提供了三辆

Forester森林人，帮助他们完成了从成都到拉萨总

现场来自美国PROMISEAL公司的技术人员

讲解了防爆胶修复轮胎的原理，车辆加注自动修补

防爆胶，在轮胎内形成的防爆保护涂层，以丙二醇

为媒介，以橡胶颗粒修补轮胎的穿刺孔。即使轮胎

遭受异物刺穿，依然保持车辆高速运行中的正常胎

压，防止爆胎，不但保证车主的安全驾驶，而且减

少了车祸带来人身安全及财产损失。

与常见的轮胎补胎液相比，美国保美驰轮胎

自动修补防爆胶具有明显的差异化和优点，普通轮

胎补胎液为液态，会产生污损，易聚集，特别是冬

天，会令轮胎产生不平衡；而美国保美驰轮胎自

行程为两千六百三十公里的自驾行程。 

斯巴鲁坚持以高性能与高品质的汽车产品

为每一位使用者带来非比寻常的驾驶乐趣，创造

更加丰富的生活方式与体验。本次活动，斯巴鲁

Forester森林人在陪伴户外运动爱好者踏上实现

梦想征程的旅途中，勇敢地接受了大自然的洗

礼，再一次用非凡的实力向消费者证明了其是一

款既能适合城市道路的行驶，又适合户外远行的

车型。斯巴鲁通过本次与戈尔特斯 TM品牌的合

作，倡导了热爱生活、享受自然的生活方式，进

一步推动了户外活动在中国的普及与发展。

动修补防爆胶为粘性密封层，洁净、不聚集，不会

让车胎产生动平衡问题；产品用物理原理封堵穿刺

孔，封堵后在冷热环境下都能保证轮胎内性质稳定

可靠。此外，加入美国保美驰轮胎自动修补防爆胶

后，轮胎不仅得到安全升级，轮胎马上升级为自动

修补防爆轮胎，防止爆胎与漏气。 

Promiseal美国保美驰轮胎自动修补防爆胶

现由广州雄兵汽车电器有限公司旗下子公司——

广州市陶润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作中国总代理。该

产品目前仅供4S店销售。

日
前，天缘电子有限公司海外市场部分

兵两路参加第31届香港电子展，在两

个展区都以特装展台亮相，展出40

多款新品。这是天缘公司继春季展取得了不错反

响之后，再度参加秋季展，天缘携Freeway飞韵

品牌最新研发的新平台产品，以全新的面貌亮相

展会，吸引了客商的关注。特别是独特的海市导

航系统，令客商大开眼界，成为香港电子展（秋

季）的一大亮点。

本届展会上，天缘带来了近四十款样机参

展，每一款都是精心挑选的精品机型，其中人们最

感兴趣的要数新近研发的ARM11及ANDROID平

台的新导航系统样机。据了解，天缘公司今年投

天缘强势阵容出击香港展
新平台产品曝光

入上千万巨资在产品开发上，特别是针对ARM11

及ANDROID，做了大量的基础技术储备和人才储

备，从湖南大学等高校引进博士工作站和产品开发

项目，目前其新平台产品正进入量产计划阶段。另

外，在此次展会中，天缘还展出了海市导航产品，

即用于海上船舰中的导航产品，此类产品的研发和

生产尚处于萌芽阶段，天缘也在不断地探索开发

中，致力于成为这一个偏门新兴领域的领导者。

惠州天缘电子有限公司自创办以来，一直以其

品质的稳定性享誉国内外。就在今年年初，天缘公

司再次通过了最新的ISO2009国际质量标准年度认

证，其生产、管理、售后服务系统等各方面得到了

国际认证机构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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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玩越快乐
回望第二届南中国超级赛道节，展望第三届超级赛道节
第二届南中国超级赛道节已经结束了一段时间，在上届的比赛中我们送出

了许多的奖品，这次我们特意找到抽奖得奖者及组别冠军车手谈谈他们对

本次赛道节的感受。同时，第三届南中国超级赛道节将会在元旦期间举行，

届时将会有更多的奖品及更多的节目回馈给支持我们的朋友们！ 
【策划】【执行】：章懿哲 曾镝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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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嘉伦表示能够明显感觉到南中国超级赛道节

越办越好，现在还发展了积分回馈的新项目，这点相

当吸引他们去玩。而本届赛道节的奖品也非常的多，

抽奖环节也让车手们非常开心。但是颁奖仪式仍需改

进，因为看到颁奖时很多观众已经离场，希望日后可

以在颁奖仪式后进行一个现场观众抽奖，这样便能很

好的留住观众观看颁奖仪式。还有一点便是在赛道上

玩的时间不够长，希望日后的南中国超级赛道节能够

成为自己独立的赛道活动，不再与其它赛道活动同时

间举行，让大家玩得更加过瘾。

期待下次
固特异轮胎获得者
涡轮 B 组冠军刘嘉伦

这次比赛的冠军都能够获得固特异提供的一套

轮胎，这点刘嘉伦觉得是相当好的事，他开玩笑得跟

我们说：这样我们就能省下不少钱了，可以拿这些钱

买帐篷、空调、无线路由器这些，那么大家都可以有

免费Wi-Fi网络使用了。

对下一次赛道节中的表现，刘嘉伦说其实他是

没什么目标的，只是想尽力去跑，破自己记录而已，

这才是最重要的。

邓桂峰：10.1南中国赛道节奖品收到，奖品最丰

富的一次Track Day也是我唯一一次不亏本的赛事。平

时大多是什么奖品都没有，身边的人知道我经常参加

这种活动，会问我赢了有什么奖品没？我说没有的，

只有奖杯而已。他们都相当不解，这样玩来做什么？

赢了什么都没有。然后我补充了句：不仅如此，还要

给几百元报名费的。他们更加不解，始终是道不同不

相为谋。但是这次总算可以有个交代了。

邓桂峰
@峰-viko  

本次南中国超级赛道节由GOOD YEAR（固特

异）轮胎冠名赞助，并对每组冠军车手赠送一套全新

的Eagle F1轮胎，让参赛冠军车手能够体验到固特异

轮胎所带来的非凡操控能力。

Eagle F1 非对称花纹2代轮胎

Eagle F1 非对称花纹2代轮胎是屡获嘉奖及消

费者好评的固特异Eagle F1 非对称花纹轮胎的升级产

品，采用了创新的自控制动技术。Eagle F1 非对称花

纹2代将固特异最佳性能产品提升至了全新的高度，在

干湿路面上的刹车性能均有所突破，为驾车者带来更

多的自信以及非凡掌控。

Eagle F1 Directional 5 单导向轮胎

固特异 Eagle F1 Directional 5 单导向轮胎的设

计灵感源自赛道轮胎，“动感抓地”技术的运用使之

具备精确操控和敏锐抓地，并提供兼具非凡时尚的外

观与卓越性能的驾驶体验。这款轮胎专为爱车一族量

身定制，特别针对运动型轿车、跑车等高性能车进行

个性化改装的需求，为针对中级性能车所需要的高性

能胎市场带来了一款集乐趣与冒险魅力于一体的创新

产品。

极品飞靴
固特异轮胎介绍

曾建文：感谢南中国赛道节提供这样一个给车

友交流的平台，感谢固特异有限公司提供丰厚奖品。

以前用过旧款EAGLE F1已感受过其不俗的干湿地性

能，相信新款非对称花纹2代会更加出色。

曾建文
@番薯HONDATA感谢师傅

固特异轮胎获得者
涡轮 C 组冠军田恬

田恬在采访中谈到，相对于第一届南中国赛事

而言，本届有很大进步。赛会在组织方面比其他的赛

道节活动合理，场地也比较整齐。在时间编排、大会

组织、各项监督等都很到位。但是分组验车时需要更

为严厉，以免有漏网之鱼的出现。而大会也要加强对

车手的安全指导，尽量减少事故，让大家都玩得开心

安全。

在本次比赛中，田恬对自己的成绩比较满意，单

圈成绩也在理想的时间里。在以前的比赛里已经拿过

两次亚军，有时候成绩的不理想因为车或者人的状态

上，更多的是外界环境的影响造成，运气也占到一部

分原因。比赛不是说人和车的状态好就就能获得好成

绩，拿冠军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综合运气很重要。而

且不是一个人一个车就能获得好成绩，这里田恬要感

谢他的师傅──呔铃王的胡世光先生，没他的教导不

可能拿到今天这个冠军，田恬是这么提到的。对于元

旦的比赛，田恬表示若是有时间一定会去，同时也希

望在往后的南中国赛事中取得更好成绩。

而本次获得的固特异轮胎，田恬表示这样让参赛

选手感觉非常的好，不再是只有付出没有收获了，这

相当能吸引车友们参加赛事。始终有轮胎奖励，能有

轮胎拿来练习，那是相当让人高兴的事。

冠军车手感言 微博感言
固特异轮胎获得者 固特异轮胎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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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发展
参展商呔铃王负责人 胡世光

第二届南中国超级赛道节在场面上比较热闹，

作为参展商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全面的宣传效果，对于

参展商来说我们参展的目的是为了宣传和推广。而宣

传的推广重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参赛车手的人数，

以及现场观众人数；二是有媒体的大篇幅的报道，这

两方面南中国超级赛道节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接下

来的第三届南中国赛道节我们也会与呔铃王联合参

展，南中国超级赛道节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平台。

值得参与
零创汽车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
杨佳斌

这次看到南中国超级赛道节的奖品非常丰富，

我们领贤汽车维修有限公司也提供TS短弹簧作为奖

品赠送给车友们。而我们领贤的参赛车手都获得了本

次南中国的冠军大奖，获得了固特异轮胎一套，这对

于一般的赛道日来说是少见的，通常赛道节都是没有

这么丰富的奖品的，这点非常好。分组方面，我们觉

得南中国能够做到做到公平公正的分组，让大家可以

在平等的环境下竞争。同时也期望南中国超级赛道节

能够越做越好。

特别的赛道节
领贤汽车维修有限公司负责人
KK Wong

致力于赛场赛中取经
D2 Racing 负责人  魏建丰

D2 避震获奖者
蔡友钟

我们D2 Racing致力于发展赛道高性能避震

器，因此我们非常注重各种赛事，我们选择在民间赛

事这个平台上推广我们的产品，是想普通的车友们也

能知道我们产品的特点。本次很荣幸可以作为赞助商

来到南中国超级赛道节上，我们也提供了一套绞牙避

震器作为奖品送给车友们。同时也希望能够长期与南

中国超级赛道节合作。

在采访中友钟表示，对于这次本届南中国的比

赛，他觉得赛事方面虽然安排的比较紧凑，但秩序方

面操控的很好，没有出现意见分歧，没有出现混乱的

情况。友钟觉得这一届比赛的奖品非常丰厚，虽然友

钟被罚时了，没能争取到前三名的位置，但也很幸

运的被抽奖获得了一套D2街道版避震，这也许是对

在采访中呔铃王的胡世光表示，作为商家来参

加这样的民间赛事，觉得非常具有乐趣，能在比赛中

与众多车友交流，而且还能让更多的车友知道、了解

到自己的品牌，主要是想提高呔铃王的知名度。提及

呔铃王发展迅速，胡世光认为这其中的因素主要还是

他们以诚信以及专注得到客户的支持而慢慢累积起

来。另外呔铃王新LOGO的设计理念，是以绿色代表

环保和改装行业的朝气，这也充满了呔铃王对未来前

景的寄望。作为商家参加比赛，其实可以说是比较有

优势，毕竟自己是做轮胎以及轮毂生意，能更直观的

感受到各种型号的轮胎特性，可以清晰的给消费者介

绍各型号轮胎的优势。当然，这也是作为商家参赛的

麻烦之处，不像普通的玩家那样，不用考虑那么多，

也许只是速度上的追求吧。

胡世光还在采访中透露了此次参展“改装部品

OUTLET”，是跟零创一起合作。胡世光表示其中

的原委是：“我们也是RAYS这个品牌轮圈的经销

商，我们也主力推广RAYS这个品牌。”

作为喜欢玩车一族，对赛车的追求、对速度的

追求，能在这样一个平台上与众车友交流感到很高

兴，虽然在这次比赛中仅获得了第三名的成绩，但会

从这一届的比赛中吸取经验，也与其他车友们一样期

待着下一届民间赛事的举行。对于这样的比赛胡世光

的本人是会极力支持。同样的，也希望在下一届的比

赛中，奖品能再丰富一些，也许这样的举措能更加吸

引到更多喜欢赛车运动的车友们参加。

黄伟忠在采访中表示，这一届南中国的比赛，对

他来说可谓高潮迭起。因为他们朋友之间都配备有对

讲机，当比赛的时候，朋友们帮他看了成绩，比第二

名的快了三秒，想必这一组的冠军非他莫属了，因此

放慢了车速。可是在最后成绩出来的时候，才突然发

可以更好
固特异手表获奖者
B 组亚军车手 黄伟忠

现多了台升组车，而成绩也在他之上，他的心里顿时

凉了半截。最终他获得了B组亚军的成绩。

同时黄伟忠也表示，在这次比赛中感觉赛会在

赛车分组时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些需要升组的赛车没

有事先进行公布，导致觉得有些不公平，觉得会有猜

疑。比赛的其它方面，以及奖罚制都操作的很好。其

实比赛最主要是大家开心，在赛道是要与自己的成绩

比赛，竞争对手是自己。

黄伟忠还表示，希望举办方能在车辆报名分组、

车辆检测方面能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对车辆的分组能

再进一步核实、进一步抓紧，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些超

班或者一些对比赛有不公平的现象出现。

至于这次比赛，我还能在获得名次以外，还在抽

奖时获得了固特异赞助的EAGLE F1 Asymmetric花

纹造型手表一个，表型比较潮流而且比较个性化，表

面采用高强度玻璃，横向的三角形表面设计，表面比

较大，在戴着手表在运动时能看的清楚时间等资讯。

带有日期显示，以及运动型的计时模块，并且带有夜

光。不仅以轮胎的花纹作表带，还具备防水功能。

他本人的一个鼓励的奖励。引用头文字D里面的一段

话，拓海的父亲对拓海说的：在比赛中，要赢的不是

对手，而是自己。所以在这次比赛中，他的成绩有所

提升，这也是他进步的源泉。

这次不仅玩得开心，还在抽奖时获得了这套D2

街道版避震器，对他来说是件好消息，毕竟避震器也

是一件损耗品。经过采访后，友钟表示很期待下一届

比赛，觉得规模也比较大，比较规范，在一些奖罚制

度可控制的很好，他将会在下一届的南中国赛道节的

比赛中，做好认真的调校，让他能与他的战车以最完

美的状态参加下一届的赛事。

商家感言抽奖幸运儿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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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之夜精彩纷呈
南中国超级赛道节年终巨献

已于2011年7月1日、10月1日成功举办两届的

南中国超级赛道节，即将于今年的最后时刻──12

月30日至31日再度来袭！时值岁末年初，全民狂欢

之时，南中国超级赛道节将带给车友完全不同的体

验。改装部品Outlet，超过20万元的丰富奖品，夜

赛，星光之夜跨年晚会，CTCC冠军车品鉴会，众

多改装品牌新产品年度发布……让人眼花缭乱。这

将不仅仅是一次关于速度的聚会，而是一场以车为

主题的盛大联欢！

由广东国际赛车场和深圳市致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共同创办的“南中国超级赛道节”已分别于今年7

月和10月成功举办。竞速加展览（发展为改装部品

Outlet的创新）的模式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车友来

到这里，不再是单纯地参与一个Track Day活动，而

是在比赛之余，还可以像看展览一样留意最近市场上

的新品；又不单纯是看展览，而是可以平时陪老婆逛

街一样在这里淘一些既适合自己又实惠的改装部品。

稳定的举办频率、统一的比赛规则和主办方贴心的服

务让南中国超级赛道节正拥有越来越高的知名度和忠

诚度。广东国际赛车场总经理黄炜说，举办一个赛事

活动，需要长时间的积累。而南中国超级赛道节积累

的正是一种品牌效应。黄总和深圳市车致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总经理楼浩一直强调赛道节的服务和品牌延续

性，这也正是赛道节的努力方向。

第三届南中国超级赛道节将于12月30日至31日

举行。在主体举办形式方面，仍然是保持赛道活动加

改装部品Outlet不变。赛道活动的规则也延续前两届，

按发动机进气形式和排量分成十一个组别，按照规定

时间内的最快圈速圈来排名。而后场的改装部品Outlet

同样为车友们带来实惠的选择。

在此基本形式基础上，第三届南中国超级赛道节

还有更多精彩纷呈的亮点，让它成为跨年度巨献。

总价值超过20万元的丰富奖品。从第二届南中

国超级赛道节开始，就出现了丰富的奖品提供给车

友。冠军获得一套固特异轮胎，所有车友都参与抽

奖，奖品包括弹簧、刹车皮、固特异手表等。第三届

则仍然提供丰富奖品，总价值将超过20万元。

夜战。白天跑赛道已不是稀奇事，而如果晚上

呢？没错，本次的南中国超级赛道节将战火蔓延至12

月31日夜间。所有车辆将挑灯夜战。这将是一次全新

的体验，全新的挑战。

“星光之夜”跨年Party。正值辞旧迎新之时。

夜战结束之后，赛车场现场将会举行“星光之夜”跨

年Party，将喜悦的情绪直接带入2012年1月1日。在

Party上，将举行比赛的颁奖仪式，同时有明星献唱、

车友互动、烧烤活动等！

CTCC冠军交流暨冠军车品鉴会。福特、333、

海马、现代、778、华扬、基亚、史翠英等CTCC现役

冠军车队的赛车及车手都将来到现场。第三届南中国

超级赛道节的各级冠军和年度冠军车手，将有机会在

赛道节后参与体验CTCC实战赛车，并且与冠军车手

零距离交流。

2012赛季免费政策公布。赛道节将对所有参与

车手实行25分积分制。积分年度冠军将可以获得2012

赛季免费参赛名额。

众多新车、新产品发布。以韩寒为主要车手的斯

巴鲁中国车队将宣布征战场地赛，并发布其第一阶段

的场地赛车；众多改装品牌也将在这里进行其新产品

的年度发布。

GIC会员制发布。广东国际赛车场将正式建立并

实行其会员制度。

看到了吗？这将不仅仅是一次关于速度的聚会，

而是一个以车为主题的大联欢。它将是我们在新的一

年与车在一起的幸福时光。你还在犹豫吗？赶紧准备

启程，来参与我们的狂欢节！

岁末年初，南中国超级赛道节即将迎来第三届盛事。正值全民狂欢之时，
自然有众多好节目。改装部品 Outlet，超过 20 万元的丰富奖品，夜赛，
星光之夜跨年晚会，CTCC 冠军车品鉴会，众多改装品牌新产品年度
发布……

跨年度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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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中矩的仪表盘。

液晶显示多媒体导航显示在中控台

上，随手可及。体现豪华车所需的一键无匙启动。

给予后排乘客可看 DVD 液晶显示器。 两张独立座椅造型舒适度不亚于前座。 石英钟代表一种高贵。印有凯迪拉克 LOGO 的门边条。

握感柔顺功能清晰且按键分明的方向盘。

提
起凯迪拉克，映入脑袋的第一个人物就

是美国灵魂乐教父(Godfather of Soul) 

James Brown（并非007占士邦）。不是

因为James Brown是凯迪拉克的粉丝，而是James 

Brown之于美式音乐就如凯迪拉克之于美国车一样，

金光璀璨。詹姆斯·布朗的演唱风格很原始、粗犷，

强调“呼喊”，而音乐并不复杂，常常在二三个和弦

的衬托下，依靠即兴重复音型，使情绪热烈和激动起

来，就如凯迪拉克，利用简单的直线切割线条于你

脑袋中留下深深的印记。建议你Search一首James 

Brown的《Get Up Offa That Thing》，边听音乐边欣

赏凯迪拉克。

硬汉式的钻石切割

作为一辆豪华商务用途为主的房车，凯迪拉克

赛威延续了像CTS及其他凯迪拉克一样棱角分明的

钻石切割轮廓，浓厚的男人味从车身的每一个转角

位中散发出来，他不像梁朝伟、金城武等的“奥迪

型”新好男人一样，环绕着优雅的香水味，而是犹

如姜文、孙红雷一样，烟草味、咖啡味缠身，只要

他与你擦肩而过，定能准确无误地辨认出，他就是

凯迪拉克。

2.0T的赛威外形除了翼子板上的红色“T”字

标徽外，其余与3.0L及3.6L的车型一样。不像其它车

型，低排量与高排量车型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可见

他诚意可嘉。铝合金轮圈也是经典的设计，优雅却动

感，值得一提的是，前后轮胎采用不同的尺寸，前轮

为235/50R18，后轮为更宽更薄255/45R18，这种

常用于赛车的方案提高了赛威这辆后驱车的操控稳定

性。赛威采用了经典的家族前脸设计，霸气的网状进

气格栅，方型灯组中的圆形大灯，长条型的组合转向

灯等，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大幅度自动转向大灯，能根

据速度和转向角度调整照射角度和面积，尽可能减少

视觉盲区。整个前脸凸显了他时尚的一面，与CTS的

激进风格相比，他豪华行政座驾的定位非常清晰。

尾部的设计让我想起手起刀落，从而画出平直而

修长线条的画面，加上中间细小的尾翼，稳重的同时

渗入无形中却显实在的运动感，并没有与商务行政的

风格并生抗衡感。

整辆车的侧面是让我最欣赏的部分，你完全可以

用家里小孩玩的乐高玩具砌出赛威的形状，虽然腰线

并不明显，但用稍“未”弯曲的弧度把笔直的线条连

接起来，让其展现出你干练的“行事”风格。赛威拥

有3057mm的庞大轴距，比奥迪A6L、奔驰E-Class加

长版还要大，但侧面看来他并不显得笨重，前后车门

与车尾的长度几乎相同，加上适中的前后悬，显得非

常协调。在以流线设计风格为主流的现在，他的大胆

让人眼前一亮，当油腔滑调成为社交良方的时候，直

爽干脆的他赢来我由衷的尊重。

 

盘和座椅均会自动让路，方便驾驶者上下车，着车之

后则会自动回位，让您感到贴心与便利。此外，定速

巡航、自动大灯、自动雨刷等豪华便利性装备均有提

供。多功能方向盘的设计中规中矩，握感柔顺功能清

晰且按键分明，不会因激烈的驾驶而不小心按到按

钮。中控台的布局错落有致，就算按键不少但只要花

几分钟时间来熟悉，基本就能了解其不同的作用。最

上面是一块较大的触屏屏幕，可以轻松操作导航，同

时它也是倒车视频。

赛威的无微不至还体现在安全与健康之中。车外

后视镜集成了侧面车辆检测雷达，如果转向时后方突

然出现来车，后视镜上马上就会出现闪烁提示，并且

只要你打开转向灯，他就会马上以蜂鸣声作出警示。

通用旗下的凯迪拉克也顺理成章地装上了安吉星系

统，除导航以外，安吉星还有多个比较实用的功能，

如碰撞自动求救、车况检测、全音控免提电话等，这

些功能肯定不会每天都用到，但如果“衰神”不幸地

投奔于您的话，那时它肯定能帮上忙。带空气检测功

能的三区独立空调正能体现他细心之处，能感知车内

的有害气体或者怪味道，不过因为试驾时间有限，来

老板还是司机？

早有听闻赛威乃老板车，你大可以想像坐在前排

的乃一名司机加一名保镖，后排的当然是老板加年轻

貌美的女秘书或尊贵的客人。为何有如此之说法？原

因在于前排的两个座位完全可以容纳两位身高1.9米体

重220磅的肌肉壮汉（即相当于美国加州前州长施瓦

辛格），可见其空间的充裕。如果是四人乘坐赛威的

话，各人都能享有自由的舞动空间，座椅非常厚实，

就像坐在家中的高级真皮沙发上一样，腿部和腰部的

支撑性都不错。

内部设计也同样延续了凯迪拉克一贯的钻石线条

风格，算不上时尚，但传统高雅、大气稳重。除天花

外，大部分能触摸的位置都采用了真皮覆盖，还能看

到不少的金属装饰陪衬，当然更少不了实木套件作点

缀，虽然手感稍显生硬，但用料上乘做工细腻。如此

设计就算再过十年，也只会显得经典而不觉老气。

当然赛威不会只为保镖设计，大量的人性化装

备也为驾驶者带来方便，四向电动调节的方向盘与带

记忆功能的多向电动调节座椅关联，熄火的时候方向

不及到海鲜市场借上朋友珍藏的巨“臭”无比的陈年

霉香咸鱼作测试！ 

作为行政用车的赛威，中央扶手箱的木质及镀铬

装饰、独立控制台及出风口等一应俱全，副驾侧面的

两个座椅调节按钮也凸显后排的尊贵，后排更设置了

双8寸屏DVD影音娱乐系统，使尊贵你乘客能在长途

乘车的路途看看电影，年轻人士更可插上自己的PSP

自娱自乐。后排中央扶手功能控制包括音响控制、空

调控制、还带有座椅加热及调节按摩功能，让您犹如

置身于家中。当然尾箱空间也能放上两套高尔夫球

具，只要您愿意，他能带你走南闯北。

是软是硬？是柔是刚？

特意把驾驶座的乘坐感留到现在才详细描述。

很多人以为商务行政座驾的驾驶座就一定柔软舒适，

其实非也，当坐在赛威的驾驶座上，你就会马上感觉

“返老还童”，皆因座椅的高度就像玩具反斗城中的

儿童座椅一样，同时也马上带给你驾驶的冲动。

虽然试驾赛威之前为2.0T的发动机打破了凯迪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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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百年以来不用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传统而感到些

许的惋惜，但试驾后却将此感受抛弃于九霄云外。首

先，这台发动机的动力为263匹，升功率达到了96.5千

瓦，而在2000-5000转都能输出高达360牛米的扭矩，

比3.0的版本还要高，就算驱动将近两吨的车身，动力

也不会显得含糊。第二，在试驾初段的市区道路上行

驶的时候，并没有感受到涡轮介入的突兀，随着转速

的提高动力输出非常线性。

与其匹配的是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日常行驶过

程中换挡柔顺，只要你不是完美主义者，那肯定感觉

不到变速箱挡位的变化。不过当释放你激烈驾驶欲望

时，只要右脚稍微用点力，他就马上会抄袭姜文的那

句话“让子弹飞一会”，变速箱扣“扳机”的时机也

有所调整，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真要形象一点来形

容的话，就像笨猪跳一样，除了刚开始的那一下，被

人从后面一脚把你踹下去以外，整个加速过程都是那

么地平顺刺激。

山路的试驾却让我感受到赛威温文尔雅的一面。

是不是想骂一句：“你脑袋秀逗了吗？山路还温文尔

雅，你不想干了是吧？”你有见过气质女人的行走姿

态吗？性感的臀部都会随着脚步有节奏地左右轻微摇

摆，而山路上的赛威展现的就是这性感的姿态。得益

于感测电脑一秒内连续反应1000次的MRC主动电磁

感应悬挂系统，赛威能及时向驾驶者反馈真实的路况

信息，不仅应付坑洼不平的路面显得游刃有余，同时

又能对过弯中车身的侧倾给予强大的支撑。虽然赛威

不能像CTS一样带给你激动的驾驶感，但当关掉电子

稳定系统，大脚油门出弯的时候，他就会显现后驱特

性，尾部开始甩起来，只在你稍作调整，他的臀部就

会优雅地向外甩一点，然后从容地让车辆回到正常的

行驶道路上。称他温文尔雅不过分吧。

你来决定他的性格

刚开始试驾的时候我选择《Get Up Offa That 

Thing》，回程路上基于赛威原装11喇叭的BOSE音

响及上佳的隔音效果，我选择了另一首“正常点”的

作品-JoannaWong的《Lost in Paradise》，只因赛

威带给了我经典与现代相结合的感觉。出于对油耗及

经济的考虑，2.0T让赛威掉了价位，却并没有掉了

地位，骨子里的高贵、经典及激情依然被完整地

保留下来。虽然被冠以行政座驾的称号，但

若是你有要求，温文尔雅的他依然能为你

变成汉硬。

整洁的发动机仓。

尾箱空间宽裕。

带 "T" 并且具备缸内直喷的发动机相信不会让你失望。

锐利锋芒的造型再加上透气组合足够让人爱上。

翼子板的 "T" Logo 张显不一样的 SLS。

尾灯依然是锐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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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目的颜色、动感的车身，驾驶这样一辆有身份品味的座驾出入

非富即贵的赛车场围场，感觉最正确不过。
【文】梁晓明【摄】尹博崴

奥迪 TT-S

本
周末，2011CTCC中国房车锦标赛第七场

在广东国际赛车场上演。主场作战，如果

有一辆够炫的车子代步，那就最体面不过

了。于是，我们特别借来了这辆TT- S 。

从进入赛车场后场开始，这辆奥迪TT-S便吸引

大部分人的注意。哪怕是见惯豪华跑车、经常驾驶高

性能辣车的赛车人士经过也会对它多留意几眼。我相

信鲜艳的橙色车身是主因，其次便是原装18寸五辐

轮圈。

TT- S 的杀伤力到了周日正赛那天变得更为夸

张，不少入场的普通观众甚至围住它合影留念，热烈

的气氛很符合赛车节日的味道。这还不算完，当我们

傍晚收工离开赛车场，忠实的车迷还拿起手中的相机

扑捉它飞驰的身影。

自从1998年第一代TT推出之后，以几个圆圈作

为设计概念的动感车身比例令它迅速成为风靡全球的

Coupe车型。眼前的第二代TT延续了第一代的经典设

计，除了保留旧款TT半圆型车顶轮廓外，其它部分都

进行了适度的演变。新加入的设计最为显著的是奥迪

“大嘴式”格栅，它让TT具备了过去所没有的霸气。

奥迪式运动

TT- S 是奥迪TT的高性能运动版，相比起普通

版TT的211匹马力，TT- S 将同样的发动机调校至272

匹最大马力，最大扭力则保持350N·m不变。它与担

任CTCC安全车的尚酷R使用同样的EA113系列发动

机，但经过了大幅度升级，换装高角度凸轮轴，强化

了缸体、主轴承、活塞、活塞环和连杆，改进了凸轮

轴、气门座，缸盖也重新使用铝硅合金制品。更重要

的是，它改用大口径涡轮，瞬时增压峰值1.2巴……既

然来到赛车场，那当然希望能钻到空隙把它拉到赛道

上小试一番。

我们有一圈的机会，赶紧驶离维修通道进入赛

道，将拍档拨到运动模式，随着油门的深踩，排气管

传来爽朗的欢叫声。272匹的动力让车子提速变得轻

快，六前速双离合换挡快捷干脆，机械式地直接传递

动力。

奥迪那份扎实的车架传来细微的共振感，这是奥

迪独有的驾乘感觉，与宝马、奔驰有着明显的区别。

按下手刹旁的印有悬挂式样的按钮，TT- S 的避震便

理性的动感

【鸣谢】 一汽 - 大众奥迪  400-817-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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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非常有手感金属换挡拨片方向盘。

既然是运动型轿车，肯定少不

了一张有良好包裹设计的座椅。

标志性 TTS 的 LGOG 在车上

随处可见。

传统的奥迪运动型仪表。

中控台上简单清晰的设计。 车内的真皮部件以橙色缝线缝接。

进入运动模式，路感变得更直接。这套系统在减震器

中填充一种叫做“磁流液”的液体，通过改变电流就

能即时改变阻尼系数，以此改变悬挂的动态反应。

总体而言，操控上TT- S 是典型的奥迪式的运

动风味，轻快中带着几分稳重。TT的底盘基于大众

PQ35平台而来，在悬架结构上与大众PQ35的车型保

持一致，为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结构，但是在TTS上运

用了更多轻合金材质，已达到轻量化的目的，车辆前

悬架的副车架、下控制臂、车轮轴承座以及后悬架的

车轮轴承座均为铝合金材质。当然，相比同平台上的

车型，TT最大的资本还是其ASF奥迪空间框架结构的

全铝车身。

尽管配备大众最先进的4MOTION四驱系统，我

觉得TT- S 的行驶比较“前驱”化。这套系统四驱系

统通过电控多片离合器实现前后桥动力的主动分配，

通过取力器的特别设计以及ESP等系统的辅助，能够

在需要时将动力100%传输至后轴，但在普通行驶的时

候感觉大部分的动力通过前轮来输出，相信这也是出

于行车安全和燃油经济性的考虑。

只适合二人世界

置身TT- S 的驾驶座，桶形包裹氛围很有赛车

感，但限于前排两张座椅而已，TT- S 的后座仅仅只

能用来放放杂物，是名副其实的“Dog Seat”。周日

时为了节约时间，我们五个精壮男子挤进TT- S 的车

厢，其中让两个大块头摄影师坐前排，而我和专业车

志楼浩，以及广东国际赛车场的黄总钻进后排，横向

空间还勉强足够，但脚步和头部空间则明显不足了，

三人只能低头缩脚，蜷缩成虾形，短短五分钟的车程

算是极限的体验。

不能跑太快

忙碌的赛事采访周末终于结束，我们踏上回程，

需行驶200公里的高速公路，正好试试它的狂奔能力。

TT- S 的高速奔跑能力是勿庸置疑的，当时速表

超过200km/h时，压着油门的右脚还没什么感觉。不

过耳朵的感觉就很清晰了，因为风噪声相当大，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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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的头灯没有普通 TT 那么圆滑。 可手动自动升降的尾翼。

一如既往的 TT 系列银色油箱盖。

与普通 TT 不同调教的 2.0T 发动机。

TTS 特有的铝合金制造的倒后镜。

在刹车卡钳上也印有 TTS 的 LOGO。

现TT- S 的尾箱其实非常足够。290升的尾厢容积能轻

松收纳一大一小的行李箱，还有位置放置几个小型的

背囊。实际上，它的后座还可以方便地折叠，变成一

部有700升容量的小“皮卡”，对于一款精致小巧的跑

车来说，这样的容量已经相当难得。

这要得益于TT- S 不设备胎的设计，取而代之的

是四轮防爆轮胎，只提供简易的补胎剂，市区内使用

问题不大，出远门则要深思熟虑了。

结语

总的来说，TT- S 是一辆具备品味、格调，很理

性的Coupe跑车，有很高的日常实用性。相比起宝马

Z4，它少了几分狂野，比较儒雅；相比奔驰SLK，又

多了几分圆润和可爱，更有亲和力。而TT-S，则比普

通版TT多了60匹马力，多了一份速度和动感。

住整个车厢。因此，虽然底盘的稳定性很强，但仍令

人有点紧张，速度感是十分强烈的。

将TT- S 开到上述的高速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

是路面要非常平整，甚至达到赛道那样的水平。因为

它的悬挂硬、行程短，越过一些桥梁接缝或起伏路面

时，整个车身会大幅度地跳起。因此在烂路或正在维

修的粗糙水泥路面上，必须将车速降到很低。

尽管TT- S 形象极具跑格，短小的轴距、低斜

滑溜的尾部、合理的比例，看起来非常能跑，实际这

些都不是为超高速飞驰而设计的。它并不是超级跑车

（虽然外形给人的感觉像），所以驾驶上还是不要太

狂为好，尤其是它的悬挂没有像A4一般的柔软吸震

能力。

较高的实用性

回到单位，把两人一周以来的行李卸下，突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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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胜面对的是相对成熟的消费人群。但对于 2.0T 的车型来说，

却不能用沉稳来将其完全概括。因为人们心里，总是保留年轻时

的激情，就看你如何激发它了。
【文】章懿哲【摄】黄捷

长安福特蒙迪欧致胜 2.0T

壮年心气

美
国有一首著名的歌叫《Smells like teen 

spirit》，被翻译成《少年心气》，歌里描

述了年轻气盛的激情、愤怒和无所畏惧的

冲劲。试驾完蒙迪欧致胜2.0T之后，让我回忆起这首

歌。相对于上一代车型，致胜当然是时尚、年轻了太

多，但它面对的仍然是相对成熟的消费人群。所以沉

稳仍会是它性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不是全部。

在这样的前提下，用“中年”来形容它无疑也不恰

当。那么，青壮年也是很有冲劲的。

顺应潮流

我自知作为媒体，最重要的是不能将自己的

主观情感加入到文章中。不过每次说到蒙迪欧时，

我都不愿恭维MK3，即致胜的前任，引进国产的第

一款车型。这其中绝大部分原因来自过于沉稳的外

形。很明显致胜的出现在最大限度上顺应了市场潮

流，来自概念车上无处不在的设计元素体现着前卫

和科技感，让2007年就已经上市的致胜到现在看起

来仍然不显过时。

时过境迁，现在的环境相比上市之初又有了变

化。世界油价不断走高，让市场对车辆的经济性能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北美、西欧等汽车工业发达地区

对能耗和排放方面的标准一天比一天高；中国的车辆

购置税征收政策也针对汽车排量级别有所更改……种

种因素影响下，汽车业界陆续推出直喷发动机、涡

轮增压发动机等，从动力、环保等方面保持自己的竞

争力，也保持对市场的吸引力。蒙迪欧致胜也顺此

市场潮流，推出自己的2.0T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和

Powershift双离合变速箱动力组合。

黄金组合

相信您对涡轮直喷发动机加双离合变速箱的动

力传动组合早已不陌生了。同样的组合也出现在大

众车型上。而在致胜上，名字为EcoBoost GTDi + 

Powershift。

具体说来，GTDi发动机主要技术点在双可变气

门正时、涡轮增压和燃油直喷。这些技术都是为了同

时提高燃油经济性和动力性。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土

化过程中，福特的工程师通过大量的测试和对细节及

一些部件的改造，让这台压缩比达到10:1的涡轮直喷

发动机，可以接受国内的93号汽油及局部地区的甲

醇、乙醇汽油！这让原本已经成为97号汽油代名词的

涡轮增压和燃油直喷技术，有了新的注解。

Powershift六前速变速箱是双离合变速箱，基本

原理与我们已经熟悉的DSG相似。这是个聪明的变速

箱。多种控制模式通过识别车辆的上下坡、海拔、停

车方式等各种状态，改装变速箱的工作方式，让车辆

的动力得到最优化的发挥，并保证车辆的经济性能。

激情之心

一直以来，2.3L发动机都是蒙迪欧致胜的主流动

【鸣谢】 长安福特  800-810-8168

| www.procar.cc62 63| www.procar.cc



测试

后座配备两个杯架。

前门内置高音喇叭  整车音响系统配置较高。

致胜 2.0T 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一辆兼顾家用和商用的日常用车。

力搭配。160ps的动力适合用来日常平稳驾驶，安静

而舒适，也与目标消费群体相对稳重的身份和性格相

符。不过高转表现的缺乏就普遍反映平淡，毕竟该发

动机的调校更加偏向中低转速的扭矩输出，马力和车

重也让动力难以发挥在车内人的背上。

对不起，作为媒体我又犯了主观的毛病──开

车之前，我并没有对致胜2.0T有太高的期望。这个判

断来自致胜的车型定位和性格，来自它以往的动力表

现，也来自对其它一些原装涡轮车型的经验。因为以

原厂车来说，都是很低的涡轮增压值，对动力提升其

实有限，难以给人带来多么澎湃的感觉。

然而致胜的表现让我有点吃惊。将车驶上快速干

道，正常以70km/h左右的中低速行驶，稍微加重点油

门，转速指针也响应极快地提升一点点，变速箱没有

降挡，也没有推背感──这是意料之中。但意料之外

的是，我很快发现前车与自己的距离在快速缩短。车

速在很短时间内不经意间超过了100km/h。不动声色

很好，我被自己所开的车挑逗了。于是再将油门加重

一些，得到的是车子对自己敏捷身手的展示。感觉不

到涡轮迟滞，双离合变速箱降挡速度也极快，整辆车

几乎没有丝毫迟疑就往前蹿去！

再回到正常的测试中，发现它的涡轮工作相当勤

快，在转速不到2000rpm时就已经开始介入，随着油

门的深入而催逼发动机产生推力，加速感覆盖整个转

速段，持续至接近红线。这种感觉有点奇妙。以涡轮

介入时间和反应来看，这理应是一颗小型、低增压值

的涡轮，日常用车的属性也决定了它的这种设定；但

是以工作效果来看，那种推背感又堪比我们曾经测试

过的一些改装车型，而那些车要么是加装涡轮，要么

是涡轮升级的，都是一些偏向性能的设定。少有这个

级别的原厂车，动力上的设定有这么激进的。一辆平

时用“大气”来形容的车，测试完下来居然会有些许

激动。

仍然是 Every-day Car

致胜2.0T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一辆兼顾家用和

商用的日常用车。它的涡轮工作介入早，并停留在平

时最常使用的转速段，聪明地化解了介入瞬间的顿挫

感。当然，行驶的平顺还与那台Powershift变速箱有莫

大关系。正常行驶时，变速箱非常愿意升挡，甚至有

点“老司机”的习惯，只要转速允许，就尽量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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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胜2.0T在同一套动力系统下有两个版本，

分别是GTDi200和GTDi240，字母后的

数字代表功率分别为203ps和239ps。这

同时也是用动力标定配置的做法。除了马力数字的差

别，还在自动HID大灯、智能钥匙、弯道辅助照明等配

置上有所差别。

延伸阅读

尾灯的设计别出心裁。

最高马力能达到 240 匹。这个标志代表发动机拥有相当不错的经济性能。

中网还是选用传统的电镀外观。

GTDi 发动机主要技术点在双可变气门正时、涡轮增压和燃油直喷。

狂，多了些低调与稳重，这也是他们对车的要求。所

以他们会希望自己的车很快，很时尚，但不希望一出

去就到处惹人注目，也不希望客户一看到或一坐上车

就犯嘀咕。致胜2.0T想要达到的就是这个目的，它要

做到的，就是在行政与运动，稳重与激情之间取得平

衡。上市之初它用外形做到了这个平衡，现在它用机

械完善了这个平衡。

挡位走。而在你需要瞬时加速时，它自然也可以积极

配合，换挡的速度是毋庸质疑的，双离合的目的就是

让换挡的过程做到不切断动力。这样的变速箱设定，

加上前述多种发动机技术的综合作用，让车辆在这样

的动力表现下，也有着相当不错的油耗表现。

与此同时，致胜2.0T仍然保持了不错的乘坐感

受。悬挂整体性强，舒适但反应快。在一般行驶时，

能将来自路面的大部分颠簸过滤掉，但不失基本的路

感，扎实而安静。而在经过类似路面减速带这种坎坷

时，则表现出干脆利落的一面，在最短的时间将冲击

化解。致胜2.0T就是这样，富有激情，但仍然不失一

辆日常用车的属性。

行政与运动

成熟的男人拥有一颗年轻而富有激情的心是应该

的。但这部分人与十年前的自己相比，少了些年少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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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 X 可谓是三菱 Lancer Evolution 车系变化最大的一代，而底盘也从 7-9 代所使

用的 CT9A 变更为 CZ4A。本次所介绍的两台 Evolution 都是深度改装的大马力车，

一台是手动 EVO X，一台则是沿用 SST 变速箱作强化升级 EVO X。

【文】曾镝丰、黄俊杰【摄】黄捷

【鸣谢】 TCP RACING   0760-88361148 

X 战记
EVO XEVO X

专业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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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O X的推出，不仅代表日系性能车世代的交

替，更让先前的EVO 1到9成了一级毒品，接下来带给

大家的这台又是容易令人上瘾的EVO X。

颜色搭配只为注目

从外观上看，车主是比较重视外观的改装。蓝色

的车身，简单换装了碳纤维的前唇、侧裙、尾翼，使

车身外观显得更加贴地，更体现了车主在挑选改件时

的重视。就连后视镜、后车底的扰流板、后挡风玻璃

上的一排“鲨鱼鳍”也更换了碳纤维改件，这让外观

更加添了一笔修饰。这简单的改装，虽然没有黑白配

那样富有跑车风范，但像这样被碳纤维包围住得感觉

也是能引人注目的。

动力小改只为怡情

这辆车性能方面的改动也相对比较大。高流

量的ARC风箱，重量轻是其特点之一，配合高流量

K&N风格让进气的效率更加稳定。引擎方面选用了

COSWORTH 262度凸轮轴，COSWORTH 2.3扩缸

套件，COSWORTH进气头蕉。相对于白色的EVO X

而言，这台EVO X的电脑调校较为保守，比较适合一

般正常代步使用，毕竟它还保留着自动档的SST变速

箱，始终比较适合城市驾驶。而变速箱及摩擦片都做

了强化，不必担心因为马力增长而损害变速箱。排气

管也选择了G-Ready的中至尾段，虽然在马力输出效

果方面不算有太大的提高，但排气的声浪也能喜得大

发动机舱虽然没有白色 EVO 来得整洁，但也能看出许多改动的零件。

轮圈使用的是 18 寸的 ADVAN RS 款，金色的轮圈搭

配蓝色车身非常协调。

三菱的 SST 变速器依然保留在这台 EVO 

X 上，里面的摩擦片都已更换为强化零件。

HKS EVO X 专用 EVC 也出现

在这台 EVO 的驾驶舱内。

进气泄压阀同为 HKS 的产品，它所产生的声音能

够让不少人热血澎湃。

家的热爱。

一身名牌只为实用

毫无疑问，EVO的车主都是性能狂，但既然选

择了SST，也就意味着左脚的释放，所以在操控性的

改装方面，车主也选择了舒适的坚固性。Cusco的顶

吧不但坚固、韧性好，更能加固车身。再加上Cusco

的防倾杆，整车的操控感已经得以加强。刹车系统则

选用了来自英国的世界顶级名品牌Alcon的前六后四

活塞刹车卡钳，经典的银色显示了它的低调。避震系

统也随之更换了同样是世界顶尖避震的牌子：瑞典的

OHLINS。OHLINS避震不仅仅能给驾驶者带来上乘

的运动性能，工作时的敏捷度也有令人信赖的稳健性

能。古铜色的18寸ADVAN RS款轮毂显得与蓝色车

身很般配，配上245/45/R18 YOKOHAMA的AD08轮

胎，使得抓地力更加稳健，操控更加灵敏。

后记

坐上这车之后，引擎的咆哮、排气管的声浪、稳

健的避震以及那种享受与运动结合的感觉，让人有更

多的欲望想驾驽它奔驰在赛道上。但由于这台EVO X

还在调试过程中，所以采访时并不能让它完全的“表

现自我”。期待下次店家能让它以最完美的姿态迎接

我们！

蓝色 EVO X 改装实例

X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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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气泄压阀几乎是改装的涡轮车必须的

改装项目，图为 HKS 的进气泄压阀。

发动机舱满是改装零件，可见这

台 EVO 的动力改装是多么深入。

Aragosta 高性能绞牙避震器所带的气瓶，

能让避震器的吸震效果更佳。 Drfi 的监控仪表让驾驶者能够迅速了解发动机的状态。

RAYS 的 TE37 轮圈绝对是经

典轮圈款式之一。

得了什么？

于是换上来自国外品牌的2.3锻造扩缸套件，这

台4B11即使使用1.8Bar增压值也不必担心发动机在

耐高温及发动机本体强度上会出问题，甚至还能将转

速提升至8800转才断油，可想而知锻造件对于大幅

度改造的发动机是多么重要。凭借着锻造零件的“坚

强”，店家甚至在一台以同样手法改造的EVO 9上

做过2.2Bar的增压值。由于考虑到单独购买涡轮及

周边配件成本会比较高，因此现在使用的涡轮是来自

AMS的涡轮套件，它采用CNC锻造叶片，最大对应

900匹的动力输出。也许有人会问为何要使用如此之

大的涡轮，这是由于车主比较喜欢玩直线加速，大的

涡轮在尾段会爆发出惊人的动力，所以直接装上了这

个大涡轮。

既然马力及增压值都有这么大幅度的进账，那

么周边的零件也必须要配合升级，因此ARC的大型

中冷器，BLITZ的加大进气歧管也被装在了这台EVO

的发动机舱内。而这么高的转数区域，并装上了来自

COSWORTH的262度高角度凸轮轴，保证了空气

的顺畅流动。

如此大的马力输出，可想而知发动机温度的飙

升也是相当惊人的。为了抑制过快的温度，店家为这

台EVO装上了来自美国的FLUIDYNE 13行油冷器。

散热能力自然“得天独厚”。

收放自如

在汽车改装的区域里，“易放难收”可是大忌，

跑得快当然也要站得稳。因此这台EVO装上国内少见

的Aragosta高性能绞牙避震器，这套“背樽式”避震

器可以直接在赛道上使用，再加上CUSCO的防倾杆

及车身加强件，整车的操控感已变得相当好。而采用

高压锻造的RAYS TE37轮圈再搭配尺寸为245/45R18

的横滨AD08半热熔轮胎，强大的抓地力让驾驶者可

以实行“行云流水”的驾驶方式，值得一赞！再配合 

Alcon的前六活塞后四活塞刹车卡钳，前轮的刹车盘直

径更是达到了362毫米，满满的塞满了18寸TE37的内

部。有了如此夸张的制动配搭，说制动效果不好也没

人会相信。

 一步之遥

EVO X代虽然还处于未完工状态，但是已经让

人看见了它的前景，它已经成功的将9代EVO的变速

箱安放在了发动机舱内，日后只要解决了电路上的问

题，相信这会是一个很好的EVO X变速箱改良案例。 

这是一台轮上马力可达500匹马力以上的手动挡

EVO X，但是这台EVO的手动变速箱并不是CZ4A上

的5档变速箱，而是来自EVO 9的6档手动变速箱，这

也是全国第一台移植9代手动变速箱的EVO X。

换代所带来的问题

在未开始介绍这台EVO X的变化之前也许我们应

该为大家介绍一下EVO X的特别之处。EVO X采用的

是全新的CZ4A车架，发动机也由4G63变为了全新开

发的4B11发动机，因此9代所使用的6 MT手动变速箱

不能直接换装在新的EVO X之上，这也就是这台EVO 

X移植9代手动变速箱的困难之处。

前因后果

这台EVO X原来是一台自动挡版本，配备SST 6

档双离合自动变速箱，换挡速度及马力承受潜力都是

相当出色的。但无奈原车的变速箱电路板故障，无法

买到损坏的替代零件，也无法找到原装的变速箱。既

然无法修复自动变速箱，车主及店家便开始琢磨为其

装上手动变速箱。 EVO X曾经出过使用手动5档变速

箱的版本，但因其市场保有量非常少，因此店家也无

法找到二手的变速箱对这台EVO X进行替换。再加上

9代的很多零件都较容易找得到，后期保养也相对容易

得多，因此决定为它替换EVO 9的6档手动变速箱。

来之不易

这是全国第一台移植9代手动变速箱到X代车身

上的EVO，可想而知遇到的困难是非常多，而且相当

困难的。店家在开始移植前先计划要改动哪些零件，

需要改动的零件都留有一份原装的备用，当移植不成

功时便可以及时将其复原。在移植过程中，最难的部

分便是改动传动轴及ACC开关锁的部分，店家经过

研究已经一一克服了。但目前还不算是全部完成的状

态，仪表盘上的AFS等故障灯都会亮，店家表示准

备为其换上手动版的仪表盘，希望能进一步提高兼容

性，尽量解决故障灯的问题。

动力不简单

由于已经换上了9代的6档手动变速箱，加上换

上了ORC代工厂所生产的双片式离合器，因此店家

已经不必担心这台EVO X变速箱的承受能力，马力

的提升自然可以高枕无忧。换来的代价自然是因为双

片式离合器摩擦系数相当高而在日常驾驶中经常会出

现的噪音，但作为追求性能的EVO X车主，这又算

白色 EVO X 改装实例

X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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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改装新保时捷卡宴 S

【文】曾镝丰  【 图】黄捷

这台保时捷卡宴 S 在性能上可以说完全没有任何提升，但是它的外观却与原装

时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得无比凶恶。而且这些变化并不便宜，它们足足

花费了车主 20 余万，可见车主有多么投入在这些改装之中。

凶恶宴

维制品，那么发动机舱盖也理所当然的加上了两个由

碳纤维制成的出风口，使车头的凶恶感进一步增强。

此车使用的是ABT出品的22寸轮圈，与车身外观完

美搭配。车尾的排气更使用上了ASpec的三出定制排

气，让这台卡宴从头到尾的变得凶恶无比。

车主更将卡宴turbo前脸的点睛一笔加入到此

套套件之中，那就是两条LED转向灯。在这排转向

灯下面的6个LED雾灯在夜间时让人感受到一种由灯

光带来的科幻感。即使在日间打开也能让车头增添

不少美感。

黑内饰，黑装饰

此台卡宴S原车已经为黑内饰，但车主并不满足

于此，既然车外观已发生那么多的变化，当然内饰也

不能放过。车门处及中控台上的扶手均更换为高质量

发，因此才会花费如此之多的金钱。

也许有人会问，在国外已经有不少厂商研发出

新卡宴的空气套件，为何还要自己去研发。其实这是

源于车主对于改装的热爱，他希望自己可以设计出一

款自己完全喜欢的空气套件。因此通过参考大厂的出

品，对于那些自己不喜欢的细节加以修改。这就能解

释为何这空气套件似曾相似又不大一样了。

凶恶外观

光是观看照片相信也能感受到这台卡宴外观的凶

恶，前脸巨大的进气格栅好像要将前面的一切吃掉一

般，让人对他望而生畏。进气格栅使用的是干碳纤维

制品，其做工及其带来的杀气是值得肯定的。前保险

杠及后保险杠均使用了大块的碳纤维作装饰，一定能

满足碳纤维热爱者的需求。既然使用了那么多的碳纤

保
时捷卡宴自推出以来一直深受中国消费着

喜爱，在豪华SUV之中拥有不错的销售

量。也因为在路上的卡宴变得越来越多，

部分喜欢个性的车主变得越来越不喜欢自己的爱车与

别人的一样。因此改装能让自己的爱车看上去与众不

同，并且获得相当不错的回头率。

这次这台新卡宴S无论外观及内饰都有了一定幅

度的改装，无疑外观是本次改造的重点。

不惜重本，享受过程

这台卡宴的车主自身相当热爱汽车，也非常喜

欢改装，他希望自己所要的东西与别人不一样。前文

有提及到这台卡宴的改装成本超过20万元人民币，这

是因为这台卡宴是与空气套件生产厂合作，在改装空

气套件的过程中不断的调整与修改，也就是俗称的研

【鸣谢】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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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碳纤维制品，其精细的做工让人不禁的认为这是

国外大厂的出品。中控台周边也使用上此类高质量的

干碳纤维制品，这一片碳纤制品相比于原来的黑内饰

显得更有质感，与原车内饰完美融合。

既然质感已经得到提升，那么作为豪华SUV应

有的豪华感必然不能缺少。车内如空调出风口这类地

方均贴上水钻作为装饰，而中间也换上DAD出品的

倒后镜。这几个简单的改变已经使车内发生巨大的感

观改变。

赚足目光

外观的改装，最主要的目的必然是让自己的爱车

与别人不一样，也希望自己的爱车能让大家觉得漂亮。

而这台卡宴做到了，在我们开着这台卡宴去拍摄的时

候，一路上无数的眼光注视到此台卡宴之上。也许是因

为新款卡宴改装在目前还相当罕见，但笔者认为，这台

卡宴S的外观改得相当出色，能让人过目不忘。

凶恶的车头加上转向灯及雾灯的装饰，依旧显得相当协调亮丽。

套件中包含了一个毫不夸张的尾翼。

头盖也不忘加入碳纤维出风口作为装饰。 后保险杠侧边也有碳纤维装饰条。

碳纤维扶手无论是做工和质量都是一流的。

全黑内饰与白色的车身完美搭配。

内饰更花费重本购买正品 HAMANN 地毯。

DAD 后视镜显得高贵异常。

中控台及空调出风口都能发现车主所投入的心思。

ASpec 定制的三出排气使得车尾也显露出相当的杀气。

22 寸的 ABT 轮圈做工及其带来的外观改变都是出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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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嘉年华凭借长相讨好加上综合能力强，深得车主喜

爱。越来越多的车主选择这款小车也使得改装的案例五

花八门，这次介绍的两台嘉年华就各有亮点了。
【文】 冼业湛、洪超强【摄】伍思锋

改装福特嘉年华
两种方式活出精彩

【鸣谢】福特嘉年华车友会   William、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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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年华运动版 1.5
【文】洪超强

刚
接触这台嘉年华时，并没有特别的亮点，

只觉得改得很普通，但细心了解后才知道

车主的一番心思，追求舒服的驾驶和悦耳

的音响效果才是他的初衷。

限量版头盖？

外观上的改动并不大，采用了原车包围，最明显

的改动在于发动机盖，这款来自北京的国产碳纤盖是

国内最早开发出来的嘉年华碳纤维发动机盖，据说当

时第一批货总共才20个。后来这个厂家就没有再生产

了，听说是模具报废了，所以这个盖子可以说是限量

版了。此外头盖上还加装了D1头盖锁。头灯则换了日

本BIZZ的近灯和前雾灯。

情有独钟的轮圈

轮圈使用的是16寸的BBS铸造铃，数据为7.5J/

ET38。车主对这款BBS情有独钟。为了完整性更好，

特地通过关系订购回来了四个真的BBS盖子价值600

元。价格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这款轮圈的中心盖子比

一般的偏小，所以非常难找。

轮胎使用的是前胎东洋DRB 205/45R16，而后

胎使用的是相同规格的邓禄普DZ101，之所以这样搭

配除了当时缺了两条胎，更是因为权衡到操控和舒适

的问题，邓禄普的DZ101噪音偏大，雨天抓地能力也

相比DRB差点，而前轮负责转向更要抓地好而安全的

轮胎。放在前面显然是不明智的，所以放到后面。

适当为好

动力方面，进气系统更换了原装位KN高流量风

格，NGK6度火花塞以及增强点火线，这样对于高度

火花塞才能起到完全足够的点火强度。另外，加装了

稳流器以及使用了日本Split Fire的地线盒组。排气使用

的是REMUS原装位尾段回压鼓。出声效果让人满意

同时又不会产生过度的噪音。

舒服最重要

全车的狮特加强件，在加固车身的同时也提升了

车身的反应能力。刹车系统并没有大的改变，只是更

换了耐磨士刹车皮、GOODRIDGE钢喉以及ATE的

刹车油而刹车卡钳则没有换。原因是BBS的轮圈避不

开，这真让车主又爱又恨。而在操控提升方面，之前

更换过马自达另一御用品牌AutoExe避震后，在舒适

度方面有所牺牲，而坐后排的乘客也实在受不了，所

以又换回原装避震。追求操控的同时又要估计家人乘

坐感受实在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啊。

精打细算改音响

内饰上维持了原装车的样式，只是在仪表台上

多了一个Greddy Informeter Touch OBD数据读取

诊断仪，这款操作的功能十分强大，从水温、油温、

进气压力到故障码都能读取。而车内最大的改装莫过

与音响系统了，功放采用了美国豪客搭配JBL 四喇

叭加两高音的组合，并且都是原装位安装，高音则前

置。后行李仓放置了一个10寸的战神牌低音炮。而车

上的线材是用最好最贵的。车主表示，线材是一次性

投入的改装部品，即使以后再升级音响也只是需要更

换器材，而音响线可以沿用。同样也省去了拆装线的

麻烦。

连螺丝都换装成 BBS 产的制品。可见车主十分钟情与该品牌。 REMUS 原装位尾段排气，声响效果佳又不扰民。 经过前置后的 JBL 高音喇叭，安装在前仪表台上。

来自美国的豪客功放搭配国产战神低音炮，车主对其品质满意。

Greddy Informeter Touch OBD 数据读取诊断仪，功能十分强大。

D1 头盖锁。打开发动机仓，内部的改动并不多，改装部分重点在于电气系统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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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今年的HF大热，车主也是“深受其害”。

让车主十分着迷，受到新奇士橙的启发，

进而欲以打造一辆独一无二嘉年华。

我是一只独一无二的橙

看到眼前这台09款福特嘉年华是否会惊讶以及产

生疑问：嘉年华有哑光橙？答案当然是没有。而这一

台相信是独一无二的嘉年华，在众多的哑光黑或者碳

纤流行的改装中这台鲜艳的哑光橙色嘉年华相信会让

你有眼前一亮的感觉。车主从一只新奇士橙中得到的

灵感，继而大费周折，甚至自己亲自动手调漆，最终

让这台原本蓝色的嘉年华变成哑光橙，成为一只独特

的在马路上滚动的“新奇士橙”。

原厂动力

这台嘉年华搭配的1.5L发动机原厂动力输出中规

中矩，103匹马力以及138牛米对于暴走一族当然不能

满足，而作为“走街派”用车则已足够。车主在发动

机上并没有做过多的动作，只是换装了大流量的KN风

格以及6度的NGK的火花塞。当然，目前国内嘉年华

改装配件的稀少也令车主不能有过多的想法。

橙色控

打开车门的一刹那，相信你也会为车主的细致所

深感佩服：中控台上、方向盘上、仪表罩一些能拆下

的内饰面板都重新喷成了橙色，让整车内外都成了一

个橙色风格，再配上原厂就是变形金刚的设计显得就

更为神似。而座椅早在提车的时候就包了一层真皮，

质感提升不少，并且前排座椅也是类似桶椅的风格，

在行驶时能提供不错的包裹性，过弯时则更为明显。 

加强底盘

虽然作为平常用车，但车主也有一颗激情的心，

偶尔也会到山道去“兜兜风”。因而在底盘加装了全

套的狮特加强件以及换装D2的避震，而车身也夸张的

降低到距离轮胎只有一指之多，仿似有一丝“HF”的

风格。

轮圈使用了国产品质不错的的16寸轮圈，并且由

原来的黑色喷成了橙色，配上了性价比不错的南港轮

胎。轮胎前轮尺寸是195/45/R16，为了使车在过弯时

更稳，后轮则使用接地面积更大的205/45/R16轮胎。

排气中尾端则换成了本地制作的产品，排气的声浪颇

为动听。

音响发烧友

作为一位音乐爱好者，车主在音响方面也作了

较大的改动，阿尔派的主机配合原厂主机搭配一起使

用，喇叭则全部换成了德国喜力士的产品，并用配套

的喜力士4路功放带动。另外还用一台莱卡的单路功放

来推动加装的美国MTX 12寸低音炮再外挂一个来福1

法拉电容提供充足的电量供应。在这样一台小车的空

间里整体音响效果较为震撼。

后记

这台哑光橙的嘉年华虽然在动力上平淡无奇，但

这绚丽的哑光橙在平常上下班的路上还是能吸引不少

路人的目光，因为他有后天独特的改造灵感。当然，

周末带着一张自己喜欢的CD时而在山道中游走也能获

取不少弯道的乐趣。

改装福特嘉年华
【文】冼业湛

新奇士橙

车主将中网去除，并且将引擎盖做了钣

金，前包围做了填补成了现在的模样。哑光橙的抛边 16 寸轮圈，配合整体车身颜色，橙得彻底。

全车内饰只要是能拆下的银饰面板，都拆下做了哑光喷漆涂装。门把手做了哑光橙色处理，开门的拉环也做了橙色处理，仪表台和方向盘都不能放过，甚

至连空调出风口都做了橙色处理。中控台的面板完全被橙色所覆盖。真正的由内而外的橙。

后视镜做了黑色喷漆并且在下部加装了迎宾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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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一切都追求运动，不但日产刚上市不久

的楼兰定位为豪华跑车型 SUV，就连长安奔

奔、QQ 等都推出运动版车型，大有一股全车

运动之风。而轮胎厂家为了适应这股运动风，

也在不断的推出高性能的轮胎。
【文】冼业湛【摄】伍思锋

固铂 ZEON RS3-A 轮胎测试

运动大师梦

【鸣谢】 固铂轮胎  800-820-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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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桩测试来验证轮胎的抓地力。

噪音测试也是衡量轮胎舒适性的重要指标。

外侧数起第二条的中间排水纹深度为

8.57mm。

外侧数起第三条的中间排水纹深度为

8.64mm。

轮胎外侧硬度为邵氏 60 度。 轮胎中间硬度为邵氏 55 度。 轮胎内侧硬度为邵氏 58 度。

为胎壁厚，在绕桩的时候操控表现也是马马虎虎，转

向有点延迟现象，绕桩时速度去到60km/h就已接近极

限，抓地力表现还可以，但只能够日常使用。

升级ZEON RS3-A轮胎后，胎壁薄了很多，多余

的弹跳减少了，转向反应也变得灵敏，提升十分明显。

轮胎外侧的斜面排水纹。这一设计有助于增加轮胎的操

控性，让轮胎的抓地力有更多的可预知性，绕桩时候渐

进性也表现出来，不会产生突然的抓地力变化让驾驶者

措手不及，也让驾驶者更加容易控制车辆，让驾驶者更

加容易了解车辆的极限在哪。我们的以70公里时速绕桩

时，才刚达到我们的“心理极限”，但我们的感觉是如

果再大胆冲一次的话，速度一定还能提高。而绕桩时速

度的提升也纵向G值表现出来，相比原状胎的0.85G，

固铂RS3-A则是很轻松的做到0.91G，提升十分明显。

另外测试时ZEON RS3-A响胎也比较早，并不会在十分

接近极限时才响胎，这也令驾驶者更早的知道车辆的动

态，提早预防。

这款轮胎搭载了固铂引以为豪的全新安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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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实际测试中，ZEON 

RS3-A轮胎在性能提升的同时，经济性也得以保留。

而固铂ZEON RS3-A定位于四季全天候轮胎，在干湿

地都能操控自如，并且免去了一些四季变化明显地区

用户的换胎烦恼，是车友一个不错的升级之选。正如

周星驰经典台词改装版“实为居家旅行，远途兜风必

备良胎”。

一
向以“越野轮胎大师”自喻的固铂轮胎

（coopertires），近年来不断在轿车领域

发力，而今推出的这款ZEON RS3-A产

品，正是想在轿车轮胎领域扩张它的“大师梦”。

固铂轮胎在越野轮胎领域的出色表现，使其获得

“越野轮胎大师”称号，如今又开始在跑车和运动型

轿车轮胎领域发力，其法宝便是基于其全新的动态盔

甲科技(DAT)。越野轮胎与运动型轿车轮胎似乎不太搭

边，实际上它们却有一个重要的共性:因为工作状况都

很苛刻，故而在研发过程中安全与性能同等。

此次测试的主角，是固铂轮胎刚推出不久的“全

天候，高性能”产品，具体型号为ZEON RS3-A，尺

寸覆盖了16-19寸的常用尺寸。我们选择的轮胎尺寸是

215/45R17，车辆方面则是小改D2绞牙避震和台湾立

格轮圈的高尔夫4代。

细解轮胎

作为一款定位于“全天候高性能”的轮胎，其设

计时不但要考虑到四季的变化，更要考虑到不同环境

下都要有稳定的性能表现。轮胎表面采用不对称花纹

设计，干湿地操控性能都得到有效分工；复合花纹块

设计，最大化的降低轮胎噪音，减少异常磨耗，提升

轮胎使用寿命；胎面上的胎块较大、较深，照顾到了

雨天的排水性和冬季积雪路面的行驶稳定性。而轮胎

单从尺寸215/45R17看似乎并不是很运动，但W代表

最高时速270km让我们肃然起敬。

在测试开始前我们测量了几个胎面数据，分别

是胎纹深度及胎面硬度。胎纹深度决定了它的排水能

力，测量得知的数据为外侧深度7.74毫米，外侧数起

第二条中间坑纹深度8.57毫米，第三条深度为8.64毫

米，内侧深度7.87毫米。可以看到ZEON RS3-A排水

纹是比较深的，带来的好处便是不错的雨天以及雪地

操控性。而胎面硬度分别为：外侧邵氏60度，中间邵

氏55度，内侧邵氏58度。可以看出，ZEON RS3-A的

胎面并不是很柔软，并且内中外硬度相差不远，偏向

于普通道路使用型而不是极限驾驶型。

稳抓稳刹

汽车的一个重要性能指标是制动性能，而这个性

能是由刹车套件与轮胎互相平衡所带来的。因而对轮

胎性能的评价有一个重要环节便是制动测试。我们选

择一条新铺装不久的柏油路进行测试，测试时天气为

晴天，地面温度为48度，100km/h到静止测试成绩三

次平均成绩为3.3S，制动距离三次平均成绩为43米。

相比升级之前所用轮胎，升级轮胎后的刹车时间缩短

了0.1S，而制动距离则平均短了1米。在20km/h至静

止的滑行测试中，三次滑行平均成绩为128.4米，相比

升级之前的平均144.3米明显减少。但作为一款定位为

运动性街胎，抓地力提高的同时，燃油经济性也理所

当然的有所下降， 但是这个成绩相对来说还是处于中

上水平。

够运动

在绕桩操控测试中，原装轮胎是以经济性为主，

胎壁比较厚。并且测试车换了D2绞牙避震，硬度较

大，因此胎壁厚度带来的多余弹跳会多了很多。而因

升级前轮胎测试数据
噪音测试
车外噪音 60km/h 84dBa

80km/h 85dBa
车内噪音 60km/h 63dBa

80km/h 66dBa
100km/h 68dBa

滑行测试
20- 0km/h滑行距离 144.3m
20- 0km/h滑行时间 48.7s
制动距离
100- 0km/h制动距离 44m
100- 0km/h制动时间 3.4s
制动离心力值（G）
制动纵向离心力 0.9G

ZEON RS3-A测试数据
噪音测试
车外噪音 60km/h 76dBa

80km/h 77dBa
车内噪音 60km/h 63dBa

80km/h 66dBa
100km/h 68dBa

滑行测试
20- 0km/h滑行距离 128.4m
20- 0km/h滑行时间 44.6s
制动距离
100- 0km/h制动距离 43m
100- 0km/h制动时间 3.3s
制动离心力值（G）
制动纵向离心力 0.9G

前后数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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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功夫 VISION kuNG-fu 
测试

“人靠衣装，美靠靓装”这句广告语可谓是深入人心。的确，

我们不否认天然美，但现在更多的美是靠扮出来的。而车

也一样，有些车换上一套包围，换上一套轮圈，甚至只是

在车身上贴一套简单的拉花，小小改动便可让车变得更好

看，更具个性。
【文】冼业湛【摄】黄捷、伍思锋

LEAGuE（立格）LG340 轮圈

本
次测试的这套轮圈，是来自台湾LEAGUE

（立格）的最新得意之作，具体型号为：

LG340。该系列轮圈共有8款不同尺寸的

产品可供选择，大小分别是17、18以及19寸，而J数

方面则分别有7.0、8.0、8.5、9.0，颜色主要是全涂高

亮银，还有一款采用黑色镜面车面。轮圈采用经典造

型的款式，简易的网状设计和大气的银色涂装，可谓

十足的传统风格。

我们测试的这套LG340轮圈尺寸为17X7.0J，测

试车辆为高尔夫4代。原厂15寸轮圈经过几年的风雨侵

蚀已是老态龙钟，而换上这套新轮圈后，整辆车的动

感也重新焕发出来，显得十分精神。升级后测试时，

车辆的方向盘手感也轻了许多，当然，这也有可能是

TUV认证ISO9002、ISO9001认证TS16949认证。

2005年立格推出了自主品牌LEAGUE(立格)，并迅速

在海外市场推广销售，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成为全球

改装市场上新宠。

LEAGUE人以其多年不懈的研究和开发，配合

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工艺，并且所有LEAGUE轮圈都严

格在相关强度测试标准的基础上额外增加20%的安全

量进行测试并合格，现已发展成为台湾第一流的轮毂

生产制造企业，高品质的产品深深赢得欧洲客户的信

赖，成就了今天高品质的LEAGUE品牌。

上海搏速是LEAGUE 轮圈在大陆区的总代理，

更多进口改装轮圈电联021-33588856

换上更大尺寸轮胎的影响。但无论如何，整车的视觉

效果提升已是十分明显。

公司简介

台湾立格股份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中高端改装

轮圈的专业工厂，自1994年成立以来就一直瞄准世界

高端轮圈改装市场，在工厂建立之初就雇用了大量的

具有丰富轮圈设计经验的一流造型设计师从事轮圈造

型设计并拥有世界先进的轮圈生产成套设备和检测设

备，长期对每一位员工坚持不懈的进行技能和品质教

育，经过十余载的不断发展壮大，已在台湾和泰国拥

有两家生产工厂，并且分别在2000年和2003年通过

视觉功夫

质感不错的 LG340 轮圈。 质细节处理的不错，每个弯角都很圆润。立格轮圈已在国际市场上销售。

很有张力的条幅。

【鸣谢】上海搏速竞改铝轮有限公司 021-33588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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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Z
AG内地及港澳地区总代理哥登汽车配件有限

公司总经理刘树新先生，销售及技术总监罗

国华先生以及技术顾问孙兴先生出席了本次

的发布会现场。现场邀请了CTCC中国房车锦标赛冠

军车手郭海生作为嘉宾出席。同时此次产品发布会现

场吸引了多家媒体的来访报道。

源自英国

据ZAG内地及港澳地区总代理、哥登汽车配件有

限公司销售及技术总监罗国华先生介绍，ZAG避震于

2006年由英国人Brian Charles所创立。Brian Charles

在创立ZAG品牌之前长年参加WRC赛事，通过参加拉

力赛复杂路况的经验，积累了对避震器独到的技术理

解和设计理念。ZAG避震强调全面路况、快速反应的

产品性能表现。通过各类路面测试，表现出了优异的

安全性和稳定性。

独特的 AVS 技术

ZAG避震独特的地方在于ZAG具备一般绞牙

避震所没有的AVS系统，AVS系统是Auto Valve 

System的缩写，据ZAG内地及港澳地区总代理哥

登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技术顾问孙兴先生详细的讲解

了ZAG避震的技术特点。这套系统的作用是通过

感应避震机芯高低速压缩，适时改变阻尼油经过阀

门体路径的设计，从而实现自动阻尼调整的功能。

这样，避震在高速运动下获得较强的阻尼，在低速

运动下获得较弱的阻尼。由此实现高速运动性和低

速舒适性的完美均衡。相比于传统改装避震器通过

手动阀门调节，技术上更先进，避免了弹簧和避震

机在不同阻尼上的搭配问题，在使用上也更方便，

避免了人工调校的繁琐工作。在发布会期间，孙兴

先生通过实际演示的方式并邀请媒体亲身参与体验

AVS系统的特别之处。

赛道严测

在接下来的避震测试中，测试的项目包括急加

速、紧急刹车、减速带路段、绕桩、紧急变线、10cm

高度单边跳板，并采用评分机制每个项目5分为满分，

让现场媒体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通过这些项目模拟

出实际使用条件下可能出现的各种路况的表现。考验

避震器的支撑力、滤震效果、反应速度、化解高低落

差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的对比测试ZAG方面给媒体

安排了特殊的测试机制：三台测试的高尔夫分别装着3

款不同品牌的避震，但媒体在测试中并不知道ZAG避

震装在哪一辆车上。在不知情下，每位媒体记者需要

对每套悬挂在6大测试项目中的表现进行评分，保证了

评分的客观性。而每位媒体代表都是依次完成对三辆

车的测试，这样保证了最直接的测试感觉。测试活动

分为试乘和试驾两个环节，由ZAG内地及港澳地区总

代理哥登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销售及技术总监罗国华先

生、技术顾问孙兴先生以及CTCC冠军车手郭海生担

任测试车手。

急加速、紧急刹车
项目测试

在急速和紧急刹车中车辆的后仰和俯冲并不明

显，在相当短时间的时间里给驾驶者提供足够的信心

感觉；在减速带路段感觉不到太多的车身震动，能够

英国 ZAG 避震产品发布及测试

2011 年 11 月 9 日，由英国避震品牌 ZAG 内地及港澳地区总代理哥登汽车

配件有限公司在广东肇庆悦凯酒店举办了首次产品发布会。并于当天在广东

国际赛车场举行了 ZAG 避震产品媒体测试活动。

【文】洪超强　【摄】黄捷 

【鸣谢】 哥登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020-38032863

英式均衡

本次测试活动的试乘测试车手哥登汽

配销售及技术总监罗国华先生。ZAG 产品发布会在广东肇庆的悦凯酒店内进行。既然与赛车有关，那必定不能少美女模特的到来。

ZAG 内地及港澳地区总代理哥登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总经理刘树新先生（右三）与罗国华先生（右二）、

技术顾问孙兴先生（左二）以及 CTCC 冠军车手郭

海生先生（左三）合影。

产品在湿滑的地面中进行测试，更能体现其带来的

安全性提升。 罗国华先生与郭海生先生合影。 测试中包括绞牙避震测试中少有的颠簸测试。

ZAG 在发布会上的展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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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专业车志：ZAG此次正式进入中国销售将会是

怎样一个方式呢？

刘树新：从销售到售后服务以及对中国市场车型

的开发，全都由高登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全权负责，对

于地区代理，高登将会严格筛选代理商，保证施工技

术上的合格，同时稳定ZAG的市场秩序。

专业车志：在售后服务方面，ZAG能提供些什

么服务保障？

刘树新：售后方面，目前高登已经在广州成立了

ZAG避震的维修中心，能够对ZAG避震进行维修、保

养等售后服务。

 专业车志：ZAG在产品线方面，目前是怎么划

分的？另外现在已有的车型产品有哪些？

刘树新：产品线方面，目前ZAG避震器的产品

分为两大系列：针对欧系车的EURO-R以及日车系的

RQ+。ZAG的开发、生产制作是在英国本土，主要的

车型对象目前还是以欧系车为主，例如大众高尔夫、

尚酷、宝马3系、5系等；日系则有本田思域、雅阁、

丰田锐志、皇冠等。

专业车志：对于进入国内市场，那么现在国内车

型的开发ZAG方面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刘树新：针对进入国内市场，未来开发国产车型

的避震器是必须要进行的工作。而这方面则由高登负

责进行车辆数据的收集，再由英国ZAG设计团队进行

避震器的设计与开发，然后寄回国内进行严格测试，

并且向英国ZAG提供反馈意见，直到产品完全符合量

产要求为止。

紧急变线项目测试

1号车在紧急变线中，表现出了干净利落的动态

反应，车辆能按照驾驶者的意图迅速的指向、摆动、

回位；而2号车在紧急变线方面也可以做到完全自如应

对；唯一表现稍欠的是安装某K牌的3号车，在紧急变

线中虽然能顺利通过过，但是能感觉车身摆动较大。

10cm 高度单边跳板 

安装有ZAG避震的1号车在单边跳板项目中车

辆单侧飞起落地没有失控感，车身能一步到位并且给

驾驶者舒适的感觉回复原有状态。而2号车安装某B牌

簸路段完全体现出来，车身跳动过多影响了颠簸路段

的乘坐感受；3号车则出现在颠簸路段时，车身震动加

大出现左右扯动现象，避震表现差强人意。

绕桩项目测试

安装有ZAG避震的1号车在绕桩项目中以近

60km/h的速度进桩，车身左右摆动反应速度迅速，指

向性好，但有些许支撑力偏软的感觉；而安装有某B牌

避震的2号车在绕桩项目中以同样速度进入桩桶表现出

了先推头后甩尾的趋势；3号车在绕桩项目中也以同样

速度进桩，却出现趋于失控的现像，不能给予驾驶者

充足的信心。

迅速吸收路面的崎岖；在绕桩项目中以近60km/h的

速度进桩，车身左右摆动反应速度迅速，指向性好，

但有些许支撑力偏软的感觉；在紧急变线中，干净利

落；在单边跳板项目中车辆单侧飞起落地没有失控

感，车身能一步到位并且给驾驶者舒适的感觉回复原

有状态。

减速带路段项目测试

1号车使用ZAG避震在减速带路段表现良好，驾

驶者感觉不到太多的车身震动，避震能够迅速吸收路

面的崎岖；而在第一个项目表现第一的2号车此时就暴

露出了避震偏硬和吸收滤震能力不足的弱点了，在颠

避震的车在单边跳板项目中，车辆落地时虽然车身稳

定并且回复迅速，但是避震并不能给予驾驶者舒适的

感受，落地撞击力传递到驾驶者身上太大。同样的，

安装某K牌的3号车在单边跳板项目中，表现也可圈可

点，当车身飞越落地后，车身出现了多余的晃动，影

响了驾驶者的驾驶，造成一定的干扰。

综合对比得出结论：1号车装有ZAG避震的项目

测试最终得分最高，在6大项目的测试表现最好，得到

了现场参与测试的媒体们一致好评。

专访 ZAG 内地及港澳地区总代理
哥登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树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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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台湾 TS 短弹簧测试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来自台湾的 TS 短弹簧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

悬挂改装概念。它是为车主的全家人而准备的。
【文】章懿哲　【摄】黄捷 

【产品提供】 广州领贤汽车配件商行  020-84648489
【鸣谢】 深圳云海汽车零件  13802291611

家用弹簧

不是新手是老手
对于玩车的人群来说，见惯了世界闻名的弹簧品

牌，TS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这是一个刚刚进入改

装市场不久的品牌，但其公司──阳旻企业却是一家

从事弹簧生产39年历史的老厂，多年来一直是一些国

际汽车大厂的供应商。作为OEM生产商，具有独立的

产品研发能力，是台湾全省唯一一家可以整合从原料

控制、生产流程、产品测试到成品出货全程的厂家。

最近看准改装弹簧的细分市场，推出自己的品牌TS。

TS是Trible S的缩写，即“3S”，分别代表

Sport运动、Safe安全和Stable稳定。除此之外，TS

还有一个核心观念，即“Caring for Family”──顾全

家庭用途。这也是TS所看到的细分市场所在，它让产

品无论是车高还是操控性的改变，都在“适度”的范

围内，降低车高、提升操控，但不至于让被改装的车

哪都不敢去、毫无舒适性可言。

说
到小车悬挂的改装，一般人第一反应自然

是提高操控，方法是换装弹簧、避震，让

车高降低，悬挂硬度提高，改善支撑力和

反应。然而提高了操控的同时往往就是车辆其它方面

性能的牺牲，悬挂行程变短、硬度提高，让车的通过

性能下降，对路面的一些坎坷变得敏感，即使正常行

驶，也会觉得车辆颠簸程度变大。纯粹的性能爱好者

可以将这些牺牲忽略不计，但如果被改装的车辆同时

是家里的日常用车，则车主需要面对来自夫人的抗议

和日常使用的不便了。今天说到的TS短弹簧来自我国

台湾，它所做的，就是在性能与家用需求之间取得平

衡。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它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悬挂

改装概念。

这才像威姿
这次的测试车型是丰田Yaris。作为丰田Vitz的

新一代车型，Yaris直到最近才用上与欧洲统一的名

字。现在的这一代车型外形饱受争议，很多人说它

像一个馒头在路上移动，与上一代威姿的形象相去

甚远。换装弹簧降低之后，才发现它其实还是有着

威姿神韵的。

家用弹簧

使用科学的仪器进行严格测试。

TS 弹簧做工细致且配色好看。

前弹簧换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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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后记：长期使用心得

刚刚换完弹簧回到公路上，我们的第一句话

是：“扎实多了！”这是在路上最明显的区别。单单

更换弹簧之后，极限表现不会有太明显的提升，但是

在日常使用中就体现出来。由于悬挂整体变硬，行

程变短，总体工作节奏比原装悬挂快出一拍，平时超

车、变线等动作都更加干脆利落。而最令人满意是它

的Stable──稳定这一项。之前由于悬挂综合车身侧

面造型的因素，在车速超过120km/h便会有“发飘”

的现象，容易受到侧风和大车气流的影响。而改装之

后，高速行驶时车身显得更“定”更稳，跑进来给人

感觉信心更足。而这也是定位在日常小幅改装的TS弹

簧的最大目的了吧。

原装悬挂测试
雅力士是丰田主打欧洲市场的产品，又有短轴

车的优势，所以它在悬挂动作干脆利落的同时，又有

小车的灵活。二者相得益彰，让整辆车趣味十足。进

入中国内地市场的雅力士，车身高度根据中国路况有

所升高。

在绕桩测试中，车的转向反应很快，弯中外侧

弹簧支撑力在同级原装车中算是上乘，并没有感觉过

多的支撑力不足。所以弯中侧倾尽管较大，但车内感

觉可以接受。推头现象较为严重，但这其中有轮胎的

因素。18米桩的极限速度约为63km/h，仪器测得桩

中最大横向加速度为0.72G。

以70km/h的速度进行向左紧急变线的测试。由

于车身较高、悬挂较软，做出向左变线、向右回正的

动作之后还需要一左一右两把方向来控制车辆失控的

趋势。在此过程中，车身有较大摆幅。过程中测得最

大横向加速度为0.63G。

5.5
o

9.5
o

有限改装 

TS提供的是弹簧单品，并非连避震一起的解决

方案。按TS的说法，该品牌产品的设计就是针对原厂

避震。与简单粗暴通过剪短原厂弹簧来降低车高的方

式相比，TS无疑更加理性。它仅仅是有限降低车高，

避免了原厂避震搭配改装弹簧后容易出现的避震触底

的现象。

TS弹簧产品全部使用冷轧成形。这也是现在一

般高品质及小型尺寸弹簧最常用的制造方法。这样的

制造方法保证了更高的精准度；在成形之前对金属材

料做好了大部分的热处理，让产品的金属晶体结构更

加稳定。

与原厂弹簧相比，这套被测试的丰田雅力士替换

弹簧（后轮）采取了疏密式的节距。由于弹簧硬度比

原厂提高，后轮更容易出现弹跳的特性，于是用密节

距来更好地处理路面的细小冲击。

换装弹簧之后再做绕桩测试。进桩给的行驶感觉给人的绕桩信心强一些。最初尝试的速度也比原来

高。只是有点意外，弯中的外侧支撑力似乎没有太明显的提升，只是侧倾比原来稍有减小。只能理解为，其

实原装雅力士的弹簧支撑力也不弱。推头现象依然存在，但剥离开轮胎的因素之后，来自悬挂的影响就变得

很小了。在这种情况下，录得绕桩极限速度约为66km/h，桩中最大横向加速度为0.69G。成绩有所提高。

同样以70km/h的速度进行紧急变线测试。手上的动作与换装之前基本相同，区别在于最后两把方向的幅度

比原来有所减少。最大横向加速度为0.64G。成绩基本相同。

总体说来，换装TS弹簧之后车辆操控节奏有所提高。主观感觉极限、操控综合表现比原来提高约15%

左右。

TS 弹簧对比
改装前桩中侧倾角度为 9.5°，改装后为 5.5°。

改装前后紧急刹车点头角度。

换装前，前后轮拱离地面高度为 67cm，轮拱与轮胎之间可以放下整个手掌；

B 柱正下方下沿离地高度为 23cm，TS 弹簧包装箱可以轻松塞到车底。

换装之后，前轮拱离地高度变为 62cm，后轮拱离地 64cm，

轮拱与轮胎之间的距离剩下三个手指；B 柱正下方下沿离地

高度变为 19cm，TS 弹簧包装箱已经塞不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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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SCT 外挂电脑使用测试
当爱车的动力表现在基本的动力提升改装后仍旧觉得不足时，唯有通过更为高级的

方法对其进行提升，行车电脑修改便是其中的方法之一。但现在的车主能选择的电

脑几乎都以国外品牌为主，一般价格都较高，而能买到的国产品牌少之又少。即使

能选择的国产电脑也会担心其的稳定性而不敢购买。此次我们测试的便是国内速跑

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自行研发的外挂电脑，让我们来了解现在的国产电脑到底能不能

让消费者放心。

【鸣谢】 深圳飞赛斯 电话：13509600226
【产品提供】 深圳市速跑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755-83877066

脚步轻盈
WITh LIGhT 

当
爱车的操控性提升后，必然会感到动力表

现上略有欠缺。而考虑到发动机的稳定性

及油耗等，大多数车主都只对爱车进行如

进排气升级的简单动力提升，而利用外挂电脑甚至是

加装增压器提升动力的车主更是少见。

本次测试所用的电脑为深圳市速跑汽车科技有

限公司自行研发的外挂式电脑，由于还在研发阶段，

因此电脑的外观有点不如人意，但并不影响其正常使

用。通过对速跑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技师了解得知，

此款外挂式电脑有几个相当实用的卖点：1、能独立控

制喷油嘴，能大幅度的调整喷油量；2、.内置压力监

测及控制，能达到控制增压值大小的作用；3、能对点

火时间作出调整，让燃烧更为强烈；4、内置洒水控制

器，能在程序中设定向散热器洒水的时机，让散热更

为容易。因此此款电脑相当适合于增压车型使用。

只求易于使用

此次测试所用的这台铃木雨燕在动力上的提升并

不多，甚至可以用原装来表达。只换上了K&N原装位

高流量空滤、排气直排尾鼓及DENSO 7度依金火花

塞进行动力提升，因此动力提升的效果少之又少。考

虑到此车主要为日常代步使用，在赛道上飞驰的机会

不多，车主不想以NA改装或者是加装增压器来提升动

力，因为这两种改装后的发动机均会欠缺一定的稳定

性，因此选择了对行车电脑进行修改来提升动力。

原装电脑数据测试

在开始安装测试以前，我们在深圳飞赛斯的康士

柏马力测试机上对原装轮上动力输出进行检测，通过

测试得知这台1.5手动档的雨燕轮上马力为65.4匹，峰

值出现在5600 rpm。最高扭矩为104 N·m，出现在

2450 RPM左右，一直持续到3400 RPM时才明显回

落。而我们更是通过在山路测试来得到发动机的工作

温度数据，测试时为夜间，室外温度约为26℃，当全

速冲上山顶后，通过车内安装的仪表得知，外水温为

76℃，而发动机油温则为108℃，属于相当理想的工

作温度。

【文】曾镝丰　【摄】黄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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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由于仍处于研发阶段，因此外观上并未有商标。而从图

中可以看见电脑右下角有个长条形管路接口，那个便是

日后连接上进气管道用于检测增压值的感应器。

调校后的马力曲线图，可以看见轮上马力上升至

85.5 匹，而扭矩峰值范围也更为广泛。

准备调校前需在排气管上接上空燃比

感应器检测空燃比值。

最后便来到飞赛斯的马力测试机上对发动机进行细

致调校。

技师正在检测各种读数是否正确，确认无误后方可

进行调试。产品商标。

原装马力曲线图，可以看到最大轮上马力为 65.6 匹。

相对于雨燕这种1吨左右的轻型车来说，125匹马力已

相当足够，驾驶起来相当有轻盈的感觉。而且在空调

压缩机工作时也不再觉得加速吃力，带给驾驶者的感

觉便是源源不断的顺畅动力输出，感觉非常棒。而油

耗方面，毕竟修改的都是中高转的数据，一般驾驶时

较少能达到中高转，因此无太大变化。随后驾驶中更

发现，原车的瞬时油耗貌似在电脑调校后仍准确的显

示瞬时油耗，并未有太大的出入。但由于油耗变化实

在不太明显，因此暂时无法确切的证实瞬时油耗显示

是否准确，有待未来我们测试中进一步的去验证。

矩也升至120 N·m，出现在4000 rpm时。扭矩出力

范围也从2700 rpm一直延伸至4700 rpm时才明显回

落。出力范围足足比原装数据多了1000 rpm，这对加

速时的帮助是相当显著的。在随后的山路测试中，同

样是26℃的室外温度全速上山，到达山顶时外水温为

83摄氏度，而油温则为112摄氏度，依然在理想的工

作温度范围。

超值之选

如果换算为飞轮马力，马力应该在125匹左右。

外挂电脑上车

安装过程相当顺利，仅须1小时便完成了接线工

作。随后我们便再次来到马力测试机上，在排气管接

上了空燃比读数计后便开始了正式的调校。在数据不

动的情况下进行了第一次的测试，得到的空燃比数据

显示此台原装电脑是偏向于省油性的调校，中尾段的

空燃比都在16左右。

随后技师便开始修改喷油量来调整空燃比，并通

过提前2-3度的点火角来使得燃烧更为猛烈。最终得到

了85.5匹的马力输出，出现在5700 rpm左右。最高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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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装强化套件以前，车主已经

为这台尚酷进行了一系列的操控升级。

其中包括 BREMBO 的大六活塞制动卡

钳，制动力可以说是轻轻一点便有。而

避震则是欧洲大厂 Bilstein 出品的 PS10

绞牙避震器，因此在弯道中的支撑力达

到了绝对的保证。而轮胎更是选择了尺

寸为 235/40ZR18 的半热熔的轮胎 Nitto 

NT05，因此抓地力能与绞牙避震器的

支撑力相互配合。

基本的操控改装这台车都有齐了，

唯独欠缺了车身强化套件，因此这次特

意为其装上日本品牌 CUSCO 所生产的

全套强化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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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赛场内驾驶测试时感觉车身动态

遇见性不高，由于尚酷是前轮驱动，因

此转向不足非常明显，侧倾幅度得益于

Bilstein 出品的 PS10 绞牙避震器帮助，

并不是很大。在赛道内跑完一圈最快用

时为 55.2 秒。绕桩测试中更能感觉出

车身动态遇见性欠缺较大，转向不足感

觉更加明显。车尾的动态也难以预测，

转向时车身动态较难做到流畅，让人没

信心将速度往上提升。乘坐感受方面，

车内噪音在颠簸路面时最高值为 82.9

分贝。

加装强化件后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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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不至于导致甩尾的产生，

动态可遇见性也有所提升，使得驾驶者

信心大增，这也为圈速提升带来不少

贡献，测试时最快用时为 54.4 秒，在

这种一分钟内便能完成一圈的赛道内，

这 0.8 秒的圈速提升可谓意义重大。绕

桩中也能清晰感觉到车体动态，虽然还

是存有车身动态不易流畅的问题，但转

向不足现象大幅减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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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内噪在颠簸路面时最高值为

83.6 分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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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驾驶安全作出了值得肯定

的贡献。噪音在安装强化件后有轻微提

高，但人耳要是能感觉到的噪音改变需

在 1.5 分贝以上，因此这不足一分贝的

噪音改变完全可以忽略不记。其实车身

加强件并不只是单纯于改善操控，其带

来的车架加强也能使车辆在碰撞中提高

不少被动安全性。

绕桩测试也是测量车辆操控性极限的重要方法。

“尚”来试试大众 2.0T 尚酷加装 CuSCO 车身强化套件测试

德国车一向以车身坚固著称，车身加强似乎与德国车没关系，

要不要加？口说无凭，还是让测试的结果和数据来说明吧。

【鸣谢】 深圳市汇利堡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0755-27448430

【车辆提供】 红汽改   13928456114

【文】曾镝丰　【摄】黄捷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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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深圳汇利堡总经理陈伟良专访

CUSCO 目前在国内工厂
的生产规模如何，相应的
生产计划？

陈：CUSCO 目前在国内工厂的生

产规模正在逐步扩大和完善。第一年的

产量计划是 1500 万左右，现实现车身

强化件、底盘强化件、刹车总泵顶、铝

合金护板等产品的量产化销售；年底计

划 CUSCO 防倾杆上市；明年初计划避

震器部分部件国产量化生产。

我们看到 CUSCO 国产的
产品中增加了部分原先在
日本没有的产品，比如大
众车系的 GOLF 以及福特
的福克斯等，请问在选择
国产的产品方面是否有相
关安排？如何区分国产和
进口的不同定位？

陈：CUSCO 国产产品的产品选择

是这样的，在车辆品牌的选择上，主要

立足于现今中国市场销售量较好的欧美

日等品牌的车系。在车型的选择上，主

要是根据中国市场上汽车爱好者的喜好

的车型为导向，还有中国路况及车辆的

使用习惯针对性开发，当然 CUSCO 国

产产品还是以运动车型、SUV 车型高性

能车型为主导。

CUSCO 进 口 产 品 主 要 是 针 对 高

性 产 品 和 汽 车 运 动 市 场 等 方 面， 而

CUSCO 国产产品主要以从初级到高级

汽车爱好者的汽车操纵产品为主导，并

不断改进。

国 产 CUSCO 产 品 的 原
材料是进口的还是同样国
产？以顶巴为例，目前像
GOLF 和 FOCUS 的 这
类国产产品是使用的 6062
还是 7075 铝合金？

陈： 国 产 CUSCO 产 品 本 着 实 现

CUSCO 产品国产化、普及化和大众化

的最初目的，其选取的原材料是国产

材料，该材料是根据进口产品材料的

具体微量分析和中国市场各种材质原料

分析对比从而挑选的特定型材。国产

CUSCO 材料基本上达到了国外材料水

准甚至部分更优越于进口材料。

CUSCO 产品的生产材料铝合金

是根据进口材料分析特定特制的特定

型材，而就 6062 和 7075 这两种铝合

金的材质其微量元素的区别，7075 铝

合金在汽车运用车身加强上较少，因

为其本性较硬和脆，而 6062 本性偏

软其抗氧化较弱，所以单单从这两种

大型号都是没办法说明问题的。国产

CUSCO 产品的原材料是多方研究的特

定型材，至于原材料具体型号的问题

就不方便说了。

在国产的产品中，是采用
什么等级的焊接形式？

陈：CUSCO 国产产品焊接形式引

用的是日本 CUSCO 总公司的技术，符

合国家规定的高等级焊接技术水准。

CUSCO 目前在国内的销
售网络的情况如何？

陈：目前，CUSCO 在国内的销售

网络主要是以汽车 4S 店和专业汽车改

装店为主，而目前合作的国内的汽车

4S 店有 150 多家，专业汽车改装店有

120 多家。

“CUSCO 改装件目前有
哪些品牌车型可以使用？

陈：目前 CUSCO 国产改装件目前

适用的品牌车型有奥迪、宝马、雪佛兰、

通用、福特、本田、马自达、三菱、日产、

斯巴鲁、铃木、丰田、大众等，当然，

现在还在不断做市场调研，研制出更多

适用品牌车型的产品。

赛道中测试更多感受的是车辆操控的整体性，以及测试圈速上

的改变。

发动机舱内是 CUSCO 生产的前平衡杆。 尚酷车中间部位有强化车架用的金属板，CUSCO 将其全部

舍弃，并且将这中部强化部分连接至前面的副车架，形成一个

整体的加强架。

同样的尚酷后部也是有强化金属板，CUSCO 也将其舍弃，并且

将这部分也连接至后部副车架，以提高整体刚性。

【鸣谢】 《名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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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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第一手左舵车市场动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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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Q7
简介：全新车 3.0T、大天窗、电动行李箱、无匙启动、
全黑真皮车厢、电眼、升降车身、倒车影像、后独立空调，
太阳帘。
价钱：85 万港币 

2006 宾利
简介：6.0L 白车黑皮车厢、德国版本、顶级四座、
太阳能天窗、车身升降系统、前后电椅、无匙
进入、无匙启动、电索车门、电眼、真皮车顶、
电尾帘、电视等等。
价钱：88 万港币

2011 路虎
简介：罕有 Autobiography Sport 创世尊祟版、5.0 发动机
配机械增压、5 镜头、前后 DVD、冰箱、加热真皮方向盘、
记忆座椅、倒车影像、内设 Harman Kardon 高级音响、导
航、红黑双色真皮车厢、天窗。
价钱：138 万港币

金国汽车
Tel：+852-27788828
www.gw-motor.com.hk

汇富
Tel：+852-24881213
www.wfmotors.com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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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万港币

 2011 Q7
简介：美国 3.0 柴油版本、大天窗、司机位记忆座椅、前
后电眼、白光灯、蓝芽、电动行李箱盖、20” 吋轮圈、导航、
前暖座椅、Bose 音响。
价钱：60 万港币

2012 英菲尼迪 QX56
简介：5.6L V8 发动机、米色真皮七座位车厢、
无匙启动、桃木方向盘、后座独立空调、后电尾盖、
倒车影像等等、车身四方位三镜头、头枕 DVD 等。
价钱：48 万港币

【文】【摄】特区密探

汽车花园
Tel：+852-27095669
www.mycarshk.com
09 玛莎拉蒂
简介：高贵枣红色车手、米白色车箱、透气皮座、天窗、合金轮圈、电动尾帘、桃木方向盘、电眼、
电索门、四座位等等。
价钱：83 万港币

2012 路虎
简介：5.0L 增压发动机、黑色车身、米白色车箱、五镜头、新款黑底色大灯、电眼、四区分独立空调、
前后电椅、头枕 DVD、无匙启动等等。
价钱：108 万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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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大贸车精选
企划

2010 G550
简介：全新车、黑车黑皮车厢、天窗、透气皮座、导航、电眼、合金轮圈、桃木方向盘、电暖座、
倒车影像、尾后备胎、脚踏等等。
价钱：93 万港币

2008 R8
简介：V10 FSI 420 匹马力发动机、顶级全车碳纤装饰、倒车影像、顶级反皮座椅、B&O 顶级音响、
导航显示屏、倒车雷达。
价钱：78 万港币

2008 ML63
简介：6.3L AMG 发动机、天窗、透气皮座、无匙进入、黑色车箱、合金轮圈、导航、
电动升降车身、电动尾箱盖、、电眼头枕 DVD、倒车影像、后独立空调。
价钱：48 万港币

2008 LS600h L
简介：油电混合动力 6.0L 发动机、无匙启动、桃木方向盘及内饰、后座独立空调、后电尾盖、倒
车影像、头枕 DVD、后侧遮阳帘、前后加热透气座椅、导航等。
价钱：58 万港币

2009 BMW 650Li
简介：黑色车身、米白色车箱、电眼、导航、合金轮圈、方向盘加减檔、黑桃木装饰。
价钱：58 万港币

 2007 F430
简介：60 周年纪念版、470ps 马力、全火红色白线车厢、中东版本、顶级配置、反皮方向盘、电
动充气座椅、陶瓷煞车、无照启动、F1 加减檔方向盘。
价钱：125 万港币

2007 Gallardo Spyder
简介：510ps 马力、软顶敞蓬、DVD 导航显示屏、电动记忆加热座椅、陶瓷煞车、
升降避震、六碟 CD 音响。
价钱：120 万港币

逸富
Tel：+852-24889998 25032888
www.yahoexchan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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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识改装
MCR香港旗舰店正式开业

来自日本的汽车改装厂商 MCR（Matchless Crowd Racing）于 2011
年 11 月 20 日，在香港九龙湾开业。

【文】【摄】黄俊杰

MCR作为一个多年专门改装NISSAN的改

装厂商，深得ENDLESS、BRIDE信任，并且已

联合MCR的专属产品，但会相对的对应香港及

国内的路面而作出调教，毕竟香港的路面、国内

的路面与日本的路面情况不同。包括发动机方面

也不能直接从日本带过来，也需要根据所使用的

燃油情况而设定。

盛大开张

这是MCR在国内首家旗舰店，并且由MCR

社长小林真一先生亲自主持。开业典礼上，还邀

请了日本漂移始祖——土屋圭市作为嘉宾，现场

也有许多漂移迷及AE86迷纷纷上前索取签名，

还带来了野村谦的漂移战车——ER34到来展

示，并且表示会选择赞助国内的一些车队参加一

些赛事。开店形式采用传统的舞动醒狮开张，现

场还有游龙表演，吸引了许多经过的车迷驻脚观

看。店面则采用全落地式玻璃，让人们更加能了

解清晰的产品资讯。

强大合作伙伴

ENDESS作为一个日本著名的刹车制动

制造厂商，旗下不单包括制动套装，而且还分

别研发了刹车卡钳、刹车皮、刹车碟、刹车喉

管，高性能刹车油。ENDLESS通过不停的研

发与测试，并积极参与日本及一些国内的各大小

赛事，从激烈的竞赛中，开创出更具效果的山

品，这是ENDLESS一直不变的经营理念，也是

ENDLESS被称为刹车制动王国的强大后盾。此

次MCR与ENDLESS合作，最主要的原因是在

于深信ENDLESS的技术，ENDLESS厂商代

表同时也表明，作为驾驶的安全，他们会全力支

持，毕竟这涉及到驾驶安全。他们会把有安全、

有技术的产品来，这是对改装车最重要的一点，

也联合MCR合作研发了一个MCR ENDLESS的

产品。

店里的产品展示柜上，展示了许多合作产

品，并且还带著名内饰装饰DAD的产品。改车，

其实不止改外观、改发动机、改操控性能等，也

能从内饰的装扮从而体现改装个性。

合理改装让性能完美体现

香港MCR经理Lemon Woo表示，其实在

国内改装比较盲目，觉得在发动机上，增加涡轮

什么的就会快。其实不然，MCR这次选择开张

在香港，觉得在香港改装方面比较接近日本的改

装市场，也是想把他们在日本的技术带来香港，

带到国内的原因，也借此举措通过MCR的平台

从而引导正确合理的改装方式。目前还在策划中

如何将MCR带到国内，但在一些安全操控的产

品、技术方面会选择首先打入市场，让汽车迷

更简单的、更容易的接触到MCR，毕竟汽车运

动、汽车改装是不限国界的。小林先生也表明，

并不会随便去根据客户的要求改装，他所追求的

是一种合理的改装方式，不想车迷们过于盲目的

随意改装，但在安全操控改装方面，小林先生会

全力支持。

特稿

AE86 迷争先恐后地向土屋圭市索取签名。

MCR 店内产品展示柜。

《专业车志》小编与小林先生合影留念。

由小林真一、Lemon、土屋圭市联合创办的 MCR·香港。

土屋圭市从日本带来野村谦的漂移战车 GT- R ER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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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八台举升机让施工车辆可以长时间占用机

位，并且能够保证多台车辆同时开工；展厅内

则摆着奔驰AMG SLS、法拉利458、兰博基尼

Murcielago等超级跑车，同时也是该店自用的摄

影棚。

从这样的布局也可以看出，“燃情动力”

主要业务范围在车辆性能方面的提升。据其总经

理高原介绍，“燃情动力”专注于车辆电脑、动

力、底盘及操控方面的提升，外观及美容等业务

则不涉及。日本改装技师儿玉直树曾经效力于

HKS中国，从两年前开始，儿玉就是该店“王

牌”，性能调校也是他的长处。

当天，“燃情动力”门口停车区域出现了

超跑怎少得了车模陪衬。

GTR35 当仁不让的成为改装常客。 超跑展台上靓丽的车模。

宽敞明亮的车间拥有多达 8 台举升机空位。

让激情燃烧
大连“ZEAL 燃情动力”全新扩大营业
10 月 29 日，大连知名改装店“燃情动力”门前热闹非凡。一众性能改装车、超级跑车和

来自全国的同行及媒体一起，见证“燃情动力”全新扩大营业。
【文】【摄】章懿哲

“燃情动力”是大连首屈一指的汽车改装

店。自2007年成立以来，短时间内迅速积累了自

己的信誉和人气。本次开业仪式是“燃情动力”

第三次迁址。新址不再位于市区中心，而是离机

场很近的虹港路。面积则比原来扩大了两倍，店

铺面积超过1000平米，再加上方正的前院和后

院，总面积达3000平米。这样的布局为顾客停

车、业务开展都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内部分成四个部分，除了办公区域之外，

分成马力机、定位仪、举升机和展厅几个部分。

四驱马力机是来自深圳康士柏公司的产品，在这

上面调校车辆可最大限度免去高速路试的危险；

定位仪是性能玩家调校底盘的必要设备；一字排

几十台车，日产GT-R、法拉利、保时捷、兰博

基尼引来无数路人目光，甚至罕见的克莱斯勒

Prowler也出现在了现场。前来致贺的嘉宾则来

自广东、北京及周边地区的改装业同行，更有印

度同行和俄罗斯客户到贺。现场热闹非凡。在众

嘉宾的见证下，剪彩仪式盛大举行；随后“燃情

动力”向来宾们演示了四驱马力机的工作。“燃

情动力”正式全新启航。

儿玉直树的名字在中国的改装圈里是一个

颇有号召力的名字。这个名字曾经以车手身份活

跃在日本赛车圈，也以HKS技师的身份在广东

一带活动。从两年前开始，儿玉直树被“燃情动

力”请到大连，成为这里的首席技师。

相比于来大连之前，儿玉的中文有了很大

的进步，已经可以摆脱翻译，进行基本的交流。

他告诉记者，与以北京、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中心

的改装业“一线地区”相比，大连还处在前者两

三年前的情况，玩车气氛非常好，大家玩得也非

常开心，改装程度也非常深入。不过改装内容也

是那些一线地区以前的形式，即十分注重性能方

面的提升。这样的情况对于儿玉来说，很多时候

已经是轻车熟路。但他也表示，也同时有很多东

西要从头开始研究。问题主要集中在新出现的

车型，如现代劳恩斯酷派、日产GT-R等。这些

车使用的新结构、新技术都让儿玉花很多心血去

做。好在所有努力都有结果。现在，大连及周边

地区玩车的人，都愿意专程前来请儿玉动手，这

其中甚至不乏北京、广东地区的车友。儿玉直树

在这里得到了大展拳脚的机会。

大展拳脚
专访“燃情动力”日本技师儿玉直树

大连之最
专访大连市燃情动力改装店负责人高原

2011年10月29日，大连市燃情动力改装店

超过1000平方米的新店正式开始迎接八方来客。

对于店主高原来说，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换店面，

从07年200多平米的店一路发展过来，越做越

大！

从最初的200平米到400平米再到现在的

1000平米，5年时间两易店面，并且规模是翻倍

的增长。高原表示这有大部分的功劳是改装技师

的出色技术，让燃情动力得到更多客户的信任，

业务随之不断增长，甚至达到满足不了市场需求

的情况，因而高原决定大规模扩张店面。

燃情动力经过多年的改装发展，如今已成

为大连地区改装业的龙头老大，并且在动力调校

以及底盘性能提升方面有他们的独特造诣。因而

店面目前也是主要倾向于有技术含量的改装。燃

情动力目前的主要经销品牌是HKS系列产品和

MOTUL机油。现在有了软件实力和硬件设施，

也准备代理或经销更多的品牌，定位在中高端产

品。让车友有更多的选择。同时改装店作为一个

玩车的聚集地，高原也积极倡导车友杜绝街道非

法飙车行为，而是改到赛道理性玩车：“目前主

要是参加像北方赛道节类似的民间赛事，因为大

连地区没有赛道，有的话整个玩赛道的人群会成

长得更快。”

开店5年，高原也见证了大连乃至东北地区

改装文化的一步步成长：“我们这里对外观的要

求并不高，主要是追求动力，车主经过这些年玩

改装的认识的也挺深的。现在来改装的人都有自

己的想法，并不像以前那样盲目的“随大流”，

这就是相对以前最大的提高。”

而开店的目的，高原表示：“就是为了让喜

欢车的人能在这里聚集在一起。同时我们不会说

区分什么档次，只要他喜欢车就可以加入我们。

但是我们的外部形象以及客户群都会让人有一种

高端的感觉，但事实我们是没有什么门槛的。”

特稿

燃情动力的技术团队都是一众热爱改装的年轻小伙。

当天众多同行以及嘉宾参加了剪裁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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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手开始玩改装的车主们，大部份都会先从外观、内装等开始，慢慢就会开始对动力、底盘等有

要求。继而伸延到最深入的发动机内部、变速箱组装、计算机调教等等。但这几方面又是另一门

学问，分不同的等级。大家经常听到的空燃比又是怎么一回事？本期就为大家简述空燃比。
【文】Mr. Tune

改装基本法之简述空燃比

何谓空燃比

空燃比从文字上面解释也很容易理解，其实就

是空气和燃料进入燃烧室的混合比例，一般就以空

气重量和汽油重量的可比数值来作单位，代号为A/

F，A与F就是空气及燃料的第一个英文前缀。空燃

比是发动机运作时最基本的重要参数，能够直接左

右发动机每一方面的数值，如输出性能、发动机的

油耗、排放废气量、甚至乎是否正常、畅顺地运作

都有所影响。如果单单在空燃比这方面下些苦功，

由专业人士作出调教的话，发动机亦都可以体现出

不同的效果，就算非改装车主也可以将发动机调整

至省油一点、但输出可能会低一点点。

理论空燃比

在测量发动机燃烧过程时都会使用一个为基

本数值作为量度空燃比的概念，这个空燃比的基本

数值概念所表示的，是将燃料完全燃烧时所需要的

最小空气量和燃料之比率数值，这叫做「理论空燃

比」。而燃料综合成份会影响到「理论空燃比」的

大小，但影响程度有限。

有些专家在不同的实验之后得出一些参数，

汽油的理论空燃比大约在15g低一点点，而日本

标准汽油的理论空燃比大约为14.8g左右。这些

数字就代表着燃烧1g的汽油便需要14.8g的空

气，如果以体积估计燃烧1ml的汽油便需要8.5l的

空气，换句话说如果燃烧2L的汽油大约便需要8

平方米体积的空气量。

很多有接触过调教汽车计算机程序的人都可

在多年前推出的 APEXI SAFC 及 AFC Neo 便是调较空燃比的一种入门型号仪表。

作为一台改装车，其空燃比都必需重新改写。

不同转速的变化都会有不同的空燃比，一般都维持在 12-14.8。

要一副发动机有优良的输出，在空燃比控制一环必定控制严格。

要量度空燃比，一般都使用空燃比仪表。

空燃比表都是采用 02 传感器来量度的。最精密的计算机，就可在每 500rpm 里面进行调整。

能听过，汽油太多或太少，当中所提及到的「多

与少」标准便是这个理论空燃比；当空燃比数值

小于理论空燃比时，混合气中的汽油含量较高，

这样便称为过多(浓度高)，而空燃比大于理论空

燃比时，混合气中的空气含量就较高时，这样便

称为过少(浓度低)。

浓度高与低

当混合气浓度略高时，即空燃比为13.5-14时

汽油的燃烧效果最好，燃爆的火焰温度也最高，燃

烧速度亦会较快较彻底，原因是燃料略多可使空气

中的氧气全都烧光。从耗油量方面来看，假如空燃

比值较大时(约为16) 的经济性便最好，原因是这时

的混合气浓度较低，即空气较多，燃料可以完全燃

烧，换句话说这样车子的耗油量都会较低。

浓度高低影响

汽油发动机是利用混合气燃烧膨胀推动活塞产

生动力的，亦即是最常说的吸、压、爆、排。发动

机吸入空气的同时加入雾化后的电油成为混合气，

再加以压缩及爆炸，产生动力。所以燃烧速度越

快，燃烧气体产生的膨胀力越大，简单来说空燃比

值会影响到燃烧速度，假如单从空燃比角度来看，

空燃比较小即较浓的混合气燃烧速度就更快。一般

空燃比为12-13时燃烧温度都最高，而且燃烧速度也

是最快的。

改装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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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是 CTCC 本年度比赛的倒数第二站，时隔一年 CTCC 再次回到广东
国际赛车场，由于是倒数第二站，积分差距小的车手更视此战为转折点。

【文】冼业湛【摄】黄捷  尹博崴

CTCC 第七回 - 广东国际赛车场回顾

风云变幻

终东风悦达起亚778车队卢家骏获得自然吸气组第

一名。队友卢家辉获得第5名。王少峰与康哲玮因

为事故导致赛车故障没能完成比赛。

凭借长期在广东国际赛车场比赛而积累的赛

道解读经验，卢家骏得以在此夺得冠军。这个冠军

也弥补了上一站他在天马站起火退赛的不足，追近

了与积分领跑者甄卓伟的差距。赛后卢家骏表示：

“很开心，虽然队友王少峰和康哲玮不能顺利完成

比赛，但我和哥哥卢家辉再一次为东风悦达起亚拿

到分站的厂商杯和车手冠军，我为我们的福瑞迪赛

车、还有我们车队上下的工作感到骄傲。但是目前

和甄卓伟的差距太大了，我又有一场比赛退赛没有

拿到积分，所以我想天马站的年度车手争夺的机会

可能不是很大。但我们会拿出我们所有的资源和努

力，争取下一场的冠军。”

华扬车队虽然在一开赛就出现状况，但两辆

赛车经过紧急抢修后返回赛道，并坚持到最后，车

手的专业精神也体现出来。最终车队三位车手都顺

利完赛，唐友喜更是获得自然吸气组第四名，张汉

标和粱大铭也分别有8分和4分进账。

长安福特力拼双冠
 

经过了第六站上海天马站的大满贯，第四次

赢得全年厂商杯冠军后，车队将所有的精力都投放

在肇庆站的准备工作上，为车手赢得车手总冠军而

打下稳健的基础。积分榜处于领先位置的甄卓伟在

本站的赛车加重到了顶重1270公斤，但车队把赛

车调校的很好。可惜有点不幸运的是在排位赛中甄

卓伟的车有一点问题，只跑了两圈就做不了最快圈

速了，最终只排在第十位发车。车队的江腾一和何

晓乐在排位赛中则仅居卢家骏之后分列二三。10

月16日周日的正赛，在发车的时华扬车队的两台

车发生了一些状况，令甄卓伟顺利上升两个位置，

在第一弯的时候也拼上前。最终凭借着出色的发挥

一路上升到第四位，位列自然吸气组亚军,对于这

个成绩，甄卓伟也比较满意。而江腾一虽然在比赛

中和王睿有过碰擦,并且掉了两个位置。但最后还

是凭着稳定的发挥取得自然吸气组的季军,也为自

己争夺年度季军添砖加瓦。而车队的另外两员猛

将则没有那么好运,何晓乐在一直处于领先集团,

但不幸的是在第16圈因为赛车故障而退赛﹔小将

范高翔也因为赛车存在小问题而没有取得好的名

次。长安福特车队在提前夺取了车队年度冠军的

情况下,目前更大的任务是要帮助甄卓伟拿到年度

冠军。而对于收官战年度总冠军的争夺,甄卓伟表

示: “下一站其实我们面对每一场比赛即时有一

定的优势，但这并不是最后的结果。并且面对家

骏、家辉这些顶级车手他们都有很好的技术以及

经验，所以最后一站的比赛我们要尽全力。”

经
过10月16日的激战，最终上海大众

333车队的韩寒夺得全场第一，而超级

量产车组自然吸气组前三名为：东风

悦达起亚778车队卢家骏、长安福特车队甄卓伟、

长安福特车队江腾一。

东风悦达起亚 778 揽双冠

这个周末的比赛对于东风悦达起亚778车队

可谓是五味俱全，一切坏情况都遇到了。但车队挑

大梁的卢家骏却排除种种困难顺利夺冠。比赛在第

一圈就出现意外，华扬车队的11号张汉标和9号梁

大铭在起步大直道发生意外，赛道即刻出示黄旗。

影响了车队中卢家辉、王少峰和康哲玮的赛车。卢

家辉由于牵涉两部事故车，赛车被擦碰，转向机构

受到损坏。王少峰和康哲玮则被影响了加速超车动

作。幸好车队中卢家骏在前方未受事故影响，并且

领跑全场。

比赛进行到第十二圈时，6号王少峰与18号

车手孙超发生擦碰王少峰冲出沙池，无奈退赛。没

过几圈8号车手康哲玮也因为与孙超发生擦碰后，

赛车也发生故障停在了附近。直到格子旗挥动，最

亚军甄卓伟与季军江腾一互相祝贺。

长安福特车队的赛车在加重的情况下竞争力依然强悍。

长安福特车队的助威团。

卢家骏抵住压力，终于站上最高领奖台。

东风悦达起亚 778 车队卢家骏顺利拿下个人第一。

东风悦达起亚 778 车队的其中 3 驾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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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退赛 孙正展望收官 

在中国量产车组的较量中，海马福美来车队

强势依旧，林立峰以及陈旭顺利包揽前两名，但孙

正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在第八圈超车时赛车发生

碰撞而导致退赛。在周六的排位赛中，海马福美来

车队的孙正由于赛车加重80kg，排位赛只夺得第

七名。对于这站比赛，全场车最重的孙正也只能稳

着跑，毕竟车重也意味着轮胎也会损耗的更快。起

步的时候，很多赛车挤到了一起，情况变得十分混

乱。而在混乱中，孙正的赛车不幸被挤到了草地

上，从而掉到了较后的位置，此后便开始了他超越

慢车之旅。但由于赛车的调校比较顺利，所以孙正

超车起来也较为顺利。到了第八圈的时候，追到第

十位的孙正很快又咬到了第九位的重庆CC车队的

万金存，但不幸在T10弯超车的时候，两辆赛车发

生了碰撞，而孙正的车失控撞到了护栏上，赛车损

毁严重，孙正也因此而退赛，但幸好车手孙正并没

有什么损伤。因为年度的积分受到很大的影响，所

以赛后的孙正也感到很可惜。但很快他又平静下

来，将这一站的不幸忘记，把精力投入到天马站的

准备当中。因为虽然孙正这一站退赛，但这也意味

着孙正的车会在下一站将会减轻重量。

孙正的吉祥物“悠嘻猴”。

即将开赛前孙正信心满满。 加重至顶重的孙正速度依然很快。

比赛中风驰电掣的孙正。

华扬车队的表现依然出色。

屡获佳绩的万金存。

团结、进取的年轻团队。重庆 CC 车队万金存的 15 号战车。

重庆 CC 再获积分

周六的排位赛中，重庆CC车队的赛车表现并

不是很突出，万金存最终只夺得第11位发车，而

车队另一位车手李泳寒更是因为赛车避震器的问题

没有参加排位赛，只能从最后一位发车。周日下午

进行的正赛，万金存表示：“起步的时候并不是我

想走的线路，因为我以为会有碰撞，所以我离他们

都比较远。接下来我就很自然的跑，但在第八圈的

时候不幸和孙正发生了碰撞。他不幸地退赛了，影

响到他的成绩我可以理解他的心情。但我尊重并接

受仲裁的一切说法，也以仲裁的判断为准。”后

来，赛车较轻的万金存还是比较尽力的去跑，并在

比赛后段超越了北京现代纵横车队的马青骅和黄楚

涵。虽然在第20圈时在8号弯一辆赛车追尾顶了一

下，但还是能依靠自己的控制能力把赛车救回来。

最终，重庆CC车队的万金存突破层层重围， 夺得

第八名，拿到4分积分。

下一站，CTCC将转战上海天马赛车场，届

时所有冠军悬念均会一一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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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增压赛车不断超车的时候，卢家辉找到了机会，

并顺势超越江腾一与甄卓伟来到自然吸气组别第二

位。王少峰排在第九位，比较不幸的是，康哲玮的

赛车因为波箱故障而退出了比赛。

卢氏兄弟包揽前二，这是东风悦达起亚778

车队久违的局面，兄弟两人的实力足以让车队上

下及厂商东风悦达起亚感到骄傲。从揭幕战天马

站拿下车手冠军与厂商杯，到广东肇庆站扬威，

再到收官战三度夺得车手的冠军与厂商杯的冠

军，东风悦达起亚778车队的2011赛季征程无疑

得到了一个华丽的开局和一个完美的结束。卢家

骏、卢家辉、王少峰以及康哲玮四位红军战士向

CTCC的车迷展现出，他们的目标永远都是夺取

冠军，他们永远站在冠军竞争强者的行列中。

至此，东风悦达起亚778车队的2011赛季

CTCC赛程结束，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停下战

斗的步伐。除了旗下车手卢家骏与卢家辉将出征

2011澳门格兰披治大赛外，他们还将展开2012

赛季的筹备工作，以必胜的决心、作战的姿态征

服中国各大赛道！

甄卓伟助长安福特封双冠 

在本站比赛中，甄卓伟虽然仅获第三位，但

这个名次却帮助他坐稳了车手积分榜的榜首，他

也成为了2011赛季超级量产车自然吸气组别的年

度车手总冠军。而今年的中国房车锦标赛对于长

安福特车队而言也是非常值得纪念的，因为蓝军

不仅赢得了车队总冠军的奖杯，甄卓伟也赢得了

属于车队第一个的车手年度总冠军奖杯，为车队

开创了新的历史。根据星期六的排位成绩，甄卓

伟排在第四位发车。当红灯熄灭，车手们很快冲

入一号弯道，可惜的是原本排在第三发车位的范

高翔因为车辆技术问题而落在车群后段。甄卓伟

同时抓住机会上升到第三位。队友江腾一在六号

位发车，他在一号弯超越了前面两位车手，夺得

第四位，并开始不断为甄卓伟在后方护航。另外

一名队友何晓乐同时以第二位排在甄卓伟前面。 

由于33号车滑出撞到外围墙，所以在第二圈的时

候安全车出现，而此时何晓乐因在发车时压线，

被罚通过维修区。对于车队而言，这是一个不幸

的消息，但是江腾一立即冲上为队友护航，甄卓

伟和江腾一完美配合，一直到赛事的23圈，依

然保持着第二和第三的位置。由于赛车已经达到

最大重量，给轮胎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甄卓伟

在比赛的后段抵御不了车辆重量较轻的卢家辉进

攻，被其超越。最后甄卓伟以超级量产车的第三

名完成赛事。

经过最后一站的争夺，甄卓伟最终以142分

夺得车手年度总冠军，为长安福特车队赢得了梦

寐以求的车手冠军奖杯。

2011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CTCC 中国房车锦标赛总决赛在上海天马赛
车场火爆落幕。在本站，CTCC 演绎着与以往不一样的精彩：与 WTCC
同场；王睿首次冠冕总冠军；甄卓伟天马一旺到底；卢氏兄弟包揽冠亚军；
海马大翻身首获厂商杯……

【文】植仲颜【摄】尹 博崴 黄捷 邓炜斌

2011CTCC 完美落幕

天马收官

1
1月6日的下午，CTCC的超级量产车组

无疑是最受人瞩目的组别赛事之一。因为

这是中国1.6T新技术展现给世界的最佳机

会，而小将张臻东驾驶的1.6T赛车疯狂超车的画

面也让观众见识到涡轮增压技术的先进性。在他的

搅局下，两大厂队长安福特车队及东风悦达起亚

778车队均频频让路，展开别面的争斗。

久违场面 卢氏兄弟领风骚 

周日的收官战注定是硝烟弥漫的一战，东

风悦达起亚778车队的卢家骏带着杆位的成绩出

战。在短小狭窄的天马赛道，卢家骏有信心可以

领跑全场。但为车队而战的还有卢家辉、王少峰

及康哲玮三人。起步后，卢家辉抽头意欲超过前

面的三台福克斯赛车，但未能实现超越。当比赛

节奏稳定后，卢家辉暂时只能守住自己的位置，

伺机出击。

一圈后，因为比赛发生碰撞事故，赛会出动

安全车，安全车在第五圈撤出。此时卢家骏已牢牢

守住了领跑的位置，卢家辉处于全场第四并不断尝

试进攻前方的江腾一。直到比赛后段一台POLO涡

卢家骏竭尽全力拿到分站冠军，却无法阻止到甄卓伟以最后一战第三而年度封王。

超级量产车组别发车瞬间，卢家骏领跑全场。

2011 年是长安福特的丰收年。

第八站三位车手合影，卢氏兄弟再度包揽冠亚。

比赛中风驰电掣的江腾一。

长安福特的两位殿堂级别的车手（左 / 何晓乐，右 / 甄卓伟）。

由于已经夺得厂商杯总冠军，福克斯在第八站以保守策略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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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与海马的翻身历程

对海马福美来车队的年轻小将孙正而言，他

的2011赛季CTCC中国房车锦标赛赛事相当不平

凡，从年初天马揭幕战基亚的一袭红衣到天马收

官战海马福美来的一席黄衣，这个赛季对他来说

有很多内容，同样也有很多收获。也正是在他与

三位队友的努力下，帮助国产品牌海马汽车首次

夺得CTCC的年度厂商杯冠军。

2个冠军是他首个CTCC完整赛季交出的优

秀答卷，不管是在首次为海马出场就获胜的珠海

国际赛车场，那时天赋异禀的他，给这个赛场一

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也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中国赛

车历史之中。还是在第六站的天马山，一扫前几

站的阴霾，用冠军证明自己有能力获胜，第一次

冠军并非傲然。

2场退赛则证明他还年轻，他正逐步找寻职

业车手的前进之路。不管是在成都雨中的纷纷扰

扰还是在肇庆站时的撞车退赛，这些都是成功车

手必经的道口，他在努力突破这道口，成为一位

真正能够拿得起，放得下的车手。

年度排名第四，落后年终冠军30分，落后两

位队友各1分，即使没入年终三甲，但自己的努

力也为车队赢回了厂商杯的年度总冠军。孙正坦

言自己的这一年从前辈那里学习到了很多经验，

也在这一年经历了各种事件，也感谢所有帮助过

他，支持过他的人，这个休战期很漫长，希望在

下次看到他的时候，已经是个全新的孙正。一个

能站在总冠军颁奖礼上的孙正。

在CTCC赛事之余，孙正分别参与HTCC，

青年方程式等多项赛事，足以看出他对赛车事业

的热情及进步的渴望，通过方程式和房车之间的

多方位参与，在驾驶技术、临场能力和身体素质

等多方面有着相当喜人的进步。

俱乐部的奋斗史

CTCC的主调是厂商的角逐，但俱乐部的一

年奋斗史也让CTCC更有话题、更有为人称颂的

故事。在超级量产车自然吸气组别中，华扬车队

三位车手均发挥相当出色，张汉标、梁大铭更是

分列第五、第六名。而在天马站的CTCC全场最

快圈速，也是由张汉标驾驶的11号战车创造的。

今年转战俱乐部杯的基亚车队原本在广东肇

庆站的时候就决定结束本年度的赛事，但因为在

俱乐部中占有1分的优势，所以他们为了荣誉而

来到天马赛车场。虽然两位车手在最后一站虽然

未能完成比赛，但因为CC车队的车手也退赛，

上天注定他们在这样的结局中夺得俱乐部冠军。

而另外一支俱乐部上海RSR车队的夏禹也在收官

之战夺得全场的第七位，为车队书写了2011的一

个完美的句号。

中国量产车组颁奖大合影。 

沐浴在香槟中。

海马福美来车队孙正在 2011 赛季大放异彩。

郭海生在收官战遭遇事故后很快修复再出战。

张汉标速度同样无法让人忽视，他创下了第八站最快圈速的记录。

华扬车队梁大铭始终以赛车为人生快乐的原点。

中国量产车组发车：众车手争夺 1 号弯的瞬间。

为俱乐部总冠军而战的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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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TCC 收官战中，也迎来了 WTCC 首次登陆中国大陆，上海天马赛车场同时上演国家及国际最高
级别的房车赛。在现场，我们也见到了不少参与进赛事的改装品牌的展台，其中 WTCC 的官方合作
避震提供商 KW 也铺开了推广展台。我们籍着这次赛车盛宴，采访到 KW 避震全球销售总监奥利弗
瑟鲍姆先生（Oliver Scherbaum），他表示 KW 的产品经过顶级赛事的考验，也很有兴趣加入到中国
的房车赛事中。

【文】植仲颜 　【摄】尹博崴 邓炜斌

赛车检验顶级性能
专访 KW 避震全球销售总监奥利弗瑟鲍姆先生（Oliver Scherbaum）

不如赛场上直观的，我们一直在寻求和中国房车

锦标赛或者任何在中国国内举办的赛车比赛合作

和推广的机会。

2011年对KW中国来说是关键的一年，我

们开始在各类媒体上进行了推广，也在各类赛事

或展会的活动中十分活跃。今年，我们参加了上

海CAS改装展，现在CTCC和WTCC的合赛里

也制作了展台。由于改装避震行业是一个小众市

场，在我们周围并没有太多的制造商，所以我们

有信心在两三年内达到中国国内同类改装悬挂的

顶级品牌相似的市场认知度。

从短期利益来看，我们更注重产品的专业

性和对待市场的严谨态度，我们希望稳打稳扎，

保证质量和坚守市场的规律，为未来几年打下好

的基础。 从长期的目标来看，我们有意愿接触国

产车型改装避震市场，但是就目前我们在国内的

公司结构来看，我们主要是以建设中国工厂或技

术服务基地为主。如果要为国产车型生产研发避

震，则需要增加研发部门，这样至少需要三到五

年的时间。当然如果有客户有这样的意向，我们

也可以立即做出反应。

我们拥有一级方程式等级的悬挂模拟设施，

我们有能力把任何赛车或者量产车放置到我们的

模拟系统当中，模拟任何行驶状况甚至模拟重现

车辆在赛道上的行驶状况。我们在我们开发的改

装悬挂产品和赛车级的悬挂产品研发上应用我们

的这套设施，同时量产车研发也使用这套服务。

因为我们也正在为汽车工业中对性能和科技有非

常高要求的合作伙伴提供服务，例如我们是AMG

中顶级系列BLACK SERIE的指定供应商，还有

宝马M3中的GTS型号的避震供应商，还有麦克

拉伦中的SLR改装型号的避震器供应商。通过这

KW 在中国市场上还是比
较陌生，奥利弗先生，请
您简单介绍一下 KW 这个
品牌？

首先，我们是在全球改装悬挂制造商中的领

跑者之一。汽车运动对kw来说是一个完美的平

台，它可以让我们展现产品的性能、质量和可靠

性，并且有帮助赛车胜利的潜在可能性。对我们

来说，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市场。但今年kw在中国

建立的自己的子公司，公司设在宁波，辐射到长

三角地区。

我们对中国大陆举办的这次WTCC赛事非

常重视。我们也在现场设置了专业的宣传推广展

位，向中国的用户展示我们的产品。KW一直有

支持WTCC，因为房车锦标赛里面使用的赛车

和市面上的量产车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次

WTCC比赛中使用的宝马和雪佛兰都是在市面上

可以买到的车型。通过比赛，我们可以很直观地

向人们和汽车消费者展现我们产品的性能。我们

的工作就是不断改进赛车的操控、安全以及稳定

性。当然，我们还可以把这些优质服务提供给所

有汽车后市场消费者，所以这不但一个有关与赛

车运动的生意，其主要核心更是改装部品市场。 

WTCC 外，KW 还 进 入
到其他什么赛事？

我们在提供给不同赛事的产品都会单独的

针对賽例和车型进行研究和调整。我们不但给

WTCC的赛车提供避震，同时我们也给有参与进

FIA 的GT赛事。同时我们也是英国、德国、新西

些，我们可以证明我们的研发实力使得我们的产

品在欧洲处于绝对优势的市场领先地位是有迹可

循的。（不是自己吹嘘的）

目前你们这个技术队伍的
建设计划进行得如何？

我们已经邀请了主要的经销商去德国参加我

们的培训课程，培训安装、调校等；而经销商的反

应也非常积极。同时我们也把德国的工作人员带到

中国，培训经销商和店家怎么安装和调试车辆。

兰和西班牙等很多地方的迷你挑战赛的官方悬挂

供应商。因为我们参与进世界的顶级赛事及各种

地方区域比赛，所以我们有能力提供任何类型的

赛车避震。

我们主要的宣传策略首先是电视宣传，由于

我们是WTCC的官方合作伙伴和赞助商，因此我

们的品牌形象在所有的赛车的拉花上都能体现。

此外我们还设置了围场的宣传展位，有展示样车

和所有型号的避震。

来到天马这里，您也看到
了中国的 CTCC，对中国
赛车有什么印象？

首先，世界房车锦标赛和中国房车锦标赛有

类似的赛例，我们对此非常感兴趣。这使我们有

机会和中国房车锦标赛里的车队和厂商交流，当

然也不排除在未来也许可以有合作的机会。事实

上，我关注中国房车锦标赛也有一段时间了，我

了解到这个比赛在五年前，当时我的印象里，一

个组别起跑线上大概只有10台赛车，而现在已经

超过20台赛车了。现在走在维修区，赛车的组装

和专业性以及P房的形象也让我印象深刻，不可

否认，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增长都非常迅

速，这点在本土的赛车运动上也有强烈的体现。

你们是否有进入中国赛车
的打算？

当然。我们对在中国的赛车运动里推广我们

的产品有浓厚的兴趣。我们也认为赛场上是推广

我们的产品的最佳平台，因为使用广告来推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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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游逢赛必雨，本站比赛也难逃这个恶

咒，虽然只是阵雨，但砂石路的赛段

也因此变得泥泞。在周六正式赛段结

束后，93台赛车只有66台赛车完赛。周日即使

天气转好，但竞争的激烈没给车手多余的喘息空

间，不少车手在最后关头失误，与好成绩失之交

臂。最终国际组来自贵州百灵车队的魏红杰夺得

中国车手冠军，斯巴鲁中国拉力车队的韩寒与李

微分列亚季。

贵州百灵席卷龙游

本站比赛对于贵州百灵车队来说可谓是顺风

顺水，外援车手马克·辛吉斯凭借着稳定的发挥

顺利夺得国际组全场第一；而魏红杰也当仁不让

夺得国际组全场第二，中国车手第一。

虽然魏红杰是去年的龙游站冠军夺得者，但

本站比赛他并不轻松。一方面是老对手韩寒的积分

争夺战，另一方面要迎接迅速崛起的徐俊的挑战。

但整个周末，魏红杰是幸运的：首先是韩寒的赛车

在周六小问题不断，第一阶段正式赛段下来已损失

两分多钟；而徐俊虽然在周六领跑国内车手，但在

周日的比赛因选错轮胎，在SS9赛段中冲出赛道，

赛车损毁严重。最终魏红杰有惊无险的再次夺取龙

游站的冠军，对比赛的结果和过程也表示满意：

“在龙游来说，虽然以前拿过冠军，但是今年的赛

道变化还是非常大的，能够取得这个冠军，我觉得

还是非常艰辛的，也付出了很多。通过比赛和较

量，我觉得我跟韩寒、徐俊的能力都得到了提升，

这是我感觉到最好的事情。” 

而王华在正式赛段连续两天都遭遇麻烦，但

仍旧以国内第四完赛。最终贵州百灵车队获得本

站比赛车队冠军，在年度车队积分榜上扩大了领

先优势。

队小将邓晓文在这几天的表现也非常出色，周六

比赛结束后更是排到了中国车手第7。但不幸的

是，在周日的SS9赛段中因机械故障而遗憾退

赛，但他的速度以及实力也得到了车队老板姜总

的认可。

虽然只是领先2分，但佛冈站水泥路对于韩

寒长年在场地和拉力两地作战的车手来说会占有

更多的优势，究竟韩寒能否在收官战夺下年度之

魁？让我们拭目以待！

林德伟夺年度之冠

国家组方面，来自上海大众斯柯达红牛车队

的林德伟成功拿下国家组冠军，车队也顺利夺得

本站比赛厂商队冠军。

周六的比赛，国家组因前面发车的N4组赛

车事故而被迫取消SS2三门源和SS3横山两赛

段。上海大众斯柯达红牛车队的林德伟驾驶明锐

RS赛车以稳为主，6个赛段结束后暂列国家组的

林德伟提前夺得车手年度总冠军。

车队全家福。

韩寒在周六的比赛中

赛后车队老板与韩寒李微合影。

发车仪式上意气风发的韩寒。

周六早上下雨的缘故，赛段已十分泥泞。

魏红杰最终夺得国内车手冠军。

林德伟一路过关砍将。

龙游承办中国拉力锦标赛已有9年历史，素有“魔鬼赛段”的龙游令众多车手对它又爱又恨。本站比赛，
赛段除了经典的砂石路外，还增加了水泥路，本来难度就大的赛段也因此而产生了更多变数。

【文】冼业湛【摄】伍思锋、任子仲、陈刚

龙争虎斗
2011 中国拉力锦标赛龙游站回顾

贵州百灵车队的赛车在田间小路飞奔。

韩寒周日猛虎出笼

虽然斯巴鲁拉力车队失去了本站比赛的冠

军，但旗下车手韩寒和李微包揽了亚季军，同样

也是收获丰厚。

对于素有魔鬼赛段的龙游站比赛，斯巴鲁车

队赛前定的目标是要夺取冠军，但龙游站多变的

天气以及新增加的水泥路赛段为车队的赛车调校

带来不少麻烦，车队只能根据以往的经验来做赛

车的调校。但这策略并没有奏效，在周六的六个

赛段结束后，韩寒因刹车等小问题已落后对手魏

红杰2分钟，车队只能改变策略为守住二三名。

而韩寒的赛车在周六晚上的45分钟维修时间

终于顺利把问题解决。韩寒的速度也发挥出来：

周日6个赛段的比赛，韩寒有4个赛段取得国内

车手最快成绩。但毕竟周六落后对手太多，最终

以中国车手亚军结束本站比赛，在车手积分榜上

韩寒相比魏红杰依然保持两分的优势位居榜首。

而李微凭借着稳定的发挥夺得中国车手季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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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排量挑战大难度

龙游的赛道因砂石而出名，但它的爬坡赛

段也令众多车手望而生畏。对于国际组这些小排

量前驱赛车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本站比

赛，国家组很多车手依然表现出色：杭州风行拉

力车队的王翔连续9年参加龙游站的比赛，曾经5

次退赛，今年完成了整个龙游赛段，并且获得第

二名。而来自奇瑞星飞腾车队的谢春旭本站比赛

也稳定发挥，最终夺得国家组第三名。江苏新世

电赛车队本站比赛也表现抢眼，最终车队3辆东

风风神H30赛车都能成功经受龙游的魔鬼赛段的

考验顺利完赛。

下一站也是年度收官站将于12月9-11日在

广东佛冈进行，所有的车队车手总冠军都会在这

里产生，竞争也将会呈现白热化！究竟谁能笑到

最后？让我们共同期待！

魏红杰登上颁奖台。

进入前三可以为车队多拿三个积分，激动无比。

本田飞度是参加泛珠的热门车型。

秋季赛盛大开幕。

周六的拼搏使雷海林建立较大的优势。

开赛前，全车队成员来个大合影。

湖南拉力车队的雷海林（左）。

上海大众斯柯达红牛车队表现十分稳定。庆功的香槟。 杭州风行拉力车队的王翔最终夺得国家组第二。

陈德安在周六一度排在国家组最前。

谢春旭在收车仪式上。

成都硅宝拉力车队的 206 赛车。

第二位。

周日上午比赛一开始，由于SS8有国际组赛

车发生故障，林德伟及麦克西等选手均被堵在了

赛道之中无法前行，整个沐尘赛段之后被取消。

在上午完成的两个赛段中，麦克西以近40秒的优

势暂列第二阶段国家组第一，林德伟也始终发挥

稳定，暂列整个周末国家组全场第二的位置。在

下午最后三个赛段，林德伟也始终保持稳定的脚

步，最终成功反超杭州风行拉力车队的王翔，获

得国家组的冠军。林德伟也因此提前夺得了CRC

中国拉力锦标赛国家组车手杯年度冠军头衔，同

时车队顺利夺得本场比赛厂商杯冠军。龙游站过

后上海大众斯柯达红牛车队以73分位列国家组厂

商队杯第一，车队也在积分榜上反超对手。

湖南拉力车队抗衡厂队

湖南拉力车队在本站年度的重头戏中取得了

让人侧目的成就，其中车队的主力车手雷海林夺

得了S2组别的季军。

作为CRC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的新秀车

奇瑞星飞腾车队的谢春旭夺得国际组第三。

队，湖南拉力车队一直在非常努力地调整着自己

的经营方向。虽然雷海林的投入在整个CRC里算

不上什么大手笔，但这支车队胜在有这么一位真

正热爱着赛车的投资人。

今年的龙游站，装上了全新波箱的雷海林在

赛道里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在第一个正式比赛日结

束之后，冲到了S2组别的第二名位置，与前面的

何勇也只相差一点的时间，而莲花车队的车手都被

抛在了身后。在这一天的比赛中，雷海林可以说是

以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在对抗着两支厂商车队。

也许是之前一系列的意外让雷海林心有余

怯，所以到了最后一个正式比赛日的最后三个赛

段，这位湖南车手开得似乎过于保守，反而两个

竞争车手全力一搏，跑到了雷海林的前面。而雷

海林直到比赛结束，看到成绩之后，才发现了自

己的还是过于保守了一些。但能够拿到组别的季

军，对于雷海林来说，也是一种胜利。

赛段的湿滑没有影响雷海林的稳定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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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8届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在2011年11

月17日至20日如期举办，赛事期间共

有7项精彩赛事呈现给世界各地的赛车

发烧友，而最为国人关注的莫过于一批CTCC车手

征战澳门东望洋的历程。

华龙包揽冠亚军 

澳门电讯房车杯无疑是每年属于亚洲房车界

的盛事，这里也有小CTCC之称，在所有参赛的

34位车手中，共有12位曾经参与过CTCC房车锦

标赛的车手，其中更有今年中国超级量产车自然吸

气组冠军甄卓伟、90后年轻小将孙正、以及老牌

车手郭海生、林立峰、卢家辉、张汉标的参与。

周六上午11:25开始的澳门电讯房车杯如同

本届格兰披治大赛车中绝大多数正赛一样，波澜

不惊，驾驶本田雅阁CL7的梁欣荣在排位赛中以

0.02秒力压中国香港车手潘德俊，获得杆位。甄

卓伟获得第三。张汉标获得内地车手最高排名的

第五位发车。比赛开始后。驾驶雪佛兰拉塞蒂的

华龙车队车手潘德俊从次席出发，起步后立即超

越杆位出发的梁欣荣占据首位。但首圈三车事故

让赛会出动安全车。第九圈由于葡京弯大堵车，

赛会出示红旗，赛事暂停。半小时后，赛事在安

全车带领下重新开战，安全车退出后冯文伟迅速

拉开距离，顺利第一个迎接格子旗。潘德俊也在

第十圈赶过梁欣荣，最终取得亚军，帮助华龙车

队包揽冠亚军。

郭海生 - 珠海华扬车队

练习赛：17th

排位赛：21st

正赛：9th

海哥本周末相当稳定，展现出老将的经验与

沉稳。在混乱局势中拥有良好阅读比赛能力的前

CTCC总冠军，最终获得CTCC车手中最佳的全

场第九实属不易，更实至名归。

孙正 - 基亚车队

练习赛：22nd

排位赛：27th

第三次参加澳门电讯房车杯的何晓乐整个周

末发挥出正常水平，最终顺利完赛对他来说应该

已达到参赛目的。

卢家辉 -778 车队

练习赛：6th

排位赛：11th

正赛：17th

作为此次参赛CTCC车手中，曾在2009年

获得澳门电讯房车杯冠军的卢家辉，在赛前一度

是领奖台，甚至冠军的热门人选，即使排位赛成

绩不佳。正赛中拥有绝对实力的家辉还是在比赛

中段后升至第四，若不是最后一圈赛车问题，领

奖台还是很有希望。

林立峰 - 珠海华扬车队

练习赛：16th

排位赛：未能完成排位赛

与张汉标一起，林立峰信心满满地带着劲力

十足的战车来到澳门，希望能够顺延在CTCC的

张汉标驾驶本田 CL7 赛车征战东望洋。 在澳门，优科豪马自然不会错过如此大型的赛事。 家辉原是本站澳门的夺冠大热门，可惜在后段因为碰撞而退赛。

何汉强原本要参加 F3 赛事，但因手腕受伤而缺席。老将郭海生代表华扬车队征战。（2011 年 CTCC 年度冠军甄卓伟表现神勇，不过在周
日正赛中遗憾撞车退赛。

澳门东望洋街道赛曾被车迷和赛车媒体评为世界十大著名赛车赛事之一，如同澳门有东方“蒙特卡洛”
之称，东望洋也有东方“蒙特卡洛街道赛”之称。每年赛车季尾声之时，世界各地的赛车勇士集聚一堂，
向最艰难、最富挑战的澳门格兰披治桂冠进发。

【文】钱俊【摄】邓炜斌  尹博崴 

群龙特攻
CTCC 车手征战东方“蒙特卡洛”

正赛：10th

首次参加格兰披治大赛车电讯杯的孙正可谓

是一步一个脚印，在逐步熟悉赛道的同时，成绩

稳步提升，驾驶竞争力不算强的本田DC5最终收

获全场第十可谓可喜可贺。

张汉标 - 珠海华扬车队

练习赛：12th

排位赛：5th

正赛：15th

张汉标本能为内地车手扬威，特别是在排位

赛中第五位表现堪称惊艳。而正赛前半段，他驾

驶的本田雅阁CL7一直排名前六。可惜第九圈葡

京弯撞上护墙，不仅让赛会出动红旗暂停比赛，

更让自己丢失创造好成绩的契机。

何晓乐 - 基亚车队

练习赛：18th

排位赛：25th

正赛：16th

强势，交出最后一张优秀的成绩单。但意料未及

的事是，在排位赛的第一圈，他的赛车就因为没

有了刹车而撞墙退出了排位赛，也就是说他未能

顺利做出有效的圈速而不得参加周六的正赛。所

以很遗憾，他成了继何汉强后的又一位提前结束

澳门大赛车的CTCC车手。

明年11月15-18日，让我们再次前往澳门东

望洋，欣赏第59届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的盛世。

甄卓伟 - 个人参赛 

练习赛：2nd 

排位赛：3rd 

正赛：DNF 

新科CTCC超级量产车自然吸气组年度冠

军信心满满来到东望洋，在练习赛和排位赛他确

实发挥相当出色，尤其是排位赛中拿下第三的位

置，让车迷对其充满了实现大满贯的期待。而他

也一度有望冲击电讯杯，但正赛一起步，就折戟

沉沙。可幸的是，他的精彩表现并没有被忽略，

据悉，甄卓伟已获得了2012的参赛赞助，明年对

甄卓伟来说，又是忙碌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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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前三可以为车队多拿三个积分，激动无比。

秋季赛盛大开幕。

2
011年11月第一个周末，作为FIA三大赛

事之一的WTCC联同CTCC收官站同时进

行，两大顶级赛事汇聚天马风云色变。与

此同时FPC（Formula Pilota China）青年方程式

作为两大赛事进行支持赛，孙正成为了整个周末惟

一一位双线作赛的车手。虽然他并非首次在同一周

末双线作赛，但之前只是N组规格的Scirocca Cup

尚酷杯与及CTCC 1600组比赛，这次是对体能要

求相当高的方程式赛事，再加上天马站弯多路窄，

他坦然对自己是一种挑战！方程式突破

在周五的排位赛中，孙正准备了两套轮胎做

排位赛，第一套轮胎跑了数圈已经做出了不错的

时间，直至进入维修区换装另一套新轮胎再做时

间，但轮胎的状况还未达到最高效率，两三圈后

已经不够时间再进赛道，最后因为相差了0.1秒

的时间排于全场的第十三位。周六的第一轮比赛

中，孙正起步不太理想，并未能在直道上取得优

势，狭小的天马赛道在混乱的起步后孙正上升了

两个位置。最后孙正守住自己的位置，获得亚洲

组第六，全场第十一名完赛。休息了五个小时之

后，下午三点进行了FPC次回合比赛。正当所有

赛车准备妥当之际，下起毛毛细雨，大会出示湿

地指示牌所有赛车将换上雨胎出战，起步方式也

由静止式改为滚动式。

安全车离开的一刻雨势亦开始逐渐增大，从

第十一位起步的孙正找到了优势，一举上升至第

九位进入一号弯。比赛前五名维持不变直至比赛

结束，惟孙正发挥湿地本色，逐一将领先于他的

对手拿下，比赛倒数前三圈仍在超越他的对手，

最后以全场第七名、亚洲组季军的成绩完赛，这

也是他在本季参加此赛事以来最优秀的成绩！

澳门荣耀

两周后，孙正又赶至澳门，首次参加澳门格

兰披治大赛车的电讯房车杯赛事。他本次代表基

11 月，是中国赛车的最忙碌的一月；11 月，也是中国赛车新红人孙正最忙碌的一月，除了在本月第
一周参加 CTCC 外，同时他还参加 FPC 青年方程式赛事，而来到第三周，还与何晓乐一起组队，参加
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的电讯杯房车赛事。

【文】April【摄】Ben Tang

决战到底
孙正 2011 赛季最终章

亚车队使用本田DC5参与赛事和CTCC中国超级

量产车涡轮增压组年度第四的何晓乐一起并肩作

战。对首次澳门大赛车的体验，他比较谨慎地表

示：“自己作为一个澳门大赛车的新人，可以说

对这里赛道一无所知，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过去参

赛的。安全完赛应该是自己最大的目标。另外自

己的赛车相较使用S2000赛车的车手会有不小差

距，主要这次去可以向很多前辈讨教驾驶，为以

后去参加并获得好成绩交学费。”

11月19日星期六，11:20开始的澳门电讯房

车杯上，年轻小将孙正克服排位赛第27起步的不

利影响，在充满变数的12圈赛事中，最终排名全

场第十，并在所有参赛的CTCC车手中仅次于郭

海生。这场澳门房车电讯杯可谓相当混乱，不仅

有6辆赛车退赛，还经历了安全车，红旗和安全

车带领起步等过程。孙正在首次参赛就能稳定发

挥完赛已属不易。对自己第一个澳门格兰匹治周

末，孙正相当满意。“这一次来到澳门很开心，

感谢基亚车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给我一辆很不错

的DC5赛车。我没想到这次能够取得这么不错的

成绩，希望来年我能再有机会来到这里，争取有

机会在这里登上领奖台。”

准备发车的孙正。

孙正在此获得参加 FPC 以来的最佳绩：亚洲组别季军。FPC 在上海天马站进行，孙正同时作战

孙正与何晓乐、郭海生一同决战澳门。孙正高兴开香槟庆祝。

孙正在首次澳门比赛中顺利完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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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的LMP1组车手和车队冠军都已经决

出的情况下，比赛仍旧吸引众多车队和车手前来

参赛，这当中不仅有标致和奥迪的厂队车手，还

有前F1两届世界冠军米卡 哈基宁和华人车手欧

阳若曦、程丛夫和张善祺等主场作战。

标致 VS 奥迪

在来到珠海勒芒6小时赛前，标致车队的

车手们（包括使用去年旧款908赛车的Oreca车

队）赢下了5场比赛的胜利。而唯一一次失手是

在自己家门口的勒芒24小时大赛中，标致的9号

赛车以35秒的优势落败，屈居2-3-4位。

看起来这似乎是标致统治的一个赛季，然而

其实不然。标致的新款908在纯粹的速度上可以

说是不及竞争对手奥迪R18赛车的。奥迪在这个

赛季的勒芒洲际杯大奖赛中遭遇了不少问题，包

括在伊莫拉的刹车问题、勒芒24小时大赛和美国

小勒芒赛上的撞上慢车问题都使得原本很有机会

获胜的他们在2011赛季未能收获第二场胜利。虽

然冠军悬念的悬念早已揭晓，但是在珠海勒芒6

小时赛上奥迪自己还是表达了希望赢得赛季第二

场胜利的心愿。

周日的比赛中，奥迪没能逃脱慢车魔咒的束

缚，由汤姆 克里斯滕森和阿兰 麦克尼什驾驶的

2号奥迪赛车在跟一部GTE组的法拉利赛车碰撞

后，造成了车身电路短路故障不得不遗憾退赛。

虽然说奥迪在赛道上的速度优势要明显好于标致

的赛车，但是在珠海这条没有太多高速弯的赛

道，如何保护刹车和轮胎反倒是成为了制胜的法

宝。正如7号标致赛车车手安东尼 戴维森和塞巴

斯蒂安 波尔戴斯赛前接受采访时所说，保护好轮

胎和刹车就能获胜。虽然杆位出发的他们一度在

前半段比赛中掉到第四位，但凭借波尔戴斯优秀

的保胎能力还是在六个小时的激烈角逐后第一个

冲过终点线。

比赛后，戴维森难以掩饰自己的激动之情

“我开始觉得不可能赢了，掉了那么多位置，最

后我们做到了，太棒的比赛了！”至此，标致的

908赛车继2010年勒芒洲际杯大赛后又一次包揽

了除勒芒24小时以外所有的分站胜利。

中国元素 VS 王牌外卡

除了勒芒传统强队高手之间的过招，在

GTC组中也一样看到了诸多亮眼的元素。米卡 

哈基宁和程丛夫搭档驾驶一台奔驰SLS AMG赛

车出赛。中国首位在世界级方程式赛车A1GP中

登上领奖台的车手和两届F1世界冠军在GT赛车

里将擦出怎样的火花十分值得期待。很可惜因为

赛车故障他们早早退赛，从他们的排位和练习赛

成绩来看，如果能一直将比赛跑完。他们可以超

过很多比他们更高的GTE AM甚至是GTE PRO

组的赛车。

而亚洲保时捷卡雷拉杯的两位王牌车手亚历

山大和欧阳若曦将会和DTM现役车手莫塔拿驾驶

奥迪R8 LMS赛车出战。在排位赛中，莫塔拿作

为两届澳门F3的冠军就展示他优异的水准，跑到

了大部分GTE组赛车的前面，在他身前只有1台

BMW赛车。而最终的18位的结果也让人满意。

赛车嘉年华
2011 珠海勒芒 6 小时赛

【文】梁翰文 【摄】何钊明

勒芒洲际杯大奖赛 2011 年的收官战于 11 月 11-13 日在珠海国际赛车场举办。最终，虽
然整个赛车场都布满了奥迪的身影，但标致还是棋高一着获得大获全胜。

原本不允许GT3规格赛车参赛的勒芒大赛在珠海

特别引入了GTC组别，吸引了众多好手利用外

卡加入到比赛中来，不仅让比赛本身更加精彩激

烈，也赚足了眼球和票房，这样造福于车迷的举

措来年应该继续保持。

南国赛车氛围浓郁

珠海勒芒6小时赛自去年第一次举办以来就

在广大车迷中深入人心，精彩的比赛，便宜的票

价加上所有车手都会到场的签名会，任何一个车

迷都拒绝不了这样巨大的诱惑。今年的比赛不仅

仅把去年的优良传统保持了下来，还增加了在市

中心举办的赛车车手巡游等活动更是令车迷和群

众饱了眼福。赛车上不乏诸多成群结队从外省赶

过来观看比赛的车迷朋友，对于他们来说这场比

赛的意义已经超越了F1中国上海站的比赛。

在中国赛车运动最早的发祥地之一，你不仅

能看到顶尖运动车的对决，还能跟车手面对面聊

天合影，能看到精彩的漂移表演还能吃到美味的

食物，这就是勒芒所要传达给所有车迷的理念，

比赛是精彩的，但不是唯一的，这是一场一年一

度的嘉年华，所有的人都能到这里收获自己的喜

悦。 很庆幸的是，珠海勒芒6小时赛做到了，而

且做得很完美。

记者结语：一个梦幻般的赛车周末结束了，

明年勒芒洲际杯大奖赛也将更名为世界耐力冠军

赛（WEC），由FIA与ACO共同管理。赛历由

今年的7站比赛增加到8站比赛，中国站依旧作为

年度收官战在11月11日或者18人举办。不过目

前并没有确定2012年WEC的收官战是否继续在

珠海国际赛车场举办，但愿这场赛车嘉年华能在

珠海延续下去。

波尔戴斯和戴维森携标致 7 号赛车夺下勒芒洲际杯 2011 赛季珠海站胜利。

宝马将目光转向DTM，可能是最后一次出现在勒芒比赛上。

阿斯顿·马丁在经历了失败的 AMR 
ONE后转回旧款赛车 依旧霉运连连。

GTE PRO 组的法拉利间竞争激烈，可惜 59 号赛车遗憾退赛。GT 组的赛车今年给奥迪制造了不少麻烦。

宝马两部赛车分列 GTE PRO 组冠亚军，可惜明年宝马转
战 DTM 勒芒赛事将由北美车队运作。

Larbre 竞技车队使用旧款 CORVETTE 赛车参加
GTE AM 组的角逐 最终荣获分组亚军。

标致燃油经济性最佳，奥迪单圈速度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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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早晨的北京一直下着蒙蒙细雨，直到第

一组的摩托车组练习开始后依然在下，导致摩托

车组不时有摔车的情况出现，因此多次出现了赛

道黄旗以及一次赛道红旗。在摩托车组比赛过半

后雨才停了下来。由于天气寒冷加上阴天，赛道

积水挥发速度很慢，直到下午将近3点才明显看

到赛道开始变干。

随着赛道的变干，下午的排位赛各位车手

们都将赛车进一步提速，争取在排位赛中取得好

成绩，让明天的发车顺序更为靠前。最终摩托车

组占据第一排发车的前四位车手分别是：57号

陈震，12号候峰，58号王一帆，98号朱晓龙。

汽车A组前三位发车的则是：46号刘凯，2号来

铭，1号奚子恒。汽车B组前三位发车的则是：23

号左小龙，30号刘谷川，19号曹慕华。汽车C组

前三位发车的则是：32号尤逸豪，39号贡冰，

36号李春晓。最后汽车D组前三位发车的则是：

50号邱川峰，51号李超，57号田利英。

激烈异常的决赛日

来到11月6日的决赛日，本日天气晴朗，不

再像排位赛时那么阴冷，场地也不再湿滑，因此

车手们驾驶方法更加大胆，竞争也更为激烈。

摩托车组的决赛安排在第一批进行，进行

8圈的竞赛后，由排位赛第一的57号车手陈震夺

得冠军，12号车手侯峰也守住第二的成绩获得亚

军，而排位赛第三的车手58号王一帆则跌落至第

四，季军由65号车手陈丹丹夺得。

汽车A组的决赛由于章佐驾驶的5号赛车出现

冒烟意外，停在了赛道之上，赛会出示红旗终止了

比赛，因此比赛被迫提前结束。最终冠军由来自

VTS168车队的2号车手来铭夺得，他的成绩比排

位赛时上升了一位。亚军则由欧德车队的46号车

手刘凯夺得，季军则是1号车手奚子桓夺得。

汽车B组是本次比赛中参赛车手最多的组

别，共有18台赛车同时下场比赛。最终获得冠军

的是常出现在各大民间赛事的26号FIST Auto车

队车手杨佳恩所驾驶的雨燕夺得，亚军则是19号

来到深秋的北京已让人渐渐的感受到了冬天的寒意。2011 年 11 月 5 日星期六在北京金港国际
赛车场上迎来了第二届北方赛道嘉年华第二站的练习赛与排位赛，本次约有 50 台车辆参加比赛，
共分成5组比赛，其中包括国内民间赛事中少见的摩托车组比赛，让这次嘉年华中多了一份看头。

【文】【摄】曾镝丰

第二届北方赛道嘉年华第二站比赛报道

深秋激斗

汽车 B 组由 FIST AUTO 的 26 号赛车获得。

汽车 A 组冠军来铭。

39 号贡冰获得了汽车 C 组的冠军。

全体参赛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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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300+车队的车手曹慕华，季军则是同样来自

300+车队的21号车手时武震。

汽车C组则是本场比赛中创造出最快圈速

的组别，最快圈速是由FIST Auto车队的尤逸

豪所驾驶的32号三菱EVO赛车创造，时间为

1:07.483。而最终获得冠军的是39号来自DMS

车队的车手贡冰，亚军则是9号赛车，来自动力

平方的车手高士俊获得，32号尤逸豪仅获得第三

名的成绩。

汽车D组则是本场比赛中以超跑为主的组别，

其中日产GTR更是成为了该组的主流车型。比赛当

中争夺冠亚军的两台GTR竞争最为激烈，最终由51

号BRT JR车队车手李超驾驶的GTR在最后几圈超

越邱川峰所驾驶的FIST Auto车队50号GTR赛车，

获得了冠军。而邱川峰则遗憾的获得了亚军。季军

则由55号动力平方车队许竟徽获得。

在 BRT JT 的展位上出现许多名贵跑车。 

51 号 BRT JR 车队的赛车在最后几圈超越 50 号赛车，获得最后冠军。汽车 D 组的 51 号与 52 号赛车之间竞争非常激烈。

全场最快圈速由 FIST AUTO 车队的 32 号赛车创造。

在本次北方赛道嘉年华的后场上，最大的展

位莫过于BRT JR，他们更带来了多款罕见的超

跑来到现场，其中包括法拉利ENZO这类全球稀

有的超级跑车。而他们的车队也有参加本次嘉年

华的赛事活动。而我们也特意请来了BRT JR的

负责人，任炜来为我们介绍他们来参加嘉年华活

动的目的。

在专访中任炜为我们介绍到，其实他们并不

是跑车俱乐部，BRT JR实质上是一个专业的赛

车团队，而到场的展车都是朋友给面子借出来用

于展示的。也许很多人都不了解BRT的含义，其

实这就是Brothers racing team的英文缩写，中

文全称便是兄弟车队，顾名思义这是一帮喜欢追

求速度所带来的激情、爱好赛车的好兄弟、好朋

友组织起来的车队。

这次在后场的展位就能看出，他们更像是一

帮好朋友在聚会，而不是一个展位。而BRT JR

后面的JR其实是他们以前的一个团队，而那个

团队主要注重于改装，而BRT则是跑专业赛车，

因此也是因为BRT JR追求的是专业、安全的赛

车，他们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的兄弟好友出任何

意外，他们都相当注重赛车的安全性，多点式防

滚架这类防护措施几乎在每辆赛车中都能找到。

由于金港赛车场就在北京内，因此落脚于北京

的BRT JR车队也常来到金港赛车场参加赛事活

动。本次BRT JR的参赛赛车更是有13辆之多，

赛车当中大多数都装有防滚架之类的专业赛车保

护用品，由此也能看出，BRT JR确实是一个追

求专业性的车队，而他们的GTR赛车也在周日的

决赛中展示出了它的实力，获得了汽车D组冠军

的好成绩。

兄弟情深
专访 BRT JR 负责人任炜

只为更好
专访北方赛道嘉年华负责人许竟徽
来到第二届第二场的北方赛道嘉年华，随着

冬季的到来，这将是本年最后一场赛道嘉年华的

赛事。在采访中北方赛道嘉年华负责人，既格时

图负责人许竟徽表示，明年的举办时间虽然还未

定，但他们争取能够提前举行，今年第一次嘉年

华在8月举行，希望明年能够提前到5月开始，那

就能在8、9月份完成所有赛事，避免在10月以后

进行。

对于明年展望，许竟徽表示格时图是从零件

销售起家的，办赛道节也是在偶然的机会下才决

定举行，因此在经验上是明显不足的。北方赛道

嘉年华每一场都在累积经验，希望明年也能够累

积到更多的经验。另一方面，嘉年华的人手明显

是不足的，去年第一次办嘉年华时格时图都是动

用了公司的人手来协助办赛事，没有固定的团队

来处理嘉年华的业务。在今年8月的赛事以后，

格时图就决定聘用专门的人手来处理赛道嘉年华

的业务，目前已经有数位新招来的同事，他们不

负责处理格时图的业务，未来也会招聘更多，形

成一个专门负责赛道嘉年华的团队。希望能借此

处理好整个规划、招商、运营的全部流程，让北

方赛道嘉年华越办越好。

北方赛道嘉年华负责人许竟徽。

BRT JR 负责人任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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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金杯慈善明星赛在昨晚的欢迎宴举行

排位抽签，一至十二号的位置顺序分别为：周丽

淇、张家辉、李海涛、吴家乐、钱嘉乐、李珊

珊、黄宗泽、文章、蒙嘉慧、宏胤、徐子珊、邓

丽欣。

慈善为先，明星出力

比赛虽在周日下午4时压轴登场，在赛事排

位不太理想的黄宗泽及徐子珊在发车后表现出

色，追过多位明星车手，分别在男、女子组领

先。可惜好景不常，第2圈，中午才赶到现场参

赛的张家辉，撞到黄宗泽并波及徐子珊，结果

黄、徐二人战车损毁被迫退下火线，张家辉则继

尽我所能，人人公益
C1 超级劲爆秀报导

【文】钱俊 【摄】伍思锋

2011 年 10 月 21 日 -23 日，由方程式赛车发展有限公司（FRD）举办的 C1 超级劲爆秀及壹基
金杯慈善明星赛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除明星慈善赛外，还有亚洲雷诺方程式、雷诺克里欧
中国系列赛赛和亚洲 GT 系列赛同期进行。

续作赛。 

由于黄宗泽的赛车停在赛车在线，第3圈

起，赛事决定出动安全车。但张家辉却在安全

车状况下超车，虽一度由原来最尾的位置追至

第4位，但违反比赛规则，即使最后在男子组中

第3个冲过终点，也要被罚30秒，最后仅获第8

名。去年女子组亚军周丽淇也在第4圈赛车故障

退赛。本来紧随钱嘉乐之后排在全场第二的她，

因此也失去夺冠机会。最终第二圈开始领先的钱

嘉乐最后以17分27秒304赢得总冠军，领先第二

位的吴家乐超过19秒，李珊珊总取得总成绩第三

名，四至十名分别为文章、宏胤、蒙嘉慧、李海

涛、张家辉、邓丽欣、周丽淇。

克里欧赛，精彩继续

10月22日周六下午2点，延续周五第七回

合排位赛的激烈。利用杆位发车的史提夫一路领

先，排在第四发车的余啸峰发车非常好，连续超

越了卢彪和何贤磊，上升到第二位，但从第四圈

开始，第三位发车位的卢彪开始不断反超。超越

第二的余啸峰之后，紧接着超越史蒂夫上升到第

一位，并一直保持冠军位置到最后，最终夺得得

第7回合冠军。

2011年10月23日上午10：20第八回合赛事

准时开始。英国车手史蒂夫最终延续第七回合的

强力表现，再次获得冠军，何贤磊和唐伟枫分别

夺得第二和第三名。本回合杆位起步的是来自香

港的唐绍裘，紧接其后的是何贤磊和余啸峰。三

人从起步即按照发车顺序一路行驶直至第三圈。

余啸峰在第三圈超越何贤磊后，想要超越唐绍裘

的时候，和唐绍裘发生了小碰撞，何贤磊抓住机

会，反超前两位车手，暂居第一的位置。而排在

第四位的史蒂夫和第六位的李发昌也抓住机会反

超前面的车手，分别居第二和第三。

 

亚洲 GT 赛，争夺激烈

作为另外两项赛事周末的赛事，在亚洲GT赛

上，第一回合的正赛以滚动式起跑开始，唐绍裘以

杆位发车，并一路领先到第三圈，但在第四圈的时

候，因为车子打滑，被紧跟在他后面的恩田英树和

女将李静雯超越，恩田英树一直坚守首位并一路领

先到最后，以第一名冲过终点，取得全场第一。第

二回合根据前一天第二回合的排位成绩，卢彪夺得

杆位，而恩田英树在第二位发车，紧接着是99号

车手郑挺。 卢彪利用滚动式起跑以及他赛车的天

赋，从头到尾一路领先未被对手有任何机会超越，

最终以第一名冲过终点线。恩田英树也紧守排位的

成绩，第二个冲过终点线。

AFR，属于林邦

在周末的AFR赛事中，PS车队的林邦从排

位赛到正赛一直统治着赛事，完成了一个大满贯

级的表现。而这位年轻小将目标是在珠海拿下整

个AFR的年度总冠军。

作为一年一度的嘉年华赛事，C1超级劲爆

秀以明星赛为平台，不仅奉献了一个精彩的赛

事，更向人传播慈善的理念，同样FRD通过此平

台，让上赛场系列赛逐渐走向正轨，为各位观众

献上很不错的赛车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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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晋级进度

周日的下午，阳光洒满惠州高性能俱乐部漂

移赛道，不少新手初次参赛略显紧张，但也专业

出赛。在香港著名TVB艺人及漂移车手李咏豪启

动发车仪式后，八字漂移赛及漂移计时赛正式开

始。经过一次试车两次正式比赛的考验，最终夺

得八字漂移赛冠军的是何启康，夺得新手杯的则

是来自湖南星沙赛车场的张力虎。而漂移计时赛

方面，夺得冠军的是驾驶一台S15的苏志钧，亚

军是驾驶一台劳恩斯的周毅，亚军是唐志鸿。

据悉，这样的漂移比赛每个月月底都会在高

性能俱乐部进行，这是为到此参加漂移培训的学

员而组织的月赛，月赛的优秀车手将有机会竞逐

年度的奖杯及代表高性能车队出战全国漂移赛。

都得。150CC的第二回合比赛，如同第一局的

翻版。五羊本田依旧通过个人的技术的发挥与团

队战术的配合，成功的包揽了前三甲。至此，

SYMT1邱明贤CSBK150CC个人封王；五羊本

田夺得车队总冠军。

 

二黄大战！

600CC组历来都是王者之战。YAMAHA车

队以卫冕冠军黄世钊与积分榜首肖进挟势而来，

天宇DTU车队的李鹏宇与黄志禺亦有背水之势。

王者，将由这两支车队与四位车手中产生。

第一回合开始，黄志禺迅速发车，由第二

位直升为头车。可黄世钊的卫冕冠军地位不容撼

动，仅仅在第7号弯便还以颜色，重夺首位。黄

至禺在滑落至第二位的同时，又受到了位于第三

本
场赛事共吸引16位高性能漂移学院的

学员参与，这16位学员均师承有中国

漂移之父之称的施建民。而参赛的车

型除了有漂移常客“NISSAN Silvia”S13、S15

系列外，还出现了两款黑白双煞的现代劳恩斯。

创新漂移理念

本次比赛的主要内容分为种：第一种是“八

字漂移”。这个类别主要针对漂移的初学者，考

验初学者的基本动作及必须的反应能力。第二种

是“漂移计时赛”。这个类别主要针对漂移的中

高学者。与我们常见的场地赛一样，漂移计时赛

均有特定的路线，车手们必须掌握走线的技巧；

但与场地赛不同的就是，所有的走线及过弯必须

要以漂移动作完成，假如没有做出相应的漂移动

作或者动作不够优美，则会被扣分。

上午的比赛最先进行的150CC组。SYMT1

车队与五羊本田为了全年冠军的宝座开始了“八

羊”之战。大战一触即发。

邱明贤封王

正赛开始，五羊车队的四部赛车成功进入

第一集团的前三位。SYMT1在发车不尽如意的

情况下力保不失城池，在第一集团内寻找机会，

蓄势待发。随着比赛的进程，两队七位车手在第

一集团内交替更迭。直至第三圈，五羊车队周盛

俊杰与邱明贤通过对线位的控制，成功封阻了三

位三羊车手，令本队的王孝源突出重围，充分与

第一集团拉开距离。为夺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终，王孝源一总时间18:41.290的成绩取得第

一回合的冠军，二、三位分别由邱士益与邹航凯

封王之战 极速传说
记 2011CSBK 珠海收官战

MITASU 杯惠州高性能漂移赛华丽上演

【文】乔长泽  【摄】CSBK

【文】植仲颜  【摄】伍思锋

接连的两次台风，让 CSBK 的排位赛都在雨中完成。而就在暴雨间隙中的一缕阳光照
耀着正赛。天佑此次封王之战！

2011 年 10 月 30 日，惠州高性能俱乐部基地上演了一场集教学
与竞技的漂移赛事——MITASU 杯漂移争霸战。

位肖进的强大威胁。黄世钊顺势拉开距离，于第

三圈时作出全场最速1:39.741的成绩。可是就在

第4圈，其赛车的变速器出现故障，位置迅速滑

落。此时黄至禺与肖进的二、三名之争直接变成

了冠亚之争，激战更加白热化！两人激烈的缠斗

至最后一圈，肖进在T9找到机会果断发动了攻

击，以高难度的“滑胎入弯”技术占据线位。黄

至禺强行入弯，不慎碰撞落马。肖进提前锁定全

年总冠军。第二回合，黄至禺重整旗鼓，依旧迅

速起跑抢得首位。黄世钊紧随其后，直至第四圈

在T9发动进攻，T10通过晚刹车配合抢占内线，

再次杀得黄至禺落至第二位。而肖进在这回合中

以稳定位置，稳定保证第三位。随着黄世钊与黄

至禺的距离逐渐拉大，全年CSBK600CC成绩已

渐渐浮出水面，黄世钊顺利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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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速收藏

糖衣战车
当TicTac薄荷糖爱上宝马M3

【图】【文】叶栩

老板，请问这里有卖“赛车味”的 Tic Tac 薄荷糖吗？

艰难奋战

    糖衣战车在赛场上虽然吸引了不少观众的

目光，但是却没有带来什么令人兴奋战绩。或许

是竞争实力相差实在太悬殊，全年下来仅ALLEN 

BERG为车队拿下了3个积分。面对这个结局，

费列罗显然非常不满意，还曾一度威胁车队撤出

所有赞助。幸好，后来通过双方重新协商，费列

罗同意在1992年继续赞助车队，但有限的资金

只能支持一辆“糖衣战车”征战DTM。为了在

新的一年提高战斗力，Valier Motorsport在车

队内部进行大改组，不仅精简了车队人手，而且

大胆引进了一位初出茅庐的德国车手——Franz 

Engstler （目前是WTCC 的老手）以还换掉两

位战绩不佳的前车手。“糖衣战车”在92年也换

上了全新装束，由白色转为以绿色为主题的Tic 

Tac涂装。果然不出车队所料，新的改变确实为

车队带来了不少惊喜，Franz Engstler 为车队带

来了26个积分，全年下来在车手积分榜中排名第

16。对于这支私人车队来说，这个中游成绩也算

是对赞助商Tic Tac 有所交代了。

糖衣车模

虽然在赛道上不得志，“糖衣战车”在车

模界里却非常的抢手。大概20年前，德国品牌

Minichamps和Herpa就曾分别推出过多款1/43

和1/87的版本。大约在8年前，虽然Minichamps

在又追加了2款1/18的版本，但由于各地不少车

迷都喜欢他那与众不同，倍感亲切的涂装，所以

这些“糖衣”模型都一一难逃“绝版”的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1992年的绿色涂装，这款

1991年的白色“糖衣战车”由于颜色搭配与真的

糖盒接近，所以最受收藏家追捧，收藏价值也较

其他款式相对要高。如果你真的有幸收藏到一款

或是一个系列的话，注意可别忘了要对模型涂装

的要加倍保护，尽量减少模型与阳光的接触。毕

竟，TicTac糖可以随时买的到，TicTac战车可是

要坐叮当的时光机器才能买得到了。

曾经，还记得以前小时候，在裤兜里总是放

着这么一盒白色小糖——一粒粒白色或彩色的，

装在透明的小盒子里，摇起来哗啦哗啦的响。每

一次见到有熟悉的小朋友们，我总分给他们每人

一粒……我倒是记不起味道是怎么样，但是还清

楚的记得当时是十分开心愉快的。请不要误会，

这不是我的回忆录，这是我在超市里“重逢”这

些阔别已久的小糖时出现的短暂“时空倒流”。

也许你会问：都这么大了，干嘛还去买这些小孩

子吃的糖呢？其实，我买的不是为了回味我的

童年，而是为了回味Tic Tac在90年代初赞助时

DTM的那段历史。

Tic Tac

Tic Tac糖，你可能吃过不少，但是说起历

史，估计了解的人还真不多呢。不说你可能不知

道，其实Tic Tac糖是来自意大利，出自与金沙巧

克力同一个母公司——费列罗（Ferrero）。Tic 

Tac糖自1969年推出市场以来，一直以那经典的

包装出名——盒身透明圆润，设计简约，卫生环

保（糖吃完后可重复再用，例如装药丸或者其他

小糖等）。不少喜欢吃Tic Tac糖的粉丝都认为

Tic Tac糖的包装不仅时尚美观，而且还具有收藏

价值。Tic Tac 除了一般的味道，例如薄荷，橙

味，柠檬味等外，还会不定期推出一些特殊版本

（跟模型车相似！）。例如，Tic Tac在2010年

就曾经在美国推出过粉红色的西柚味小糖，目的

是为了筹集资金为美国妇女乳癌基金会筹款。

糖衣战车

90年代初正是DTM的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时期。与当时的F1相比，DTM较低的门

槛以及较高的曝光率，不仅吸引了大批的观众

以及庞大的参赛队伍，同时也吸引了大量赞助

商的目光。曾经在1989年尝过甜头，赞助过

保时捷962参加世界World Sports Prototype 

Championship（世界原型赛车锦标赛）的费列

罗公司看着赛车赞助所带来的广告效益与日俱增

宣传当中，他们也不甘示弱,打算趁着这个难得

的机会借着日益强大DTM的光环在德国，乃至

欧洲宣传一下他们的主力产品Tic Tac糖。由于

赞助资金有限，费列罗从一开始就放弃了赞助厂

队的念头，而把眼光放在了赞助门槛较低的私人

车队。通过几个月的筛选，他们与德国的Valier 

Motorsport签订了为期两年的赞助协议，赞助两

台“糖衣战车”征战1991年DTM。

1989 年 赞 助 过 保 时 捷 962 参 加 Word Sports Prototype 

Championship 。

43 Minichamps 1991 BMW M3 DTM EVO。

德国 Valier Motorspore 车队的 DTM 线车。

Allen Berg 与 43 号 M3 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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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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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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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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MW 135，335，535的泄压阀
■深圳市零创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 0755-82221633

Forge 是一家出名的英国制造商。从事这一行业 15 年多。在

全世界提供大量的泄压阀和中冷配件。其次技术和质量保证无

可挑剔。主要车型是：VW , Audi , Skoda , BMW , Nissan , 

Subaru and Mitsubishi。

www.zeroracing.net

Air Cleaner

进气系统

| www.procar.cc146 147| www.procar.cc



Cooling
冷却系统

Lubricant
化学油品

Electronics
电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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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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Clea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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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Clea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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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Cleaner

进气系统

Transmisssion
传动系统

Suspension
悬挂系统

Lubricant
化学油品

Lubricant
化学油品

Lubricant
化学油品

Full Pack
全套系统

Cooling
冷却系统

Cooling
冷却系统

Coo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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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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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mis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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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aust
排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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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气系统

| www.procar.cc148 149| www.procar.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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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田 新锐志 Y管+尾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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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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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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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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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质：不锈钢 304

管径：60.5φ

怠速：55 dB ( 原装 57dB)

3000rpm:69 dB ( 原装 70 dB)

重量：13.7kg ( 原装 14.6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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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信零件行有限公司  ■ 0755-25913002 /1501250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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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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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Clea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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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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755-22157696 陈小姐

福州贝斯帝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螺州街17-2号 
15980610616
 
AMS改装零件中心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通江路江南水都杰
座花园17栋101 0591-83549020

车之炫汽车轮胎商行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长乐北路60号紫金
苑 13599054999

极限汽车改装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福新东路204号福
国花园A14店 0591-87338632
 
ecar option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浦墘路16号君临东
城3号楼9号店 0591-83304845        
 
91车饰汽车生活空间 
福建省福州市中茵名士花城店面2-18 
0591-88929191
 
南平市时尚汽车酷改 
福建省南平市环城南路103号 
0599-8610080

新海联/轮之林车轮世界 
福建省厦门市湖光路湖滨三里103-104号
0592-5151087

浩迅特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永丰路9号浩迅特
汽配有限公司 0592-6288722       
 
厦门恒群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长岸路恒丰花园72
号 13400685369

弯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西二里61号401 
0592-5251107        
 
车都会汽车性能提升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园山南路（园山工
业区）10-12号店 0592-5599218

慕义车之速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东浦路593号 
15959265011

车之居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会展路358号
E-10-11 13666008889
 
極道車業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体育路45-47号海
西汽配城5号楼6号店 0592- 5078829

 

周  林

蒋  超

吴天铭

林  瑜

王柄毅

黄丰粟

杨英强

卢文忠

方恺东

陈伟雄

巫冠颉

黄彬滨

缪  杰

何灿阳

      
宋先生

安徽地区代理点

北京地区代理点

极限车改 
安徽省合肥国际汽车城汽摩配市场C区7
栋101-123 13866795955
 
e车汽车服务 
安徽省合肥市徽州大道1158#银杏苑棕
榈区130-131号 0551-3451750       
 
MJ改装部落 
安徽省合肥政务区汇林阁西区翡翠路门
面094号 18056007235
 
爱车e族 
安徽省淮南市广场北路（田区检察院北）
0554-6806198 
 
车行社 
安徽省芜湖市景观大道景江东方小区11
栋6号门面 13721203513

江  龙

宋发根

      
卢兴亚

钟  锐

刘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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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way汽车改装 
北京市朝阳区红军营南路朝来绿色家园
赢秋苑底商14号 15712858099
 
天璐汽车运动会馆 
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55号西郊雅森汽
车用品城D区107号 13366212016
 
赛浪汽车服务连锁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中芯大厦902室 
15076575000

王向东

华朝阳

      
霍  岩

周  彬

福建地区代理点

車元素性能提升専門店 
福建省漳州市薌城區悦景豪庭3号楼D12
D13 13960008937

车酷汽车改装会所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洪湾北路融信宽域
55号楼03-07店面 0591-88020999 
 
影领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418号汇
创名居14栋3号 13706987990
 

林  哲

孙  涛

      
陈君任

两广地区代理点

小  炜

王良平

黄丰云

王晓艺

 

黄永东

郭全虎

钟成斌

朱基林

施建明

朱先生

吕桂兴

欧张龙

娄  键

      
李  华

伟恩速度公园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湖里大道45号联发
9号厂房 0592-5151911
 
蓝海汽车改装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体育路海西汽配城
3号楼24号店面 0592-5025973
 
絜鴻汽車精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火炬園翔虹路27號 
0592-3166899

RTS車樂坊车业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大学城少体校店面
A-1号 18960051180

    
 

速动改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广佛大道快捷汽配
城C区3栋308档 15818025887
  
赛酷汽车改装  
广东省广州市永福路利远广场四楼D043
-044 13719272928
 
奔锝汽车改装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芳村花地大道北255号 
13609035246
 
湾速汽车服务中心 
广东省惠东县黄埠镇环城路中段（地税
对面）13553408559

深圳高性能俱乐部 
广东省惠州市陈江潼侨镇联发大道东江
坏保对面锦龙服饰厂内 13922543222
 
中国大器汽车改装事业部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建设二路113号首
层 13531822122
 
速一汽车改装 
广西南宁市秀厢大道199号金源汽车城
内3栋6/7号 0771-3100009

靓车宝贝改车坊 
广西省柳州市城中区雅儒路51-3号 
15878891007
 
威马改装技研 
广西省南宁市望州路265-9号 
0771-5628536

电动涡轮增压器改装店 
广西省南宁市望州路298号万里汽配城
A-219档 1376850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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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德巴克斯 
河南省郑州市花园路88号万通广场
0371-65699633

勇极駆 
河南省郑州市花园路北环宏达车业广场
3区A12 0371-63395622 
 
皮卡车改装 
河南省郑州市花园路刘庄中心大街壹仟
家超市对面1210室 13938586762
 
极速汽车改装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北环汽配大世界22
排南3号 13598439266
 
亮途零件站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花园北路汽配大世
界8排北3路 0371-87535815    
 
英普达专业赛车技研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与天伦路交
叉口向东200米路北 0371-66992999      

forspeed汽车升级养护店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前进西街红旗花园
一号门市 0431-85150025  
 
LZ汽车用品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同光路7号（与立
信街交汇）0431-85651917

欧美亚汽车改装店 
吉林省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卫星路卫
星嘉园11栋103门市 13394314333
 
极速名车装饰广场 
吉林省长春市正阳街汽贸小区一号楼105
13074381104
 
勇气改  
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C区15号楼13网点 
15981112111

  

极速改装店 
湖北省荆门市象山大道南段惠民水果批
发市场大门 0724-6804878
 
搏速汽车改装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北京南路11号
0719-8897899 

台湾金殿汽车工场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墨水湖北路116号
027-84666168
 
嘉得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墨水湖北路缤纷四
季小区108号 15827335519
 
武汉极驱 
湖北省武汉市建设大道431号 
027-83669616 

高  杰

赵乐乐

      
张晓林

李  征

张龙飞

杨治宜

张芸硕

雷  鹏

宋  健

赵新峰

李  勇

杨小江

瞿海峰

蔡绅宏

甘  露

黄  波

吉林地区代理点

湖北地区代理点

河北地区代理点

河南地区代理点

魏  斌

史俊清

芦  晋

崔  雷

李永晨

钱  勇

夏来杰

王  辉

张麒瑞

李  明

戴彦超

肖  旭

马  超

孙  晨

曹晓峰

孙  宇

 

森淼 
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秀兰景观城底商
11A-2号 0312-5922228
 
车美士 
河北省沧州市东方倍思特维修服务有限
公司 13931733246
 
欢乐旋风改车会  
河北省石家庄市东联汽配市场1排付2号 
13933193555
 
石家庄振华汽车工具 
河北省石家庄市胜利北大街236号恒奥
汽配城3排29号 0311-86960970 

永诚汽车灯光升级店 
河北省石家庄市翟营南大街与南二环交
叉口众美凤凰城北门底商 13333380156
 
铭升动力汽车用品店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西二环南路258号
冀源汽配城五排B座四号 15931188899
 
深改唐山店 
河北省唐山市鹭港龙源路410楼 
13730506998
 
劲车道汽车无限改升级 
河北省唐山市开发区建设北路东方大厦
B座3099 13780257000
 
铃木汽车运动俱乐部 
河北省邢台市邢州北路399号县医院对
面装具部 13930900656

锐搏洛阳改装店 
河南省洛阳市九都东路九都汽配装饰广
场新街1-118-119 13721681088
 
改装力量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大杨树林安汽车用
品城5-8号 0379-65615599
 
郑港汽车装饰 
河南省郑州市城东路106号 
13607655979
 
速度之星赛车配件中心
河南省郑州市花园路111号天荣汽配城
A11-14 15978436611

海博零件站 
河南省郑州市天荣汽配城 A32-15
13598068599
 
活塞之舞改装工作室  
河南省郑州市花园路汽配大世界10排北3
13837158352 

爱车族汽车专业改装 
河南省郑州市郑花路北段汽配大世界18
号楼北3号 0371-65743338

湖南地区代理点

徐  俊

牛闪妹

浩  然

姜  均

牛全旺

      
周晓秋

刘锦明

刘海龙

雷  林

张  亮

 熊德山

任奕璋

周宇龙

易永根

胡勇军

曹新华

段林云

源动力汽车工厂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香江路46号 
027-85740195
 
赛霸汽车改装 
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鸿润汽配城A区
16号 027-83876866

指数汽车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长丰大道11号鑫乘
丰物流园9栋12号 027-65661150 

至和专业汽车升级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常码头汽车用品市
场8栋13-16号 18971505326
 
武汉全旺改装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300号万
国汽配城H-4号 027-59308222
 
捷豹汽车改装饰品 
湖北省武汉市太平洋万国汽配D-2 
13886139686
 
武汉红线改装用品商行 
武汉市硚口区长丰大道172号万国长丰
汽车用品市场B15号 027-83429317 

刘工改灯 
武汉市汉口常码头785号海天汽车用品
市场 027-86820330 
 
鼎一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秦园路86号
13986295856
 
超人汽车改装店 
湖北省襄阳市滨江大道8号 
0710-3613722     
 
SARF车业 
湖北武汉市江汉区长青三路100号-2 
13971331105
 

   
赤東技研車業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遠大路馬王堆汽配
城D11栋2号 0731-84681717

改乐VIP汽车服务会所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先福安置小
区B8栋1-4门面 18684913338
 
义龙社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高桥牛
串岭153号 13787200595

三超改 
湖南省邵阳双清区双坡南路8栋1-5号 
0739-5279877
 
佳友汽车改装 
湖南省郴州市兴旺风情步行街地下停车
场 0735-8883299 

金利达 
湖南省冷水江菊花井三叉路口 
13789249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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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工厂改装坊 
哈尔滨市宣化街477号奔马国际汽车城
负一层F区12-2号 13945150669
 
车部落汽车时尚改装坊 
哈尔滨市宣化街477号奔马汽配城C区29
号 0451-87102777  

  
 
月福汽车服务中心 
江西省九江十里大道418号 
0792-8198398
 
蓝色汽车改装车坊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埔区洪都南大道48号 
13007231531

金冠汽车美容 
江西省赣县赣新大道43-13号 
13766306891
 
劲锐汽车-一站式汽车梦工场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新区赞贤路30号嘉逸
花苑大门自编4-6号 0797-8198921    
 
无极限车改店 
江西省赣州市新文清实验学校后一栋 
0797-8172671

盈科动力 
江西省九江市歩红花园东区101-107 
0792-8195956 
 
木村汽车技术服务 
江西省南昌市五纬路木村汽车技术服务 
13607007551
  

 
沃卡汽车性能提升中心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长白西路35-1号3
门 13998801995
 
S-ONE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银山路1-5号 
13700001446
 
TT改高性能汽车用品店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万莲街路22号 
024-31400889
 
恒大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辽宁省大连市保税区黄海西三路101号 
13840908384

泰华影音美饰行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香周路高云街
128号-2号 15524774555

苹果唱响汽车影音馆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不老街175-3号 
13998608930
 
通通汽车改装中心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万岁街19-2号 
15840625555
 

牛越欧

刘晓东

孙业兵

赖云敬

朱冬平

曹  亮

赖建平

张  磊

袁行椿

栗秋实

钱  斌

柴晓东

王  健

顾百通

杨  涛

李  杨

江西地区代理点

辽宁地区代理点

浙江地区代理点

黑龙江地区代理点

唐  欣

肖  龙

曹  智

黄彦华

方宏明

陈益龙

王  斌

季小扬

赵家锋

曲  阳

王  欣

唐万新

陈志强

甲成杰

张贺琪

张  鑫

AAI全美國際有限公司中国服务处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美联天
骄城6-1106室 18976162626
 
艾森汽车科技长沙技术服务中心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路杏林小区
21-104 0731-88921675
 
励志汽车性能提升会所
湖南省长沙市中南汽配批发大市场S区
11栋35号 18907482922

百桥飞德勒销售中心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石桥路198号德胜
汽配市场607号 13285776398
 
宏来汽车改装 
浙江省宁波市长寿南路联心工业园1号
楼8号0574车队 13968309393 

一龙汽车改装专门店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枫南路41-51号 
13606686008
 
百桥轮胎商行 
浙江省温州市龙方路汽配市场5栋9-10号 
0577-88602606
 
温州城市动力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新城宏源路35-39号 
13868880008

大庆家锋汽车精养坊 
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祥阁汽配城2号7
门 13367504444
 
黑龙江日成车之家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哈尔滨市道里区通达街292号前台收 
13936300006

品风汽车工作室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锋区龙南8号 
13766516123
 
车佰仕 
哈尔滨市奔马汽车城B9-1号
13936099211
 
改装车一族 
哈尔滨市到外区靖宇北大6道街8号 
13936247273

TOM车坊 
哈尔滨市南岗区光芒街33-3号 
13936311111
 
彩舞者艺术彩绘公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573号盟科观邸
B3栋一单元402 13936625852

麦卡动力 
哈尔滨市香坊区文治二道街2号 
13091707890
 

内蒙古地区代理点

山西地区代理点

吕红坤

高  原

刘  斌

游海波

朱茂国

熊方义

      
海东旭

高士俊

苏  帅

郭亚丽

侯小虎

田艳松

张平平

郝文杰

张永刚

张程祎

坤一车业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南路恒利园14
-16号 13889491596
 
大连ZEAL燃情动力  大连市甘井子区辛
寨子广场往西500米（辛寨子小学斜对
面旅顺北路中队路牌下）13019412942
 
冠宏汽车音响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长生街58C-6 
0411-84643776

隆博国际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香周路25号 
15840676551
 
车来车往汽车音响改装 
辽宁省大连中山区福利街25号 
13804268688
 
车友汇汽车改装店 
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中学堂路8号3门 
024-8872 0443
 
盛京动力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北三东路24甲1号8
门 024-62642440
 
沈阳动力平方汽车改装用品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兴工北街89-2号2
门\3门 024-62634866 

    
 
集结汽车运动俱乐部 
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迎宾路迎宾小区东
门6-8号 15049377777
 
泓盛车饰 
内蒙古赤峰市清河路清河家园8号厅 
0476-826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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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松汽车装具 
内蒙古乌兰浩特市建设局东侧怡园小区
2号 18604825535
 
搏力风汽车改装俱乐部 
内蒙古锡林浩特市新时代中学东150米
路南 15547977799

中韵汽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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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中市福莱斯汽车装潢中心 
山西省晋中市汇通路使赵门楼对面福莱
斯 15035623566
 
喧哗上等赛车运动俱乐部　　 
山西省太原市长风街体育路口东北角亲
贤社区66号 13613463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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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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5-22157696淘宝网订阅　procar.taobao.com

代理点增加中……

专业车志客服QQ：1796402499

重庆驰加商贸有限公司 
四川省重庆市沙坪坝区沙样路 
023-65127050           
 
美卡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四川省重庆市渝中区大坪医学院路1号 
023-68586750

 

擎挚汽车零件 
新疆乌鲁木齐华凌国际汽配城负一楼B71 
0991-4888851 

劲车会所 
新疆乌鲁木齐市昆仑东路669号-3号门
面 13199869778
 
D元素车技研(五角星汽车改装俱乐部)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鲤鱼山路888号 
13999135999
 
红河车迷驿站 
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兴州路银苑小区一
幢13-14号铺 13988014703
 
音乐前线 
云南省昆明市北市區北辰大道車行天下 
1388822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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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区6
栋19号 0871-8360819

汽车之家 
云南省文山县阳光外滩A1-45号 
13887609991
 
幸鑫汽车 
贵州省贵阳宝山南路564号附1号 
0851-5530283

大众星州科技有限公司E卡汽车工作室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大道北段262号龙城
汽车装饰广场A-17-19号 0851-5101817
 
龟博士汽车改装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大道北段262龙诚汽
车装饰城 13985421886
  

伍  兵

吕学锋

甘  泉

李  锋

唐海珊

查应冲

姚新平

张可锋

徐昌伟

刘旭炜

王  俊

王  韬

其它地区代理点

吴  勇

黄炳鹏

王章杰

张  峰

吕传朝

李  磊

梁君伟

李  峰

李  海

      
杨  荣

王  伟

潘治宇

刘洪亮

陆唯一

张俊峰

勇易改汽车工坊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濂路京江广场A2
栋商铺勇易改汽车工坊 13518084418
 
风速改装专门店 
海南省海口市南海大道81号京江广场A-
105 0898-66801689
 
成杰车乐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大道55-1号逸秀雅苑
首层 0898-68950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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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奥车改 
山东省泰安市南外环与温泉路交汇处北
100米路西 18605389203

极品车百汇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麦积山路耿家庄
196号 13893319158
 
GT改（盖特专业汽车升级改装）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滩尖子305号 
13919177777
 
NOEFLIGHT(贴地飞行）改装店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滩汽车用品市场
A区25号 13919369827
 
飓风改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甘肃省兰州市南滨河中路405号 
15809312944
 
车之娱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银盛路189号 
15809685588

龙士达车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火车站候车室向南
50米 0912-8161777

贝登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虹口区中山北路127号 
021-56620240
 
联锐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虹梅南路3525号 
13761973127
 
奥图巴汽车工作室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312国道洛社段
15995256031

竟速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新添大道中天花园
玉兰园A栋驾空一层23号 0851-6721651

四川地区代理点

杨晓伟

王  川

朱正宏

马冯涛

孙家刚

缪帅西

杨昭军

蒲  沭

姚焱杰

岳建波

胡  嵩

王  政

柯  磊

徐  康

火鸟极速改装店 
山西省太原市体育路体育场内
0351-7041987 

太原画皮艺术涂装工厂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千峰南路力霸市
场东1号 18635135111
 
车仆改 
山西省忻州市开发区转盘往北50米中国
石油对面 13994188889
 
悦声汽车改装 
山西省临汾市百业交通市场3号楼 
13934683434

 

金邦汽车音响电子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肖家河街190号 
028-85173886
 
润东改 
四川省重庆市奥体东路58号左林右舍1-1 
023-68651133     
 
私家车库 
四川省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建工2村
49栋26-5 023-67525998         
 
零侍改装 
四川省重庆市龙江北区天工大道122号
保利香槟花园C4-15 023-86794253     

焱焱改装  
四川省重庆市南岸区福利社阳光华庭H1
栋5-3 13883099830
 
竞技改 
四川省重庆市南岸区南湖路骏逸江南26
-13号 13527581759
 
丝绒公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省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路137号 
023-86795551           
 
卡友汽车 
四川省重庆市渝北区鲁能星城2期22栋3
号 023-67985147   
 
小柯改直营店 
四川省重庆市渝北冉家坝龙山大道198-
200号门市 023-86790394          

嘉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省重庆市渝北松岐路242号 
023-67574971   
 

C

M

Y

CM

MY

CY

CMY

K

代理点 12. 4.pdf   1   2011/12/1   23:2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