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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5.26 事件本是一宗醉酒超速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但因此次交通事故引发了主流媒体和个人

媒体的一片热议。一时间网民对电动车的安全性、酒驾、超速、“顶包”的议论此起彼伏，最终话题

落足于汽车改装。且看深圳改装如何熬过严冬。

Cusco/ Subaru Impreza STI Spec C 不是一辆普通意义上的改装车，它甚至不是一辆普通的赛

车──它为速度而生，为纪录而生。尽管只是小试牛刀，但它已经显现出它的骇人实力。

雷克萨斯在汽车品牌之林中居豪华车之列，LS 系列在雷克萨斯车型中居旗舰级，像 LS430 这样

的行政航母自然是一台移动幕府。但是当 LS430 撞上 HellaFlush 风格，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A”可以代表 aesthetic、affable、alert ，那么，A1 S-Line 就是对这三个词的最佳诠释。

Ram 3500 可算得上是美国精神的一种缩影，是美国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还在等什么？带上

行囊，感受自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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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产业

老生常谈——改装产业。这个话题自我从业开始做改装媒体以来几乎每年、每月都在说，都在想。深圳

5.26事件以后警方的打击改装车的种种行动，让我不得不再次思考“产业”二字。

“产业”是指由利益相互联系的、具有不同分工的、由各个相关行业所组成的业态总称，尽管它们的经

营方式、经营形态、企业模式和流通环节有所不同，但是，它们的经营对象和经营范围是围绕着共同产品而展

开的，并且可以在构成业态的各个行业内部完成各自的循环。仔细分析，中国的改装行业显然已可称为产业。

从设计、生产、销售、安装、调试、售后、物流早已形成了相当周全的内部循环。内地的改装由深圳引发，继

而发扬全国。但今天，根据地却被“掏窝”，这是深圳改装业者的耻辱、无奈，当然也带来更多的感慨。汽车

改装在法律面前，在我们振臂呼唤下依然没有得到正式的地位和应有的重视。

美国汽车后市场⼀一年的产业总值1500亿美元，其中汽车改装超过400亿美元。有预测中国2015年汽车

改装产业的总产值150亿人民币。在汽车产销已超越美国的时候，这种极大的差距，预示着中国的汽车改装市

场将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深圳占全国汽车改装之先，继而将其发扬光大，让其成为深圳城市靓丽的名片，成

为世界改装界的重要城市，是符合深圳和市民⼀一贯 敢想敢做、创新勇进的优良传统。也符合政府向“创新

型先进城市”发展的需求，符合成为“拉动内需标兵城市”的需求。深圳已成为世界最大的钟表生产地，深圳

华强北是全国最大世界知名的电子、通讯设备市场，深圳大芬村是全国最大的油画市场，深圳华南诚是全国最

大的综合配套工业原材料市场……深圳还有更多更多的

这世界之最、全国之最。这些都是业者努力和政府支持下获得的巨大成就。同样道理，深圳市政府应该

领全国之先，从细节上正式规范和引导汽车改装行业。2015年到来时，汽车改装业的150亿产值将可能一大

半来自深圳！深圳虽然没有傲人的汽车产业，但却有首屈⼀一指的汽车文化产业、汽车时尚产业——汽车改装

业。

【文】陈刚 《汽车与社会·性能车》主编

新浪微博：@ 改装陈四驱刚

the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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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方法 , 一定有

深圳被誉为全国最开放的城市，从90年代开始，改装文化在这里发源并发展，至今已经有20载的光阴了，

这里也一直被视为国内改装文化的发源地。但最近，政府相关部门在出现526醉驾导致的交通事故后，开始了一

系列针对改装车的活动，所有涉及改装灯光、包围、轮圈的车辆，都被他们列入特别关照的范围。而为了能对深

圳的改装车辆进行一个详细的“摸底”，交警甚至还进行了“掏窝”行动，并对这些改装车采取了偏激的做法。

一时间，深圳改装界一片哀鸿。无疑，交管部门是为了杜绝飙车，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方法是否还存在很大的

改进空间？在这种“一刀切”做法的限制下，改装文化根本无法生存，更谈何发展。文化应该是属于每个人的一

种生活体现，观赏者如是，创作者亦如是。任何一种文化的渗透和弘扬，靠的是参与和推广，需要的是长时间的

沉淀。深圳的改装先驱们在发扬这种文化的道路上付出了无数的心血。而同时，任何一种沉淀下来的文化，都不

可能像“烧烤档”一样，每次在城管的“扫荡”后，又能轻易重新搭起。有些熟悉和精彩不会永远存在，所有的

美好都是需要用心地付出与时间的经营的。改装文化如此轻易被相关部门“枪毙”，那因为它而创造的就业机会

以及产业链、税收又该何去何从？

国内汽车改装文化比西方国家的起步要晚，今天这个差距或许已经缩小到十年或者更少，难道我们不应该

对改装抱有更积极的态度吗？外界对改装的误解，相信会随着改装知识和改装经验的增进而慢慢散去，汽车改装

文化给社会带来的正面影响和商机，需要我们持续不断地散播。也许，通往真正改装文化之都的路还很漫长，但

至少我们已经走在正确的路上。

“斩脚趾避沙虫”是广东民间俚语。话说因南方天气湿热，脚趾之间易出现溃烂，若此时被某种红沙虫入

侵伤口，重者可致人死亡。为了保命，就只得将脚趾全部斩掉。得在脚趾与性命间作抉择，是不是有点悲哀？希

望有朝一日，这种“斩脚趾避沙虫”的思维或事件不会再上演，政府相关部门应该正视改装文化的存在，承认它

的价值，并尽快的出台相关引导政策，让这个行业能健康的成长，这才是必要的。

【文】陈晓虹 《汽车与社会·性能车》副主编

新浪微博：@eason4car

There are musT be anoTher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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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526 效应”

毫无疑问，最近华南地区乃至全国车圈的热门话题都是深圳的“526”事件。听说此事时我在出差途

中，我知道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改装车要遭殃了。没想到一语成谶。深圳交警很快展开了声势浩大的针对改装

车的行动。上路查车，只要有改装必查；后来发展到进汽车服务店、停车场查、扣、拖。事件影响甚至辐射到

周边地区。一时间，玩车圈人心惶惶，同时又十分不忿，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也发表了一篇长微

博，引起广泛共鸣。现摘录于下，希望与本期专题一起，能够对相关职能部门和玩车圈起到些许抛砖引玉的作

用。

以往，但凡有与改装车有关的交通事故，伴随着的一定是“声势浩大”的针对改装车的严打行动。我们

都擅长于用简单的一刀切政策来解决问题。摩托车不遵守交通？危害治安？禁！电动车事故率高？禁！车太多

路太堵？限！却从未真正认真想过从人的思想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无论改装车还是原装车公交车货车火车高

铁飞机还是时光机，发生事故大都是人的原因。别忘了，“526”中肇事车和两辆受害车可都是原装车！一辆

夏利被改装出来法拉利的性能，可能从此不再上街，而是只到赛道上玩了；而一辆纯原装夏利，在公路上胡来

也一定会造成严重后果。改装车是在对汽车生活、汽车文化深度理解的前提下的一种个性化用车态度，跟你会

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和行李箱上贴各种贴纸是同一个性质。出事故的人，只不过是那一部分会把贴纸贴到电脑

屏幕上和用行李箱来装贴纸的人。

警察抓改装，因为他们认为改装车爱飙车。这就像一位女士告某男士强奸，没有强奸事实，但是男士身

上带有作案工作一样。这是谬论，以上都在阐述这一点。

警察抓改装，因为他们认为改装车不安全。据我专业所学和从业所得，改装车零件因为往往要应付更高

的使用要求，使用材料、设计强度、安全系数（指设计时为零件设定的失效安全系数）都比原厂零件的标准高

很多。

警察抓改装，因为法律不允许。首先我要说，改装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行业甚至产业，连很多4S

店、整车厂都开始开发这部分市场，每年都有N个改装展览进行，美国的SEMA都在跟中国商务部打交道（至

于SEMA是什么，劳烦JC蜀黍您自己找资料）。一个“非法”的产业，是怎样成长起来的？每次“严打”之

后情景如何？允许正常卖改装零件却不允许改装又是为什么？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里与改装

扯得上关系的只有三个词：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而改装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按照“法律没有禁止的

就是允许”这一基本法学常识，绝大多数车友的改装还真就是合法的！

我相信没有人的出发点是不好的。区别就在方法，方法也决定了结果。作为车友，应该自律，理性改

装，安全驾驶，让个性化用车态度和汽车文化得到健康传播和发展；作为管理部门，应该合理引导，依法办

事；作为整个行业来说，应该联合起来促进行业发展，让这个灰色地带尽快走上正轨。话说得有点假大空，落

实下来，就是希望人们玩车可以玩得放心，玩得开心。

【文】 章懿哲  《汽车与社会·性能车》顾问

新浪微博：@45 号章懿哲

abouT The 526 inc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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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超跑嘉年华

每一届UM Motorsport举办的超跑嘉年华，几百辆的超级跑车聚在一起,都会让人血脉贲张，但可能大多

数公众会认为：“超跑嘉年华只是有钱人的聚会，甚至带点炫富成份,实际意义不大”。真的是这样的吗？

超跑嘉年华并不是炫富，理论上这是超跑俱乐部举办的一个内部活动，他们并不向公众宣扬自己的车以

及自己的财力。在现场，很多十分富有的人都是非常低调的。而把自己的名字粘在赛车上的行为，也只是为了

赛道安全而已。

中国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较大数量的“有钱人”买了很多的跑车、豪

车。但在中国现有的道路条件根本发挥不了超跑的性能，部分超跑轻用3档便已达到国内道路的最高限速——

120km/h，车主远远不能享受到这辆跑车带来的乐趣。而像柯尼塞格这类的车，它们已经上升到艺术品、被

欣赏的层次。而UM举办的这个“超跑嘉年华”活动，构建了一个平台，让更多热爱这类艺术品的朋友去体验

这些超跑，学习如何去掌控这些艺术品，真正发挥这些超跑的真正性能。而在活动的现场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专

业的工作人员和后勤人员，车主甚至可以选择专业车手为私人教练来提升自己的安全驾驶技巧，这些教练不仅

会教授车主们赛道知识，也会不断的给一众车主灌输平时道路驾驶，道路安全方面的注意事项。

超跑嘉年华这个活动并不会限制门槛，却有要求：UM希望来参与活动的车主是以“收藏品”或“工艺

品”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参赛车辆的，车主们只要有一颗爱护怜惜爱车的心就可以来参加活动，而所有参与的车

主都会欢迎您，他们并不会因你的车价低而看不起您，他们比我们想象中要更易相处。当然，其中也有一小部

分是暴发户的心态，但相信这一小群“暴发户”会逐渐被所淘汰。 

事实上很多超跑车主的心态要比其他一般车主要好，他们拥有这个车子，但不一定是要驾驭它。就如

曾经有一位同时拥有Zonda和布加迪的车主跟我说：“今天我拥有这辆车，但是我不可能是这辆车的最终车

主，可能我只是替别人保管它10年，20年。因为人始终会离世，而汽车在正确保养之下的寿命可以很长。所

以每一位车主只是在某一个时间段代为保管这一艺术品，并不是把超跑当做是一种交通工具。”可以看出这些

豪车的车主对待车的心态是远远超越一般车主的。

UM提供“超跑嘉年华”这样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让爱车人士可以交流爱车心得，提倡高质量的生活，

提高他们的道路安全意识，而不是媚俗的炫耀。同时也以身作则，告诉其他的豪车车主：为富必仁！这才是超

跑嘉年华的中心思想所在。

【文】楼浩  《专业车志》总经理 《汽车与社会》、《性能车》顾问

新浪微博：@ 沙摩柯二楼浩

about scc



| www.procar.cc 1918 | www.procar.cc

请正确认识改装

【文】 孙正  CTCC 冠军车手，恒大正隆官方试车手

在成都CTCC比赛间隙写下这篇文章,因为听说

了经过526事件之后深圳等地严打改装车的行为.作

为一个热爱改装的车手来说,我觉得有必要为改装车

平反一次了.

改装车,作为一个中国特有的敏感词,无数次充斥

着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但无非都是一些褒义的.我不

想再一次一次的讨论改装到底合不合法,飙车跟改装

有没有直接关系等问题.但是,改装车在中国确实有自

己的无奈之处.

首先我必须强调,任何在道路上不遵守交通规则

的行为,都是极其错误的.甚至是一些道路摄像头无法

拍到的违章,包括随意变线,低过最低限速等等.而且我

说在道路上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不只是车辆,这里包括

一切非机动车以及行人!

我觉得改装这一词,在中文的字面意思就已经扭

曲了这一做法的实际意义.好像改装就是把好的东西

变成不好的.其实应该用升级,装饰,变更等词更合适. 

出没在各大汽配城你会发现,大多数出租车因为要省

钱,买几十一百多的一套”副厂”刹车皮,买可以走十

几万公里的”轮胎”.但是这些行为从来没有被人认

为是改装.试问这些车因为使用了这些廉价质量不过

关的零件造成的交通事故有没有被扣上”改装车”的

帽子?

不得不说中国的汽修水平是非常厉害的.按照这

种做法中国汽配城,汽修厂的人应该可以以不到十分

之一的价格造出航天飞机,但是后果可想而知.那么为

什么中国载人航天却这么成功呢?其实答案很简单,

因为造航天飞机需要质量检测,而修车不需要任何部

门的质量检测.在国外,任何改变车辆出厂数值的零件

都需要符合质量检测标准.哪怕你把一台家用车改到

800匹,只要通过质量检测,便都是合法的.

.国内想要提升道路安全性,首先要规范一切出现

在道路上的人,包括驾驶者与行人.建议可以在初等教

育可以少一些数学语文英语那些所谓的”地基”而是

应该在人人都要求参加的初等教育中加入如道路交通

法规等生存技能.举个例子说中国人尽皆知的儿歌:”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就是大错特错的!行人不应

该在马路上出现更不应该去捡钱.行人应该老实走人

行横道.

其次,应该加大对道路违章的查处力度,加大检查

范围以及加重处罚.对于超速,低速,占道,随意变线的

查处力度不足甚至是根本没有.我从来没有见过交警

对大车,慢车长时间占据快车道,在马路上玩”影子绕

装”的车辆进行任何处罚.参考国外,交警会开警车或

者隐性警车在街上以限速游荡,发现任何超速,占道等

摄像头难拍到的行为做即时处罚.

最后也是最难落实的,对车辆进行质量检测.国内

的机动车质量检测太不负责任.主要问题是没有质检

标准.应该尽快立法对车辆所生产的零配件给出质量

检测标准.让质检部门有法可依,而不是像深圳交警这

样不负责任的单位一样,以警务人员自己的眼光与心

情对车辆进行处罚.

新浪微博：@ 孙正孙小小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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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汽车美容

【文】 纪存曦  深圳市净车雷仕投资有限公司营运总监

目前汽车业在我国发展的速度超出了世界各

国，汽车增加率猛增。而汽车时代的到来，带来了是

什么？汽车业过度增长，超出了一个国家对此文化的

增长速度时，很多关于汽车知识就会与消费者脱节。

导致绝大部分消费者会被商家诱导、欺骗，而在相对

应可以学习的范围内也是充满商业气息，缺乏客观、

合理而且权威的分析与教导。

汽车美容业是我们在购车后最常接触的，然而

此行业无论是施工人员或者投资者都缺乏此方面真正

的知识，随着商业包装后的产品直接加上利润后销售

给客户，客户付出了的同等金额却没获得同等回报。

一个行业连施工人士都是非专业时，如何可以发展好

此行业成为目前我国面临的很大危机。比如汽车美容

里最常见的洗车香波（洗车液），这种产品对绝大部

分商家来说均是非常熟悉的，但同时此商品对绝大部

分商家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国人

都只相信商业包装后的产品，却没有提高自我对产品

成分与应用范围的了解。在过去，我国洗车泡沫都是

利用洗衣粉或洗洁精加入水而形成的，这样做成本非

常低，但随之而来的是对操作人员手部皮肤的腐蚀和

对汽车光油层的腐蚀，人的手部皮肤会越来越干涩，

长期接触甚至会导致皮肤癌。而汽车的油漆长期接触

此类物品就会越来越无光彩、暗哑，失去新车时的靓

丽外表。因为洗衣粉或洗洁精都属于较强性的碱性化

学物，有较强的去污能力，也有相当强的腐蚀能力，

这是一个对等的天平。

随着我国的发展和需求，提升了国际地位是飞

快的，现在已经不存在“三流产品才入口我国”的情

况。在我从事汽车美容行业的最近一年，我看到很多

厂家出售所谓的洗车香波或者洗车液了，但大部分还

是原来的产品，只是换个包装或者加点香精就成了专

业产品了。对汽车外观任何存在在相当大的腐蚀性，

上述情况依然会发生。唯有选购一些真正采用弱酸性

材料制作的汽车专用洗涤液，才能尽量的避免这种事

情的发生。

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在购买这类产品时最重

要的就是看产品的PH值。如果使用的当地是属于

重工业的地区，而且雨季比较频繁的，就应该选用

PH值6-6.5（弱碱性）。如相反的情况就应该选用

PH5.5-4.5（弱酸性），因为我国大分部地区的雨

都属于酸雨，所以一般来说选择前者会比较合适。建

议商家们可以购买市面上现有出手的PH值测试纸，

它就可以准确的测试你所想购买产品的PH值，而施

工人员应该在下班后尽量可以选用一些保湿的润肤产

品，来滋润皮肤被产品带走的水分，再一个就是补充

多点水分，因为在洗车作业时接触到的化学产品会随

着皮肤而进入体内，需要饮用大量的水来通过肝脏分

解从而排出体外。所以，建议从事此行业的人员能

尽量让自己一个礼拜有两到三天可以在晚上11点入

睡，这样才能有健康的体魄，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最

好。

新浪微博：@ 纪存曦 Lu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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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蛮牛

I ain’t good-looking’, but I’m somebody’s angel 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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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佩琪

英文：Fanna
身高：170cm
三围：84-64-88cm
喜欢的车：宝马 5 系、Subaru STI

新浪微博：@ 珮珮 FANNA 

| www.procar.cc 2524 | www.procar.cc



黄金蛮牛。
LP560-4  Bicolore 拥有着尊贵的金色外观，让这辆黄金蛮牛可以高调地显示
出它的与众不同。黑色的车顶涂装就像斗牛士即将面对的凶狠蛮牛，钛灰色涂装
的的多辐条 Skorpius 轮圈彷如斗牛场中蛮牛因为蓄势攻击而不断踱步并扬起
的牛蹄。这一刻，阳光洒落在它身上，性感的斗牛士无所畏惧，她恣意拨弄自己
的头发，昂首挺胸，静待蛮牛发起的攻击。这场比拼谁胜胜负，不得而知…… 

车辆提供：深圳市净车雷仕投资有限公司
新浪微博：@ 净车 LuXe

技术参数
Lamborghini Gallardo LP 560-4 

Bicolore
发动机形式 CEH V10 自然吸气
发动机排量 5.2L
最大马力 560ps
最大扭矩 540N·m
变速箱 6 档 E-Gear 序列式变速

车体结构 2 门 2 座跑车
最高车速 325km/h

0-100km 加速时间 3.7s 
驱动形式 中置四驱
悬架形式 前后独立双叉臂

轮胎 前 235/35 R19
后 295/30 R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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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佩琪
英文名：Fanna
身高：170cm
三围：84/64/88cm
喜欢的车：宝马 5 系、Subaru STI

新浪微博：@ 珮珮 F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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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美人、汽车，一个是清婉温水做成的，一个由钢筋铁骨制造，两

者会有什么联系呢？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Q：Fanna，你好。今天我们拍摄的是一

辆兰博基尼的 LP 560-4，你对它有什么

看法呢？
F：很酷，很棒，它的颜色是我最喜欢的橙色，我觉得很

适合在夏天看。

Q：喜欢这种车吗？
F：不喜欢，坐得太难受了。

Q：……超跑都是这样的啊。
F：是吗？怎么GT-R又不是这样。

Q：因为 GT-R 不算超跑。
F：那为什么他们都说GT-R比超跑快？

Q：这个，得花很长时间解释……我们说点

别的吧，你喜欢什么车？
F：我喜欢STI。

Q：哦，是吗？它有什么吸引你？
F：嗯……它可以开得很快，我觉得它很帅很健康。特别

是它的尾翼和前面凸起来的头盖。

Q：帅我认同，但是健康怎么说？
F：不健康怎么开得快？

Q：你知道这类尾翼和凸起来的头盖有什么

作用吗？
F：尾翼当然不是晾衣服的，我朋友告诉过我尾翼是能稳

定车身的对不对？

Q：哟，你知道的还不少。
F：是我朋友告诉我的，他有好多车，我都坐过，但是最

喜欢的是STI。

Q： 哦？ 那 今 天 的 LP 560 Bicolore 和

STI 你喜欢那辆呢？
F：STI。

Q：那宝马 5 系和 STI 呢。
F：STI！

Q：呃……谢谢你的合作。如果下次再让你

担任我们的模特，你希望和什么车一起拍摄。
F：STI！！

Q：好吧……

Q：《汽车与社会·性能车》
A：范佩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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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毅定义 / 黑色的移动幕府

版面负责人：庞榆议

There are a thousand Hamlets in a thousand people's 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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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io Dichiara 刚到三十而立之年，工作稳定家庭美满，你试想一下每天

准点下班不用加班，一进家门抱起可爱的小女儿与美丽的妻子拥抱，

人生如此足矣。但他却有一份根深蒂固的激情，钟爱所有车，特别是

拥有长轴日本车。而且他会让它深深陷入华丽漩涡。

Gio 的这份激情是 2001 年与雷克萨斯 LS430（UCF30）的一场邂逅。日本

车书或者即将淘汰的车已经无法激发当时已经是一个汽车爱好者的 Gio 的想象力。

然而，对造车精准的洞察力很快让他开始积累灵感并画到纸上，开始了十年如画的

改车之旅。

垫脚石

梦想不可透支，因此 Dream Cars 总是于我们擦肩而过。Gio 并没有一味去追求他

的 Dream Car，以雷克萨斯 ES300 入门学习改装。很快他以“猫（Gato，西班牙语，

意为猫）”为名的 ES300 让大家又爱又恨咬牙切齿。只不过没多久这台 ES 便走到了

它生命的尽头。他之前已经预料到这点，后来打造了一辆黑樱桃色的第二代 GS300。

刚毅定义
——Futura Design 改装 LS430 实例

译制：庞榆议 梁翰文 摄影：D.Tek
鸣谢：http://www.stanceworks.com

刚毅是具有较强的内涵的词。刚毅是一种意志力量，克服情感和精神的逆境，使你坚持原来的轨迹不动摇。
但是刚毅也可能成为一种负担，它的存在可能伴随着巨大的痛苦。然而，痛苦和逆境削尖了我们的性格。
刚毅往往出现在我们觉得某些事情不可能办得到的时候。如果逆境是帮助建立我们性格的测试，那么刚

毅将会帮助我们在这场耐力赛获胜。以下是一个人的改装旅程，折射出刚毅的本质。

雷克萨斯车友聚会，他的 Dream Car 没有让人失望。聚会上的人们都在讨论着这

台车，很快它将会成为互联网上的焦点——LS430 by Futura Design。

2009 年 Gio 开始打造这台 LS430，大部分细节零件只能从日系 VIP 车身上

找到。这些东西几乎没有一个是现成的，都是由 Gio 在想象过后一个一个自己亲手

将它们打造而成。他继续将这种心态用在了改造巨大的刹车套件上，他想让他选择

的一套 Brembo 刹车卡钳看起来与众不同。当他更深入地研究他就意识到更多的

改装件必须自己动手。这样就诞生了这款独一无二的 outlet 部品，Gio 将其命名为

Futura Design 刹车。没有解决不了的大障碍，也没有无法完美的小细节，Gio 这

9 年间梦想的车正在慢慢地被他亲手造出来，即便从前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会成功。

在 2010 年秋天，因为 Gio 的第五个宝贝女儿的降世导致他忘乎所以，甚至戏

剧性的乐极生悲，看起来就像是巴勒魔的火焰一样令人恐惧——他的 LS 被偷走了。

最终在一个 2 英里外的院子里被找到了，大火吞噬了这台车，梦魇在生活中就这么

真实地上演了。新生命降生二带来的喜悦，很快被吞没，Gio9 年来铸成的梦想被这

个无情的打击吞没。9 年的改装，9 年的劳累与牺牲，9 年中在逆境中的努力最终在

火焰中消逝。这不得不让他抚心自问：“我还该继续么？”相信这个问题放在别人

心里都会是否定的，但 Gio 不会这么想。

说实话，如果你迷恋第二代 GS 的话，你很可能已经在互联网的深处见过这台车的照片

了。Gio 这台独特的 ES300 启发我对自己那辆二代 GS 的改装。他总是愿意帮我

解决一些很小的细节问题。这些完美的车，它们开始为 Gio 铺路，成为他的垫脚石

去让他发挥更多的想象力。

一波三折

2007 年的冬天，Gio 终于找到了自己梦想的车辆——一台崭新的 04 款豪华版

黑色雷克萨斯 LS430。这也是他六年来的渴望得到实现的一天。 他一买下这台车就

开始改装，经过 4 个月从日本订购了一套 Job Design 的空力学套件。在涂装和安

装的过程中，这台车慢慢成形。不幸的是，在 Gio 上班途中，嘭！大家都懂的……

很显然，这并不能扼杀 Gio 这 6 年来的梦想，8 个月后，Gio 又找到了一台 04

款豪华版黑色 LS430。大家可能都深有体会，找车的日子是望穿秋水啊。此时欧洲

改装风格吹袭而至，Gio 也早有想法。很快他开始了对这款车的改装。

首先是开始寻找一套非常罕见的 20 英寸 OZ 的轮圈，为的是让整个车体饱满

起来。经过 6 个月的改装，Gio 终于拿出了他的作品。他在当地举办了一个小小的

刚毅灵魂

如果你拥有一个数十年的梦想，那么一场火并不能简单地扼杀掉它。Gio 的故

事也远没有结束。你之前看到的照片就很好的解释了“刚毅”这个词，Gio 重新振

作并且再一次重操旧业。这就是本文为你呈现的 Gio 的第三台 LS430。

这台车原来属于一个纽约的 VIP 风格改装团体，原本已经改装得很好了，这

给予了 Gio 一个很好的开端。但是对于作为 Refined Elegance 俱乐部的一份子

的他来说，这并不是他所要的。所以他又订购了一套和之前一样的 20 英寸 OZ 轮

圈，这套新轮圈的好看之处就在于它拥有一个不锈钢的宽边，经典而复古。Futura 

Design 的 8 活塞卡钳充实着前轮背后的风景，而后轮也搭配着一款 6 活塞的卡钳。

Gio 将车辆的前部和后部的 Vlene 空力学套件进行了修改，以配合来自 2012 款现

代雅尊的排气管。

随之而来是内饰的改装，Gio 选用捷豹著名的 Connolly 皮革取代了原来的黑色

皮革内饰。一个优雅的交叉纹路皮革成为了它彰显奢华的刻印。木质面板被漆成了

钢琴黑并划上云呢拿色线条，取代了原来的内饰后，现在的内饰散发着一种 Brabus

的味道。

定制的 Futura 迎宾踏板散发出水绿色灯光，欢迎所有的人从任何一个车门进入

车内。 

前大灯给我们一种特别感觉。在经过重新的拆解和组装后，它们散发出另外一

种独特的味道。水绿色发光体与迎宾踏板的配合相得益彰，令整个主题颜色展现得

淋漓精致。

这台车就是一个鲜活的证据，证明了靠自己的力量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Ralph Waldo Emerson 曾经说过：“耐心和坚毅能克服任何事情”。Futura 

LS430 的故事印证了这个道理。Gio 做到了这一切，并让“刚毅”在他身上显现得

完美无疑。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让这个故事渗透到你我之中，并且给那些已经忘记梦

想的人予以鼓励，如果你保持刚毅，这股精神一定会渐渐地渗入到身边我们的每个

人心里。

定制的 Futura 刹车卡钳让轮圈后的空隙更饱满，让个性在

细节中体现。前 8 后 6 活塞配合 LS430 的 V8 引擎相得益彰。

别具匠心地选用捷豹著名的 Connolly 皮革。一个优雅的

交叉纹路皮革成为了它彰显奢华的刻印。

木质面板漆成了钢琴黑并划上云呢

拿色线条，很有 Brabus 的味道。
无处不在的细节处理相当用心而且起到好处，值得 

国内的车主和改装店家学习借鉴。

三条水绿色发光条更多是装饰作用，车主自行设计

改装，其做工细腻程度甚至超越了店家。

后部的 Vlene 空力学套件进行了修改，

以配合来自 2012 款现代雅尊的排气管。

迎宾踏板铭刻着这台车的

身份，仅仅属于车主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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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的移动幕府
——HellaFlush 风格雷克萨斯 LS430 实例

撰文：庞榆议 摄影：伍思锋

中国历史时代将军出征在外，办公的府署设在帐幕内，因而称为“幕府”。在日本渐渐转变成政府机关
的意思。雷克萨斯在汽车品牌之林中居豪华车之列，LS 系列在雷克萨斯车型中居旗舰级，像 LS430 这样的

行政航母自然是一台移动幕府。但是当 LS430 撞上 HellaFlush 风格，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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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阿 Ben 再 三 思 考 下， 他 决 定 卖 掉 他 当 时 的 座 驾，“ 继 承” 他 父 亲 的

LS430，因为车主党得 LS430 的 V8 引擎非常吸引他，另外他认为 LS430 是非常

有走 HellaFlush 风格的潜力。而且，LS430 也不负他所望，成功走上了几乎严格

HellaFlush 风格大道，笔者对这台 LS430 也非常的看好，如果在其他的一些细节

上更加完善，翌日将会是 HellaFlush 风格的大王。

胜似原装

当这台 LS430 从远处驶向我们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觉得他是一台改装车，我想

交警也会这么想，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改装车刻板印象中的夺人眼球的绚丽车身涂

装、超高亮度的透镜或氙气大灯、奇怪的天使眼、恶魔眼或日间行车灯，也没有听

到叫嚣的排气声浪，更不用说“飙车”在身边呼啸而过。只觉得是一台车身较低的

黑色行政旗舰在靠近。

但是，当这台 LS430 来到你跟前停下的时候，你会完全被它的气场所震慑。首

先，LS430 它与现在同级别行政旗舰带给你的气氛不同，因为雷克萨斯已经推出了

LS460，LS430 会略略多一些上一代车的印迹，多一些复古的味道。另外，LS430

的长度、轴距本来就给人压迫力，而且黑色原厂烤漆和降低了车身后，这种压迫力

有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势，这就像移动幕府率领一支无坚不摧的军队大军压境。

其实你还会产生一种错觉，它不是在行驶而是在漂浮，这，正是车主阿 Ben 所

打造的 HellaFlush 风格给你带来的奇妙感觉。我们来细细为你分析，到底要达到这

种错觉你需要如何进行改装。当你围绕着车转了一圈，你会发现，咦，它只是换了

一套轮圈，为什么却如此不同？其实这也是为何如此多人转向 HellaFlush 风格阵营

和如此痴迷 HellaFlush 风格的魅力所在。

雷
克萨斯 Lexus，一个以奢华（Luxury）为名、未奢华而生的品牌。

1989 年在美国进口豪华轿车创作出销售超越梅赛德斯奔驰和宝马的奇

迹，没人会忘记它的 LS400。

车主故事

拥有这台 LS430 的车主，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不可一世的大老板或者是太子爷，

车主阿 Ben 从下车的一刻给我们的感觉也正巧与 HellaFlush 风格带来的生活态度

一致，轻松、品位、平易近人的一个大男孩。但是我们会想，这样的大男孩为什么

会拥有这样一台旗舰级的豪华车。阿 Ben 告诉我们本来这台 LS430 和他是有一段

故事的。

这台 LS430 原本的车主正是阿 Ben 的父亲。在经济情况越来越好的今天，

阿 Ben 的父亲购入了新的座驾，而阿 Ben 当时也是有自己的座驾。这就意味着

LS430 将退役了，按照我们常规的思路，像阿 Ben 这样的年轻人，应该对一些跑车、

轿跑类的车款感兴趣，而 LS430 这种行政车款应该没多大好感的，因为这样会显得

自己老成了或者让人误以为自己是某老板的司机，那么将 LS430 转手卖出去这样可

以折算掉新车的一部分费用应该是再正常不过的做法了。

但是这时候的阿 Ben 其实已经经历过了 HellaFlush 的洗礼，在他身边的朋

友圈子一部分玩车达人们组建了一个名为 SZ-Lower 的玩车组织，而这个组织里

面很大一部分人是在朝 HellaFlush 风格努力着，这样也使得阿 Ben 接触到了更多

HellaFlush 风格的文化，而这与他所向往所追求的生活态度一致，也深深影响到他

对车和对改装的看法。

选用 Air Force 气压避震及其控制系统

基础版，性价比还不错。

Air Force 气压避震控制系统被安装在

原有的木质面板上，很有复古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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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秋毫

阿 Ben 选用了大家熟知的在 HellaFlush 风格中正在流行的 Air Force 气压避

震及其控制系统，这种避震可以按照车主的控制，在一定程度内升高和降低车身高度，

以适应不同的路况需要，特别是国内这种路中有深坑，或者有不平整的沙井盖，或

者有不规范异常高的人工铺设的水泥减速带，你可以略微升高车身避免在行驶中造

成的底盘损害，当你在安全的路段或停下来的时候再降低车身达到贴地飞行的美感。

另外前 10J ET=6、后 11.5J ET=-7 的 18 寸 Work Amistad 轮圈的选择，

是阿 Ben 和众多 HellaFlush 风格爱好者一样，喜欢这种“水桶”款式的轮圈，这

种轮圈的数据使得轮圈有很宽的宽边，轮圈每当行驶的时候会产生如同漩涡一样行

进姿态，十分让人着迷。

另外，按照了这个数据的轮圈，不会呈现出原装车的车轮凹陷在车壳里，使得

车体更加饱满，车体的线条也会在经过轮圈的时候，继续延伸到地面，这样就形成

了如 UFO 在地面漂浮的视觉错觉的基础。但是这时候如果使用正常数据的轮胎进

行搭配，那么行驶时候轮胎就刮蹭到翼子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进过若干次的

测试，最终选择了前 225/40/R18、后 235/40/R18 轮胎，这样胎壁会从中间向两

边拉伸，配合车主进行过前后轮倾角略带负值的调校以及气压避震减低是倾角会增

添一到两度的负值，已经进行了外抛处理的后翼子板，那么轮胎刮蹭翼子板的情况

就会消失，但是由于还是会经过不合理路况道路，所以一点点刮蹭还是在所难免。

更胜一筹

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轮圈轮胎和避震搭配、倾角调校，已经达成了不折不扣的

HellaFlush 风格。若是要在鸡蛋里调骨头的话，笔者发型后翼子板的外抛处理和车

身线条略略处理的有点牵强，使得车体的线条流畅度欠缺了一点。另外如同车主所说，

以后会继续对整车进行升级，达到内外兼修的终极状态，其下一步可能会对内饰进

行微调，因为 LS430 诞生到现在，也已经有了一定的年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折损，

想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眼角总有那么一些鱼尾纹，暗示大家他所走过的路，但是，

这却是他魅力所在，这台 LS430 也一样。

在改装中，VIP 风格日系车更是以雷克萨斯的 LS 系列为典型。在《汽车与社

会·性能车》2011 年 6 月刊中，我们为大家展示了一台典型 VIP 风格的雷克萨斯

LS400，通过绞牙避震降低车身、暴走族的尾端排气管、改装款左右两个共四个的

椭圆形雾灯、Work 的大饼款轮圈、重新制作黑皮泡泡椅、满天星泡泡车顶内饰，

还有各种细节位置以 DAD 装饰件处理，一种纯正的 VIP 风格改装方法，而且我们

也觉得雷克萨斯的 LS 系列这么改理所应当。

当今新兴的 HellaFlush 风格与以往 VIP 风格既有相似之处，但是却给我们带

来了一种类似小资情调的生活态度的转变，在转变生活态度的同时，也将这种态度

赋予了改装，使得车身更完整协调和精致细腻。今天的主角雷克萨斯 LS430 摆脱以

往传统改装走的 VIP 风格路线，以一种近似原装却胜似原装的几乎严格 HellaFlush

风格来到我们眼前，让我们拭目以待。

常规思路

车主阿 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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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装无害
来自改装界的呐喊

只要一个“律”字：执法部门有更详细的法律可依；改装业者和爱好

者认真地自律，不飙车；改装行业内有行业规则和标准，律己律人。当然

希望在未来，让我们的正能量发亮创造这个未来。



526 飙车案与“掏窝”行动

近日一场因酒驾超速而导致的交通惨剧让全深圳交警倾巢而出对

改装车穷追猛打。一辆原装车与两辆出租车的碰撞竟引发了深圳

改装界的地震，让深圳改装界一夜回到 10 年前。下面我们再来

回顾一下那让所有人都心碎的事发经过。

【文】何宇龙【摄】陈晓虹

一宗
交通事故

引发的地震

2
012年5月26日凌晨3时08分许，

一辆红色GTR跑车在深圳滨河大

道玩起了飙车。在由东往西行至侨

城东路段，与同方向行驶的两辆出租车发生

碰撞，致使其中一辆出租车起火，车内3人

当场死亡，红色GTR车内一男三女也不同

程度受伤。

警察显“神通”

526事件发生后，深圳交警针对公路

飙车行为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也出台了一

系列的红头文件，旨在对街头飙车现象起到

强有力的震慑作用。在交警对飙车行为进行

打击的同时，也把矛头指向了与526事件无

半点瓜葛的改装车。开始全市范围内对改装

车进行检查，经目测后对不符合标准的车辆

来自改装界的呐喊

哀怨。巨大的负能量，于事无补更容易坏了

汽车改装的美好未来。

我们制作这个专题，就是要以科学的

方式分析执法部门的认识误区，同时让更多

正面的声音提醒大家改装依然很有希望。只

要一个“律”字：执法部门有更详细的法律

可依；改装业者和爱好者认真地自律，不飙

车；改装行业内有行业规则和标准，律己律

人。当然希望在未来，让我们的正能量发亮

创造这个未来。

深
圳5.26事件本是一宗醉酒超速

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但因此

次交通事故引发了主流媒体和

个人媒体的一片热议。一时间网民对电动车

的安全性、酒驾、超速、“顶包”的议论此

起彼伏，最终话题落足于汽车改装。因为深

圳交警严厉打击“非法”汽车改装，甚至推

出“掏窝”行动！顿时作为中国改装第一城

的深圳人心惶惶。改装车成了过街老鼠，见

人就躲……耳闻的、目见的都不是骂辞就是

进行查扣。

在 事 发 半 月 后 ， 于 6 月 1 6 日 早 上

6:30—8：30深圳交警共组织了1315名警

力，241个清查小组开展了掏窝行动，对非

法改装、涉牌涉证、多次违法未处理、盗

抢、拼装、涉案、报废等车辆进行清查。

希望在明天

在交警的一连串重拳打击下，深圳改

装界已经是哀鸿遍地。身边许多改装车友已

到了无车可开的地步。大家应该对09年杭

州70码时间仍记忆犹新，那是一辆改装的

三菱Evolution引起的惨祸。事后的杭州改

装也曾人人自危过，但也终归熬过了严冬。

虽不知道深圳的这场灾难还要持续到何时，

但只要我们坚持，一切都会好的。

【策划】编辑部  【执行】陈晓虹

改装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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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驾驶意识的重要性

驾驶是大部分人日常生活中最危险的事情！ 这句话听来很吓人，

但大家细想一下日常生活中有什么事情闭上眼睛，或只是分神几

秒钟便可为自己和别人带来极其严重，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后果？

可是，有些人却认为自己的能力比其他人高，或是车比其他人好，

甚至是相信倒霉的事永远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
【文】苏华龙

醉驾猛如虎
驾驶者需自律

速度带来的刺激是很多年轻人向往

的。能拥有一辆跑车也是一件值得高兴和应

该让人知道的事。但两者并没有必要连在一

起的。要享受开跑车带来的刺激和操控乐

趣，或是要证明自己的驾驶技术？请到赛

道吧。在公路上开着跑车扬威耀武是持强

凌弱，欺善怕恶，不顾自己和他人安全的行

为。公路的设计是要让不同性别、年纪、经

验和状态的驾员驾驶不同类型、功能和特性

最
近在深圳发生的5。26事件是一

个很好的例子。驾驶员酒后驾

驶，在超速行车的时候失控撞

倒了两辆出租车，结果导致3人死亡，多人

受伤的严重事故。

侥幸心理需杜绝

在这里突显了一个问题：每名驾驶员

都“知道”酒后驾驶是违法的，也“基本知

道”酒后驾驶是危险的，但为什么还有那么

多人愿意去冒这风险？我的分析是：有人认

为酒后驾车危险只是对一些酒量不好，驾驶

技术不行的人而言；我是属于千杯不醉的那

种，在喝酒后还是很清醒的，开车这样的小

事不成问题。或是；我喝的不多，完全有能

力把车辆控制好！至于酒驾是违法行为 – 

只要不被抓着便没事的：我才不会这样倒霉

碰上查车的……

惨剧的原由——醉酒

酒精对驾驶员的实际影响很多人不甚

了解，或是轻视了其中的危险。在医学的角

度来看，酒醉属于“急性酒精中毒”，对中

枢神经系统产生了麻痹作用，让人觉得兴奋

和活跃，但同时影响了人的视觉、触觉、判

断和操作能力。简单的说酒精一方面让人胆

子大了，另一方面人的感知力和反应速度都

迟缓了，一升一降的效果就是酒驾容易导致

交通事故的原因。在5.26事件中，驾驶员在

案发后7小时在血液里还验到有到达90毫克

/毫升的BAC（酒精含量=0.9），换算估计

他案发时血压里BAC大概是2.0（国家交通

法定义0.8以上属醉驾），属于严重酒醉。

事实上他的反应能力和对操控车辆的精准度

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而当车辆在180

公里的速度飞驶的时候每0.1秒的行驶距离

是5米！就算这名肇事的驾驶者酒量非常

好，2.0的BAC只迟缓了他的反应时间零点

1秒，这点迟缓在一般日常行车速度可能分

别不大，可是在180公里的高速下这点时间

便是超过一个车身的长度。可能就是这个差

距让这驾驶者在公路上高速穿插的时候撞上

了同方向前面的两辆出租车而做成惨剧。

的车辆都能安全地通行为主，因此它的安全

系数非常高。驾驶高性能的跑车在笔直的公

路上开到时速200公里并不需要什么什么技

术，只要懂踩油门便可。（德国的无限速公

路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相反正规赛道的

设计是完全为了挑战车和人的极限而设的，

因此会在直道末端来一个90度的急弯，或

在下坡道上设一个高速弯。要知道，要以时

速100公里通过一个又窄又陡的下坡弯道比

在高速公路上飚时速200公里对驾驶者的技

术要求和驾驶难度大的多。最重要的是，在

公路上万一失误便可能是一次无法估计的重

大事故，但赛道在为难和考验驾驶者的同时

却又设立缓冲区和防护栏，让大家可以放心

的去探索车和人的极限。

真正体验速度——请
到赛道

现时流行的赛道日(Track Day)是非常

值得鼓励喜欢开快车的朋友参加的活动。几

百块的报名费除可让大家尽情的去挑战自己

的极限外，还可以在一个非常公平和安全的

环境下和车友们切磋和较量一下。在这里所

有获得的成绩都是公开和公平的，这种安全

和合法的来的荣誉和认可比在公路上亡命飞

驶，害人害己高得多。

最后要补充一点的是，法例是不会考

虑驾驶员的酒量和他实际操控车辆的能力

的。因此虽然你的酒量很好，开车回家的速

度也很慢，但只要你的BAC超过了规定便

是违法。因此大家都不要酒后驾驶，以身试

法了。 

苏华龙 华龙赛车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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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车手酒驾测试

醉酒驾驶导致车毁人亡的悲剧频频上演，不知道使多少家庭从此

支离破碎。但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可以阻止此类事故的发生的。今

天，我们邀请了 4 位专业车手，并让他们分别在清醒与酒醉的不

同的状态下做驾驶测试，用数据来证明酒驾的危害。 
【文】冯志伟【摄】陈晓虹

【鸣谢】澳士德Saber车队、中国飘行会

酒驾的危害，你懂的！ 因
酒 驾 以 及 超 速 造 成 的 深 圳

“5.26”惨案已经过去了近一

个月的时间.在事件过去接近一

个月的时间里，改装车被冠以“飙车”、

“非法”等关键字。酒驾猛于虎！醉酒驾

驶究竟会造成怎么样的后果，相信各位不

多不少也有所耳闻。究竟酒醉状态与清醒

状态下人的反应能力究竟差多远?《汽车与

社会·性能车》本着求真的态度进行了一

系列测试。

醉驾为何危险

在测试开始前，有必要再普及一下

知识：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

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时

仍然坚持驾驶的行为。酒后，人的视觉模

糊、视野的减小以及对颜色的分辨能力下

降，而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越高，上述的情

况会加剧。由于酒精麻醉的作用，人的四

肢触感会降低，往往在驾驶时，无法正常

操控油门以及方向盘。而酒后的判断力以

及心态都会改变，从而在超车时无法做到

想象中的动作。

为了验证酒后这些人体反应所导致的

驾驶安全问题，我们安排了4名漂移赛车

手——王剑峰、郭晓聪（阿聪）、黄钦杰

（下文杰仔）以及曾毅（天使）担当本次

酒驾测试的测试车手。

醉酒绕桩

此环节的测试是由3名车手分别负责

清醒状态下的绕桩测试以及酒醉的状态下

的绕桩测试。为了能以科学数据来对问题

加以说明，我们在黄钦杰驾驶的原装劳恩

斯车身上安装了D-Box，用以记录车辆通

过最后一个桩桶时的速度和最大角度。绕

桩测试原意为在绕桩的过程中测试车辆的

性能，但本次测试的对象不是车而是人。

若是酒后绕桩的车手，他的技术将会受到

酒精的影响，从而不能正常发挥。

4位车手带来的车辆均是后驱车型。

在绕桩时，只要稍一加大油门，车辆的尾

部就会轻易甩出，车手需要对油门、方向

盘做出精确的操控来修正车辆的前进方向

才能顺利通过每一个桩桶。清醒状态下，

每位车手都能以50km/h的速度，平稳的通

过每一个桩桶。而后阿聪、杰仔以及天使

3位车手每人喝下8瓶啤酒（每瓶335ml的

啤酒中含有3.5-4.1%的酒精，经酒精测

试仪显示，他们体内的平均酒精含量已经

超过了96mg/100ml）。酒后，驾驶日产

Fairlady Z33的阿聪率先上阵。当时的场

地刚被大雨洗刷完，车手每一个失误的动

作都会直接暴露出来。阿聪驾驶的车辆在

进入第二个桩桶时，由于车速过高车尾开

始甩出，直接撞上第三个桩桶。而天使在

加速通过第四个桩桶时，车辆出现直接掉

头的情况。而杰仔驾驶原装的劳恩斯上去

后，把车速降到40km/h左右的速度，虽能

顺利地通过每一个桩桶，但车身的动作却

非常不利索。3位车手下车后，纷纷表示在

喝了酒之后手脚会有不听使唤的感觉，脚

也不能很好地感受油门的深浅。

醉酒漂移测试

上文提及在酒醉的情况下，人的判断

力会下降。此项测试要求车手在100m外

开始使车辆以横滑的状态，并根据判断车

左起：澳士德 Saber 车队车手黄钦杰、中国飘行会车手郭晓聪 曾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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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的行驶路线让车尾撞飞摆放成弧线的8个

雪糕筒，考验车手对车辆的行走路线及横

滑的距离的瞬间判断能力。这个项目需要

王剑峰（清醒）和阿聪（醉酒）两位车手

来担当测试车手，从而对比清醒与酒醉状

态下驾驶者的瞬间判断能力。未喝酒的王

剑峰以准确的路线将所有的桩桶一举“扫

走”。而喝酒后的阿聪在路线上的判断有

误，最后只能撞飞2个桩桶。而后我们进行

了手刹入库的测试，要求车辆在侧滑时利

用手刹将车辆平稳地进入桩桶摆设的停车

位，并利用D-Box记录入库时的速度及最

大角度。酒醉后的杰仔在试验中多次因为

车速过快，手刹拉得较晚而无法将车辆停

入用桩桶围成的车位，期间某些桩桶不是

“趴在”车下就是被扫走。而清醒的王剑

峰驾驶同一辆劳恩斯在第一次试验就能将

车辆成功进入到车位内，车速也高于杰仔

驾驶的速度。

事实真相

526事件中，肇事车辆以180km/h的

速度撞向前方车辆而导致事故发生，当时

的肇事者正是因为醉酒而失去了对车速以

及刹车时间的正常判断能力。而从我们的

测试中，就可以清楚知道，在酒后，连一

名专业赛车手都不能将车辆控制好。作为

原装？改装？

正当我们热烈地讨论“醉驾”这一话题时，一辆莲花L5试驾车在销售人员的粗暴

驾驶下，车辆在湿滑的路面上突破了轮胎的极限，最后撞上了路肩。根据目测前轴已经

损坏。这是一辆原装的新车，没有任何的改装，如果定论“改装车为飙车”，而忽略了

“驾驶人才是最主要的因素”，那这个人为驾驶失误而导致的事故又该如何作解呢？

事故，不在于车辆是否改装，而是在于开车的人有没有安全意识。

喝了酒的阿聪只能将 3 个雪糕筒撞飞，而且车辆

侧滑的路线根本无法控制。

杰仔醉驾，状态当然很差，连拉手刹的反应都慢

了许多。

测试期间，下起的大雨让酒醉状态的阿聪措手不

及，频频出现撞桩筒以及转向过度的情况。

醉酒后虽能保持正确的路线上，但却无法保证速度。

普通驾驶者的我们只经过驾校的常规驾驶

培训，平时在紧急情况下也可能会手忙脚

乱，更别说在醉酒状态下了。所以归根到

底，526事件的起源应该是酒后驾驶而不

是车辆改装与否，道路驾驶中，人的安全

意识才是最重要的。

喝完一瓶 325ML 的啤酒测试酒精浓度刚

好 20mg/100ml。

原厂劳恩斯60km/h-0刹车数据对比
驾驶者 使用时间（s） 所需距离（m） 平均G值（G）
黄钦杰 2 17 0.8
王剑峰 1.78 14 0.8

手刹入库数据
不成功入库（黄钦杰） 成功入库（王剑峰）

速度（km/h） 67 70
最大角度 96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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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国内安全驾驶课程

随着科技的发展，汽车的性能也越来越强，虽然有越

来越多电子驾驶辅助设备，但还是会有不少新手会犯

各种错误，油门当刹车的情况也并不少见，导致各种

惨剧发生。
【文】冼业湛

维系

你我他

如
何尽量避免因驾驶者的原因而

导致事故的发生，提升驾驶者

的驾驶水平是最有效的解决方

法，也是治根治本的方法。近年来，很多

知名国际汽车厂商都把自己的驾驶培训课

程带到了中国国内，逐步提高车主的安全

驾控能力。

宝马精英驾驶培训课
程

宝马精英驾驶培训课程分为安全驾

驶课程、赛道驾驶课程、冰雪驾驶课程、

X-Drive驾驶体验、方程式驾驶课程和国际

课程共6大部分。车主可以根据自己需要，

参加各个级别培训，来提高对车辆控制能力

以及对道路的应变能力。

宝马安全驾驶课程分为一级和二级两

个阶段。一级课程为学员以60-80km/h 时

速在典型的道路交通状况和危险条件下进行

实际练习，进行正确的自我评估。在高级驾

驶的培训课程中，培训项目主要有1、学习

确定坐姿的正确位置、练习把握方向盘的精

准性和转向的灵活性。2、在遇到障碍时，

学会如何紧急制动并同时迅速闪躲，有效避

免危险碰撞的发生，同时了解到车辆行驶中

的各种动态反应，针对培训学员眼、脑、

手、脚的配合能力予以着重提高。3、以接

近操控极限的方式认识转向不足和转向过

度，以熟练的掌握弯道驾驶的技巧。4、在

模拟障碍滑雪路线上进行穿桩的操控训练也

是必学科目之一。

经过宝马专业教练讲解并结合实际练

习，不仅可以提高眼、脑、手、脚的配合能

力，更重要的是可以更合理的处理好路面上

遇到的紧急情况，而这也会大大降低事故发

生的概率。

奥迪驾控之旅

奥迪驾控之旅是奥迪在1983年创办的

高级驾驶培训课程，它通过技巧、意识等全

方面的培训让学员掌握先进的驾驶技术，同

时也对奥迪产品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2003年奥迪把驾驶培训课程引入中

国，共有安全驾驶培训、高级赛道培训、冬

季冰面驾驶培训三个级别的内容。安全驾驶

培训主要内容是在封闭路面模拟日常驾驶，

应用各种技巧来处理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

日常这些情况出现的几率不大，不过一旦出

现了又没有使用合理的应对方法，那么后果

很有可能是致命的，同时这里教授的内容也

可以作为将来更高级培训的基础，所以其重

要性不言而喻。

Pilota高级驾驶训练
课程

享有盛誉的法拉利驾驶课程自1993年

开始运营，并于2005年被正式引入中国，

这也是该课程第一次在意大利本土以外开

设。这项专业课程提供了完整而又循序渐进

的训练计划，旨在传授和提高学员的运动驾

驶技术。在为期两天的课程中，将由具备丰

富比赛经验的专业车手组成教练团队提供技

术指导，并采用法拉利跑车进行赛道练习和

特别的汽车操控训练。旨在帮助客户对法拉

利车辆有更深入的了解认识，掌握发挥车辆

最高性能的的技能，同时确保安全驾驶，从

而尽享法拉利顶级跑车所带来的独一无二的

驾驶乐趣。同时还能够在赛道上体验极端情

况下的车辆运动特点，学会如何安全应对道

路上难以预料的 情况。

自主提升驾控能力的方式

除了众多车厂举办的驾驶培训课程外，车主还有很多渠道来提升自身的驾控能力，

例如上赛道飙车。在国内，目前各种民间赛道活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普通车主可以在

赛道上尽情驾驶，甚至把爱车发挥到极限性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有效的提升车主的驾

控能力以及在道路上遇到紧急情况的反应处理能力。

针对湿地等特殊环境，课程也会作出相应驾驶培训。 互相探讨才能促进进步。

培训是为了更安全。奥迪在世界各地也会举行各种培训活动。

法拉利的培训活动在世界各地都很受欢迎。 除了干地的驾驶培训，湿地培训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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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交警行动误区分析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深圳交警主要针对三类改装行

为严格打击。而无论是否列入“严打”范围的改装内容，都是

交警自己所说、而非法律明文规定的。
【文】章懿哲

法律需细则
改装需法律，

据
深圳交警方面介绍，在这次因

为深圳“5·26”事故而引起

的针对改装车的“严打”行动

中，主要针对的是改装灯光、加装动力装置

和改装排气管的行为。

有法岂能无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十六条第一款中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不得有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装机动车已登

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除此之外没有对

机动车的改装有更加细化的规定。在2008

年修订的《机动车登记规定》中对机动车的

改装有所“松绑”，但仍然有很多没有提及

的地方。

于是在这次的行动中，很多度就被掌

握在了执法者手中。

执行岂能无据

目前我们国家有很多生产汽车灯光

装置的厂家。大部分厂家都会对自己的产

品申请国家CCC认证。认证的内容包括灯

的光形、角度、聚光度、焦距、亮度、产

品安全等多个指标。CCC的认证意味着产

品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可以合法在市场上

销售。而处于市场下游的终端市场，却被

交警禁止安装──这两者成为一对矛盾！

而灯光的安全与否，其实并不完全在于灯

光装置的属性，而在于使用灯光的人。普

通卤素灯具，长期开远光灯，也会对交通

安全形成很大威胁；而质量过关的改装灯

光，如果使用得当，能得到比传统灯具更

加出色、更加安全的使用性能。

判断需要科学

加装动力装置则是一个很宽泛的的概

念。单纯从交警最常判断的进气装置来说，

它更多时候只是让车的进气更加顺畅，车

的工作状况更好，而不会像定案时说的那样

“会大幅提升动力”。而更换活塞、曲轴和

可以改变发动机性格的电脑改装则是无法从

肉眼判断的。至于另一大件──增压装置，

也要看它的幅度和其它方面的完善程度来

客观评判。过硬的改装，会在发动机外围保

护、整车底盘配合上做足工夫，让整辆车在

原装基础上达到新的平衡。这些都需要有一

定的专业知识和科学态度来判断。

数据以何为实

严格说来，排气系统其实了属于动

力装置的一个部分。将这部分与动力并列

单列出来，本身就证明了执法者在专业方

面的局限性。单纯改装排气系统是很难增

加动力的，而进排气的改装改变的只是发

动机的输出特性，改善低扭或中速表现或

高转输出。而说到噪音，绝大多数改装排

气系统的人会讲究排气的音色，而不是音

量。有的喜欢低沉的，有的喜欢高亢的。

没有人会愿意将自己的车改到交警方面所

说的“150分贝”以上的，飞机起飞时才

为130分贝左右，F1赛车则是140-150分

贝。执法者代表的是法律，没经测算就说

出一个不真实的数据，何以服众？话说回

来，一众超跑，轻踩油门时都能达到90分

贝以上，远超大部分改装车，法律该怎么

处置他们扰民？

有网友曝自己在加拿大开改装车被

罚，理由是改装了中冷之后没有把保险杠

里的防撞钢装回去，发生意外时会对乘客

不利。这样的判罚让人心服口服。简单地

用有和无来下结论，只是执法者为了自己

工作的简便而采取的一刀切办法，有碍公

平原则。不得不承认，文中言语有“抬

杠”之嫌。但也正是相关法规的不够细致

和执法者行动的简单粗暴和不严谨给了人

“抬杠”的机会。做人要以理服人，执法

要以细服人。

改装更安全

根据最近交警部门的说法：“排气系

统更换过的改装车会被查扣检查、刹车系统

只要经过改装便需要进行教育。”针对以

上点，除我们进行了一个劳恩斯原装与改

装刹车卡钳的制动距离测试。一辆改装了

Brembo的前6后4刹车卡钳和高性能轮胎，

另一辆则为原厂刹车卡钳和原厂轮胎。

两辆车从静止加速到60km/h后，经过

刹车点时，两车手同时踏下刹车踏板，经过

多次的测试和数据统计后,原装车用了23m

才能停下，而改装车仅用了18m，两车有足

足5m的差距，可见改装刹车和轮胎后，是

确实能提升车辆的安全性能的。而在排气声

浪的测试中，原车的排气在油门4000转的

时候会达到81.8分贝，而改装的排气管也只

是在86.2分贝，相差并不大。

| www.procar.cc 5352 | www.procar.cc



各方“大佬”点评 5.26

因为 5.26 后的“查处改装”行动，在深圳改装界掀起了一阵风暴。事已至此，

526 事件在深圳改装车界，乃至中国改装车界注定会成为继杭州 70 码事件后又

一重大历史性事件。为了能够对事件有更深的分析，《汽车与社会 • 性能车》

特意采访了车坛各领域的“腕儿”们，听听他们的声音。
【文】何宇龙

车坛一言堂

韩寒

李晔 楼浩

斯巴鲁中国拉力车队车手

康泰纳仕客户定制部编辑总监
专业车志总经理
中国汽车资深媒体人

这次事件肇事车是一辆原

装GTR，发展到后来对改装车的追查

就有点蹊跷了。应该打击的是超速和飙

车，跟改装车有什么关系呢。每年的改

装车引起的交通事故要远比原装车小得

多。可能有人说改装车基数小，所以事

故自然少。但是即使是按照比例来计算

也要远比原装车少。人总希望自己的车

与别人的有点不同，在安全，动力，外

观上进行一些改装我觉得是天经地义

的。我们需要引导喜欢开快车的朋友来

到赛道上，在赛道上更加安全，更能发

挥汽车性能，更加尽兴。我认为业界也

应该联合起来发出一些声音，让大家都

知道我们的心声。

在国内，改装这个行业从来

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标准，管理上出现漏

洞，无法可依，谁都可以做任何改装，没

有要求，这也导致行业比较混乱。现在的

车辆越来越多，使用人对车辆的要求也越

来越多。全国有很多汽车性能提升或者个

性化的店家，每一个大的卖场都有成千上

万的从业人员，另外还有多少行业是围绕

这个汽车后市场这个行业去生存的，造就

了多少的就业机会，创造了多少税收？为

响应政府扩大内需做出了多少贡献？现在

这样去打压，到最后这些人将何去何去？

为社会将会创造多少不安的因素？这些都

是需要综合考虑的。

改装是一个人的合理需要，政府部

门应该顺应这条路，给他们正确的引导，

尽早的出台法例，更好的规范这个行业。

汽车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及人们对

汽车的理解和需要都不一样，必须要有相

关的法例来支持这个需要，建设一个规

范，让他们有法可依，有例可循，市场才

能健康的发展！

各位专家们都从各自的领域出发，

谈了对飙车，对改装，对行驶安全，法

例的看法。其实无非一个意思：中国汽

车市场火起来了，但是汽车文化却不能

与时并进。安全的驾驶意识是汽车文化

的底层建筑。只有良好的安全驾驶意识

的人才会对汽车有更加深的要求从而进

行改装。中国汽车文化正需要这群对汽

车有要求有积极态度的人去引领。害群

之马任何领域都会有，行业内自然会将

其肃清。最终还是那句话，改装不等于

飙车。

改装车不等于飙车，其实

这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现在

大部分改装车友都是循规蹈矩的。当然

不能避免这个群体里面会有极少数的害

群之马，但改装界内部一直在优化，提

升驾驶者的安全意识。改装文化是汽车

文化之一，是一种更高等级的文化体

现，政府需要保护，也希望交警能够更

多的引导。同时改装界人士更需要自

律。改装文化需要媒体，改装界，政府

部门的一起努力才能开花结果。

许群
《TARGET商品评介》
出版人

首先我坚决反对把这起交通意

外的“替罪羊”指向改装。汽车只是其中

一个诱因和工具。除非执法部门把所有的

机动车从路上清理干净，否则无论改装车

还是原装车，都有可能导致非常惨重的交

通意外。既然我们无法让汽车在生活中彻

底消失，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只有正确引

导。改装车在我心目中是正面的东西。但

我们要做的就是正确引导改装，而不是一

刀切。通过专业机构正式地管理和规范改

装，对交通安全不会产生不良的影响。管

理机构亦应该负责任地引导、培养良好的

驾驶习惯， 整体地提高中国的驾驶者的

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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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正尧

吴子峰

张维

甄卓伟

北平

格时图赛车配件中心
市场总监

中汽联赛车教练

D-Projet车队负责人

中国房车锦标赛年度总冠军
长安福特车队车手

《中国机械》汽车杂志
前主编

汽车改装是整车后市场的一个

重要亮点，赛车运动在国内的流行，不少

厂家和4S都已经把汽车改装作为新车宣

传的亮点。当然，在国家未有针对性法律

法规之前，车友们的自律是非常重要的，

但总有那么一两颗老鼠屎令人痛心疾首！

我个人非常反对街道飙车，极其厌恶酒

驾。改装汽车，只是对性能有追求，对安

全有要求而已。良好的交通氛围是改装车

与原装车、执法者一起联手缔造的，堵不

如导！当年大禹治水已经验证过是成功的

方法了，我们为何不试试呢？

526归结起来还是人的原因。首

先的确很多人喜欢开快车，这并不是他们

的错。但是我们需要引导他们来到赛车

场，在赛场上有专业设置和安全措施，任

他怎么飚都不是问题。第二方面是改装观

念上面的改进，目前很多改装爱好者很容

易陷入盲目改装，硬把竞技版配件装上自

己的车上。但是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什

么，适合怎样的改装。一些外观上的改装

我认为是无可厚非。但是性能上的调校就

需要有专业的人士操作了。一句话，街道

不是赛道。

针对526事件，不管是哪一方都

有责任。交警没有去追查事故的源头，倒

是大力抓改装车显得有点无厘头。诚然，

改装车是一个更容易引起关注和讨论的话

题。一辆改装车和一辆原装车在街上以同

样的速度跑着，改装车肯定会受到更多批

评的声音，这是普遍存在的认识误区。其

实中国的改装在世界上已经处于中上的位

置，一些欧洲国家如法国，意大利改装都

不及中国。中国有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

深圳作为中国改装的前线功劳自然不少。

所以也希望大家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成果，

针对改装立法可说是燃眉之急任重道远。 

我们应该加强公民教育，开车

的终归是人，人是可以进行教育和改造

的。就像很多国家是不禁枪的，也是一个

道理。只要有了良好的管理和引导，即使

是再危险的东西都可以安全的驾驭在人类

的手上。车辆改装并不会令汽车更加的危

险，适当的改装可以让汽车更安全。全世

界的很多汽车生产商都在思考着如何增加

汽车的安全性，一系列的改装厂商也是以

安全为基础进行开发。526事件发生后交

警的处理显得很片面，改装车友都是正面

积极的人，改装只是他们个性的展示。没

必要像打击犯罪分子一样去看待。况且这

是一个很庞大的产业，这个行业不会消沉

的，也希望同业的朋友保持乐观的态度。

526事件的本质是醉驾和超速，

其实与改装并没有关系。改装文化在深圳

已经深入民心。原本深圳交警在大家心目

中有很良好的人性化的印象。但交警对于

改装车的无差别攻击伤害了许多爱好者的

感情。也让他们苦心经营的形象跌至谷

底。既然深圳被称为是设计之都，在一些

个性化的东西上面更应该有宽容度。所以

希望政府在改装车上面是疏而不是堵。

梁朝晖
时尚传媒集团
品牌杂志出版人
总编

负责任的政府应该从引导正

确的汽车文化、用车观念和安全驾驶着

手。国际上汽车工业越是发达的国家，个

性汽车文化越是有展示、发展的空间。

如AMG、M-POWER这些原来都是为

DTM做改装的厂家后来都被纳入原厂范

畴。改装只要在掌控范围之内，是没有错

的。错的在于违反交通规则和道德规范的

驾驶习惯。只有让中国的民众对汽车文

化、改装文化有充分的认知和理解，中国

才有可能往产业化方向发展，成为汽车产

业大国，而不只是汽车制造业大国。在德

国街头，汽车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充满

个性的。你既可看到老者开着旧时光的曾

经座驾，也可以看到年轻人开着个性涂装

的小车，还能看到马力强大的跑车及各类

改装车。只要改装没有影响到安全，就不

应该被查处。一棒子打死是完全不作为

的、不负责任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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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装是一种文化，一种时尚。在这种时尚和文化下，已经发展出一个从设计、生

产、销售、安装、调试、售后、物流等相当周全的内部循环产业。这条产业里我

们看到的是大量的就业机会以及税务创收，而这种文化也已经早早的超越了当初

引入者的设想。政府部门应该顺应这条路，给改装业内人士以及改装消费者正确的引导，尽

早的出台法例，更好的规范这个行业，让这个市场更健康的发展！

“改装不等于飙车！”这声呐喊不仅来自我们媒体，也来自广大改装爱好者。

| www.procar.cc 5958 | www.procar.cc



热爆全场
第四届邓禄普轮胎南中国超级赛道节回顾 
2012 年 4 月 30 日 -5 月 2 日，经过了 5 个月漫长的“赛

车潜伏冬季”后，在这个炎热夏天的开端，第四届邓禄

普轮胎南中国超级赛道节终于在广东国际赛车场拉开了

2012 赛季序幕。
【文】冼业湛 【摄】尹博崴、伍思锋、姚鹏鸪

| www.procar.cc 6160 | www.procar.cc



奖杯来之不易，也是实力的认证。

近30万奖金奖品

南中国超级赛道节，不是车友的舞

台，同时也是汽车后市场厂家、商家的平

台。每届南中国超级赛道节，都会有众多实

力厂家以及店家也踊跃的参与到这项南中国

地区最为火爆的民间赛事中，它们不但以

身作则，积极倡导赛场练技术、禁止街道飙

车，还为参与赛道的车友带来了众多赞助奖

品，让这项赛事变得更精彩。

而作为世界知名品牌的邓禄普轮胎，

再次对南中国超级赛道节这个民间盛事做出

全力全程的冠名支持。放眼望去，赛道上

部分奖品一览，更有厂家“即兴”送出奖品给参赛车友。

从
2011年开始的南中国超级赛

道节到现在已经举办到第四届

了，经过前三届不断累积的经

验，再加上组织方不断细化的规则，这项民

间赛事变得更公平、公正，也得以迅速成长

起来。

参赛车手创记录

新赛季第一场比赛，共有110位车手参

赛，打破了历届的参赛纪录。本届比赛的车

手大多是参加过往届南中国超级赛道节的老

车友们，各位车手有了往届的经验总结后,将

过百台参赛车辆，后场甚似一场改装车展。

不论原装车或改装车，排量大或小，都可以参加南中国超级赛道节。 这辆即使是原厂的奥迪 R8，但也抢了不少风头。 众多动力怪兽的“厮杀”场面。

邓禄普轮胎已是第二次冠名南中国超级赛道节，为活动的成功举办作出重要贡献。

规则是大事

每一届南中国超级赛道节，主办方都

会拟出详细的分组规则，车辆改装规则，

并且随着赛事举办届数的增长，规则也越

变越成熟，使得赛事更加公平公正。

同时在赛道安全规则上，即使参赛选

手是业余车手，但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因而

主办方对安全规则上始终保持一丝不苟的态

度。在本届赛事中，车手违反了赛车场的赛

道规定也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如：出维修区

压实线、不服从旗号等。对于违反规定一次

的处警告处理；违反规定两次以上的（含两

次）处最终成绩加时3秒处罚；违反规定三

次以上的现仅处罚时三秒处理。若决赛日依

然不更正错误，违反相关规定的，且两天累

积违规次数达到三次或以上的，将取消比赛

成绩。

经过往届的不断累积经验，不断改

进，短短的1年多时间，南中国超级赛道节

便迅速成长起来。在国内的民间赛道活动，

它已经具备了相当大的影响力，甚至于国内

赛车界也拥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当然，南中国超级赛道节的成长，最

重要的还是车友以及商家们的不断支持，让

玩车界拥有一个如此“和谐”的玩车文化交

流平台。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在众人的支

持帮助下，在主办方的努力营造下，南中国

超级赛道节定会发挥出更大的魅力，为国内

的玩车文化健康成长做出应有的贡献。

转眼，第五届南中国超级赛道节也将

于7月1日期间进行。相信届时将会更精彩，

赞助商以及车手都会更上一层楼。

从本届开始，主委会要求每位车手都必须参加车手会，以熟悉赛道规则。

车辆有序的在维修区通道排起队伍，准备在赛道上大展身手。

主持人在讲解牌号、旗号等赛道标语。车辆设定了更适合本赛道的设定。有些对更

是对车辆的动力进行了理性提升,同时加强操

控平衡,有些对战车机械稳定性下了狠功夫,

种种的提升都是为了在赛道上取得更好的成

绩，同时确保在激烈的比赛中尽可能不出现

机械故障,影响成绩或导致退赛。

经过30日下午和5月1日共三节的练习

后，决赛终于在2日上午正式举行。大部分参

赛车手已参加过多次赛道节，对广东国际赛

车场这条赛道也相当熟悉，同时对速度的渴

望也愈来愈强烈，因而即使是民间赛道节，

比赛的速度也是不甘落后，整个活动也精彩

纷呈。

的每一辆战车上都贴着邓禄普醒目的黄色标

志，仿佛是穿上了黄金甲一般耀眼。

本站比赛，包括邓禄普轮胎、领

贤、TS弹簧、威乐斯Ultra Racing、帕纳

国际、PTR轮毂、云捷Top Gauge、海

悦Vanhool、佛山市瀛凯汽车有限公司、

Cusco高性能机油、魔彩MC共11个品牌及

店家参与赞助，它们为车友们来带了丰富奖

品及部分现金奖励，总价值已接近三十万，

相比第三届赛事奖励提升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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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式豪门盛宴
法拉利赛道日嘉年华纪实
2012 年 6 月 16-17 日，法拉利赛道日嘉年华于上海国

际赛场举行。到场的除了 700 多名法拉利车主以外，当

然少不了将近 200 台的各式法拉利跑车。这次法拉利迷

的大聚会自然也吸引了近万名的观众到场。下面我们一

起来看看，这属于所有车迷的奢华盛宴。
【文】何宇龙 【摄】陈刚 法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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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直以来法拉利在产品文化上有

着非常大的努力。小到出品自

己品牌的时尚产品，如衣服，

手表。大到即将开业的位于阿联酋首都的法

拉利主题公园。无论是衣服手表还是主题公

园，法拉利的名字离普通老百姓还是有着相

当的距离。这不，举办一场赛道日嘉年华正

是弥补这空挡的最佳方式。

新老红魔大聚会

法拉利赛道日嘉年华从一诞生以来，

就一直是连接广大法拉利车主和车迷的重

要平台。在嘉年华的两天时间里，法拉利

安排了一系列与赛车，法拉利跑车有关的

表演以及活动。近200台的格式法拉利跑

车齐聚一堂，各种经典款，各种限量款，

见证着法拉利跃马中国20年来的车的发

展，车主品味的提升。除了是一场车主的

聚会，法拉利也为有意向的准车主们准备

了一系列的试驾活动，虽然不能够亲自驾

驶，但由专业车手驾驶，更容易发挥出法

拉利极致的性能也自然是一件好事。

三大赛区鼎立

与法拉利赛道日嘉年华同期举行的法

拉利倍耐力杯亚太挑战赛无疑是赛道活动

中最为扣人心弦的部分。作为全球最具人

气，最成功的单一品牌赛事之一，法拉利

倍耐力杯挑战赛从1993年创始以来在全球

范围内已进入第20个年头，并于2011年首

次引进亚太地区。从2012年起，意大利和

欧洲系列赛将统一组合成为欧洲系列赛，

与北美系列赛和亚洲系列赛并列为三大区

域性赛事。而458 Challenge正式成为本

届比赛唯一的参赛车型，完全取代F430 

Challenge。由此可见458在法拉利的战

略地位是有多重要了。

法拉利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范艾闻采访

在嘉年华结束后的当天，法拉利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范艾闻阐

述了举办嘉年华的目的和初衷：“公司建立的初期，就是由客户直接参加比赛，从第一

天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在世界各地组织各种各样的赛道活动，嘉年华活动、车主培训活

动等，希望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来提高车主的驾驶技术和赛车的参与感。”

作为法拉利大中华区的一把手，范艾闻表示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中国作为第二大

经济体，未来肯定也会成为最大的超级跑车市场。“458 Italia中国限量版”的打造，也

体现了法拉利对中国市场的重视和对中国文化的尊重。

随着卡宴在中国的大获成功，兰博基尼也紧随其后推出了Urus。在问到法拉利是

否有类似计划时，范艾闻给出一个非常有魄力的回答：“法拉利”是一个跑车品牌，我

们做得最好的就是跑车，我们会坚持下去，没有必要做SUV。销售不是我们的导向，我

们会坚持把自己做得更好。

法 拉 利 亚 太 区 客 户 赛 车 部 门 负 责 人 Andrea 
Reggiani 采访

作为一个被法拉利视为生命般重要的部门，客户赛车部，一个绝大多数厂家都未

曾设置的部门。究竟客户赛车部于法拉利有怎样的重要性？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有幸

采访到该部门亚太区负责人Andrea Reggiani。“法拉利和赛车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

系，法拉利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为喜爱赛道的客户提供赛车相关服务，所以客户赛车

这个形式是法拉利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客户赛车部门在法拉利各种赛道活动组织

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部门是为了所有热爱赛车，希望享受赛道激情的客户而专

门设立的。目前主要工作有两个，一个就是法拉利挑战赛，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管

理退役的F1赛车。”

挑战赛开始前车手们的合影，大家都非常的放松，更像是参加一次聚会。

挑战赛开始前车手们的合影，大家都非常的放松，更像是参加一次聚会。

看到吗？中国第一辆法拉利，355F1 ！

充满侵略性的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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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人以渔
香港MCR“土屋圭市高级驾驶培训及改装交流班”媒体见面会
公元前 497 年，阳春三月，春光明媚。孔子在众弟子的拥护下，开了
14 年的周游列国生涯，目的是为了宣传仁政以及自己的政治主张。而日
本殿堂级赛车手土屋圭市受香港 MCR 负责人柠檬的邀请到国内举办驾
驶培训仅秉着一个传授的理念，将自身的技术以及改装经验传授给中国
车友。

【文】冯志伟【图】邓炜斌、章懿哲、陈晓虹

【鸣谢】MCR HK 
【地址】香港九龙湾宏冠道6号鸿力工业中心B座地下11-12室
【电话】00852-39968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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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王们接受媒体的采访，小林笑得特别开心，没有半点架子。 

Bride 负责人也乘此次见面会的东风推广他们的产品。

5
月29日下午2点，“土屋圭市高级

驾驶培训及改装交流班”香港见面

会在香港MCR举行。土屋圭市和香

港MCR负责人柠檬在见面会上与来宾及媒体

进行了一番交流。

零距离的接触，最直
接的交流

 

作为日本车坛教父级人物、第二代日本

草根车手的土屋圭市会定期在日本本土举办

培训及改装交流班，对日本玩车界的健康成

长和技术提高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而将于

2012年9月于广东国际赛车场举行的中国版

“土屋圭市高级驾驶培训及改装交流班”由

香港MCR与《专业车志》发起，旨在为中国

的车迷提供与日本车神级车手零距离接触的

机会，并让前者能够得到一级导师的赛道驾

驶技术培训，能在车辆改装技术上有实质上

的收获。除了土屋圭市之外，届时担任培训

导师还将有日本MCR创始人、日产车改装专

三位殿堂级车手、MCR 香港、来宾以及媒体的留影。

Endless 代表正在介绍 Endless 刹车的参数。 MCR 版本的 Endless 刹车。 Nissan 一直是 MCR 最熟悉的名字，MCR 对 Nissan 的调校

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MCR 香港掌门人“柠檬”介绍本次活动的情况。

香港 MCR，请记住这火红的颜色。

出席当天活动的记者，大家都希望能够一睹漂移王的风采。

琳琅满目的改装件在陈列柜中等待着属于他们使

命的召唤。

家小林真一，C-Ser改装公司负责人、斯

巴鲁车系及日产Silvia车系改装专家冈村和

义，他们将以自己丰富的赛车经验和车迷

们进行最直接的交流。

课程采取一对一的教授模式，为期两

天的培训活动将分为赛道基础培训、车手

带队赛道攻略、乘坐车手驾驶赛车体验赛

道极限攻弯、驾驶技术交流、改装技术交

流这五大主要的部分。同时该培训活动将

由香港MCR及深圳《专业车志》的专业团

队提供后勤保障服务。这将是一次值得期

待、值得体验的培训活动。

赛车之谈
 

日前，土屋先生曾驾驶一辆动力被

提升至600ps的街道版GT-R 35在广东

国际赛车场成功做出1:20.83秒的惊人成

绩。而这样的成绩是在他对赛道仍不熟悉

只能发挥70%-80%的功力和车辆的性能

仍有提升空间的条件下达成的。他还表示

在广东国际赛车场上驾驶300ps左右的车辆

会是最佳的选择，能让驾驶者更多的享受

到该赛道的乐趣。土屋说到，一个成功的

赛车手的成长，除了需要接受专业的赛车

培训外，还要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和与其他

车手的交流技术。

在谈到对中国现在的汽车改装市场的

看法， MCR的小林先生说，现在中国的改

装风气就像日本30年前的改装风气一样，有

什么改装零件就会往车上装，不会考虑这些

零件会对车辆产生什么效果。小林先生在16

年前参加《Hot Version》认识到土屋先生，

土屋告诉他：“车并不是改装件装得越多就

会越快，这种心态是需要端正的。”土屋表

示，如今国内的车友在没有正确认识自身的

需要就盲目改装，这是错误的。成功的改装

案例需要的是平衡。当然这也是改装风气形

成的必经阶段，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一个好的

引导，改装风气才能健康的发展。

初衷
 

香港MCR负责人柠檬告诉我们，他举

办这培训活动的初衷是希望藉由这个培训让

车友认识到赛车是个什么概念，让他们更多

地反思自己驾驶技术的不足而不是一味抱怨

车辆跑不快。他一直劝谕自己的客人将买改

装件的钱花到轮胎和赛道联系上，先好好锻

炼自身的驾驶技术，再按照自己的需求改装

车辆。正是出于这样的缘由，他才会举办一

个由专业赛车手为导师的驾驶培训课程。

柠檬希望通过三位殿堂级的车手手把

手的教导，能让车友从基本的技术学起，让

他们真正地懂得车的性能重要，但驾驭它的

技术更加重要。位考虑到中国车友的情况，

土屋先生计划按照车友本身的驾驶基本功将

课程划分为不同组别，本身技术越高的车友

则可参加越高的组别。低组别可以从基本的

驾驶姿势、如何刹车以及如何找正确行车线

开始，而高级组别则可以学习到更高阶的赛

车技术，体验更上一层的修炼，最终目的就

是希望各位车主充分地发挥自己爱车的性能

以及真正的体验赛道带来的乐趣。

土屋先生现在是处于半退休状态，他

接受柠檬的邀请到中国开办“驾驶培训和改

装交流班”，更将两位身为改装专家的挚友

带到中国，只是为了将赛车技术和改装经验

分享给国内的车友们，让他们通过这次活动

能够真正的提升自己的技术。这是一个非常

高尚的理念，“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于渔。”

相信这就是对土屋先生以及MCR柠檬举办

这次中国培训课程最好的概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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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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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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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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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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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2年6月7日——固特异轮胎橡胶公司再度蝉联

美国《福布斯》（Forbes）杂志所授予的“全

美最受尊崇企业”称号。

由《福布斯》杂志主办的“第七届全美企业声誉年

度评比结果”揭晓，固特异位居本年度“全美最受尊崇

企业”第26位，在2011年第38名的基础上显著提升。固

特异是荣获此项殊荣的唯一一家轮胎制造企业，同时也

是汽车行业中排名最高的企业。

本次评选结果是在美国声誉研究所（Reputation 

Institute）于2012年第一季度开展的《美国企业声誉消

费者满意度调查》（U.S. Reputation Pulse consumer 

survey）基础上产生的。此项调查对全美前150大企业

在整体信任感、尊重感、赞赏度以及好感度等方面展开

综合评估，参与调查的消费者总数超过10,000人。

最终的评分基于声誉研究所的七大声誉评比标准：

产品/服务、创新、企业管理、工作环境、企业公民责

任、领导力以及财务业绩。声誉研究所指出，2012年

调查结果显示，在推动消费者购买行为方面，企业给予

消费者的整体印象（工作环境、企业管理、企业公民责

任、财务业绩和领导力等）比产品印象（产品/服务和创

新）更为重要。

E
DDY涡流参加了5月26日-28日在重庆南坪会

展中心举行的“第15届中国汽车用品展暨改装

展”。奇星展区展出了进气、赛车椅等旗下多

种品牌的产品，无不体现出“Power”的设计新理念，

EDDY涡流本着“高性能入气、环保、原装位风箱”的

主题方向，将逐渐往高端车型研发。

奇星负责人杨松有表示：“奇星以倡导汽车改装文

化为已任，通过吸收国外先进改装技术与经验，结合我

国目前汽车改装业的现状，以改装消费者需求为导向，

Eibach 奥迪 S5 项目车

普利司通：家庭快乐创意园之“轮胎狂想”系列活动走进福州 为路面而设的性能

6
月1日国际儿童节当日，由全国“心系系列活

动”组委会主办、普利司通（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协办的心系女性——家庭快乐创意园之“轮胎

狂想”大型环保公益活动，走进了位于东南沿海地区的

中心城市——福州。此次以轮胎为主体创意元素、面向

家庭精心打造的充满趣味娱乐的低碳环保主题活动，成

为了今年六一儿童节期间福州小朋友最喜爱的节日活动

场所之一。

福州站活动是“家庭快乐创意园之轮胎狂想”继今

年3月于北京启动后的第二站，也是作为本次活动唯一协

办企业——普利司通（中国）将倡导的“安全舒适且环

固特异再度荣登“全美最受尊崇企业”榜单  EDDY 涡流参加第 15 届中国汽车用品暨改装展
开发生产各类本士化的改装产品，满足不同层次的改装

要求。”

此次EDDY涡流高调亮相是展现实力的出色表现，

可以看出中国汽车市场蓬勃发展，今后进气和赛车椅的

改装市场必将成长为一个新兴的产业，而融合了高端科

技的进气涡流在今后的中国市场上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

的成绩。

编辑：冼业湛

保”的汽车生活理念深入至东南地区的重要一环。作为深

具社会责任感的轮胎行业领军企业，普利司通进入中国以

来一直致力于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循环型社会、推进地球

环境保护、关心人们安全与健康相关的企业活动。而普利

司通集团的环境宣言正是围绕“为了将来所有的孩子们都

能‘安心’地生活” 这一核心思想而确立的。

据悉，家庭快乐创意园之“轮胎狂想”系列活动在

走过北京、福州后，还将登陆昆明、西安等西南及西北重

要城市，让创意绿色生活新主张在全国各地的家庭中传

递，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低碳环保的队伍中来。

奥
迪S5 Coupe绝对是能让人人仰马翻的诱惑。

不管是日常使用还是在赛道上，这辆双门轿

车都能以其绝佳的技术特征而使人垂涎三

尺。作为奥迪运动的“官方供应商”， 

Eibach悬挂专家也想在奥迪S5这辆新的项目车上

再次验证这一点。他们不想改动440N·m/333Ps的发

动机——而决定改善车子的操控以求获得更好的驾驶感

觉，这套为S5开发的完美悬挂系统，其中包括Eibach 

B12 Pro-Kit避震套件、Anti-Roll-Kit性能防倾杆和

Pro-Spacer车轮垫片，能对应不同的使用需求，另有三

种不同的轮毂轮胎组合可供选择。

Eibach B12 Pro-Kit避震套件由Pro-Kit性能弹簧

和来自Bilstein的特制单筒高气压避震器组成。集高度动

态、精准操控和高能量储备于一体，确保获得物超所值

的赛车般体验。

Eibach Anti-Roll-Kit防倾杆和Eibach B12 Pro-

Kit避震套件在Eibach 奥迪S5项目车上形成了一个完美

的结合。

有了这些装备，Eibach 奥迪S5项目车在赛道上就

能轻车熟路。在某种程度上，“来自赛车的灵感——为

路面而设的性能”这句话反过来说也成立。

家庭快乐创意园活动福州站现场。 轮胎创意涂鸦进行中。 小朋友们参与轮胎诞生知识区有奖问答。

小朋友在“美轮美幻”体验区尽情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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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狂飘

2
012年5月27日，惠州高性能俱乐部基地上演了

一场集教学与竞技的飘移赛事——Ferodo杯高

性能飘移争霸战。赛事的内容除了之前高性能俱

乐部举办过注重基础技巧的“八字飘移新手赛”之外，

同场也上演了别开生面，能够激发中阶飘移车手潜能的

“飘移计时赛”。赛事得到了广东省汽车摩托车联合会

的支持，香港金协国际代理的世界知名品牌Ferodo机油

参与赞助。香港著名艺人及飘移车手李咏豪、固铂飘移

争霸赛冠军黎振业以及HPS高性能飘移俱乐部场主施建

改头换面

独家限量

本次活动参与人员大合照。蓝色 GTR34 表现出色，最终夺下亚军奖杯。

车辆列队，准备进行发车仪式。

Super GT C25 Royale 内饰非常简洁，但充满赛车味道。

民先生担任裁判。

D1车手的动作技巧相当的细腻，而究其“细腻”的

原因，就在于定圆绕圈、8字绕桩等基本功的扎实。为了

加强飘移入门爱好者对于基本功的重视，施建民先生定

期都会举办类似本场Ferodo杯高性能飘移争霸战。除了

能够让入门初学者享受比赛的乐趣之外，也让一些刚刚

进阶中级的学员能够有一个提升的机会。

赛事当日虽然间间断断的有一些小雨，但却没有影

响到到场观众的热情。经过一整日正式比赛的考验，最

在
最近举办的日内瓦车展上，德国著名改装厂

Hamann发布迈凯轮MP4-12C的改装版，

命名为Memor。

外观上，全车的空气套件十分赛车化，无论是车头

低矮的下唇、车顶上的进风口，乃至尾部高耸的尾翼和

扩散器，这些都让原本外观含蓄、街车化的MP4-12C

瞬间穿上了专业化的赛车外套。动力方面没有作任何改

作
为奔驰御用改装商的卡尔森对奔驰车型的改

装一贯是高水准的，此次更是推出了基于

奔驰SL 65 AMG的改装版Super GT C25 

Royale。这款车将只限量生产25台，也许是因为卡尔森

的东家易主到了中国，其中的7台将分配给豪车激增的中

国市场。

外观上，卡尔森为其更换了碳纤维材质的车身框

Ferodo 杯高性能飘移争霸战

奢华典范

美
国著名轮毂集团The Wheel Group于2011年

成立全资子公司——上海伟固普贸易有限公

司，开始进军中国市场；与此同时，旗下的

台湾多片式锻造轮厂，正式向中国市场推出高端轮毂品

牌马西尼Masini。

TWG在改装市场叱咤风云四十余年，并不缺乏对

轮毂业界的影响力。公司致力于引领市场共同创造出一

个新的绿色模式，新模式要求产品更加环保、更注重节

能、更富有人文关怀。

马西尼Masini两片式锻造轮毂目前推出3款型号，

尺寸范围从20寸至24寸，它采用业界独一无二的国际

先进专利制造技术、最先进的锻造工艺以及轻量化模块

化的设计。更富人文关怀的高端品质、更加友好的安装

界面、以及更弹性多变的造型设计，共同铸就了马西尼

Masini在改装界时尚奢华的先锋形象。

如有任何问题，欢迎致电伟固普的免费服务电话：

800-720-5656。

马西尼 Masini 两片式锻造轮毂

Hamann 发布迈凯轮 Memor MP4- 12C

卡尔森将推 Super GT C25 Royale

终驾驶一台橙色劳恩斯的车手获得八字飘移赛冠军。而

飘移计时赛方面，夺得冠军的是广东“A31俱乐部”的

老将罗其辉。据悉，这样的飘移比赛每个月的月底都会

在高性能俱乐部进行，这是为到此参加飘移培训的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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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移赛。而支持他们持续

参与到飘移事业的则是Ferodo机油，Ferodo机油是世界

知名品牌，他们希望通过飘移赛事体现到其高性能的水

准，也有计划将此款机油拓展到国内的市场。

动，这台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峰值马力输出高达600 Ps，

最大扭矩达到600 N.m，原装车0-100Km/h加速性能为

3.3S，如果选装 Corsa 高性能轮胎更是能到3.1S。不知

道全新的空气套件能否让加速成绩再上一个台阶。

架，让整车重量减轻了180公斤。动力方面，Super GT 

C25 Royale仅使用了一台卡尔森版本的V8引擎，最大马

力为450匹。此外，C25还会配备有复合制动系统和可用

iPhone控制的C-Tronic智能悬挂调节系统。C25限量版

的1号车已经被空运到了上海，其余的配额将在卡尔森位

于Gut Wiesenhof的工厂手工打造。这台C25限量版起

价四百万人民币，据悉这7台的配额已经销售一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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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 er
VI p【鸣谢】大班鳄汽车真皮改装工作室

【电话】400-666-7718
【VIP 热线】13928020109
【地址】珠海市沥溪工业区 38 栋

【文】何宇龙【摄】伍思峰

大班鳄奔驰 Viano 改装实例
自从 2010 年福建奔驰成立，Viano 正式以极高的性价比进军

MPV 市场。除了继承奔驰一贯高贵庄重的外表，国内改装发

烧友们也发掘出了这款 MPV 身上隐隐散发出来的改装潜质。

专业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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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进车厢的那一刻忽然有种错觉，我是上了艘游艇？ “干爹，快把电视墙升上去嘛。”“好了，开车走吧。”

巨大的脚托，整张座椅放下后可以美美的睡上一觉。 微型的吧台，虽然小巧，四瓶酒也够细品很长一段了。

32 寸的电视对于一辆汽车来说已经非常巨型了。 JBL 音响绝对能够轰炸你的耳膜。

不管切西瓜还是切僵尸，乘客都不

用托着那沉重的 iPad 了。

座位的左右两边都设有放杯

子的空间。

通过这个压力调整装置，气压避震才能工作。

备，包括1个超重低音，2个中音和2个高音。不管是看电

影，还是听音乐，都绝对能够让人百分百的投入其中。

除了这让人血脉喷张的音响设备之外，大班鳄还是

考虑到如今“苹果派”的普及。特别在最后两个座椅之

间加设了iPad支架，同时照顾到了无心看电视或者需要

边打电话边翻iPad查资料工作的乘客。

额外的关怀

除了一系列高科技的视听享受，长途旅行的过程

中如果能够来一杯红酒当然是更好了。在电视墙的前方

设置一个简易的吧台，有足够的空间储存四瓶红酒，和

四个酒杯。不管此趟旅程是要去往哪里，轻轻的小酌一

杯，配合着一些轻柔的音乐，本来就是人生的一件乐

事。当其他乘客都进入梦乡以后，也许你并无倦意，还

想阅读些文字。每个座位的头顶上都有加装独立的LED

射灯。于是便可以乘着这专属于你的灯光，回到那片浩

瀚的书海。

这是改造而不仅是改装

与其说此次大班鳄是对一辆汽车进行改装，我更愿

意说，是在对一辆汽车进行改造，他们让一辆车拥有了

卡尔本茨从没有料想到的功能。让一辆车拥有了超出车

辆本身定义的价值。也是现代人，对车与生活融合的态

度的体现。

一
直以来奔驰有一种成熟的气质，旗下Viano更

是旨在打造一辆移动的高级办公室，用来接

待一些VIP人物。可万一接待的人物是Super 

VIP，那么我们必须派出这辆Super  Viano才够规格了。

只属于少数人的尊贵

对于一辆普通MPV来说，后排5座是标准配置了。

但这样的配置是绝对不能用来接待Super VIP的。空间，

是豪华的基本条件。于是大班鳄一口气把所有原装座椅

换掉，只留下3个独立座椅，空间感瞬间提升了不止一个

档次。每个座椅都能够独立调整姿势，配上脚托，随时

可以说睡就睡。对于时常需要长途公务旅行乘客来说，

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充电机会。

与世隔绝的娱乐享受

仅仅对空间进行升级，那只是最初级的一步。豪

华，更应该是一种试听的享受。效仿一些豪华轿车的设

计，大班鳄利用一台可以升降的电视墙将后排与驾驶室

隔绝了开来。接近32寸的液晶电视为我们办公娱乐提供

了很多种可能，如果配上一套高音质的音响，那绝对是

座移动的小型电影院。仔细再看看电视机旁边有两个圆

形的物体，上面有三个英文字母。JBL？是美国做音响的

那个JBL吗？是的，大班鳄决心要让着商务气质浓重的大

块头来一次娱乐大变身。整车加装了一全套的JBL音响设

[ 与其说此次大班鳄是对一辆汽车进行改装，我更

愿意说，是在对一辆汽车进行改造。让一辆车拥有了卡尔本
茨从没有料想到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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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co / Subaru Impreza STI Spec C 赛车

这不是一辆普通意义上的改装车，它甚至不是一辆普通的赛

车──它为速度而生，为纪录而生。尽管只是小试牛刀，但

它已经显现出它的骇人实力。

创纪录机器

【文】章懿哲【摄】尹博崴、伍思锋

【鸣谢】深圳市汇利堡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0755-27448430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 107 国道三围路口

汇成洋大厦五层

[ Cusco / Subaru Impreza STI Spec C 
赛车在GIC首次测试做出了1分20秒34的圈速，这已经非

常接近GIC的最快圈速了。]

THE RECORD MICHI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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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燃烧更多的燃料以释放能量。比如换用高角度凸轮轴，

优化进排气时间和气门重叠时间；改用大涡轮，将增压值

定为2.0bar。其次是将发动机最大限度地轻量化。将发动

机上的各个皮带轮、活塞、曲轴全部换成东名高强度、轻

量化的配件，空调等不必要的配件则全部拆除。最有特点

的是，它的起动机在完成起动发动机的任务之后便可立即

拆下──省下哪怕0.01kg重量，来争取哪怕0.01秒的时

间。不过车手可千万不要在赛道里熄火。

配合涡轮的改装，进气系统、中冷器的升级无须赘

述。排气也本着顺畅、等长的原则重新排布。而为了让车

手的操控更加直接，EJ25原来的电子油门被改为传统的机

械式拉线油门，行车电脑则使用了Motec M600。经过调

校之后，这台发动机的输出动力达到了约520ps，最大扭

矩620Nm。

下游加强

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是一辆车性能的源头。它最终要

表现为成绩，也需要有中下游系统的配合。而Cusco则毫

无疑问是这方面的专家。

在传动系统方面，原装的飞轮、离合器和差速器被

Cusco的出品一一替换。其中离合器仅仅是针对民用改

装车的两片式金属离合器，并没有使用竞技型产品，这让

人有些意外。不过在车手的测试中，并没有对离合器的性

能感到不满。装备Cusco六速直齿变速箱，使用3.9终传

比，让车的极速可达320km/h。对于斯巴鲁的标志性强

项，车的前、中、后三个差速器都经过升级。前、后差

速器分别使用1Way和1.5Way的LSD，中央差速器则是

Cusco的主动中差系统。通过电脑判断动力输出和前后桥

转速差，由电磁阀控制中差的耦合与切断。三个LSD相互

配合，让赛车达到最佳动力输出效能和弯道性能。

赛 车 装 备 C u s c o 的 竞 技 避 震 ─ ─ C o m p  3 X 

Coilover。它在3X的基础上，专门针对此车升级而来。

工程师修改了避震筒内的阀门，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提

高了衰减度，让避震的反应、车的操控反应都更加快。此

外，根据此车被修改过的安装位和车身高度，工程师对避

震筒的安装位和长度都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此车专用的还不止避震一样。由于使用了比原装尺

6
月5日下午，斯巴鲁中国车队与Cusco中国联

合打造的速度机Cusco /Subar Impreza STI 

Spec C赛车在广东国际赛车场（GIC）进行

国内首次试车，担任本次测试的车手则为明星作家车

手——韩寒。在测试过程中，韩寒初步体验了赛车的动

力、操控等各方面性能，并与车队工程师进行了技术方

面的深入沟通。车队方面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调整赛

车的状态，并正式开始冲击国内几大赛车场的圈速纪

录。

尽管是内部测试，这辆赛车来到中国并冲击赛车场

圈速纪录的消息还是引起了行内外人士的高度注意。大家

都对此车的底细十分感兴趣。究竟它的身世如何？它的实

力来自哪里？它在中国的表现将如何？冲击赛道纪录意欲

何为？《专业车志》、《性能车》将为您一一解开谜底。

壮志雄心

这辆在斯巴鲁九代翼豹基础上改装而来的GT赛车由

斯巴鲁中国拉力车队与Cusco中国联合打造，深圳市汇成

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深圳市汇利堡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负责运营管理。发动机、传动系统、底盘、空气动力学

系统上，无不进行了再造般的升级。目的只有一个──速

度。2009年，它就已经在日本筑波赛道跑出了55秒的单

圈成绩，破除当时的赛道纪录。

深圳汇成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斯巴鲁汽车在中

国最优秀的经销商，旗下公司汇利堡全权代表Cusco在国

内的销售与服务，并参与投资设立Cusco品牌中国生产工

厂。公司还创中国汽车经销商运营品牌拉力车队之先河，

其负责人姜琛先生表示：汇成洋运营斯巴鲁中国拉力车队

已经取得了所在组别最好的成绩，希望能够在场地赛的领

域有更大的发展，做一些更加专业、更加令人睹目的事

情，来提高车队技术和水平。

EJ25 变身

要追求速度，其中一个要素就是提高发动机的动

力。而提高动力又需要两个办法双管齐下。改装在这台

EJ25发动机的基础上开始。首先是让发动机在单位时间

车队车手韩寒小试牛刀，就已经接近了赛道纪录。体现了赛车和车手的实力。

为了这次试车，车队派出了庞大的服务队伍进行维护。

发动机经过深度改装升级，达到 520ps 和 620Nm 的动力数字。

赛车“中控台”。 22 点防滚架。赛车使用六速直齿变速箱。

踏板的排布让车手具有充分的操作

准确性。

涡轮增压值被设定在 2.0Bar。 外观的每一个细节都经过测试，最大可能减小风阻。

这是车手的“工作室”。

车手韩寒坐上赛车调节坐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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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更宽的265/35R18轮胎，运动和转向时会与通用尺寸

的前防倾杆干涉，所以现在前防倾杆是专门开发的部件。

防滚架作为赛车的特征之一，也是专车专用。这是专门针

对赛道挑战赛而特制的Cusco Safety21 22点防滚架。除

此之外，Cusco出品的顶吧、底部井字架、后防倾杆装上

身，最大限度将下盘强化。

四轮定位的数据是根据不同的赛道而设定，针对广

东国际赛车场的特点，工程师将前轮倾角设为3.5°，后

轮为3.6°。

Spec C赛车的底盘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特点：前、

后刹车使用的品牌不一致。前轮配Brembo八活塞卡钳配

355mm（直径）×28mm（厚）刹车盘；后轮则是AP 

Racing的四活塞卡钳配335mm×22mm碟盘。工程师介

绍说，在开发阶段，研究团队反复试验，最终得到了这样

的搭配，以获得最佳的制动效果。

“减掉一切阻力”

工程师总结这辆Spec C赛车的设计，除了加强其动力

及操控特性，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减掉一切阻力。

阻力来自很多方面。前文提到的轻量化零件是一个

方面。其实轻量化的还有整体车身的偷轻，甚至连油箱的

容量都被缩减至10升，在广东国际赛车场这也就是不到六

圈的预算──只为了一次次冲击赛道时间。这些设计让整

车的装备质量被控制在1020kg。

小试牛刀

试 车 由 斯 巴 鲁 中 国 车 队 车 手 韩 寒 担 纲 ， 日 本

Carrosser株式会社取缔役荻久保宽先生也全程在场监

控。每次试车回来，韩寒都会第一时间将试车感受、调校

意见反馈出来，荻久保宽也就随时记录意见和相关数据，

以便随后改进。

几轮试车下来，韩寒反映：这台由斯巴鲁中国拉力

车队与Cusco中国联合打造Cusco/Subaru Impreza STI 

Spec C赛车动力非常强劲，绝对具有冲击赛道纪录的实

力。目前车的人体工学方面还需要细微改进，比如坐姿不

是很舒服，挡杆离人的距离较远影响到换挡的操作；机械

方面，后悬挂因为过硬而在弯道中有些弹跳。荻久保宽

说，这些问题要解决起来都不难。而在现在并不完美的车

况下，韩寒已经做出了1分20秒34的圈速（手动计时），

非常接近广东国际赛车场1分19秒的纪录。韩寒说，如果

能将这次试车反映出来的问题解决了，圈速再提高2秒应

该没有问题。

随后车队将对赛车进行进一步精确调校，然后开始

正式冲击中国三大赛道的最快单圈圈速纪录。

赛车配置表
车长：4445mm

车宽：1840mm

重量：约1030KG

驱动方式：斯巴鲁水平对置全时四驱系统

轴距：2540mm

防滚架：Cusco Safery21 22points 赛道挑战赛特制

发动机：Tomei Genesis Prototype TA Spec

型号：斯巴鲁水平对置4缸单涡轮增压发动机

注意：此发动机在斯巴鲁EJ255之上改装而来

缸径：99.75mm X 79.0mm

排气量：2469CC

最大马力：500PS

最大扭矩：62kg·m

ECU:  Motec M600

加强件:

加强件提供商：Cusco

LSD：

前：Cusco 1WAY Type RS

中：Subaru EMDC

CUSCO Active Center Diff.System

后：Cusco1.5WAY Type MZ

刹车系统：

前刹车碟型号：Brembo 八活塞

前刹车碟尺寸：355mm X 28mm

后刹车碟型号：AP 四活塞

后刹车碟尺寸：335mm X 22mm

悬挂系统：

悬挂系统提供商：Cusco

避震器：comp-3XCoilover

传动系统：

变速箱：Cusco

直牙波箱

驱动方式：全时四驱

赛车座椅：Bride Gardis Ⅲ（CFRP）

空气动力学车身组件：

提供商：VOLTEX

GT尾翼：VOLTEX Type4 1800WC 

尾翼宽度：1800mm 

86 | www.procar.cc | www.procar.cc 87



WTCC 克鲁兹赛车改装实例
F1 没有人不知道吧？ WRC 的爱戴者应该也不少，但毕竟都离我们

现实生活太远。而与 F1、WRC 齐名的 WTCC（World Touring Car 

Championship）世界房车锦标赛，却是 FIA 旗下顶尖国际汽车比赛

中最亲民、最贴近车迷的赛事，以量产车衍生而出的赛车征战着一

条又一条世界级赛道。WTCC 拥有众多的拥趸，而且吸引了大批车

主和改装发烧友的关注。以往在电视转播中才能见到的赛车，今天

就活生生的摆在我的面前……

世界之巅

【文】吕正尧【摄】邓炜斌

提
起房车赛，大多数车迷心中首先想到的恐怕是

DTM（德国房车大师赛）、BTCC（英国房

车锦标赛）等这些熟悉的名字。由于房车赛的

参赛车辆均是市场上保有量较大的量产车型，参赛费用也

相对低廉，因此，房车赛在汽车工业较为发达的欧洲、北

美和日本开展的时间较为久远，基础十分深厚。

房车赛之巅

欧洲作为房车比赛形式的起源地，这些年来一直

将其作为贯穿全年的主要赛事，并分开不同的组别，

满足车厂、车手、车迷的不同需求。比较著名的赛事

如DTM、BTCC不仅在欧洲大陆可与F1、WRC、GT

等全球性赛事分庭抗礼，还吸引了许多欧洲以外的车

迷关注，可谓盛名远扬。2005年自ETCC（Europe 

Touring Car Championship）欧洲房车锦标赛发展而

来的WTCC，以FIA Super2000级别改装的量产房车

为基础，其对于车厂的技术体现最贴近量产车，引致一

众欧洲列强们蜂拥而至。

发动机之巅

2007年开始，西亚特和雪佛兰在WTCC赛场

上势如破竹，宝马独领风骚的状态从此被改写。时至

2009年，雪佛兰启用科鲁兹2.0赛车，颁奖台从此鲜见

其他色彩。我们先来看一看这副发动机的一些数据：

由运营雪佛兰厂队的英国RML赛车公司进行设计，L4

排量1998cc，双顶置凸轮轴，16气门，凸轮轴升程

11mm，缸径x冲程：88mm×82mm，压缩比11：

1，最大输出马力280hp/8500转，最大扭距260牛米

/5800转，前轮驱动，已经在赛例允许范围内使发动机

得到最大优化。

变速箱之巅

现今在CTCC上使用的序列式变速箱大概重量在

40kg或以上，而安装在科鲁兹上Xtrac型号为516的6

速序列式变速箱却被RML轻量化至只有29.5kg，这经

已是适合2.0自然进气发动机变速箱的全球最轻！根据

WTCC赛例，只允许一辆赛车拥有两组不同比例的齿

轮，不同的齿轮比对于LSD（限滑差速器）的压着力是

有不同要求的，该变速箱内LSD的预紧力竟可以在免拆

变速箱的情况下人工调教，赛车的设置更人性化，对于

不同赛道的适应力更加强大。

底盘之巅

由于赛例限制，科鲁兹赛车的前后悬挂结构与量

【车辆提供】KC Racing
【鸣谢】格时图赛车配件中心

[ 2005年自ETCC发展而来的WTCC，以FIA 
Super2000级别改装的量产房车为基础，其对于车厂的技

术体现最贴近量产车，WTCC克鲁兹就在这种背景下诞
生了。]

The top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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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L 与中国的关系
格时图赛车配件中心作为亚洲区RML的战略合作伙

伴，与RML共享赛车科技，并且经RML在专业技术检验

后，得到其授权对赛车用发动机、变速箱及底盘的研发

技术，还有对雪佛兰Lacetti、Cruze等世界级赛车进行

后勤支援服务。过去需要对赛车进行升级或维修时往往

需要寄往英国RML总部进行，小问题通常邀请欧洲技师

飞到国内进行支援，时间及金钱的损失几乎不可估计。

格时图赛车配件中心在广东国际赛车场内更已经设立了

技术研发基地，如赛车的租售、维护及保养、改装等业

务都已经上马，而且在技术层面上对于如CTCC、CRC

等一众国家级赛事，甚至是泛珠、天马论驾、西南房车

赛等民间赛事，格时图都可以拥有足够技术条件应对。

对于国内车队、车手及车迷来说都是一个福音，业界也

需要这样的专业团队，为中国赛车发展增添色彩。

产版科鲁兹需保持一致，仍然是前麦弗逊后扭转梁，但

CNC制造的全铝合金羊角已经替代原装件，下摆臂及可

调拉杆全部由人手烧焊而成。当然，前后副车架也没有

被遗漏，而全车轴承及衬垫都已经更换成金属制品，保

证了最强的竞争力。由世界知名赛车避震商瑞典Ohlins

提供型号为前TTX46、后TTX40的4Way避震，在这

个基础上，Ohlins更为RML在此套避震内加入了Blow 

Off System，形象地解释是在赛车过弯时遇到急速力方

向变化（如压路肩，不同赛车场路肩高度及角度不一）

时，避震内油封会急速放油，工作原理类似于涡轮增压

的进气泄压阀，从而能最大程度上保障赛车的平衡、稳

定性，以及回馈力的精准。可以说RML把设计完全融入

了Ohlins的科技之中！

设计之巅

如此强蛮的马力之下，驱动着被偷轻至1030kg

的车身；刹车采用双回路液压系统，前4活塞卡钳配

332mm通风刹车碟、后2活塞卡钳配280mm刹车碟；

还有来自Life Racing的赛用行车电脑和Motec的仪表、

传感器等部件，已经成为一个对驾驶这辆赛车强而有力

的信心保证。

再战巅峰

2011年开始，WTCC执行FIA最新赛例，使用上

1.6T发动机，而旧款2.0自然吸气发动机则继续在不同

的赛事中发挥余力，如HTCC（香港房车锦标赛）、

MTCS（澳门房车锦标赛）等的地区性赛事。别以为

地区性赛事观赏性便大打折扣，香港及澳门赛车会对

于赛例与FIA Super2000赛例的无缝接轨，使更多的

WTCC退役战车得到持续的发挥空间。有见及此，格时

图赛车配件中心作为RML的亚洲区合作伙伴，也引进

了雪佛兰退役赛车，从Lacetti到Cruze一应俱全。除了

租售赛车的业务外，格时图更拥有RML的技术认可，

能为赛车提供世界性级别的专业后勤支援服务，可谓是

最大程度上造福了各大车队、车手以及车迷。眼前赛车

便是由格时图承接后援服务、2011年澳门格兰披治路

车赛冠军得主KC Racing老板兼车手丘永才先生在今年

购入参与HTCC举办的A组赛事之最新战车，我们一起

期待中国赛车界更全面、更多元化的发展，让雪佛兰科

鲁兹WTCC赛车再战巅峰！

RML 的故事
1982年Ray Mallock先生参与到私人车队Aston 

Martin Nimrod，以车手及研发工程师的身份征战

LeMans等的赛事当中。积累了经验后，1983年更在风

洞中全新设计出赛车，圈速比去年有11秒的提升，同年

世界排名第三。英国RML赛车公司便顺理成章诞生于

1984年，全称Ray Mallock Limited，在赛车界Mallock

家族的历史甚至可追溯至1936年。多年来RML在众多

不同的赛车领域中都打造了不少出色的赛车作品，1992

年进入BTCC的世界后，更为不少知名厂商设计、制作

及运营赛车及车队，大家熟悉的欧宝、日产等曾经在

BTCC大放异彩的厂商车队都为RML之手笔。2005年

BTCC升级成WTCC后更倾力打造雪佛兰厂队与Lacetti

赛车，同时也没有放弃对LeMans LMP2级别赛车的技

术支援与革新。2008年在Alain Menu、Nicola Larini和

Rob Huff几位世界级水平车手的帮助下，雪佛兰厂队斩

获5个分站冠军，而2009年改用经RML全新设计及打造

的科鲁兹赛车后更一举夺得车手及车队年度总冠军，在

使用1.6T发动机后更把最尖端的赛车科技发挥到极致，

2011年更以几乎全胜的姿态卫冕了车手及车队总冠军，

并且把这个势头一直延续至今。

赛车上特制的机油透气壶，与民用版本有着大同小异的

作用。

原装发动机由雪佛兰出品，排量 1998cc、16 气门。

便于操作的踏板。

制动系统采用 AP 双回路液压系统。

避震器的塔顶。看上去性能非凡，实际也暗藏玄机。

进风口、进气口都在赛车的前脸格栅上开孔。赛车专用仪表可提供大量车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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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gen 仕样 Fit 改装实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级别的汽车都在每十年进化一次？以香

港流行的 Civic 为例，由 90 年代的 1.3L 年代起计算，慢慢每一代

目都在演变中，从 1.4L 到现行的 2.0L。Accord 亦由 1.8L 慢慢进化

至现时的 3.0L 等等，在一众师兄向上攀升之时，1.5L 的位置就交

给了 Fit 来接替，当年最受年轻一族喜爱的“Civic 仔”，已经由今

天的 Fit 所接棒，实力又会如何？绝对敢说比起 1500CC Vtec 更快

更好玩！
【文】布欧【摄】邓炜斌

现
行的Fit已经是第二代了，香港版本的Fit从

第一代就被改名为Jazz，第二代又用回了日

本本土的名字——Fit。第二代与第一代的发

动机相近，不过1.3L级别就废除了DSi引擎，并加入了

i-Vtec系统。

RS 的惊喜

1.5L级别加推以运动性能挂帅的RS版本，配用

1.5L i-Vtec引擎之余，更加入6前速手动波箱供车主选

择，令1.5L也可以更具玩味并提升其加速性能。这幅发

动机的最大马力为120Ps，由于属运动性能版本，在外

型上比普通版及混能版都有其独特的配置，包括了双色

跑车化座椅、黑底前大灯、白底LED尾灯等等。另外为

求轻量，所以不设天窗及玻璃天幕车顶，以获得更具优

势的轻量化及低重心好处。

RS 的独特

Fit的外型设计令它成为了现时本田车系中最畅销

的车型，本田御用改装公司“Mugen Power”针对Fit

的包围产品列表中，就已经有多达三种不同的包围组件

供 车主更换使用。包括了科幻划时代的混能版本、较低

调而突出线条的普通版本以及更为夸张、带出Sporty感

觉的RS版本。

RS版本的前包围用上双色配搭的设计，两侧除了

保留原厂射灯外，更加入每边各三盏直立式日间行车

灯，只要一通电就会长亮。整体设计甚有大车感觉，扰

流较下位置用上黑色设计，令车身显得更加低矮。侧裙

同样也使用了双色设计以及扰流下方的黑色点缀。而车

尾两侧的风口配合中央黑色调处理的部份也令整车更具

动感，惟一可惜的是中央的三角型位置没有配置高亮度

雾灯。尾部扰流就用上“Mugen Power”最常用的设

计，与Hatch Back的车手实在绝配。

外观点缀

但“Mugen Power”为RS度身订制的外观远

非如此，在其他点缀方面仍花了很多功夫去配合车身

的整体感觉。面罩的一如既往，只是在中央加入大尺

寸的“Mugen”标志以兹识别。轮圈用上“Mugen 

Power”出品的最新款的16英寸x6.5J的XJ4镀黑款

式，属于轻量化设计轮圈，它绝对能提升Fit的灵活操

控特性。倒后镜已经换上碳纤制品镜壳，原装的倒后镜

指挥灯得以保留。同时为了能有效的防止后方车辆的高

灯，镜片已经换装上“Mugen Power”制作的蓝色镜

面防眩镜片。

轻改性能

既然RS以运动形象示人，Fit又怎么不能针对各

方面的性能做出改装呢？动力系统就更换了“Mugen 

130ps
+6MT
IIFu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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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装清单
发动机系统：

Mugen高流量风格

Mugen Fit RS专用大口径排气管

传动系统：

Mugen RS专用六前速变速箱

Mugen RS专用高性能离合片

底盘系统：

Mugen 套装避震

Mugen 16英寸XJ4黑电镀轮圈

Mugen 五坑刹车碟

Mugen 50-500°刹车皮

Mugen抗高压刹车钢管

Mugen 高温刹车油

外观系统：

Mugen Fit RS专用包围

Mugen碳纤倒后镜外壳

电子、内装系统：

Mugen地毯

Mugen监测仪表

Mugen 防炫目倒后镜片

整个车首脱离了小车的味道。

发动机最重要的两组信息就在表板旁。原装 RS 版本就配有黑底大灯。

车尾就改为单边出的排气喉。

发动机保持全原装设定。六速与及 130ps 实力，与原装 B16A 有得一拼。

Power”推出的RS专用排气管，管身提高至φ90

粗度，提升高转区域的马力输出，再配合原装位的

“Mugen Power”海棉风隔，这里相信已经有15%的

马力进账了。另外车主也购入了RS 六速手波版本专用

的离合器总成，虽然只是单片式设计，但离合片的材质

及弹弓部份都已经经过了强化，有接近原装的踏着感，

更能有效将动力传动至六速密齿波箱之上，令发动机不

致流失太多马力。悬挂则换装“Mugen Power”套装

式避震，车身比起原装下降了15-20mm左右的高度，

而降低后的车身自然也带来提高过弯的稳定性之余。车

主更为爱车更换了“Mugen”著名的五坑刹车盘、50-

500°刹车皮、抗高压刹车钢管及高温刹车油，务必能

在驾驶时提供更有效的制动力。

车厢特色

除了性能上的改装件，“Mugen”也在近年积极

开发一些较为亲民及街道着重的装饰型美观的配件，如

碳纤倒后镜外壳、“Mugen”地毯等等，都是比较新

型的产品。而最新的还有安装在门板上的装饰件，它们

能跟随车门开关而亮着LED灯，照亮上下车时的路面位

置，美观与实用并重。另外在仪表台的左方加设了一组

两个的“Mugen”监测仪表，分别显示出水温及油温

表，让车主更了解发动机的状况。

总结

这一台日本本土版FIT RS，是选配配件最齐全的

版本，1.5L i-Vtec发动机配上六前速手动变速箱后玩

味十足，再加上Mugen为新Fit RS出品的所有改装配

件，都已经全数装上，费用已经接近了10万人民币。

改装与车价加起来的总价换来一台“Mugen”仕样的

六速手动RS版飞度，是否值得就由各位读者去慢慢讨

论。但最少能够见证改装并非飚车族，因为此车车主还

拥有Mugen-RR、NSX-R、Clio V6等跑车，但他在

日常的驾驶中却是一个非常遵守交通规则的人，而全副

武装后的Fit RS虽然并没有多大的马力输出，但车主却

因为这辆Fit RS改装后独特的魅力而对它情有独钟，相

信这也是一种对汽车改装文化独特的诠释。

[ Fit RS虽然并没有多大的马力输出，但车主却因为这辆Fit 

RS改装后独特的魅力而对它情有独钟，相信这也是一种对汽

车改装文化独特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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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跑街道的赛道杀手
有人说超跑总是难以驾驭，但随着现今科技进步，驾驭超跑已经不再

是艰难任务，动轧五六百匹的跑车也能轻松挥舞。就以近期热爆的

GT-R R35 为例，原装车驾驶起来自在轻松，可说是与一部房车无异。

当需要发挥它的实力时，战神立马发威。但能够真正将 R35 的实力完

全发挥出来也绝对不易，而 GTR 的潜力一旦爆发，足以令 SC(Super 

Car) 无地自容！

SC
Killer

【文】【摄】布欧

“
“800” GT-R已经推出了四年时间，形形式式的

改装套件都在不断改良中。从最初的普通版本到后

期型、轻量版、RC等等多种型号，马力由480Ps

至550Ps都有，而最为人所熟悉的，就是HKS的GT800

套件，耐用性与输出力取得了平衡，是现在最多人选用

的套件。要改装800套件绝不简单，整个安装过程都需

有深厚的安装技巧，与此原车ECU以及变速箱ECU的程

序也要重新编写，但发动机的发挥仍然会因为当地燃油

辛烷值的不同而有所出入。。

这就是速度

R35的热潮一直持续，最大原因是这辆车的实力绝

对是“超班马”。MCR HK成立以来不乏R35车主的拥

戴，而日本MCR社长小林真一对改装亲力亲为的执着，

也令他改装过的R35遍布香港。上个月一辆出自他手的

800ps R35用上A050R胎后第一次到GIC做测试跑出

1分20.8的时间，相比长胜将军的KFS Evo只慢了两秒

左右。但千万不要忘记，小林驾驶的只是一部街道改装

车，没有拆座位等轻量化改装，空调设备一应俱全，如

果小林当天出了全力，要做到1分16的圈速相信也有可

能。今天的这一辆灰色R35，所用的配件与上次实测的

黑色R35很接近，但在设定方面就更偏向赛道化，尤其

底盘及波箱方面已作针对性改良，希望能成为一位兼顾

日常驾驶的“SC杀手”。

MCR 精心打造

在动力方面，所有GT800的改装部份都非常相近，

主要动力都是来自一对对向平衡运转方式的HKS GTⅡ

涡轮本体，周边部份仍然是沿用HKS开发的GT800 Kit

套装，再加入MCR所编写的行车ECU程序及变速箱

ECU程序。这两个步骤看似简单不过，但VQ38发动

机内部结构非常精密，与一般引擎的改装维修有少许分

【鸣谢】MCR HK
【电话】00852-39968266
【地址】香港九龙湾宏冠道 6 号鸿力工业中心 B 座地下 11-12 室

别。另外变速箱更不能胡乱清洗及安装，在整个过程中

更有不少窍门可以改良R35的变速箱缺点，而这些秘技

都是从Nismo内部流传出来的，可见小林真一与Nismo

及HKS关系非常密切。尽管发动机的改装非常接近，

但车身操控部份的改装就截然不同。前摆臂已经换上

Sunline的可调式强化部品， 并更换了Swift防倾杆套

件，避震则是MCR最新特铸打造的背樽全长调整式避

震。这一套避震机只是刚发表不久，是小林以自己所用

的GT800 R35多次在山路上与及赛道上实测后，收集数

罗炜龙直言：此车马力实在太疯狂了。

[  真正将R35的实力完全发挥出来绝对不易，但战神
的潜力一旦爆发，足以令SC(Super Car)无地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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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炜龙
香港HTCC Super 2000组车手，大约有五年比赛

经验，跟香港大部份车手一样从N2000组起步，前年开

始以自行制作的本田FD2征战HTCC Super 2000组赛

事，上年度澳门大赛车在一众厂车包围下，仍获得第五

名的佳绩。

甄卓伟
甄卓伟是现时香港不足五位同时参加HTCC及

CTCC两个赛事的香港车手，年纪轻轻的他在上年获得

国家级《中国房车锦标赛》CTCC的年度冠军，是2.0L

组别中最年轻的全年度冠军车手。

据再改良而成，上个月才正式公开发售。LSD则更换了

HKS Kansai LSD，这可是改装GT800后必换的装备，

800ps所带来的强大牵引力在车辆缺乏LSD的情况下，

反而会令操控变得有点危险。

车手实测

这辆R35的改装目标是“兼顾街道赛道”，既能适

合日常街道使用，在参加赛道日时只要作出简单调整，就

可发挥战神的所有潜力在赛道上驰骋。那它在两种不同的

道路上，会有怎样的发挥呢？以下的两位车手分别在街

道、赛道上对它进行了实测，并作出了各自的评价。

街道 - 罗炜龙

香港HTCC Super 2000组车手罗炜龙在实测后表

示：“在日本刚推出GT-R时，我已经试过原装车，发现

这辆车很容易开，就算是首次接触大马力跑车的车主，

也可以轻松把它开得很快。去年我测试了HKS 600 Kit的

GT-R，在加速上当然比原装快得多，涡轮介入提qian了

一点，但在低速弯及一般街道上却较难体现出两者的分

别，反而在高速上会明显得多。今天测试的GT800可以

说完全是两辆车，马力很狂很猛，如果在弯路上想尽情

一点，那种强大的扭力加速力，几乎每个弯都需要有救

车的准备，不是说它的调定不适合街道上行驶，反而是

觉得这部车的马力实在太疯狂，不适宜在道路上释放全

部动力。底盘方面，避震在经过不平路面也非常伏贴，

一点不适感都没有，弯路的转向非常准确，大大体现出

驾驶者指向动作的循迹性，即使接近极限也没有转向不

足或过多的情况，比普通GTR灵活很多，LSD的辅助也

很明显。这套制动就很接近原装的踏着感，刹车踏板行

程线性而有力，不像其他的刹车一踩下去就有很重刹车

的情况，在街道上，“好开”是很关键的。现在只是调

整至1.3 Bar来适应街道，但马力已相当惊人。”

赛道 - 甄卓伟

当日在珠海国际赛车场上，甄卓伟对这辆GT800 

GT-R进行了严酷的测试，他表示：“在最初测试时，

我还在摸索这部车的特性，并没有尽力。在经过数圈的

熟习后，令我最惊喜的并不是它的实力，反而是制动及

弯道的灵活性。这是一部街车，没有轻量化的情况下，

刹车会有很大的负担，而且今天气温很高。但我发现每一

次完成整个煞车减速后，车辆还未到理想的入弯点就完

成了整个减速过程。弯路也是如此，GT-R的体积与重心

高度都会逊于其他超跑，但避震、LSD等设定却十分理

想，对重心转移的感觉也能准确传递给驾驶者，比想象中

听话得多。至于马力方面，说实话在测试时已觉得800ps

理应不止于此，它最高可以承受1.7 Bar将全数马力释

放，但以现时的实力，已经足够将很多Super Car拉开距

离，1：46.3的时间相信只是它的8成功力。”

拉杆摇臂等结构件均已换装。

Nismo 锻制合金铃与 Spec-V 相同。 两位车手都对这套 MCR 特注更轻量更高散热的 Mono 6 制动套装赞

不绝口。

变速箱于车底的导风板。 导入车底气流为变速箱 Cooler 散热。

经过赛道测试，CTCC 冠军车手甄卓伟对此战神的实力非常满意。 

 GT800 的真正实力只有在赛场上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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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玩改装的群体中，改音响是一件特别的事。

很多人都说，刚改出来的时候觉得感觉非常

好，但时间长一点，就觉得音色也就那样

了，于是又再次升级，周而复始。而投入的精力和金钱

自然无法统计，所以“改装无止境”这句话被玩音响的

爱车一族演绎到极致。要他们做到点到即止似乎很难。

不过一旦做到了，也是一种难得的境界了。

高端冷门品牌

这是一台本田第八代雅阁车型。从外观上看，它

与道路上见得最多的最普通的雅阁没有区别。而打开车

门、尾厢盖，特别是打开它的音响时，才会让人猛然一

惊。这可是花了超过25万元的价格改装出来的作品。这

个价格中，硬件设备只占了约75%，其它则是安装、调

试的人工费用。这样看来，无论硬件还是手工，可都不

便宜啊！

的确，此车使用的是日本Bewith（必伟）全套音

响升级方案。Bewith在中国的知名度并不高，但在日本

本土却已经是顶级汽车音响品牌之列，在全日本拥有超

过一百家经销商，也是日本一些高端车、豪华车上的标

配。必伟由原阿尔派（Alpine）的高级工程师“下海”

【鸣谢】公元前车内音乐
【电话】13602738578 
【地址】深圳龙岗区街道办新生丰田路 171 号

【文】章懿哲【摄】伍思锋  黄捷

本田雅阁 Bewith 音响升级
从改装的角度来说，“点到即止”是一种较为经济的做法。但如果

从车内音响音色的控制上来说，这可就是一个完全不同而且需要修

炼的境界了。

点到即止
主工程师周国文是资深音响改装专家。

To stopTo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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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遥控器。从内饰来看，除了音响的部分，其它地方都保持原装。

位于后尾厢的低音单元，只有 7 寸，但力度令人十分满意。 中高音单元取代了原车的小三角窗。

Mirror Station AZ-1 解码器功能强大。

细节处的做工体现了施工的细腻。

木工也是发烧级音响改装不可缺少的一个步骤。

创立，于2010年底被引入中国市场。既然是顶级之列，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标签一定是贵。而它贵的并不是其做

工、用料，而是其技术和服务。服务是被打包销售在解

决方案中的，而且基本是硬件的25%-30%。

独特信心设计

在爱好音响的人群中，有一个名词叫“高保真”。

这个词虽然已经有点过时，却很好地表达了这个人群对

音响的需求。自从汽车音响成为一种兴趣之后，玩音响

的人又分裂为室内音响和汽车音响两派。前者认为汽车

音响的局限性太大，永远不可能做到室内音响的效果；

而后者则认为在有限的空间里钻研出来的成果更加让人

享受。

汽车音响的局限性在于空间小。这个“小”意味着

两个问题：一是安装空间不够，不可能像室内音响那样

无限扩张；二是车内的玻璃、座椅和不规则的室内形状

让声场的调整很成问题。此外，环境噪音和发动机、悬

挂噪音的干扰，车厢的隔音效果，车内材料反射效果等

都会对完美声场的形成造成问题。

对于声场问题，Bewith创造性地研制出了偏心喇

叭。鼓膜不再像传统喇叭一样位于音盆正中，而是具

有一个偏移量。这样可以方便施工时精确调整声音的指

向。这样的喇叭直接决定了其后部结构：对于每一个喇

叭，必伟都有相应的安装标准，包括后部箱体的容积、

导音孔的长度及角度等。执行这些标准和安装具有相当

大的施工难度。所以必伟对自己的每个经销商都要考

察，设有一定的技术门槛；对每个经销商都有统一的技

术培训。

强大的后备

喇叭作为音响的终端，只是一个执行单元。在其背

后，需要强大的硬件设备对其进行支持。此车使用了两

个A-50II中高音、两个A-130II中低音和一个A-180低

音共五个喇叭（后门两个喇叭保持原装）。每个喇叭用

一台R-107S 722S功放推动。722S在这里不是型号，

而是代表全球限量722台的特别机型。这些功放都是主动

分频，直推喇叭，中间不经过分频器。别嫌它奢侈，这

样的推动效果最直接、最到位。

与汽车音响常见的替代式主机不同。Bewith的主

机被称为Mirror Media MM-1，顾名思义，它是被集

成在后视镜上的主机。准确地说，它取代了原来的后视

镜。原来的视野范围一小部分被用来显示乐曲信息，剩

下的部分仍然用来观察路况。音源则使用CF卡。这也是

Bewith的独特之处──以此来避免车辆行驶振动对CD播

放造成的不良影响。而调音则有点麻烦了，必须要接上

电脑、用专用软件进行调整。调整项繁杂而专业，但可

以将声场、均衡度调整至车主需要的完美的效果。主机

出来的信号用光纤传输至Mirror Station AZ-2解码器，

再分到各功放，最终传到喇叭。

线材方面，Bewith的套件包括了线材，但技师为该

车选择了美国魔声的音频线和德国雅宝的喇叭线。都是

发烧级的产品。这样的搭配，是为了取魔声传输的线性

平衡和德国线材的干净发声，根据客户要求而使用。

至于外围保障，系统中有一台R-70A稳压器，保证

供给功放的电压被精确稳定在其需要的数值。而为了让

那五台功放散热充分，在箱体中也留好了充足有效的散

热空间。

求精

在实际试听的时候，可以听到高还原度的音乐是意

料之中的事情。无损格式的音源、高分析力的解码器，

再加上精确配置的扬声器，营造出相当不错的声场。本

车主要操刀者、音响改装专家周先生说，在设定声场的

时候，他让声音的方向不是第一时间往上传到玻璃位，

因为只要声音是由玻璃传到耳朵，就会很难听。坐在设

定好的VIP位（即音效最好的位置），可以感觉到高、

中、低音分别在耳朵的不同方位交汇，形成极强的立体

感和层次感。高音清脆而不刺耳，人声圆润而丰富，低

音也能达到很好的下潜深度，泛音恰到好处。音量较小

时也不影响音乐的层次感和每个节拍的重音；音量较高

时又并不至于太过于影响车内人交流。只是感觉低音重

得来又好像不够力度。周先生说，车主追求的是声音力

度、厚度、硬度方面的精确。这与摇滚取向的音响有所

区别，低音力度过大，容易掩盖掉人声和高音的精彩部

分。各个方面的声音，讲究的是均衡，点到即止，则是

最高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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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像埃里克·克莱普敦（Eric Clapton）这样

伟大的音乐家，同样也是狂热的法拉利发烧

友，多年以来，这位吉他演奏家最青睐的车

型一直都是法拉利512 BB，他已经拥有不下三辆此款跑

车。他渴望能够驾驶一辆灵感源自法拉利512 BB、而又

融入屡获殊荣的458 Italia设计元素的独特跑车。

于是这款SP12 EC应运而生。这款车是“法

法拉利 SP12 EC 奏响新的乐章

编辑：冼业湛

斯巴鲁 Legacy 力狮获 JNCAP 最高五星级安全评定 旋风卷蓉城

2
012年4月25日，斯巴鲁汽车制造商——富士

重工业株式会社（FHI）宣布，Legacy力狮

（日本车型）在2011年日本新车安全评鉴协会

（JNCAP）的安全性能评定中获得最高五星级安全评定。

在本次安全测试中，JNCAP采用了包括碰撞时行

人腿部安全保护在内的多个测试项目，全面地对车辆进

行了安全性能评估。斯巴鲁Legacy力狮（日本车型）

凭借突出的整体安全性能在此次评估中获得了最高五星

级安全评定。这一最高安全评定并非斯巴鲁车型首次获

得，在2010年，Legacy力狮车型即凭借优秀的安全性能

荣获日本新车安全评鉴协会（JNCAP）2009~2010年

度最高级别安全评定，而Impreza翼豹与Forester森林人

也曾于2008年和2009年获得过这一荣誉。这些安全评定

成绩充分体现出斯巴鲁一直以来在提高汽车安全性方面

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取得的不凡成就。

斯巴鲁致力于通过优秀的车型向客户提供“安心与

愉悦的驾驶体验”。在“Confidence in Motion”这一品

牌理念的指引下，斯巴鲁汽车将继续追求全方位的安全

性能，赋予客户充满信心的驾驶享受。

拉利One-Off计划”的杰作，由法拉利设计中心、

Pininfarina与马拉内罗的工程师联袂设计。其独特的车

身比例和构造都经过重新设计，即使最微小的细节也精

益求精，实现了风格与技术的完美结合。让这款车无与

伦比的另一个元素是它如音乐创作一般的设计理念：每

一个音符都那么自然地流淌出来，直到所有的音符融合

成一首完美的法拉利交响曲。 

这位英国音乐家说，开始设计这款跑车时，就像

“站在一幅未被染指的巨大空白画布之前”，而能亲身

参与跑车的构思和制造更是“一场奇妙的经历，是迄今

为止我做过的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之一”。恰如SP12 EC

一样，独一无二，不可复制。

全球雪佛兰正式成为英超曼联官方汽车合作伙伴

2
012年5月31日，通用汽车旗下雪佛兰品牌与英

超豪门俱乐部曼彻斯特联队在上海科技馆共同举

办新闻发布会，宣布雪佛兰品牌成为曼联的官方

汽车合作伙伴，双方正式签定了为期五年的合作协议。

此外，作为2012年曼联全球巡回赛的一部分，曼联“雪

佛兰中国杯”将于7月开赛。届时，曼联将分别迎战上海

申花和另一只中超球队。

在发布会上，全球雪佛兰宣布支持“同一个世界足

球”（One World Football）公益计划，承诺在未来三

年内向饱受战争地区、难民营、受灾地区以及全世界其

他落后地区的青少年们捐赠共计150万个OWF足球，雪

两位来自“雪佛兰红粉笔计划”的小朋友从吉格斯和罗布森手中接

过 OWF 足球，成为首批受益于此计划的中国儿童。

佛兰也因此成为该公益计划的第一个公司赞助商。

上海通用汽车副总经理蔡宾表示:“雪佛兰与曼联两

个百年品牌的合作，不仅将拉近包括雪佛兰车主在内的

中国球迷与国际顶级俱乐部曼联之间的距离，更将让越

来越多中国年轻人和年轻家庭，在享受高水平赛事的同

时，在足球激情中感悟雪佛兰所倡导的‘坚持热爱、追

逐梦想’的品牌精神。”

在与曼联为期五年的合作中，雪佛兰承诺不仅仅使

自己成为一个赞助商，更会全力协助曼联共同专注于全

球球迷，拉近球迷与曼联俱乐部之间的距离，为重新定

义赞助商、俱乐部与球迷之间的关系而做出努力。

凯迪拉克 V Day 第二季荣耀登场

6
月9日，凯迪拉克V Day第二季“征服者归

来”在成都举行，10位顶尖好莱坞特技高手；

15部凯迪拉克座驾；25个高难度特技表演动

作；5部经典影片场景再现。凯迪拉克为成都市民带来

了极致动力秀，其“好莱坞大片式”的视觉震撼赢得

了在场6,000余名观众的欢呼与掌声，引爆无数尖叫与

喝彩。激情澎湃间，尽显凯迪拉克全系家族的极致性

能风范，完美演绎凯迪拉克对于“速度”（Velocity）

的追求、“胜利”（Victory）的渴望、“征服”

（Vanquishment）的信念。

 成都金港赛车场上，凯迪拉克V Day第二季“征

服者归来”由来自好莱坞的顶级特技团队带来。他们驾

驶着凯迪拉克旗下CTS、CTS Coupe、SRX、SLS赛

威、凯雷德Hybrid等全系车型呼啸疾驰，演绎众多惊

心动魄的特技动作。其中的二度漂移入库、360度漂移

前进、四车交叉漂移、倒车漂移等特技动作更是在中国

首次演出。不仅如此，好莱坞经典影片《生死时速》、

《蜘蛛侠2》、《007皇家赌场》、《极限特工》中的惊

险桥段和特技追逐场面也现场重现，迅速点燃了现场观

众的火热激情。

 这些炫目刺激的精彩表演，不仅需要特技高手卓

越的驾控能力、过人的胆识魄力，更与凯迪拉克车辆雄

厚的科技实力与精良的产品品质密不可分。SIDI智能直

喷发动机带来的澎湃动力、MRC主动电磁感应悬挂系

统的瞬时响应、动态稳定系统StabiliTrak的精准平衡，

e-AWD智能全驱系统的全路况应对等，使凯迪拉克车辆

在完成特技动作时游刃有余，凯迪拉克产品性能的“震

撼表现”展露无疑。

两轮单边侧行。凯迪拉克 V Day 第二季重现经典电影桥段。360 度漂移表演。

凯迪拉克 V Day 第二季“征服者归来”震撼登临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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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懿哲、冼业湛【摄】伍思锋

记 2012 深港澳国际车展
深圳深港澳国际车展每年都在努力提高自己的影响力。每

年的工作也卓有成效。今年的深港澳国际车展上，出现了

多款首发车型和概念车。作为一个经销商担任重要角色的

车展，也吸引很多准车主来此“血拼”。

6
月7日-12日，2012深港澳国际车展在深圳市会

展中心举行。作为深港澳地区唯一的一个国际性

车展，本届车展规模再次壮大，启动会展中心

全部展馆，展出面积达11万平方米，参展品牌近百家，

展车1000多辆，其中不乏一些重量级车型。参照往届的

传统，各大汽车经销商往往在深港澳车展期间就能完成

平时两个月的销量。据了解，去年深港澳国际车展期间

共售出1.5万多台新车，当中与空前的优惠力度是密不可

分的，之前许多购车者持币观望就是为了在车展上拿到

最满意的价格，一圆购车梦。很多厂商也提高了对本车

展的重视，携新车和概念车参展。这次除了经销商趁好

时机大打优惠牌，各银行也纷纷努力吸引客户。农行、

工行、招商银行，有的手续费、利息打折，有的提出0手

续费、0利息，有的送加油卡。总之，让客户在这里大肆

“血拼”。

血拼车展

大众的车模感觉比较清新脱俗。

Car show
The Sho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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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佛兰、别克

上海通用汽车携别克、雪佛兰两大品牌，包括新

车、畅销车多款车型登场。雪佛兰展台上，重量级车

型——Malibu迈锐宝是震台之宝，同时在展台上还亮相

了新款三厢爱唯欧。“大黄蜂”Camaro成为了大家拍照

的焦点。

别克展台上，改装版别克君威GS定制版与英朗XT

定制版是大家拍照的焦点。

路虎 

路虎展出揽胜极光维多利亚-贝克汉姆限量版。合

作设计给了此车最大的亮点：延续了极光动感的特质，

车身时尚的涂装和奢华的内饰部分。

凯迪拉克

CTS Coupe被誉为凯迪拉克史上“瞩目风范、震

撼表现”极致之作。媒体和评论家们毫不吝啬地赞叹这

款极具设计张力的豪华运动轿跑车。

长城汽车

长城汽车以“专注 专业 专家”为主题，携12款展

车、3款发动机、1款哈弗柴油动力底盘亮相第十六届深

圳车展。展出的车型涵盖哈弗SUV、长城轿车、风骏皮

卡三大品牌，展示了长城汽车的研发实力和未来的发展

方向。 发布会的重头戏是举行“印象达喀尔”活动启动

仪式。在到场的观众、媒体记者和20名车友的共同见证

下，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明和经销商代表一齐

按下启动仪，宣布“印象达喀尔”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北京现代

即将迎来十周年华诞的北京现代，携新品朗动等全

系列车型精彩亮相深港澳国际车展，显示出“新主流”汽

车企业的实力与对华南地区车市的信心和热情。北京现代

此次参展车型涵盖了旗下全线主流热销车型，包括朗动、

索纳塔，ix35、途胜、新悦动、瑞纳、i30、伊兰特。

克莱斯勒

克莱斯勒展台上，全新300C成为众多媒体和观众

的聚焦点。无论在设计、性能还是做工品质，都将“非

同质化”的造车理念发挥到极致。

长安福特

长安福特的蒙迪欧、福克斯和嘉年华，没有一款是

非畅销车型。本次深港澳车展，长安福特便展出了其全

新福克斯车型作为展台主打。

上海大众

自2008年上市以来，专

门为中国市场量身打造的朗逸

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四年

后 ， 终 于 迎 来 的 全 新 改 款 换

代。上海大众将在北京车展上

刚刚亮相的全新朗逸同样带到

了深港澳车展。

斯巴鲁

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公司以旗下精品代表车型

结合创新车型组成强大阵容出展。有备而来的斯巴鲁400

平方米的展区内，展出了包括Subaru XV2.0i精英版、

Forester森林人2.5XS豪华版、Legacy力狮2.5i豪华

版、Outback傲虎2.5i运动版在内的多款精品车型以及最

新前置后驱跑车Subaru BRZ（展示车辆），再次全面展

现了强大的技术实力和深厚的品牌内涵。

奥迪

奥迪以1,960平米的超大展区面积、涵盖奥迪

A\Q\R三大系列的庞大产品阵容，独据5号展馆，成为车

展上最强势的高档汽车品牌，充分展现奥迪品牌强大的

产品实力和“进取、尊贵、动感”的核心价值。

吉利

吉利集团携帝豪、全球鹰、英伦三大品牌25款整车

参展，高调亮相深圳车展。

 除了热销的帝豪EC7和全球鹰熊猫外，展台上大

部分车型均为尚未上市的未来新车。如首款C级车帝豪

EC8、首款SUV全球鹰GX7。

定制版车型的 GS 做了特别运动化的处理。 极光的那种美在这个限量版身上又一次被放大了。

BRZ 作为超重量级车型，成为现场最大的焦点。

斯巴鲁汽车在 400 平米的展区内展出了多款畅销车型。

北京车展刚刚亮相的全新朗逸也出现在深港澳车展上。 北京现代本次参展的车型涵盖了旗下全线主流热销车型。

全新福克斯是否仍然延续其上一代车型的骄人成绩？

CTS COUPE 被誉为最接近概念车的豪华运动轿跑车。

GX7 是吉利旗下首款 SUV 车型。

内饰以传统中国人喜欢的浅色调为主。

征战达喀尔拉力赛的赛车也来到车展现场。

全新 300C 再一次将美式造车理念充分彰显出来。

十足的美国风格内饰。

A5 Cabriolet 是奥迪展台的重点。奥迪以超大展区面积，独占会展中心一个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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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气的标志。 复古的方灯设计。

技术亮点：

增强型3.6L高性能V6 VVT SIDI发动机

前置后驱

配置表

车型：2012款雪佛兰科迈罗变形金刚限量版

售价：47.58万

发动机：增强型3.6L高性能V6 VVT SIDI发动机

排量：3564cc

最大功率：241kw/6800rpm

最大扭矩：377N•m/4800rpm

驱动形式：前置后驱 

传动系统：六速手自一体自动变速箱 6AT

(带方向盘     换挡拨片)

制动系统：前后通风盘式制动器

悬挂系统：FE2 高性能运动悬挂系统

轮胎：前245/45ZR20 后275/40ZR20

车身：长X宽X高(mm)4837 x 1917 x 1362

轴距：2852mm

整备质量：1739kg

性能参数

0-100km/h：6.3s

最高车速：250km/h

综合油耗：11.3L/100km

[  科迈罗所要追求的并不是如同STI那样极致的赛道
表现，因为它是一台纯正的美国肌肉车！]ABOuTTHE SPIRIT

OF uSA
【文】陈凌杭 【摄】邓炜斌 伍思锋

上赛场试驾雪佛兰科迈罗
2009 年，好莱坞电影《变形金刚》的风靡，让全世界的人熟知了

这台诞生于 20 世纪六十年代的车型，是的，尽管最新的第 5 代车

型诞生于经济全球化的 21 世纪，但是它依旧被设计的太美国化了，

如果不是电影效应，它的知名度或许会远不如现在，但是也正是

它浑身印满的美国烙印，让它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论美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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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存放着的美国乡村音乐（科迈罗的音响效果与隔音效果

还是相当出色的），将科迈罗驶上乡间公路或是嘉定城区

时，这款车给人的真正印象立刻明了了起来，它所要追求

的并不是如同STI那样极致的赛道表现，因为它是一台纯

正的美国肌肉车！

那一刻，我突然有种进入了美国电影的感觉，仿佛

自己正行驶在Malibu海岸亦或是底特律的城市道路中一

般，置身其中你能充分感觉到美国人的乐观主义精神，它

所要做的就是让你跟着它一起愉悦！尽管沉重的车身让它

难以应付赛道的考验，但是它那颗3.6L发动机所爆发出

来的强大马力在街道上依然表现的如同电影中肌肉车一般

暴力。偶尔慢慢流淌，吹吹窗外的凉风，偶尔在空旷的路

面上点下油门，让你的肾上腺激素随着推背感加速分泌，

这是这款车最能给你的独特享受。

内饰设计也非常“美国”，有格调，不需要考虑人机工程设计。

3.6L V6 发动机发出的高亢声音，足以

令你沉迷在其中。

真皮座椅十分厚实，同时包裹力

十足。

仪表盘的设计与外形遥相呼应。

科
迈罗正式进口中国市场也快有一年时间了，

无论是车主的议论，还是媒体的评测相信大

家也都和我一样看过不少。所以我今天并不

再细说它的结构性能，或是它有哪些优点哪些缺点，我

只和大家谈谈我最真切的试驾感受。

学会欣赏它的美

在我听到众多的议论中，最多的评论莫过于“它只

是外形比较特别而已”，许多人甚至并不认为它的外形可

以用美来形容。没错，开始我坐上科迈罗，在赛场以及周

边的空旷道路上溜完一圈之后，我也是同样的感受，论加

速或是操控它都比同价位的日本性能车逊色不少，这样的

第一印象令我感到失望。不过随后当我打开CD机里原本

依旧充满了肌肉

这次还有幸能借助上赛场周围空旷的停车场感受一

下这款车的力量，在关闭车身电子稳定系统，猛踩油门的

情况下，即使静止开始，也能轻松起漂，只不过它的变速

箱已经开始向环保妥协，当档位切上两档之后，车轮扭矩

便跌落至难以克服宽胎所带来的抓地力。不过之前已经说

过，它的马力应付道路行驶已经绰绰有余，如果追求极致

动力，那你该考虑的或许是6.2L排量的科迈罗SS，或者

其他一些冷暴力的性能车！

值得珍惜的稀物

之前有幸周游了美国西部的三个城市——旧金山，

洛杉矶和菲尼克斯，记得在去美国的飞机上我思考着这次

去美国最想做的事莫过于试驾一下最纯正的老式美国肌肉

车。不过事实并不如人愿，在踏上美国土地之后的几天

里，无论是高度发达的洛杉矶还是乡村气息浓厚的菲尼克

斯，我都没有看到一台如同电影中般的老式肌肉车。看来

全球能源紧缺已经让财大气粗的美国人也低下了头颅，肌

肉车正逐渐从这款土地上，甚至是这个星球上消失。剩下

的也就是道奇挑战者，福特野马和雪佛兰科迈罗依旧坚持

着肌肉风格。甚至于野马与挑战者也正逐渐在向欧洲性能

车靠拢，唯一坚守纯正肌肉风格的非这款科迈罗莫属！所

以请不懂得欣赏它的人换个角度去欣赏，永远都别将它与

EVO,STI，甚至于是M3等车型放在一起比较，要比较它

也只有一个对手——福特野马！

在
测评期间适逢CTCC中国房车

锦标赛揭幕战，这辆大黄蜂在

夕阳下遇见了CTCC的健将

“小蜜蜂”——海马福美来赛车，是不是

很有feeling？很缘分？

要
说有人不适合这车，那我觉得

一定是小个子女生，譬如说

我们的主编@April-豆丁，因

为它的座椅很低，个子不高视线会很差！

我有一女同学留学加拿大，图便宜买了这

车，结果垫两个坐垫还不够高！

当
我试驾完将车停到上赛场P房后

停车场的时候，一边法拉利458

挑战赛的意大利工作人员兴致

匆匆的过来和我谈论起这车。本人英语不

好，大致理解的就是他说他在意大利开的

就是这车，然后说了一大堆如何喜欢他。

看来即使到了超跑王国，科迈罗依旧能够

散发出超跑不能及的独特魅力。

如
果真要细追究其肌肉车特征，

那就是即使开车车身稳定系

统，它依然会打滑！

科迈罗全车上下很有美国情调，但 3.6L 的排量很不符合美国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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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晓虹 【摄】尹博崴

A1 S-Line 试驾
“A”可以代表 aesthetic、affable、alert ，那么，A1 S-Line

就是对这三个词的最佳诠释。

“A”时尚 

和
A1S-Line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去年的10

月，那时我和它仅短短相处了两天，其独特

个性却令我念念不忘。这次有幸与A1再续前

缘，与它在七天内深度接触，可是人生一大快事！

Aesthetic= 时尚外型

和A1的第一眼接触，我彻底给它的时尚外型吸引。

A1的外观秉承奥迪品牌一贯的设计精髓，它特有的“旋

风线” 始自发动机盖，从车头经侧面一直向后延伸，

抵达包围式尾门后出人意料地在横穿车尾来了个“优雅

转身”，从车身的另一侧向前伸展直至紧紧环绕整个车

身，使得A1的外观看起来更加流畅有力；从A柱延伸到

C柱的钣件，选用了典雅的银色涂装作为点缀。这一抹

银色搭配，仿佛与Audi S系列的银色倒后镜选色如出一

辙，这一道“银弧”划过车顶令奥迪A1的迷人气质更为

突出。头灯造型采用了极具巧思的内建LED日间行车灯

头灯组；而大嘴造型的前脸看起来动干练，有种不言而

喻的力量感与速度。Audi惯用的设计语言——与车身颜

色对比明显的顶条设计和Coupe轿跑车风格的大角度倾

斜C柱设计相得益彰，完美诠释出奥迪A1动感与时尚个

性。此外，全景的玻璃天窗，从外看是一种时尚元素的

交集。从内看，在这个舒适的车内空间，心情更是随着

天窗开启带来的光线而变幻。

affable= 艺术殿堂

拉开A1的车门，车内的设计更是科技与时尚的完

美融合。A1内饰传承了Audi的圆形元素，动感十足。

仪表板流格局清晰别致却不失动感。底部中控台简洁流

畅，由。圆形空调出风口框饰细节的设计时尚，通风口和

空调旋钮外围镶嵌了铝制金属圈，细节之处更显矜贵。

S-Line标配Boss音响系统与8喇叭，拥有优异的高传真

音场表现，弹指之间，6.5英寸的高清晰显示屏就可从仪

表盘缓慢升起，关上车门，这里俨然就是一座艺术殿堂。

在乘坐空间方面， A1的前座可轻松满足即使不太

苗条的身形，后座部分会稍显紧凑，但对于选择A1 的车

主来说，后座载人的需求并不是重点考虑，且后座空间

就一般女性来说已足够。同时设置于前座侧面的快速倾

倒把手设计，也增添了进出后座的方便性；对于有载运

较大行李区需求的车主来说，尚可藉由可6/4分离倾倒的

后座椅背，让后厢乘载空间可于270L至920L之间进行运

用，不过在后厢底板之下并无备胎、而是Boss的音响系

统扩大机与随车工具的配置。

Aler= 随心所欲

A1采用了1.4 TFSI发动机，这款发动机的首次亮

THE FASHION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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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是在2005年的法兰克福车展，当时以1.4升小排气

量，藉由涡轮增压与机械增压搭配的双增压系统，造就

出媲美2.0升引擎的动力输出，可说是相当先进的一款

发动机。本次配置在A1上的版本仅配置了涡轮增压系

统，属于低输出设定。这具排气量仅有1390cc的发动

机，凭借涡轮增压系统和缸内直喷、连续可变汽门正式

系统等先进技术，可提供122hp/5000rpm最大马力以

及204N·m/1500-4000rpm的最大扭力输出。122hp

最大马力实在是不甚起眼，但是踩下油门后发动机的反

应，却让我燃起全然不同的观感。轻快的油门与转速反

应，完全不像是只有122hp/20.4kgm输出的感受，主要

是来自于7速S-Tronic双离合器自手排变速系统优异的

动力传输效率。绵密的齿比配置，换档反应相当迅速。

有赖于变速系统的协助，再加上具备线性化输出曲线的

调校，A1在加速的特性上，几乎具有全方位的表现。一

般涡轮增压车款在低转速时反应较慢、高转速时常见的

动力落差完全没有出现在它身上。在D模式下，A1有相

当轻松的起步与加速性，当切换到S与M模式后，由于

节气门反应明显提升，因此整体的加速性就变得更为轻

快，即使在连绵的上坡路段，也没有出现小排气量车款

较为吃力的现象。加速力道从1800-2000rpm时出现，

转速一路攀升到6000rpm，持续性非常均衡。

运动一哥

在刚于市区驾驶时我就发现，A1的避震器拥有不

错的支撑性，在遇到坑洼时，又能适时提供减震的效

果，这样的表现让我感到惊喜。A1在舒适和操控性能

之间有着非常好的协调与均衡。当你激烈驾驶时，避震

器的确表现出相当优异的支撑性，再加上车身重量仅有

1125kg，因此车辆在进出弯的过程中，对于侧倾控制有

极为优异的表现。较轻的车重加上不错的重量分布，因

此在弯道中重心转移的控制也非常不错，不会呈现出重

心迅速移动的情况，车辆的行驶性相当稳定。在下坡路

段时，车身重心不会过分向前集中，而A1的转向回馈与

手感，也与我所认识的Audi车款有所不同，它的转向设

定虽然偏向中性，却也提供了非常不错的精确度。

短短数天相聚，不管是开着它招摇过市，还是让它

停在街头巷尾静观其态。A1都充分的向我展现了它动感

的一面，时尚、高端、潮流，令它成为了潮人最新的宠

物，没有之一。

大家庭里的一众小家伙

早在1974-1978年间，Audi曾推出过一款身长仅

有3.5米左右的三门掀背小车Audi 50。而在Audi再没有

继续推出后继车款，一直到了1997年法兰克福车展 A2

概念车的出现。A2在1999年11月正式投入量产。2005

年因为销量过低面临了停产的命运，此后Audi就没有再

继续发展都会小车这个级距的产品，直到A1的出现。

技术亮点：

A1 S-Line包围

Boss音响系统

1.4LTFSI发动机 7速S-Tronic双离合变速箱

配置表

自适应巡航系统 热成像夜视系统

详细规格表：

车型：双门时尚小钢炮

发动机：形式=L型4缸

排量：1390 cc

最大马力：122ps/5000rpm

最大扭力：204N·m/1500rpm

传动系统：7前速S-Tronic双离合变速箱

悬挂系统：前麦弗逊后扭力梁

转向系统：电子助力

制动系统：前后通风盘式

车身：长x宽x高(mm）=3954x1740x1416 mm

轴距：2469 mm

整备质量：1215 kg

轮胎：前/后=215/45R17

售价：28.98万

性能参数：

0-100km/h=8.9s

最高时速：203km/h

综合油耗：7.7L/100km

4TFSI 加上 7 前速双离合，240km 的极速刻度相信不止是一个嘘头。

Audi 为 A1 量身定做了不少特有的配件，圆形的旋钮更显精致。

夕阳照进驾驶室，A1 的玻璃顶能令我感觉更自在。 用拨片来操纵 A1 的 7 前速 S-Tronic，感觉非常干净利落。

Audi A2 在当年推出后销量一般，最后只能停产。

Audi 50 是 Audi 大家族的第一个小家伙。

7 前速 S-Tronic 双离合变速箱齿比绵密。

4TSFI 的发动机输出非常具线性化。

[  “A”可以代表aesthetic、affable、alert ，那么，A1 
S-Line就是对这三个词的最佳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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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人历来对于皮卡有种近乎偏执的狂热，

因为在他们的农场，皮卡几乎可以无所不

能。它能用强悍的马力来征服沟堑纵横的

山丘，也能拖着沉重的货物轻易逾越荒芜的沙漠。而皮

卡文化已经成为全球汽车文化中一道不可或缺的独特风

景。任何男人，无论他强大抑或是羸弱，拥有一辆风格

彪悍的皮卡的欲望始终会在心中潜滋暗长；而今天的

DodgeRam 3500 Laramie Heavy Duty就是满足这种

欲望的良药。

威猛巨无霸

“哇，这车也太大了吧！”这就是与Ram 3500

的第一眼接触时同事发出的感概。没错，它拥有着庞大

身躯。它除了高度略低10厘米外，长、宽数据都超越了

悍马H2。这家伙绝对能称得上是巨无霸。这样的身材

令拥有它的车主都会面临一个停车的难题，即使是别墅

的私人车库，要把它停进去并在狭长的通道里并且避免

发生刮蹭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Ram 3500拥有一个俯

冲式的前脸，这使得它的车头看起来突显霸气和威猛。

有棱有角的大灯是弧线与黄金切割点的完美结合，再配

上镀鉻的中网以及前保险杠，令Ram 3500的正面看起

来更像是一头蓄势待发的猛兽。而除了前脸，全车还有

不少镀鉻元素的应用，比如后保险杆、门前踏板以及倒

后镜壳等，最大限度的放大了Ram的身价。在阳光下

的Ram看起来不但抢眼而且还多了一份高贵的气质。

The Muscle Cow Boy
Dodge Ram 3500 Laramie Heavy Duty 实拍
“肌肉车”这个词在国内玩车的圈子中可能并不会经常被提起，因为它

太个性了，粗犷的外型，原始的操控，代表的是一种放肆和狂野。在我

们眼里，肌肉车的代表肯定是一些如“科迈罗”或者“蝰蛇”等跑车，

却不知道在美国人眼里，一众皮卡车型也是肌肉车的最好诠释。

【鸣谢】东方四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话】0755-83129099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侨香路 1028 号 A1、A2

【文】陈晓虹【摄】尹博崴

肌肉牛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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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代的 Ram 3500 的档把置于方

向盘上方。

中网格栅上的公羊标志，配合稍

前倾的前脸造型，威猛十足。

Ram 3500 的大灯设计有棱有

角，粗犷且特别。

Ram 3500 的座椅采用真皮制作，

并具备了电动、加热、通风、记

忆四大功能。

这个按钮是调节刹车踏板的位置的，这点让我不得不佩服美国人，原

来他们也很细心。

来自 Cummins 的 6.7L 发动机，从 80 年代末起就已经是 Ram 系

列的最佳搭档。

“桃木”，豪华的象徵之一。

Ram 3500 的内饰相当宽敞，仪表上还有一块平整的位置可以用

来放置笔记本电脑。

方向盘上的按钮处于非常随手的

位置，操作很方便。

配置表
技术亮点： 

Cummins ISB 6.7L 柴油涡轮增压发动机 六轮四门

详细规格表： 

车型：前置发动机 、全时四驱、四门肌肉皮卡 

发动机：形式=L型6缸 

排量：6690cc 

最大马力：350ps@3000rpm 

最大扭力： 878N·m@1500rpm

传动系统：六前速手自一体 

悬挂系统：前独立悬挂  

                   后钢板弹簧

转向系统：电子助力 

制动系统：前后碟式 

车身：长x宽x高(mm）=6309 x 2448 x 2020mm 

轴距：4064mm

整车自重： 3438 kg

总载重质量：7803kg 

轮胎：前LT235/80R17    后 LT235/80R17

性能参数： 0-100km/h=9.1s 

综合油耗：20L/100km

Cummins
Cummins（康明斯）是全球领先的动力设备制

造商，Cummins开创了柴油发动机汽车先河的康明

斯公司(NYSE：CMI)成立于1919年，总部设在美国

印第安纳州哥伦布市。Cummins的产品包括设计、

制造和分销燃油系统、控制系统、进气处理、滤清系

统、尾气处理系统和电力系统在内的发动机及其相关

技术，并提供相应的售后服务。

Dodge Ram
Dodge（道奇）是Chrysler(克莱斯勒)集团的

著名品牌，旗下系列产品除了彩虹、捷龙等品牌的轿

车外，Ram（公羊）也是其具有几十年历史的品牌

之一。Ram有大型MPV以及多用途厢体车和皮卡等

多种车型。Ram分为4轮驱动和后轮驱动两种，包括

1500、2500、3500三个系列。

Heavy Duty

“Heavy Duty”是重负荷的意思。Ram 3500的

车尾打着这样的标示，说明了它的身份——重型负重车

型。它的最大载重为6842kg，这么出色的载重能力来自

Cummins 出品的 ISB 6.7L柴油涡轮增压发动机与配备

的6前速自动变速箱和四驱底盘。发动机能爆发出350ps

的马力以及878N·m的扭矩输出，这个数字堪称惊人。

而由于有了一个超低的第一档，这款变速箱给予Ram 

3500额外更多的力量，使得它能在艰难的地势下拖曳更

沉重的货物。

说到这款发动机，不可以不掉一下书包。在20世纪

80年代的末期，Cummins的12气门柴油涡轮增压发动机

就已经应用在Dodge Ram系列皮卡车型上并大获成功。

自1989年，第一台的Cummins发动机被装载到Dodge 

Ram皮卡上以来，到2004年，Cummins为Chrysler累

计提供了创纪录的125万台全电控柴油发动机。而Ram 

3500配备的Cummins最新24气门柴油发动机，与大

多数V8的柴油机相比，发动机的零件数目减少了30-

40%，更加可靠耐用；平均大修里程达到了64万公里。

与市场上其他的柴油机相比，它还具有可靠的轨燃油喷

射系统（HPCR），HPCR在工作预先向气缸喷射少量

柴油并开始燃烧，然后再喷入大量柴油，采用这种预喷

技术能够让气缸内的燃烧压力更加平稳，从而大大的降

低了噪音，且同时提高了控制和行驶性能。

自由生活 Do it yourself

对于很多崇尚“牛仔”生活的美国人来说，在大

工业文明的冲击下，那种策马扬鞭的“牛仔”生活已

经结束了，但是“牛仔”的精神却保留了下来。“Do 

it yourself”已经成为了众多美国人的信念了。在很多

美国人的家庭里，家具是自己做的，水管是自己接的，

电线是自己扯的，地板是自己铺的，甚至房子都是自己

盖的。每当有客人参观他们的房子，其介绍重点就是：

“这个、那个是我亲手做的……”一脸的自豪！而亚洲

人和欧洲人在这种情况下则会说：“这个是xxx牌的！”

也是一脸的自豪，这就是文化的差异。

Ram 3500正好延续了这种文化，一方面它采用了

四门的设计，方便乘客上落车辆；驾驶室空间宽敞，装

备豪华（座椅带有加热、通风和记忆功能，空调系统采

用恒温装置），技术先进(6.5寸的触摸屏、内置40G的硬

盘、10喇叭环回音响，可以播放CD/DVD/MP3)，可以

任由身材高大又讲究乘坐舒适性的美国人在广袤的大地

上自由驰聘；另一方面，它拥有一个自由空间相当大的

货厢，你能够自己动手把它改造上各种各样的组合，在

厂家的指导下，甚至可以在7.7立方呎的后厢放置电视、

壁柜、以及按摩座椅等等。这些都不是空想。

延续的牛仔精神

Ram 3500装配了液、气压混合刹车作为标准配

备。这种设备降低了重型车刹车容易失效的风险，并延

长了刹车的寿命、并在车辆拖重负下坡时给驾驶者提供

了自信和安全。带有内置防锁死系统（ABS）的硕大前

(360毫米）、后（358毫米）刹车提升了刹车的寿命和

稳定性。此外， Ram的变速器包括了电子范围选择装置

（Electronic Range Select），这使驾驶者能够人为限

制最高可选档位、根据路上行驶速度和引擎速度来手动

升档和降档。 拖/载模式(Tow/Haul Model)按钮在拖曳操

作时可以提升Ram 3500的拖拉能力，11x7寸的车侧视

镜采用了更大凸透玻璃镜面来提供更加视野，并配备了

内嵌式转向灯、记忆功能。凭借以上设备，在外出度假

的时候，Ram 3500可以轻易化身为卡车拖头，用它那

强大的动力输出以及细致的四驱能力拖着野营车或者游

艇外出旅游，这正是当年自由自在的“牛仔”生活的写

照。

[  Ram 3500可算得上是美国精神的一种缩影，
是美国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还在等什么？带上行囊，感受
自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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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雪耻，上海大众 333 车队不断对赛车升级，

终让韩寒成就惊天大逆转。

2
012赛季，长安福特车队正式使用1.6T的

新福克斯赛车。据悉，使用在新福克斯赛

车的1.6T引擎，是福特委托知名改装品牌

Mountune Racing，为参与2012赛季WTCC世界房

车锦标赛与CTCC中国房车锦标赛赛事而打造的发动

机。经历首站的“惨败”后，上海大众333车队便向

西雅特桑雷德车队购买了他们参加WTCC的两台大

众集团的1.6T引擎，装载在韩寒和王睿的赛车上，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调校，韩寒的战车终于爆发，在珠

海站获得胜利。

陆淦力克困难夺第五

从上海移师至珠海的期间，史翠英群星车队针

对车辆的调校还做了不少测试，陆淦也亲自到达上

海天马赛车场进行试车。也正是因其首战佳绩得到

了业内认可，所以继上一站有酷乐仕维他命果味营

养素饮品及“Atom亚盾”工具新加盟的赞助商支持

外，本站开始，史翠英群星车队得到了知名排气品

牌Vanhool的支持，这无疑使得群星车队显得更加

信心十足，动力无限。

珠海站车队大合影。华扬三将士或会把战场转移至东南亚。

江腾一则成为长安福特的捍卫者。

周日下午，在中国量产车组比赛的时候下了

一场大雨，到了超级量产车组决赛时，天空已经放

晴，但赛道仍然湿滑，但车手们大多都是用干胎，

这令车队经理们心中仿佛在弹奏一首“忐忑”。

14：28分，超级量产车组的比赛正式开始。陆淦

和张志强并没有在混乱的起步中失守位置，甚至尝

试冲击前面的厂队赛车。与此同时，由于赛前下雨

赛道湿滑，赛场上不断有状况发生，一圈过后，史

翠英群星车队陆淦和张志强的两辆赛车上升到了第

三和第四位。比赛中段，陆淦和张志强表现都非常

稳定，同时也不断的尝试冲击更好的成绩。但在第

七圈，因为赛车故障，张志强遗憾的退出了比赛。

比赛后段，守在第四的陆淦的赛车突然冒起了阵阵

青烟，并且越来越大，速度也慢了下来。大家都以

为陆叔会就此退赛，但陆叔还在场上坚持。比赛结

束，最终陆淦夺得第五的佳绩。当他返回后向记者

透露，他的赛车油冷管发生破裂，在这种情况下仍

坚持完赛，并夺得积分实属不易，这体现了陆淦这

种职业赛车手专业和敬业的精神。

惊天大逆转！
CTCC 珠海站超级量产车组战况回顾
“惊天大逆转！”，这是对 6 月 3 日进行的长城润滑油 2012CTCC 中国房车锦
标赛珠海站超级量产车组正赛的总结。在本站比赛，上海大众 333 车队的韩寒
经历双重天，最终夺得超级量产车组别的冠军，而海马福美来车队谢欣哲则夺
得中国量产车组别的冠军。本站过后，长安福特车队显然不会止步不前，史翠
英群星车队也趁机“搅局”，超级量产车组正在上演“三国争霸”的好戏。
【文】April 【摄】尹博崴、伍思锋、邓炜斌

经过珠海站一役后，华扬车队宣布暂时告别

CTCC。原因在于车队成员正积极准备ATCS亚洲房

车赛，因时间上有冲突，加上这是华扬俱乐部首次全

队出征东南亚，他们打算将精力集中在这两场马来西

亚的比赛，故必须暂停CTCC的步伐。据悉，他们或

将从欧洲著名改装厂家JAS购买新的雅阁战车，力图

在别的战场上获得佳绩。

华扬或将告别 CTCC
万和平副主席及羡桐春主任来了解车队的运营情况。 G- Racing 成为 CTCC 厂商车队的威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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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家骏詹家图与涡轮大斗法

在周六的排位赛中，卢家骏以较好的发挥夺取

第八位，而詹家图则因赛车还没调教到位，仅获第

12位，在排位赛后詹家图也表示希望在正赛中会尽

力冲击，尽量超车。果然，在周日的正赛中，东风

悦达起亚778车队的卢家骏在起步后便上升到第6，

詹家图也上升了几个位置。比赛中段，詹家图还与

华扬车队的张汉标缠斗了数圈，并成功超越。而在

最后4圈，詹家图不断对张臻东发起进攻，但最终没

有超越成功。

在全场涡轮车独领天下的情况下，驾驶自然

吸气的福瑞迪赛车的东风悦达起亚778车队的几位

车手表现算得上十分抢眼，即使赛车性能上存在劣

势，但整场比赛他们都不断争取，最终卢家骏和詹

家图凭借出色的发挥分列第7和第9位，为车队夺

得宝贵的积分。而车队的另外两位车手宋建成和江

榕豪同样发挥稳定，在“乱世”中顺利完赛。（编

者按：赛后，因为高华阳及张臻东车检时重量不

足，成绩被取消，卢家骏与詹家图顺利上升至第六

及第七位。）

孙正“重”中突破

由于加重问题，孙正在弯道上吃亏不少，因而

位置也频频失守，但孙正的那种冲劲也让他频频夺回

失地。比赛中段，孙正和陈旭、夏禹3位车手演绎了

一场激烈而精彩的攻防战，精彩的超越与反超越不断

上演，全场观众不断发出阵阵欢呼。孙正甚至时不时

出现刹车锁死轮胎的情况，本站加重达45kg的战车

虽然存在劣势，但在孙正的驾驭下战斗力依然非常强

劲。最终孙正成功超越陈旭。比赛第7圈，赛道一边

突然下起小雨，干地胎在湿滑的赛道上驾驶变得更困

难。但孙正还是稳守脚步。赛道上的积水越来越多，

比赛还剩 6 圈，孙正在第一弯错过刹车点，将赛车开

上了草地，不过他最后还是将赛车驶回了赛道，这次

打滑让他掉到了第6的位置。比赛还剩下2圈，谢欣

哲重新超越队友何子贤，上至首位。这时，孙正和何

子贤、李泳寒竟然在在同一个弯角冲出了赛道，开进

了沙石缓冲区，最终排在第七位。

卢家骏：今场比赛算是不错，排位第八，正赛

第七，算是比较好的成绩，还有辆涡轮车在后面，因

为自然吸气车和涡轮车性能始终差太远，并且他们的

涡轮发动机都是世界级的机器。在比赛前段我曾冲到

比较前的位置，但车不够快，最后还是给超回来。我

778 车队期待新 K2 战车

海马还击 谢欣哲首夺冠

15车出赛，5车完赛！珠海站的中国量产车组别

赛事，无疑成为CTCC史上最惨烈的比赛。中国量产

车组的比赛在下午1点22分准时开始，一发车海马的

3台赛车快速带开，完成第一圈，谢欣哲，林立峰和

崔岳分列1、2、3位。在3号弯，林立峰和崔岳发生

了碰撞，崔岳赛车前部受损，林立峰的赛车左前悬挂

受损，退出了比赛。一圈后何子贤超越队友谢欣哲上

至第一位，陈旭、夏禹和孙正3位车手在赛道的中段

部分进行了激烈的攻防拉锯战，精彩的超越与反超越

不断上演，将现场观众的目光牢牢地吸引住。最后一

圈，谢欣哲开始向自己的第一个 CTCC 分站胜利发

起冲击，他以领先身后北京现代的刘洋和雅力士赛可

达RSR车队的夏禹20余秒的优势率先冲过方格旗，

将杆位出发的优势保留到了比赛结束，赢得自己职业

生涯的第一个CTCC分站冠军。北京现代刘洋第二

个冲过终点线，领奖台最后一个位置被雅力士赛可达

RSR车队的裴亮霸占，之后完赛的分别是夏禹和陈

旭。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比赛总共只有5台赛车冲过

了终点线，战况堪称惨烈！

在比赛中也尽力了，拿到这样的成绩也算满意。目前

的展望，还是加快我们起亚K2涡轮赛车的制造，尽

快把涡轮赛车放上赛场，才能缩小与其它涡轮车队全

年的差距。

卢家骏回归，东风悦达起亚 778 车队四将出击。

红军无疑是 CTCC 战场上最具传奇色彩的队伍。

卢家骏全程期待新车的到来。

起亚 778 车队的可人儿。

谢欣哲首次登顶。

孙正转会至北京现代，再重新打造属于自己的江山。

无疑，不论这个小将在何处，均是场内的焦点。

驾驶 7 号赛车的孙正表示还需要与车队磨合。

而夺冠，则是他永远不变的唯一目标。

海马福美来车队再次获得厂商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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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入佳境
奥迪 R8 LMS 杯珠海站精彩回顾
6 月初，炎热的珠海，新生的奥迪 R8 LMS 杯迎来了 2012 赛季第二
站的角逐。珠海国际赛车场将再度上演一幕幕由奥迪 R8 LMS 赛车带
来的精彩赛车大戏……

【文】梁瀚文【摄】尹博崴 伍思锋 邓炜斌

四位发车，一号弯前三位车手的争夺并没有影响到孙

正的节奏，保持了自己第四位的位置。之后郭富城

的赛车出现事故，安全车的出现拉近了所有车手的距

离。重新发车，孙正找到了机会，趁着发车掉了位置

的熊龙和另一台赛车缠斗的时机，超越到了第三。随

后一直保持这个位置到了方格旗舞动。赛后登上领奖

台的孙正非常高兴，他实现了自己赛前的目标。“珠

海的赛道非常熟悉，虽然我并没有参加季前的测试，

但是赛车依然很快上手，比赛很顺畅，节奏把握的不

错，登上领奖台非常高兴。”

奥
迪R8 LMS 杯第二站的比赛于6月2日-3

日在珠海国际赛车场举行。周六和周日将

分别进行两个回合的正赛，前F1车手熊

龙，香港著名车手李英健，现役PCCA车手王建伟和

CTCC车手孙正、韩寒、华夏伟、孙超以及巾帼车手

张冉、天王郭富城等将再度现身珠海，一较高低。

孙正：首登领奖台

排位赛中就有亮眼表现的孙正排在第一回合第

广州魔彩为孙正的奥迪 R8 赛车批上新马甲，型就一个字！

周日下午第二回合，比赛滚动发车开始，第三

位发车的孙正上到了第二位。但随着长达21圈赛事

的进行，轮胎已经严重退化，抓地力也已经严重的

下降。第12圈六号弯，颠簸的赛道加之糟糕的抓地

力，孙正的赛车产生了弹跳，并冲上了草地。这让他

损失了几个位置。后半段比赛中，他拼尽全力追赶，

最终拿到专业组的第五名。

王建伟：各胜一筹 夺第四

同样参加R8 LMS CUP的中国车手王建伟，在

第一回合就没有那么幸运，在驶过之前天王郭富城发

生事故的地点后，不幸压上油渍致使赛车打滑失控，

最终遗憾退赛。然而第二回合排在末段出发的王建伟

则上演了超车大戏，比赛开始后一路超越，凭借着优

异的发挥和良好的节奏最终排在第四完赛。比赛结束

后，王建伟向记者表示，经过了这场比赛，他才真正

了解到了如何驾驶这台GT3规格的V10猛兽。回顾整

场比赛，王建伟用顺利二字轻松概括。“整场比赛都

挺顺利的，运气不错，加上自己开得很顺，最后获得

了不错的成绩。可惜终点线前没能超过熊龙，不然就

能上领奖台了，呵呵。”谈到接下来的比赛，王建伟

信心满满，“回去之后还会跟工程师和车队沟通，回

顾比赛的得与失，再研究一下比赛数据，争取在下一

站鄂尔多斯的比赛中再获得一个好成绩。

来自西安庞大奥迪车队的孙超在本次比赛中第三回合夺得第七的成绩，他表示未来他的上升空间

还很大，并不断提升自己寻求突破。“奥迪R8 LMS杯是我第一次驾驶GT3级别的赛车。我认为我对奥

迪R8 LMS赛车的掌握度现在只能到80%左右。我还需要继续适应我的赛车，相信在随后的比赛中我会

发挥得越来越好。”

孙超： 再夺第七寻求突破

经过磨练，四川车手华夏伟如今也需要双线作战。

本站赛事中，韩寒代表浙江奥通出赛奥迪 R8 杯。

代表北京百得利车队出战的王建伟成为斩获积分的有利保证者。代表鄂尔多斯鑫安汽车出战的孙正在珠海登上领奖台，夺得第三。

他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在鄂尔多斯站更进一步，夺得冠军。

王建伟各胜一筹，最终夺得第四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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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战继续上演
亚洲保时捷卡雷拉杯第二站珠海站回顾
亚历山大依然以不可战胜的速度包揽了两回合的比赛。但在混乱的大撞车事故
中，王建伟和黄楚涵却都颇有斩获。黄楚涵排位赛拿到了总成绩第五，表现抢眼，
正赛时更是获得 B 组别季军。而王建伟则在第一回合拿下了 A 组的第四。

【文】丁扬【摄】邓炜斌、Eric、尹博崴、伍思锋

6
月3日的这个周末的，28位来自世界各地的

高水平的车手，将在这条赛道上，驾驶保时

捷卡雷拉GT3 cup赛车展开2012年亚洲保

时捷卡雷拉杯第二站珠海站的两回合精彩的比赛。

赛车，还是塞车？

周六下午的正赛在一片混乱当中开始，比赛

一开始，争抢第一个弯角的过程中，就发生了严重

的事故，十一部赛车卷入其中。赛会立即出示了红

旗。十一台赛车的清理浪费了很长的时间。之后由

于，在出示红旗的时候，所有车手都没有能够通过

第一个计时点，所以留在比赛中的车手都被技师们

推回到自己的发车格子里。随后安全车带领了做了

几圈巡游之后，滚动发车。亚历山大依然以一骑绝

尘的速度领跑了全场。而第七位发车的中国车手王

建伟，在幸运的躲过了发车时候的大事故，并且做

了非常棒的防守工作，拿到了第四。

王建伟继续攀升

周六早上的排位赛，王建伟最终排在第七。

对于这样的结果王建伟也坦言自己并不满意。不过

在下午进行的正赛中，这个位置却成功的帮助他躲

过了发车后第一弯的大事故。这场事故非常严重，

11台赛车卷入其中，一号弯完全被瘫痪的车辆阻塞

不通。王建伟发车虽然略微靠后，但这也给了避免

卷入事故的机会都和时间。他选择了正确路线，虽

然赛车驶上了草地，但是赛车并没有受到任何的损

伤。比赛重新开始后，由于前车的退赛王建伟处于

第四位。很快王建伟被第三名拉开差距，并且被后

车追进。随后的比赛王建伟就专心应对防守。在数

圈的攻防后，王建伟凭借优异的驾驶技术渐渐抛离

了身后的车手，保住了自己的优势。最终王建伟第

四位冲过终点线，为自己珠海站的第一场比赛开了

一个好头。赛后，王建伟表示，其实自己有登上领

奖台的实力，还会跟工程师多沟通，多交流，争取

在调校上能再提升，为创造更好的成绩打下坚实基

础，第二回合的比赛争取从第五位发车向领奖台发

起冲击。

下一站，亚洲保时捷卡雷拉杯将去到蒙古草原

上的鄂尔多斯国际赛车场，在那条短小而复杂的赛

道上，将会再次上演精彩的比赛。

黄楚涵主场收获几多

周六下午的正赛中却没能够将良好的排位速

度转化为正赛成绩。发车之后一号弯做内线防守的

黄楚涵，轮胎压上了草地，赛车失控，卷入了一号

弯的大事故。虽然赛车勉强开回了维修站，但不足

以快速修复重回比赛。周日的第二回合不得不从第

20位发车。这就决定这将是一场非常艰苦而漫长的

比赛。发车之后，黄楚涵利用比赛初段车距较小机

会，通过前两圈追到了第11位。但随后的比赛就

没有那么顺利了。随着轮胎的衰减和交通的问题，

超车变得非常困难。赛后黄楚涵说：“由于发车位

置比较靠后的，所以发车以后并不敢冲的过猛。随

后在第三圈我遇到的一辆很慢的车，尝试了四五圈

也难以超越。由于前车对我的操控和转速影响非常

大，使得我没有办法非常好的防守后面车手进攻。

随后丢掉了几个位子。”最终黄楚涵依然登上了B组

的领奖台。

主场作战的黄楚涵在第二回合中夺得季军，成绩得来实属不易！

王建伟是本站赛事中唯一一位驾驶两台 GT 赛车出战的车手。

保时捷杯的阳妹子笑容可掬 .

王建伟正是因为大撞车的缘故保持了自己的优势。在 PCCA 珠海站夺得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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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式战斗机 
2012 年 CFGP 第一站广东站回顾
本年度 CFGP 的车队及车手阵容有不少新变化，除了去年劲将崔岳、邰怿、杨曦、
李超等继续参赛外，还加盟了不少新鲜的面孔，如 BRT 车队的吴洲和孙波、神
州租车车队的张乐、生活无限车队的谭威、SSR 车队的罗兆峰、周梓博等。此外，
CFGP 为了促进比赛公平，提升赛事规格，大赛采用了单一的轮胎供应及服务，
而锦湖轮胎则为 CFGP 中国方程式大奖赛的唯一指定轮胎。
【文】植仲颜【摄】伍思锋

本
年度CFGP的车队及车手阵容有不少

新变化，除了去年劲将崔岳、邰怿、杨

曦、李超等继续参赛外，还加盟了不少

新鲜的面孔，如BRT车队的吴洲和孙波、神州租车

车队的张乐、生活无限车队的谭威、SSR车队的罗

兆峰、周梓博等。此外，CFGP为了促进比赛公平，

提升赛事规格，大赛采用了单一的轮胎供应及服务，

而锦湖轮胎则为CFGP中国方程式大奖赛的唯一指定

轮胎。

R1：孙正助力 BRT 夺冠

上午11点正，“王力杯”CFGP中国方程式大

奖赛第一站第一回合比赛正式开始。19台赛车顺利

起步，BRT车队一队的孙正杆位出发，但后面第三

排发车的赛车抽头超越了第二位的杨曦。驾驶黄色

赛车的王力丹弗车队车手李超无法顺利起步，退出

了比赛的争夺。全场黄旗，安全车出动，发车起步

时车手建立的优势全无。第三圈，安全车返回，比

赛继续进行。比赛第四圈，孙正的头位被SSR速胜

车队的罗兆峰及品酒客车队的崔岳先后超越，孙正

来到第三位，第四位吴若鹏，第五位周梓博。比赛

第五圈，BRT一队的孙正再次发力，超越SSR速胜

车队的罗兆峰来到第一位，其驾驶技术的领先优势

展露无遗，罗兆峰跌落到第二位，年度卫冕冠军崔

岳被拉开甚远排在第三。比赛第六圈，崔岳与其后

的周梓博发生激烈缠斗，最终崔岳的第三位位置失

守，周梓博顺势上升。比赛第七圈，红车品酒客车

队的崔岳与黄车的神州租车车手吴若鹏在上演攻防

大战时在8号弯发生碰撞，两位车手均无法继续进行

比赛，双双退出比赛。比赛经过18圈的角逐，格子

旗挥动，BRT车队的主力车手孙正第一位冲线！罗

兆峰、周梓博分列第二第三位。

R2：速胜成为大赢家

下午15:00分，“王力杯”CFGP中国方程式

大奖赛在热情的数千名观众助威下顺利起跑。在起

步后的1号弯，驾驶2号战车的来自王力丹弗车队的

车手张一纯冲进沙池，退赛。一圈过后，SSR速胜

车队的周梓博已经爬头成功，来到群车阵列的第一

位，他的队友罗兆峰跟在后面紧紧护航排在第二。

因为前面两个事故，全场黄旗挥动，赛会出动安全

车。第六圈成为了崔岳个人的超车表演，他超越了

张乐来到全场的第三位，此时河北霸州车队的田利

英也借前面争斗之势超越张乐及孙正来到第四位。

此时，前二的SSR速胜车队两位车手也展开了队友

之间的争斗，罗兆峰凭借其熟练的操控技巧在弯道

树立超越周梓博，来到全场的第一位。无奈到了第

14圈，崔岳的赛车再次出现了问题，已跌至群车的

第六位，第三第四的位置又一次交换：田利英爬至

第三，孙正跌至第四，而BRT车队的杨曦则奋起直

追，来到第五。

第18圈，比赛已经进行至最后一圈，但此时，

白车20号车的李学锋因为闪避慢车而发生混乱，头

位的罗兆峰受到波及落至第六位。与此同时，方格

旗挥动，比赛结束！周梓博以第一位冲线，田利英

第二，孙正第三。

2012 CFGP 在广东国际赛车场隆重揭幕！

在第一回合，CFGP 在风雨中进行，而如何夺得冠军，成为了本次比赛

策略上最大的悬念。

今年，邰怡及崔岳代表品酒客车队出战。

BRT 车队孙正跟杨曦一起出弯。 第一回合中，孙正又一次成为最快之人，夺

得冠军，亚军分别是罗兆丰及周梓博。

SSR 车队在第一回合赛事中无疑成为大焦点，但孙正及杨曦分获一四也为 BRT 车队夺回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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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也非常愿意投身其中，为中国广大的车主提供优质

的轮胎产品。

中国的道路相对来说会较为
复杂，锦湖轮胎在这方面做
了一些什么工作呢？

2007年，锦湖轮胎在天津设立一个研发中心，

里面有100多位技术人员在为研发适合中国道路的轮

胎而努力着。相对来说，中国的道路建设标准有点复

杂，而且中国地大物博，各个地方的气候又不一样。

所以在研发方面，要考虑的东西是很多的。

最后一个问题，金总您以
后会经常到 CFGP 来看比
赛吗？

呵呵，那当然了。中国观众那么热情，在这样

热烈的氛围中观看赛事，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金先生，您好！能不能说说
你的 CFGP 中国方程式大奖
赛的印象呢？

因为 CFGP 是中国唯一的国字号方程式赛事，

同时它也是一个能够培养中国 F1 车手的赛事。椐我

了解，现在 CFGP 所使用的赛车的设计理念来自意

大利非常著名的赛车改装公司，然后在中国生产的。

所以，无论是赛车还是车手的水平，都处中国的一流

水平。

那 CFGP 中国方程式大奖赛
哪方面吸引了锦湖轮胎的注
意呢？

其实锦湖轮胎以前对 CFGP 的了解并不多，但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发觉 CFGP 是非常不错的。

无论是赛前，还是赛中，还是赛后各个阶段，都组织

得很好。像今天的正式比赛就非常的有氛围，CFGP

的组织真的非常不错。

锦湖轮胎投入到赛车当中的

初衷是什么呢？

环顾国际上的各个轮胎厂商，你会发觉所有的

顶尖轮胎品牌都会投入到赛车当中。而且赛车的环境

对于轮胎来说是苛刻的，也极具考验的。赛车的速度

有时候能够达到300公里/小时，这对轮胎的品质来

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也需要轮胎厂商具备有强大

的产品研发能力。而锦湖轮胎在这两方面都是非常出

色的，所以非常愿意在赛车这方面展现自己。

为CFGP赛事提供的轮胎同时也是欧洲F3赛事

专用的轮胎（干胎、雨胎各一款），这一款轮胎凝聚

了锦湖轮胎的尖端技术。

中国市场是不是锦湖轮胎的
重点市场？在中国设立有多
少个工厂呢？

锦湖轮胎虽然是一个韩国的企业，但它的目光

是定位在全球的。我们在韩国有三个工厂，越南也有

一个工厂，但我们在中国却有四个工厂。可见中国市

场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是锦湖轮胎的

第二大市场。中国现在的汽车市场非常火爆，锦湖轮

CFGP 培养高水平车手
锦湖轮胎金炯佑专访
5 月 20 日，2012“王力杯”CFGP 中国方程式大奖赛圆满落下帷幕，BRT 车队的
孙正及 SSR 速胜车队的周梓博分别拿下两个分回合的冠军。今年，CFGP 大奖赛为
了提升赛事的服务、竞争的公平性，引进锦湖轮胎作为赛事的唯一轮胎供应商，并
跟随 CFGP 征战国内各大赛场，现场为这些方程式赛车提供轮胎服务。在年度揭幕
战大戏的现场，锦湖轮胎市场部总经理金炯佑从韩国远赴广东国际赛车场现场观战，
期间，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文】植仲颜【摄】伍思锋

锦湖轮胎市场部总经理金炯佑。

锦湖轮胎成为 2012 中国方程式大奖赛官方唯一指定轮胎供应商。 有了统一的轮胎供应商，赛事无疑更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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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飞花
记 2012 年风云战澳门房车赛第二站
2012 年 5 月 26 日 -27 日，风云战澳门房车赛 MTCS 第二站暨本赛季最
终较量在广东国际赛车场落下帷幕，最终，曹劲钧、阮伟佳及巴达华高分
占 N2000 组别、路车组别及 S2000 组别最终回的最高颁奖台。
撰文：植仲颜  

时，天雨已收，但赛道上仍然有不少积水，赛车调校

则成为了夺冠的关键。但无疑，这个组别的赛车差

距较大，最终阮伟佳及孙铁勋以巨大优势占据了颁

奖台的头两位，排在第三的是驾驶27号战车的廖建

忠。同时，也正是因积水及赛道湿滑的缘故，本组别

退赛车手不少，总共有6位车手退出比赛，退赛率达

33.3%。

S2000组别是广东国际赛车场周六上演的最

后一场赛事，几台雪佛兰战车迎接雨后初阳展开激

战，最终夺得冠军的是澳门房车赛事中的绝对当家

好手梁欣荣，他与队友巴达华高一起包揽领奖台的

前两个席位，老将麦家乐排在第六，而曾叱咤日本

Super Taikyu 耐力赛的何伟权则落后麦家乐一位，

排第七。

五
月底，时至广东雨季的到来，风云战澳

门房车赛不免要经历一番雨中的厮杀。

然而难度越高，这些车手越是像狼一

般，斗志越大。

R3：退赛率高企

周六下午14:30，N2000组别第二站第三回合

赛事开战！20多台野驹待红灯熄灭后便像放箭般起

步。但因为大雨的影响，赛手驾控水平受到严重考

验，在一号弯处便有车手冲出赛道。经过15圈的激

战，最终驾驶20号蓝色战车的毛伟立夺得N2000组

别的冠军；

接下来进行的是路车赛的赛事，比赛在15:33

分展开，总共有18台战车停在发车区蓄势待发。此

R4：N2000 大斗法

周日的比赛焦点集中在N2000组别中，为了将

奖杯夺至怀下，群雄竞逐，作战现场堪称一片狼藉。

中午12:30 ，N2000的比赛开始，刚起步，驾驶15

号车的张子昊便发生事故，赛车的后尾脱落，经过

一番挣扎后他回到队列中，但已然跌落至后方；第7

圈，33号战车半轴断裂，无法继续行驶，它的主人

黄伟伦慢慢将其停在了维修区的入口旁的草地中，便

步出车舱，离开了作战现场。紧接着，林家俊的11

号战车也在赛道末段的S弯折翼，他停在内弯心，救

来自世界车队的崔振华也是不甘心，他认为路车赛中应该有他的一

个席位。

在这个周末的比赛中，轮胎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 比赛伊始就有赛车失控调头，怎一个惨字了得！

N2000 组别第三回合的前三甲，毛伟立夺得冠军。

信荣车队的巴达华高及梁欣荣，他们成为 S2000 的大霸主，剑指澳

门杯！

娇滴滴的美人啊，你该陪伴在香车身旁。

毛伟立哭穷，称没钱买轮胎。由于大雨的关系，退赛成为了本周末的关键词。

援车将其赛车拖出，又一个好手退赛！回望队列的前

方，曹劲均与毛伟立展开殊死搏斗，但昨日先拔头筹

的毛伟立明显不敌曹劲均，最终，曹劲均以微弱优势

首先迎接方格旗的挥动，夺得冠军奖杯。

紧接下来的是路车及S2000的比赛，阮伟佳再

次在路车赛中夺冠，S2000组的霸王梁欣荣因赛车

故障排至第十位发车，最终无缘颁奖台排第四。这个

回合的比赛则由他的队友巴达华高拿下。

至此，2012风云战澳门房车赛MTCS盛大收

官，各位车手将雄心勃勃朝年底的澳门格兰披治大赛

车进军！

毛伟立哭穷称没钱买胎
在赛后发布会中，毛伟立道出自己

竞争力不及曹劲钧的原因：“我昨天及

日前试车的时候轮胎已经用尽，所以哪

怕我想往前冲也没有办法；最后我跟朋

友借钱买了一套新的轮胎，才不至于落

后，勉强登上了颁奖台。”而冠军曹劲

钧明显不同意他的说法，称优科豪马的

轮胎很不错，不论是大雨中还是干地斗

法，都能够坚持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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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次全国短道赛分为使用统一Polo赛车的

A组、B组、联谊杯，以及由职业车队所

参加的车队杯（分为1400cc组、1600cc

组、2000cc组、2000cc以上组）。在A组1/2决赛

中，孙铭以全场最快圈速2分28秒45晋级，他的成绩

甚至超越了使用更高性能赛车的车队杯组。

高手对决 差之分毫

经过激烈角逐，八个组别晋级决赛车手出炉，

这些历经考验、杀出重围的高水平选手，他们将共

同演绎本次短道拉力赛的巅峰之战。在PK赛中，越

野名将鹿丙龙以近2秒的优势将义务拉力车手雷海林

击败，而孙铭则在与种子选手杜文斌的PK中超常发

挥，不仅首个冲线还做出全场最快圈速，着实令人惊

叹。

与A组相比，B组可谓人丁兴旺，共有73名车手

到场参战，其中不少是拉力新秀，值得一提的是，该

组有六位女车手参赛。当然，比赛是残酷的，要在

70位车手中脱颖而出必须拥有出众的天赋。在半决

赛中，68号车手龚欢、义乌拉力车队的童喜君、金

志勇以及龙一天禄车队的陈峰为决赛资格而展开争

夺，最终龚欢与童喜君成功晋级。

职业队赛杯 为荣誉而战

相比A组、B组的为个人而战，队赛杯更多是为

车队荣誉而战。在1400cc组中，江苏溧阳市瓦屋山

鸿鑫电缆车队的潘习军与鹿丙龙进入决赛，徐渭清与

卞黎明进入季军争夺赛；1600cc组中，代表重庆力

帆全动力拉力车队的杜文斌与靖江大昌赛车队的卢俊

杰将在决赛中一较高下，义乌拉力车队车队的贾金义

与江苏溧阳市瓦屋山鸿鑫电缆车队的侯红宁进入3、

4名决赛；在动力更强的2000cc组中，江苏溧阳市

瓦屋山鸿鑫电缆车队的程子峰与吕伟俊进入决赛；

2000cc以上组中争夺十分激烈，代表江苏溧阳市瓦

屋山鸿鑫电缆车队出战的王晓诣与贵州建林车队的刘

林携手进入决赛，邹国栋与毛建林则为季军而战。

 

欢乐相伴 友谊第一

在竞争白热化的比赛之后，以“大脚怪赛车”

巴吉参战的“巴吉组”为观众们带来了欢乐。这些通

过性极强的巴吉赛车完全不用担心会冲出赛道，因为

他们极高的悬挂系统，能够帮助车辆轻松驶过泥地。

经过追逐，赛科汽车车队的许晓冰与桂勤均顺利完

赛，他们将在决赛中再度为观众奉上精彩表演。

除了巴吉组之外，联谊杯同样引人瞩目。本次

联谊杯邀请来了奥运会冠军莫慧兰以及众多资深媒

体朋友的参与，经过资格赛、半决赛后，莫慧兰与

《CTCC中国房车锦标赛》官方杂志的主编梁晓明会

师决赛，《名车志》申正浩则将与女车手董慧争夺季

军。最终，梁晓明夺得冠军。

作为一项基础赛事，短道赛门槛低，从而吸引

更多车手参赛，赛事将进一步巩固中国基础赛事，成

为晋级到更高级别赛事的链条，并加以完善新人赛车

手培训体系，还为车手提供了一个公平、精彩的赛事

平台。推广商也非常重视基础赛事的推广与发展，旨

在将CSR打造成精品赛事。

2012全国汽车短道拉力锦标赛还得到了拍摄设

备制造商AEE和汽车养护用品北京盛世奔腾工贸有

限公司的大力支持。2012赛季CSR溧阳站的比赛除

了赛道的出彩，江苏溧阳，人杰地灵，山清水秀，更

有美丽的天目湖风景区，南山竹海，溧阳白茶，天目

湖鱼头等美食美景结合全国汽车短道拉力锦标赛的激

情竞技，CSR溧阳站必将非同凡响！中国最美拉力赛
2012“瓦屋山 - 鸿鑫电缆”杯全国汽车短道拉力锦标赛
5 月 20 日，2012“瓦屋山鸿鑫电缆”杯全国汽车短道拉力锦标赛，在江苏溧阳市瓦屋山风
景区举行。因前夜天降大雨导致赛道湿滑，使参赛车手们显得十分挣扎，滑出赛道的险情时
常发生。下午天空放晴，赛道逐渐变干，比赛节奏迅速加快。
【文】钱俊【摄】梁晓明

最后的颁奖，最后的一份激情。

N4 组的赛车也参与其中。

这货不是越野车吗？

王翔的车队也投入到这场比赛当中。

许多参与 CRC 的车手把这场比赛当成是练兵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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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17日的这个周末，珠海国际赛车场再次热

闹了起来，2012年度的泛珠三角超级赛车

节夏季赛，再次拉开帷幕。

新颖别致的火箭车表演

泛珠的气氛向来是火爆的，即使这个周末雨水

时不时的光临赛道，周六一度时期雨很大，依然不能

能够阻挡从四面方来的车迷们的热情。这一次比赛，

吸引大家的不仅仅是各式各样的赛车、激烈火爆的比

赛、青春靓丽的车模，还有一件新玩意——火箭车。

美国鼎盛集团下属的AMA公司（亚洲汽车运动

协会）应邀为嘉宾为本次赛事送上精彩激烈的WR 火

箭车表演。这台搭载通用汽车5700CC引擎的直路加

速车，身材颖长，但马力十足，速度可以轻易超过

400km/h，而香港明星吴嘉龙也是它的驾驶者之一。

周六和周日的正午，火箭车都进行了表演。周

六的大雨，让赛道路面条件变得十分糟糕，火箭车没

有办法发挥它实力。周日天气好转赛道变干，情况就

好了很多。火箭引擎发出的嘶吼给人印象深刻。

大雨搅局
精彩无限
2012 泛珠三角超级赛车节夏季赛回顾
赛车从来都不只是高高在上的专业化运动，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根植于民间的“草根”运动。
而在中国，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民间赛车比赛就是每年在珠海国际赛车场——这条中国最早
建立的专业赛车跑道上举行的泛珠三角超级赛车节。
【文】丁扬、冼业湛

摩托车两回合：
浇不灭的激情

作为泛珠一大特色的超级摩托车组，至今依然

保持着国内最高级别、最快速度和最强车手阵容的荣

誉，泛珠的车迷中有很多是专门为了超级摩托车组的

比赛前来观站的。

清晨的第一回合比赛，虽然当时天气凉爽，但

没有雨水打扰的10圈在干燥路面上比赛却相当的白

热化。黄世钊的雅马哈R1战车和Dan Kruger的川崎

ZX10R争夺非常激烈，两人最终以相差0.03秒的时

间冲线，非常令人不可思议。

下午的第二回合更加精彩。1点30分发车，黄

世钊一马当先，Kruger不甘示弱，从一号弯就开始

了争夺。但后面的赛车却乱作了一团。先是8号黄至

禺的在四号弯撞上前面的车辆，有车手被赛车压着在

草地上滑行。接着10号弯又发生事故。

但混乱才刚刚开始。暴雨突如而至，赛道瞬间

就有了小溪在流淌，比赛不得不立即终止。车手们回

到维修区更换雨胎。五分钟后雨停，比赛重新开始。

但很快又有车手摔倒，在沙石缓冲区里翻滚，随后被

工作人员用担架抬走,希望他没事。

重新发车之后，Kruger报了一箭之仇，迅速抢

到第一，并且拉开了差距。两圈过后竟然领先黄世

钊4秒钟。但随着赛道慢慢变干，黄世钊的速度快速

的提升，第五圈成功的抢回了本属于自己的第一的

位置。并将差距慢慢拉大。冲线的时候，竟然领先

Kruger 7.7秒。这次是速度上的完全压倒性胜利。

美式火箭车首次登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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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C Superbike 颁奖。

泛珠赛场上，D2 的可爱公仔抢了不少风头。

D2 车队 5 位车手英姿飒爽。

D2 车队负责人魏建丰以较大优势顺利登上冠军领奖台。

赛道英雄壹争夺激烈。 ZIC Superbike 冠军黄世钊。

赛道英雄贰雨中争夺。

赛道英雄壹冠军孙铁勋。

泛珠一向以热闹著称，本届周日正赛即使

是大雨滂沱，但人气依然爆棚。

火箭车由香港明星吴嘉龙驾驶。

凯旋而归
D2 车队泛珠获 1 金 2 铜

本届“赛道英雄贰”有史无前例的42台赛车报

名参赛，发车格子一直排到了13号弯的出弯处。如

此庞大的阵容，加上多变的天气，比赛必定是一场

恶战。除此之外，更有资深改装部件厂商D2组队参

赛。来自台湾的D2车队此次共带来5台战车参赛，阵

容庞大。车队负责人兼车手魏建丰（深圳帝之途贸易

有限公司负责人）在赛前便雄心勃勃，坦言目标直指

冠军领奖台。在周日的正赛中，在D组征战的魏建丰

果然达成赛前目标，拿到组别冠军！而车队5辆赛车

更是在此次泛珠赛中拿到1金2铜的佳绩。

D2于2010年12月正式进入大陆市场，中国大

陆总公司位于深圳。现时全球已经有超过47个国家

有D2的产品出售，D2累积了多年改装汽车经验，在

各方面均达到完全专业的层面，无论在选购配件，改

装工序等，技术上亦有肯定的支援。D2拥有自己的

赛车队，在许许多多的国际赛事中取得了优秀的成

绩，D2愿意与广大车友一起将汽车改装和汽车运动

推向新的高潮!

赛道英雄贰：
风云突变看英雄

赛道英雄贰组的赛车是由飞度、雨燕、骐达、

雅阁等等我们常见的车型组成的赛车方阵，有着最广

泛的群众基础的。一群很可能来自你家隔壁的平民车

手，将再次展开他们挑战专业赛道的极限赛车之旅。

比赛开始，阴暗的天色让所有车都开了大灯，

一大群明亮的车灯扑面而来，给现场观众带来巨大

的压迫感。第一圈进行到一半，就有两台赛车因为

相互的碰撞陷进了沙石区，这对于以玩乐和体验为

主的赛道英雄车主来说可谓出师不利。一圈回来，

又开始下雨了！赛会不得不出动安全车带领比赛直

到第四圈。重新开始比赛，本来排在首位的光头佬

何伟航的赛车突然爆缸，冒起了白烟，几乎是飘着

在维修站出口停车。

随后的比赛没有太大的波澜，孙铁勋一路领

先，获得了全场冠军。虽然赛后根据赛会的裁决，孙

铁勋因黄旗超车被罚时60秒，但他仍以1分59秒842

的圈速获得了红牛最快圈速奖。

赛道英雄壹：
真英雄对上孤胆英雄

相比赛道英雄贰42台车的大乱斗，22台车的赛

道英雄壹组虽然阵势没有那么壮观，但阵容上更加

豪华，这些由保时捷、斯巴鲁、三菱EVO以及日产

GTR等强力阵容组成的车队依然很吸引眼球。

本场赛道英雄壹组的比赛，参赛名单中首次出

现了Porsche的身影。这台曾经参与保时捷卡雷拉杯

赛事的赛车一出场就技压群雄，在昨天的排位赛中出

场第二圈在湿滑的路面上做出了1:52的单圈。在第

一回合的比赛中，驾驶这台保时捷的蔚超音速度不

凡，但是稳定性不够，在第5圈滑出赛道，让孙铁勋

占得先机获得了第一回合的冠军。

在第二回合中，蔚超音因为第一回合的退赛而

排在了后面发车，因而他也扮演起了“孤胆英雄”的

角色，上演疯狂超车。一圈之后，他就由第20位追

到了第9位。但是孙铁勋这位“真英雄”表现也相当

出色，虽然同样兼跑两个组的比赛，但是他的体力和

反应力并没有出现不支的现象，反而越战越勇，以绝

对优势冲线，梅开二度，再获冠军。

火热激情的泛珠三角超级赛车节夏季赛就在这

悦耳的引擎声中结束了。但赛道英雄的传奇故事还将

延续。九月我们还将迎来秋季赛，那时候不知又有什

么样的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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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瓶装新酒
2012WDS 世界飘移系列赛天津站

【文】【摄】林毅

车队”。原“中策朝阳轮胎飘移车队”主力车手---

王祺离开了老东家，回到了自己组建的“杭州DRS

飘移车队”。张盛钧依旧效力“上海SDT车队”，

而张少华只能独自一人为“中策朝阳轮胎车队”努力

赢得积分，只是不知道没有了王祺，他一个人是否可

以继续独挽狂澜。

由
于CDS中国飘移系列赛赛例迟迟没有出

台， 5月的WDS天津站出人意料的成为

了2012年中国飘移赛事中的首场比赛，今

年圈内最大的新闻莫过于日荣飘移车队与CDF飘移

车队合作，2012年将以“日荣CDF飘移车队”的名

称征战于国内飘移赛事。历年个人夺冠热门---冯仁

稚、苏志尧及新人孟令波组成新的“日荣CDF飘移

盛况空前

5月19日，2012 “WDS”世界汽车飘移系列

赛“天津三建杯”天津大奖赛在天津奥体中心“水

滴”体育场举行。本次大赛吸引了大量国内的飘移爱

好者，现场观众史无前例的达到48000余人，可以说

座无虚席。墨西哥前总统福克斯先生一行也莅临天津

WDS 世界飘移系列赛自 2006 年进入中国至今已经步入了第六个年头。六年前国人对飘移还停
留在“头文字 D”的电影画面中，而当时的中国飘移车手、车辆、技术都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一
转眼六年过去了，在这期间中国的飘移运动迅速发展，无论赛车改装能力、调教水平、车手技术
等各方面都向着世界专业车队方向快速进步，成长速度令国外车手叹为观止。

现场观摩本届大赛。福克斯先生是参加WDS活动的

首位国外前总统，并带来了墨西哥国宝级的玛利雅奇

歌舞团参加WDS天津大奖赛开幕式演出。天津市政

府、中国国际商会、国家体育总局汽摩中心、天津市

体育局的领导和WDS中国赛区组委会秘书长陪同福

克斯先生出席开幕式并观看比赛。本次比赛一共有来

自美国、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挪威以及国内的

近五十名车手参加角逐，可谓盛况空前。

 

万恶的水泥墩子、混乱的比
赛安排

与上届的比赛一样，本次的“WDS”仍然采用

了水泥墩子作围墙，虽然比赛场地在在进出弯容易

发生事故的弯道外增设了海绵保护垫，但是还是事

故不断。车手在追求贴墙极限的评分原则下不得不

尽量靠墙，而靠墙又意味着自己的赛车难免会与水

泥墩子发生碰撞。一时间，赛场上充满了对水泥墩

子的咒骂声。而接下来，这个糊涂的组委会做出了

一个令人不解的行为，在驾驶97号RX-7 FC赛车的

Kyle Mohan撞墙后，组委会急忙的更改了现场的弯

道布局，希望能就此减少赛事事故率的发生。为什么

在中国车手因为现场赛车事故不断而频频对水泥墩子

发出抗议的情况下，组委会都无动于衷，而外国车手

一“上墙”，他们就同意更改赛道布局？难道是外国

车手的赛车值钱一点？君不见在正赛前失误撞车数量

达到十几台之多，其中不乏车架严重变形，悬挂撞飞

的情况，这次比赛更被誉为“历年来撞车数量最多、

现场唯一一辆 Supra 的飘移赛车。 DRS 飘移车队的王祺在比赛中非常冷静。

石墩已经成立许多赛车的死对头。 比赛中的美国车手，虽然没有拿到名次，但精彩的

表现还是让观众大呼过瘾。

今年日荣车队与CDF车队合作，组成了“日荣CDF漂移车队”，并派出冯仁稚、苏志尧、

孟令波，阵容强大。

车损最严重”的一场赛事”。而由于国外车手赛车迟

到、赛道破碎零件清理以及开幕式彩排等各种原因，

排位赛直至5.18日晚才结束，原定于当日举行的32

进16的比赛被迫推迟到5.19日进行。国内两大高手

王祺与苏志尧早早的在32进16强的比赛中相遇，在

经过两轮“One More Time”后王祺以微弱的优势

率先进入16强。来自美国的车手Chris Forsberg在

比赛中出现严重失误掉头，无缘晚上的16强决赛。

日产大对决

在个人16进8的比赛中，刚刚在日本D1 GP

台场站中获得季军的冯仁稚首先对阵来自新西兰的

Sean Falconer。冯仁稚今年驾驶的车辆是S13飘移

赛车；在比赛中他表现的无懈可击,Sean Falconer

则出现了多次失误。接下来的比赛中张少华遇到了老

对手张盛钧，两人实力相当，而张少华在刚刚结束

的国家杯比赛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误不知道是否

会影响他的发挥；张盛钧为了新赛季全新打造的S13

左驾战车在练习中出现了爆缸，只能使用金毅的右

驾S15出赛，究竟会鹿死谁手呢？当比赛进行到第二

个回合，张盛钧领飘时，张少华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赛车直接侧面骑上了水泥墙，赛车损伤严重，张盛

钧胜出.而王祺遇到了来自美国的迈特·鲍沃斯，又

是同样的两台S14赛车。区别在于王祺由以前使用6

缸发动机改回使用四缸SR2.2TURBO发动机，而迈

特·鲍沃斯却使用的是美国风格的V8发动机。比赛

中王祺以超近距离的贴车以及完美的发挥获得胜利。

 逐鹿中原

5月19日的晚决赛，首先进行的是国家杯的角

逐，中国队由苏志尧、张少华、杜浩三名中国飘移界

老中青三代车手代表中国队参赛。比赛过程中由苏志

尧领飘，张少华出现失误致使随后的杜浩刹车不及发

生事故，提前结束了比赛。新西兰队在随后的比赛中

亦发生失误，最终美国队获得国家杯冠军，中国队获

得亚军，新西兰队获得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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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中国车手携手挺进八强。

激烈搏斗，最终鹿死谁手

8进4的比赛中，冯仁稚遇到新西兰车手Carl 

Ruiterman。两辆赛同样使用SR2.2TURBO发动

机。两名车手表现的堪称完美，最终冯仁稚以微弱的

优势胜出。张盛钧将对阵来自日本D1 GP的车手高

桥邦明，张盛钧依旧使用金毅的赛车，而高桥邦明因

为自己的新款锐志赛车来不及抵达赛场，使用大会

提供的S14赛车。两人的难分难解的PK将现场观众

的气氛带至高潮，经过两轮的“One more time”

张盛钧凭借更大的角度取得胜利。王祺对阵Kyle 

Mohan，比赛中王祺在领飘圈以较快的速度以及超

大的角度与烟度占有一定优势，而在Kyle Mohan的

领飘圈中王祺依旧以贴身的追走方式向他发起进攻，

最终王祺胜出。三名中国车手与美国车手JR一同进

比赛的车手会。    

日荣 CDF 车队的冯仁稚在决赛再次遇上 JR，最后因赛车故障只能遗憾落败。

入四强。

4进2 的比赛中，冯仁稚首先对阵王祺。两人都

发挥了超强的跟车水平，斗的难解难分，经过一轮的

“one more time”后，王祺在最后一个弯角出现失

误，被冯仁稚淘汰。另一边张盛钧将对阵来自美国的

驾驶800匹马力福特野马的JR。张盛钧的赛车马力

还不到JR赛车的一半，但他的技术却弥补了赛车马

力的不足。可惜最后张盛钧还是以微弱的劣势无缘冠

亚军决赛。而在季军争斗赛中，又因赛车出现问题，

只能遗憾的获得了殿军。

意外的冠军

冠亚军决赛在冯仁稚与美国车手JR之间进行。

当冯仁稚出场时，全场观众起立齐声呼喊着“冯仁

稚、冯仁稚……”。当起跑的五盏红灯逐一熄灭时，

现场气氛犹如凝固，只剩下发动机的轰鸣与轮胎与地

面摩擦的声音。两名车手表现的相当完美，无论是速

度、角度、还是烟度都堪称终极完美，连节奏都那么

一致，犹如表演一般。但不论是角度还是烟量，都是

冯仁稚略胜一筹。第一轮比赛结束，裁判久久的不能

给出结果。 最后又是一次“one more time”。第二

轮比赛开始，JR领飘，冯仁稚紧跟其后，当出第一

个积分区后冯仁稚的赛车突然慢了下来，裁判宣布因

为冯仁稚赛车因为油门线脱落，无法继续参赛，美国

车手JR获得本次比赛的冠军，冯仁稚获得亚军。

2012WDS世界飘移系列赛天津站圆满落幕，

本次比赛带给了所有观众以及飘移爱好者一场飘移视

觉盛宴。证明了中国飘移车队的能力和中国飘移车手

的水平，向世界证明中国飘移车界的实力。我们也衷

心希望组委会能够在下次的比赛中，不要再用大量的

水泥墩子作为围墙，毕竟这对车手的安全造成了极大

的威胁，比赛需要公正、安全，相信这是一个成功的

赛事组委会必须做到的前提。

又一宗现场事故的发生，赛车再次被坚硬的石墩啃得面目全非。

张盛钧自己的 S13 出现了问题，所以只能驾

驶队友的 S15 出赛，但仍有优秀表现。

美国队“国家杯”环节中表现出色。

本组俨然成了日产车的大对决。

王祺的表演欲非常强也非常搞笑。

现场类似的场面多不胜数，希望组委会能认真考虑在下次比赛撤销石墩围墙。 

张盛钧对垒 JR，两车马力虽悬殊，张盛钧

却凭着个人技术和 JR 斗了个难分难解。

苏志尧和他的 CDF 车队

认识苏志尧的人都会称呼他做“苏苏”，他不

但人长得帅，而且也是江浙沪一带著名的飘移车手

之一。“苏苏”从2005年开始接触飘移运动，并在

2010年成功的组建了杭州CDF飘移车队。而他天生

的对赛车运动的热爱以及对飘移运动的执着也令人

不禁为他喝彩。从2011年开始，“苏苏”不但参赛

WDS系列比赛，因为他对赛车的高度专业性，也被

邀请为WDS各站系列赛的解说嘉宾。

左起：季军王祺、冠军 JR、亚军冯仁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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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豹回归
两强争霸
2012“红牛杯”北京·怀柔全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
北京怀柔站向来是 COC 各个车队的重点对象，猎豹军团强势回归让汽油
组失去了悬念，但陆风车队的缺席让人感到遗憾。而专业组的竞争非常
激烈，力伴电池车队全军覆没，使得韩魏成为本站比赛最失意的人。

【文】【摄】任子仲

6
月2日至4日，2012“红牛杯”北京·怀柔

全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在风景秀美的琉璃

庙白河湾展开三天的激烈争夺，共有来自全

国各地的22支车队103名车手报名参加了本次比赛，

其中16名车手报名参加单一品牌赛事（北极星组

别）。与霸州站相比，最大的变化无疑是老牌劲旅猎

豹汽车华南虎车队在2012赛季COC上的首次亮相。

力伴电池预赛失意

在预赛中，韩魏是本站比赛的悲情人物，与霸

州站决赛的机械故障相比，他在本站显得更加的失

意。他在第一轮的预赛中，第一圈就在双边桥的末

端掉了下来，从而退出了比赛。接着队友马淼的战

车又在赛道中受到了猛烈冲击，赛车再次出现了机

械故障，也不得不退出了争夺。至此，力伴的两大

主力车手都基本都失去了决赛的希望。作为2010年

度的车手总冠军，韩魏的实力早就已经得到证明，

只是最近两年，韩魏却总是受到各种意外的影响，

多数与冠军擦身而过，颇让人感到惋惜。哈弗风水

梁车队在柴油改装组中的表现与上一站比赛有惊人

的相似，乔旭再次以4分01秒95的神勇表现坐上了

改装柴油组第一轮预赛的榜首位置，而徐莹再次品

尝到了退赛的辛酸滋味。

 

猎豹军团决赛全胜

首组发车的长丰猎豹军团就让人们大呼意外。

该车队的两大主将樊晓和鹿丙龙首先发车，冲出起

点线不久，樊晓的赛车便在通过外侧坡时发生侧 哈弗风水梁车队在怀柔站的成绩并不差，只不过可以做得更好的。

奇瑞瑞虎车队是今年 COC 赛场上新加盟的厂商车队。

中国越野网媒体车队的组建方式是一种新思维的做法。

猎豹汽车华南虎车队在本站比赛强势回归，量产组暂时还没有对手能够构成威胁。

翻，他也成为决赛中第一个退赛的车手。幸而其余

几名车手表现正常，梁永成、鹿丙龙和李鹏程分获

该组别前三名。

硝烟散去，汽油组俱乐部杯前三名分别是长丰

猎豹华南虎车队、四元桥汽配城北京队和奇瑞瑞虎车

队，厂商杯冠军则被长丰猎豹车队捧走，奇瑞瑞虎车

队获得亚军。

在柴油组中，日产嘉禾车队的两名车手许建中

和徐永强晋级决赛。结果两人在决赛中先后出现意外

退赛，均只完成了一回合比赛。综合计算，许建中获

得冠军，徐永强名列第二。　

汽油/柴油改装组的决赛随即上演。在汽油改装

组中，首组发车的哈弗风水梁车队车手王朝辉和猛

狮电池征途赛车队江耀桓，便出现了意外状况——

刚刚冲出发车台不久，江耀桓的赛车便在通过乱石

路时高高弹起，侧面撞向了王朝辉的赛车，江耀桓

也无奈退赛。随后，哈弗风水梁车队的名将周元福

也在比赛中出线侧翻意外，遗憾退赛，使得该组的

争夺更趋戏剧化。

在柴油改装组中，整体格局与预赛相比则出现

惊天逆转。在本赛季的比赛中极少犯错的哈弗风水梁

车队乔旭，在决赛中却出现失误，陷落在双边桥上，

最终无缘三甲。猛狮电池征途赛车队陆学斌勇夺决赛

第一，日产嘉禾车队的刘雪原和猛狮电池征途赛车队

沈伟健分获亚军和季军。该组别俱乐部杯方面，猛狮

电池征途赛车队、日产嘉禾车队和哈弗风水梁车队分

获前三名。

新秀组的决赛同样精彩纷呈。在去年就有出色

表现的中国越野网媒体车队李爱东，在决赛中延续强

势，第一个冲过终点线；在决赛中占据两个名额的

奇瑞瑞虎车队，凭借童振荣的不俗表现收获亚军；日

产嘉禾车队的赵向前名列第三。北极星组比赛中，马

淼、王硕、张俭分获前三名。

本站比赛过后，各车队终于可以在密集的赛程

当中迎来一个难得的休整期。本月底，本年度全国汽

车场地越野锦标赛(COC)将移师吉林白山举行。

 

霸州站播报：猛狮斗哈弗
 

5月28日，2012“京龙LNG环保车辆杯”河

北·霸州全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COC）进入最

后的决赛争夺。决赛最大的意外无疑是韩魏在深水坑

中因为机械故障而退出比赛。

猛狮电池征途赛车队的江耀桓用两圈精彩的

表现来夺得了自己本赛季的第二个分站冠军，猛狮

电池征途赛车队的双线出击策略显然已经收到了成

效。而哈弗风水梁车队周元福在本站比赛中的状态

不佳，只能屈居亚军，内蒙古西贝狼越野车队李强

则拿到第三名。

如果本站比赛有MVP的评选，那么得主非哈弗

风水梁车队乔旭莫属。从预赛到决赛，乔旭一直处于

领跑的角色，在赛道中跑得也霸气十足。这样的状

态，其他车手相信很难撼动乔旭的地位，对于他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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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学斌在霸州站的表现并不让人满意，但在怀柔站“太子”终于苏醒。

日产嘉禾车队已经成为 COC 赛场的主力军。

霸州站的赛道设计非常不错。

赛车入水的强大气势。颁奖台上的胜利手势。

只有自己才能打败自己。

在这场追击战中，猛狮电池征途赛车队的沈伟

健的表现其实已经足够打90分，只不过乔旭的出现

让这名汕头车手没能笑到最后。

从决赛的成绩来看，奇瑞瑞虎车队的姜国藩并

没有像预赛那样跟对手拉开巨大的时间差。但这来来

自云南的车手仍然夺得了冠军。而力伴电池车队的吴

怀玉捧回来一个亚军的奖杯。至于柴油组，来自日产

嘉禾车队的两名车手包揽冠亚军，许建中在拿到了本

赛季这个组别第二个分站冠军之后，希望在接下来的

比赛能够再接再励。

 

点评：以“多”为王？

从比赛的过程看，本赛季不可不提及一个

“多”字。一个车队如果能够有多几个车手参加，机

会也随之增多。当然，前提是找来的车手也要具备一

定的实力。从整体实力来看，哈弗风水梁车队的六位

车手组成的阵容是最强的，只要有一位发挥出正常水

平，就能出现在赛后的颁奖台上。同样双线出击的还

有猛狮电池征途赛车队，两个组别都配备了两个一流

实力的车手，这样在比赛中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如

果把两个组别（汽油改装组和柴油改装组）看成一个

大组别，参赛车手多的优势会更为明显。     相反，

力伴电池车队虽然也在汽油改装组中以两大车手的阵

容（韩魏+马淼）出战，从实力来看，韩魏与马淼都

是有能力冲击冠军的车手，但两人组合要想对抗猛狮

电池征途赛车队的四人组合或者哈弗风水梁车队的六

人组合（所谓对抗，并不仅仅是指单个组别的成绩，

而是包括最后上颁奖台的人数和出镜率等等），显然

要吃亏很多。

如果说得乔旭者得天下，那么在整个COC，以

“多”者出战也是具有巨大优势的。发挥着资金的优

势吸引更多的车手加盟，相信是每一个运作车队的人

所渴望的事，也是一个职业车队成长的加速剂。就像

当年皇家马德里打造的“银河战舰”一样，众多球星

的加盟和球队后来所取得的好成绩，使得球队的全球

影响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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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
专家问答

“公元前”技术总监——周国文
汽车影音专家

澳士德汽车改装总经理——陈卫
综合改装工程师

中国拉力赛冠军车队车手——李微
专业拉力赛车手

呔铃王负责人——胡世光
轮圈修复专家

CarCAV 总裁——饶联锦
汽车影音专家

大班鳄设计总监——张涛
内饰改装专家

鬼怪汽车设计主创成员——李林涛
增压系统专家

威迅排气系统负责人——陈希彤
排气改装专家

CTCC 2011 年度冠军车手——甄卓伟
专业场地赛车手

帝之途负责人——魏建丰
避震改装专家

劲技者负责人——谢渤
越野车改装专家

云海改装店负责人——何少云
综合改装工程师

iAcro 核心成员——吴憾
知名 HF 达人

华龙车队负责人——苏华龙
赛车专家

四驱专门店负责人——罗国良
四驱改装专家

CTCC 冠军车手——郭海生
资深赛事顾问

车技研负责人——黎桂康
知名汽车改装师

汇利堡总经理——陈伟良
底盘专家

诺文希负责人——叶宇峰
排气改装专家

“格时图”市场及销售总监—吕正尧
综合改装工程师

相信读者们曾经试过在汽车改装的过程遇到一些问题，又苦无对策去解决。从本期
开始，我们加设了《Q&A》栏目，每一个改装区域都有专家为你时刻准备着，解决
你的汽车改装疑难杂症。

深改装工程师——吕正尧）

四、Q：关于 NA 加装涡轮，一般都要通过加厚

气缸垫或者换装降压缩比活塞使发动机的压缩比

下降，这两种方法对性能的影响有哪些区别？

A:加装涡轮后，在同一个密封气缸内，其空气密度比

自然吸气状态下来得大，等于将压缩比增大了。压缩

比越大，爆炸力就越大，但过大的压缩比会令雾化的

汽油自燃，导致爆震。若一台原装压缩比11.0:1的发

动机加装涡轮而不更换厚汽缸垫或者低压缩比活塞，

很大可能发生爆震，烧毁发动机。加装低压缩比活塞

是必须的，加厚缸垫的作用不单是进一步降低压缩

比，而且还是防止水路，油路在高热状态下互通的保

险。（车技研——黎桂康）

五、Q：307 如果装上了 VTS 的铝合金歧管，

进气效率是提高了，在不改动原车的供油程序的

情况下，是否会出现爆震？ ECU 会根据氧传感

器的信号来调节配油量吗？

A:爆震是不会发生的，在节气门还没有全开的状态

下，ECU是会调节喷油量的，但在全油门的时候则

不会，毕竟原装程序的最大喷油量还是相对固定的。

（澳士德改装负责人——陈卫）

六、Q：一辆原装 2.4 NA 的君威，想改排气，

请问能改四喉四出吗？口径需要用到多大呢？

FGK 和威迅哪个好？各自有什么设计上的特点？

A：威迅可以改4喉4出，回压式设计，2.4NA车比较

重，一定要加强回压方面，否则头段损失会比较大，

起步无力，用回压可减轻低扭损失之余，中尾段加速

亦可兼顾，平衡性比较高，适合跑街，声浪低沉，低

一、Q:Civic 的原装制动总泵容量够大吗？可以

配前 4 后 2 的卡钳吗？配前 6 后 4 合适吗？可

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吗？ 

A：原装的制动泵对换装前 4 后 2 对象卡钳是

足够了的，Type R 也不过是 Brembo 的前 4

后 2,。改装讲究平衡，如果前 6 后 4，制动

太敏感，连跟趾动作都做不了，就适得其反了。

（云海——小云）

二、Q：如何来加强车架？有没有防滚架可以不

拆后座？

A：最基础的方法是加装车身拉杆，更专业的做法是

全车加焊，但这需要非常专业的改装厂才能完成。另

外装防滚架没办法保留后排座椅。即使能保留，后排

座椅也失去了他的作用了。（华龙赛车——苏华龙）

三、Q：Fit 刷过 ECU 后，是否需要对硬件也进

行相应的升级呢？

A：在决定是否需要升级前，我们要先看看ECU升级

的程度，如果仅仅是Stage 1的升级，其他硬件并不

需要作太大的改动。但如果是Stage 2或以上程度的

升级，那么对周边配件的升级还是有其必要性的，且

专业的ECU升级品牌都会对此做出一些指引。（资

调与玩乐同样兼顾。（威迅排气——陈希彤）

七、Q： 对进排气管进行抛光是否会对动力有影

响？

A:进排气管道抛光对动力带来的作用并不大，若不

是下赛道的话，

大可不必做此动

作。

（ 诺 文 希 负 责

人——叶宇峰）

八、Q: 涡 轮 车

要使用粘度多少

的机油较好？一

定要 40 以上的

吗？

A:建议使用50-60的级别。

（汇利堡总经理——陈伟良）

九、Q:三菱的TD04涡轮有啥优点？耐用度高吗？

A:基本上1.3到1.8排量的机器选择这个涡轮都是挺合

适的，属于偏扭力型的涡轮。日常驾驶以及保养的性

价比非常高。（资深赛车赛事顾问——郭海生）

十、Q：车身贴膜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不直接重

新喷漆？

A：车身贴膜主要还是保护漆面，防氧化、防酸雨、

防褪色、防轻微划伤、等多种优势，突破了打蜡、封

釉等传统汽车养护产品因自身氧化而带来的养护期

短、效果不持久、操作复杂等缺陷。而且车身膜在换

色方面也非常简单。（MC魔彩深圳站——王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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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预防火灾“的警告大部份都会在秋冬天，原因是秋冬天除了较干燥外，较低的温度会增加空

气中的氧分，起了很大的助燃作用。在汽车领域也是同样道理，进气温度越低，发动机就能发挥出更大的

潜力，同时较高的进气温度也会加剧发动机温度上升等问题。现在正是炎夏季节，这期就和大家讨论一下

降低进气温度对发动机的正常发挥有多重要。
【文】【摄】Mr.Tune

进气温度的重要性

曾
经有一个日本改装品牌就进气温度与发动

机的关系作过反复测试，所得出的结果是

进气温度每上升1℃，就相等于流失1ps的

马力。在赛车世界中进气温度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在赛车发动机舱内，几乎所发热源以及耐高温度差的

部件都会被包上隔热磞带，不能受半点温度影响。

进气温度

不管是自然进气发动机还是涡轮增压发动机，

进气温度很明显按字面理解就是经进气系统吸进发动

机内的空气温度，当中以涡轮发动机与进气温度的

关系最为密切。进气温度会直接影响到充填效率、

Knocking、燃料汽化、排气特性等现象的量化程

度，而空气的温度也会直接影响到行车计算机对发动

机保护程序的介入，温度越高，保护程序就会把马力

下调得越厉害。

碳纤进气套件是最理想能够控制进气温度的产品，可惜价钱偏贵未能普及。 正规赛车十分重视降低发动机舱温度的改装。

例一：处于高温工作状态的涡轮，顺理成章也

是一个发热源头。它所产生的压缩空气温度相当高，

而中冷器的工作就是把这些经由涡轮所制造出的高温

压缩空气降温，所以工作状态越高温的中冷器的工作

效益就会越差，负担越大。

例二：进气温度其实也分两个部分，一是风隔

吸入空气的温度，而另一个就是进气阀门前的进气温

度，而后者对发动机的发挥影响最为直接。

为何温度上升？

进气温度上升会对发动机产生负面影响，但到

底是什么影响着进气温度呢？发动机舱是一个最少

有80%是密封的空间，而整副发动机本身都是一个

巨大的发热源，再加上周边的叶子板、前保杆、发

动机盖等等所覆盖着，而水箱、排气岐管、涡轮、

机油冷却器、中冷器、煞车油泵等众多发热源一起

发功，发动机舱就如同烤箱一样。整个进气系统就

处于一个超过50℃高温的环境下工作，难免所吸入

的空气温度都会变得异常高温，即使车外只有二十

度不够的温度，但进入到发动机舱后，进气的温度

一下子就翻倍了。

冬菇型风隔

很多人一直都认为，冬菇型风隔的吸气面积最

大，是改装进气的首选部件。而不论输出的增长还是

其进气量，确实是一众进气部件中最大的。奈何最

大弱点就是在毫无阻隔的情况下连同发动机舱内的热

气都被大量吸入，会加剧进气温度对马力输出上的影

响，所以冬菇型风隔可以说有利有弊，较适合深度改

装的涡轮发动机所用，就算进气温度稍高，经涡轮制

造出的压缩空气由于有中冷器的降温，以计算增幅较

大的马力输出，再扣除进气温度所流失马力输出的

新型 BMW M3 也有这类的改装件，碳纤是隔热的最好素材。 F1 方程式赛车对气流十分重视，连发动机的气流也经过实测。 涡轮车用的冬菇风隔，就算是由于进气温度高而带来马力流失，但计算

上改装后的马力增幅，还是大有作为的！

坊间流行的改装件也有着重于降低进气温度的改装。

自然进气发动机用原装高流量风隔就是最经济有效的方法。话，还是赚回来的。

相反对于本身马力比较小的自然进气发动机来

说，冬菇型风隔所带来高温祸害就影响深远，改装所

递增的马力都不及进气温度的负面影响大，所以进气

方面的改装最好还是对症下药！

正确改善

要有效地控制进气温度的上升问题，最主要有

三个方面。第一就是要将发热源的高温问题解决，

尽量将温度压下。第二方面就是在整个进气系统部

份加上保护，将受影响的部份减至最低。第三就是

加强发动机舱的对向气流，加大冷风进入，提高热

气排出效率，从而将整个发动机舱的温度减低。可

参考以下方法：

1) 排气岐管、涡轮等高温地方包上隔热磞带来

减低高温积压在发动机舱内，一些好的隔热磞带在跑

车经过一轮快跑后，打开发动机舱，手直接按在排气

岐管上都不会感到灼热。

2) 改用加大进气面积的前保杆、改用一些有排

气孔的发动机盖、具透气孔的叶子板，也能有效地把

水箱热气及其它热气排出车外。

3)改用电子式水箱散热风扇，能加速抽去水箱

热量的功效，有助长水箱冷却、压制水温上升的作

用。

4)加装车底扰流板也能积极有效地把发动机舱

内的热气排出车外。

5)在进气岐管、风箱、进气管道等地方，包围

地贴上一些隔热锡纸，以减低发动机舱所产生的对进

气温度的影响。

6) 加工雨刮喷水壶，在里面追加上前置式洒水

冷却系统，令其可以自动的在水箱以及中冷器上喷射

雾状水汽，此举可以快速冷却中冷器或水箱温度，为

压缩空气带来瞬间的燃烧爆炸力。

7)在发动机盖连接车体的两端加上垫片，简单的

DIY可以有助热气从发动机盖的罅缝中排出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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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总经理陈伟良、著名车手兼高卡创始人张汉标以及

高卡现任负责人彭政廷先生进行采访的机会。采访

中，大沟敏夫先生透露了中国工厂目前正在开发新部

件，且主要瞄准的是中国市场，首先满足中国市场的

需求。通过汇利堡公司在市场上的反馈，生产出用户

所需的产品。陈伟良先生则对目前主要针对开发的车

型做了介绍，包括奔驰C系、Smart、大众途观、奥

迪A4、Q5。

 

正确的主导思想

而作为旗舰店负责人，彭政廷先生则对今后高

卡的运作有了新的想法，且以Cusco为拳头产品，

引领顺德改装车界，借以拉近与广州，深圳改装车界

之间的距离。另外著名车手张汉标先生则从一个车手

的角度，对目前很多车友的改车观念提出建议，认为

改装车其实应该是打造一台适合自己的车，而不是单

纯崇尚马力。更提出一些车友在街道上飙车其实是非

本
次开业仪式，高卡请来著名了广东电视

台名主持张海宁担任现场主持，还特意

安排了醒狮队，整个场面非常热闹，也

充满了广东本地特色。

 

以全中国市场为目标

在场的大沟敏夫先生和陈伟良先生已经第二次

出席旗舰店的开幕，在见证了两次的旗舰店开幕以

后，两人都表示心情非常的激动，也对中国改装市场

有了更加充足的信心。大沟先生更是表示希望能够到

北方城市体验中国北方特色的开店仪式。可以看到

Cusco信心十足，市场目标已经直指全中国。

 

全面的产品

在隆重的揭幕仪式后，到场媒体都有一次对

Cusco中国工厂总经理大沟敏夫、Cusco中国总代

常危险的行为，这样不仅危及自己与他人的生命，也

让普罗大众对改装车的形象有所误解。

更多的追求

在采访的最后，记者注意到桌面上放置的印着

Cusco标志的刹车，对此大沟先生和陈先生都没有

作太多的介绍，只是表示，Cusco将会推出更多种

类的改装件。看来Cusco已经不满足于目前产品链

的构成，开始向更广阔的市场探路。

 

赛车人士打造的改装店

高卡全称高卡仕汽车运动用品，创始人是著名

的赛车手张汉标（标哥），也是高卡专业，高效的象

征。凭借张汉标在赛车界超高的人气以及他丰富的专

业的各种汽车知识，顺德甚至佛山地区的车友都会慕

名来到高卡对自己的爱车进行升级。现在的高卡可以

说是顺德地区改装界的佼佼者。

精益求精
库斯科中国第二家授权旗舰店落地顺德高卡汽车
2012 年 5 月 20 日对于库斯科（中国）公司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顺德高卡仕汽车运动用品正
式成为 Cusco 授权旗舰店。意味着 Cusco 在旗舰店建设方面的战略初步得到肯定，且有了新的发展。
Cusco 中国工厂总经理大沟敏夫、Cuoso 中国总代理总经理陈伟良亦到场为新旗舰店的开业致辞。

【文】何宇龙【图】尹博崴、黄睿

开业当天前来助拳的有不少好车，其中最抢眼的还是华扬车队的雅阁战车。

Cusco 中国第二旗舰店正式挂牌成立！ 《性能车》与美女模特的合影。

车手林立峰为好友张汉标新店开张致辞祝贺。 醒狮采青瞬间。

广东特色之一，切乳猪，意味吉祥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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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漂移赛

澳大利亚飘移赛（Drift Australia）是经澳大利

亚汽车运动联合会承认的官方组织主办，澳大利亚

全国范围的年度赛事。比赛规则效仿日本飘移赛，

由裁判的给分评定成绩高低。三位裁判分别对赛车

的过弯速度（越快越好，保持得越久越好，S弯改变

方向的速度越快越好）、走线、横滑的幅度（角度

越大越好、时间越久越好）进行评分。比赛分为排

位赛、淘汰赛、最终决出冠军。比赛还有一些加减

分的条例，比如车子失控、后车撞前车要减分。后

车紧贴甚至超越前车，后车的走线、动作、速度都

与前车及其相似的都可以加分。

“过江龙”
澳士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正式开业
提起“过江龙”，可能会想起我们平时汽车没电

时候搭电用的过江龙，此文说的，是一条货真价

实，从中国杀到澳洲，再从澳洲杀回中国，浑身

是胆，拥有 30 年日美车改装经验的过江猛龙。

【文】何宇龙【摄】陈晓虹

【鸣谢】澳士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广场路 8 号
【电话】0755-84172385

初
次来到澳士德，可能你会认为这只是一

家很普通的汽车美容修理店，但只要进

入到这家店的办公室，你会惊叹，这原

来是支浑身奔涌着改装车血液潜伏在布吉小镇的老牌

劲旅。

过江龙之魂

要说澳士德是过江龙，我们必须先介绍澳士德经

理兼技术总顾问陈卫先生。朋友们都尊敬的称呼他为陈

生。正是陈生30年对汽车改装的经验，一直是澳士德多

年以来不管是在澳洲，还是中国的安身立命之本。试想

十多年前便已能在澳洲改装车界有一立足之地，在国内

也实属凤毛麟角了。

陈生祖籍广东汕头，从小在运输公司的保养厂长

大。自小的耳濡目染让陈生对汽车产生巨大的兴趣。十

几岁时去到香港，一个汽车氛围更加优越的环境，让陈

生对汽车的认识有了更新的认识，原来汽车不只是一种

交通工具。随后到了澳洲真正被当地热烈的改装车氛围

感染，最终创办了澳士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赛场上的中国力量

国外的赛车场，基本很难见到中国人的身影。但

澳士德却坚持着赞助车手参加澳洲的各大飘移赛事、场

地赛事，其中还包括了澳大利亚飘移赛。虽然不是以赛

车手的身份来到赛场上，但澳士德却以自己独有的改装

技术一次次引起了改装界的关注。如今回到国内，我们

还能看见澳士德依然关注飘移车的改装，在澳士德的后

场还能看见尚在调试的Nissan S14和GTT R34。要知

道，这两台车子在不少飘移爱好者心目中可是神物啊。

Saber
Saber是澳大利亚本土的改装品牌，主要生产

水箱，中冷，油冷，省油加速器，涡轮和ECU升

级。此前Saber一直专注澳洲本土市场的销售，所以

国内市场鲜见其踪影。但也偶尔能看到一些国内车

友使用Saber的中冷器。随着今年Saber正式进军中

国市场，Saber逐渐频繁的进入我们的视线。《性能

车》也在今年1月期的杂志中对Saber的省油加速器

进行了一次2000公里的测试，结果让所有测试的成

员感到非常的欣喜。

全面的发展

作为资深的汽车改装行家，澳士德不仅进行简

单的安装和销售，澳士德 也有开发自己的品牌——

Saber，目前市面上的Saber中冷和涡轮便是出自澳士

德之手。作为一家全方位的汽车服务商，除了在改装上

有着让人艳羡的软硬件，当然也不能在汽车美容和维修

保养方面有缺失。全面的发展早已成为中国改装行业的

主流模式，而这类模式往往更具备了吸引改装圈子以外

的车友了解改装并让他们爱上改装的潜力。

后记

作为年过半百的老一辈改装狂热分子，陈生也坦

承已到了考虑退居二线的时候了。回想起与汽车一路走

过的日子，仍能从陈生的眼中感受到一份炙热的激情。

采访的过程中，陈生一直微笑着。也许一切关于他与汽

车的故事，满满的全是值得骄傲的回忆。

澳士德一众同仁，就是他们承载着这“过江龙”的未来。改装达人“蕉哥”也坦承陈生是自己的偶像。

澳士德注重的是性能升级，一切向性能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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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贵司是一家怎样的企业？

A：公司最初是以专业生产螺栓螺母为主的公

司，于1969年成立于洛杉矶， 随着市场形势的变

化，我公司逐步成长为一家以从事汽车轮毂设计、生

产和销售为主（15个轮毂自主品牌），兼营与其相

关的轮胎等汽车配件的大型企业。2005年 TWG成

立子公司Master Pacific，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成

立了自己的研发中心，我们每年都会不定期的推出新

设计的产品。 2011年上海伟固普有限公司成立，伟

固普正式进驻中国市场。

Q：TWG 的经营范围有哪
些？ TWG 旗 下 有 哪 些 品
牌？

A： TWG主要经营汽车轮毂、零配件及其周边

产品，完全符合并通过ISO 9000、OEM、SEA、

JWL-T、VIA & TUV国际质量认证，旗下的13个品

牌包括豪华系列的Baccarat，Mazzi，Veloche,以

及满足中低消费群体的Ion，Akita，DIP，Sacchi，

Detroit，MPW，Touren，Ridler，Mayhem，

Mr.Lugnut。

Q：请您谈谈对中国汽车改
装市场的看法。

A：汽车改装在国外早就已经是一件很流行的事

情，是一种文化以及时尚。现在随着国内汽车市场的

发展，这种文化也已经在国内开始萌芽并发展。对于

汽车行业的消费者来说，改装产业充分的满足了他们

的个性需求。对于我们来说，轮毂是改装行业中最为

重要的零部件之一，也是一般车主在要求将汽车进行

改装时首先会考虑的。中国汽车市场这几年发展的很

快，但是汽车改装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人们对改装

汽车存在很多误区，首先安装怎样的轮毂，安装多大

尺寸的轮毂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进

行的。因此我们在进行汽车改装时，应该首要考虑安

伟固普：进军国内轮毂改装市场
专访上海伟固普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汪贵强
 由一粒粒不起眼但却不可缺少的螺帽起家的The WheelGroup(简称TWG)，经过四十多年的耕耘，
现已发展成为美国最大汽车改装轮毂经销商之一。2011 年上海伟固普有限公司成立，伟固普轮毂正
式进驻中国市场。近日，上海伟固普有限公司总经理汪贵强接受了我们的专访，在采访过程中汪贵强
就公司的发展历程、经营情况及对中车汽车改装市场的发展趋势等向编者娓娓道来。

【文】陈晓虹【摄】陈刚 《汽车与社会·性能车》=Q 
  孙治明 =A

装怎样的轮毂，再考虑安装轮胎，最后是刹车盘，然

而在国内人们没有那种为自己的车安装一款不同于以

往尺寸轮毂大小的意识。国家在政策方面对该产业的

关注显的非常落后。这也导致国内的改装市场显得相

当混乱，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现象十分普遍。同时

大量类似于小作坊的生产厂家充斥其间，这些厂家只

求薄利多销，没有任何的售后服务保障，这些市场乱

像对改装产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Q：TWG 的未来发展规划
是怎样的？

A：目前世界范围内仍然是以铸造工艺生产的

轮毂为主，然而锻造工艺将是未来轮毂产业发展的方

向，以进一步实现轮毂产品的轻量化。TWG在上海

有自己的研发中心，我们每年都会不定期的推出新设

计的产品。截止到2010年，我们在全球各地拥有超

过20多家代理商，依托新兴市场的崛起，在未来几

年内，我们将把产品推广到更多地区。

TWP的办公室陈列相当特别。 轮圈的边幅使用上碳纤维。

TWP 的锻造两片式轮圈，重量上相当有优势。 这是 TWP 在美国畅销的款式之一。

墙上是一副 TWP 在美国的销售网络

示意图。

轮圈也被嵌进墙内。

迈悍品牌的轮圈采用电镀涂装。

【鸣谢】上海伟固普贸易有限公司 TheWheel Group
【地址】上海市中山西路 933 号
【电话】021-51504168

| www.procar.cc 163162 | www.procar.cc



亲民展览
2012 华南国际汽车改装及赛车展览会
2012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1 日，世贸博览和龙亨展览有限公司在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东莞 • 厚街）

主办了全国首届以赛车运动为主题的“2012 华南改装及赛车文化博览会”（简称 CTR）。本次 CTR 的举

办在让市民尽情享受着 " 改装要最炫 , 赛车要领先 " 的无穷魅力的同时，以传播赛车文化作为切入点、以

汽车改装及赛车娱乐为载体，通过举办各类汽车改装及赛车为主题的文化艺术、竞技娱乐等社会活动，吸

引公众的关注和参与，成为让社会各界喜爱参与的盛事。
【文】【摄】曾镝丰、黄俊杰

在
展会拉开帷幕之际，90后冠军女赛车

手、“中国小型赛车锦标赛乙组年度总

冠军”彭梦荞担任“华南国际汽车改

装及赛车展览会”展会代言人，现场开幕签订合作

协议，并在展会期间示范卡丁车花式表演。而国内

知名的改装企业：A-Spec、D2 Racing、Gary 

Design、UR Racing、山川社等也均在本次CTR上

汇聚，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本次展会的盛况吧。

A-Spec从专研排气到现在也为改装汽车而开始着

手。在这次展会上出展由A-Spec改装的宝马1M可看得

出不仅排气能做到做工的精细，在整车的改装中也是与

其他改装品牌叮当马头。碳纤维车顶、鸭尾翼、侧裙、

后扰流、前唇都是根据1M的设计所自行研发出来。细

心看上去你会发现这碳纤维的车顶会于其他碳纤维车顶

的设计有所不同，这就是A-Spec对这辆1M设计的整体

性。由于1M本身车辆的设计是前低后高，在改装避震

器后Low低到最低还是会比较高，但用上了这套碳纤维

的设计上，整辆车的整体线条从视觉上是可以达到前后

同高的效果。

D2 Racing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了

吧，他们是台湾一家相当大型的汽车改装部品生产商，

产品除了拥有对应一般街车使用产品之外，还有对应赛

车使用的改装部品。而作为展会的常客，D2又怎么会

放过这次CTR呢？ 

在CTR展会上，我们也能看见熟悉的Gary Design 

带来了四台作品到场参展。Gary Design虽然是以汽车

的颜色以及外观为主的改装公司，但更注重的其实是一

东莞最大室外卡丁车场：东莞梦城堡卡丁车

乐园，强哥的笑容问你怎么挡。

红牛的展台不仅展示赛车更有游戏区供大家玩乐。 些汽车改装文化的沉淀，像他们的作品也就很好的演绎

了“DUB”和“VIP”的汽车改装风格。他们希望在国

内能有更多各种不同的汽车改装风格，因为改装原本就

是个性化的体现。

山川社其实由一众热爱汽车的人所组成，他们热

爱汽车，热爱生活。山川社犹如他们心灵家园一般，他

们在这里分享他们的玩车故事，若说他们是个店家或者

一个媒体都不合适，因为他们更像一帮一起玩乐的小团

体，他们只希望大家一帮朋友都玩得开心。展会上，山

川社并无摆设太多的展品，只有数台展示车供观众参

观，但他们在场地内设置了休息区，并且提供雪糕，还

有漂亮的制服美女为大家服务。山川社社长表示，他只

想让来到这里的朋友玩得开心，这就是他所热爱的。

威乐斯Ultra Racing在这次展会上除了展出一直得

到出色评奖的Ultra Racing车身强化件外，更是为新业

务车身彩色贴膜而展出了数台展示车，让观众近距离欣

赏威乐斯出品的车身贴膜是值得拥有的。

彭梦荞（小荞）签约 CTR 代言仪式。

Recaro 在现场展示价值高达九万元的赛车桶椅。

威乐斯新增的贴膜业务采用进口高级贴膜。

A- spec 除制造排气外也开始注重其他改装业务。

山川社以聚众会有的形式参加本次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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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移根据地
威迅易修斯飘移赛车会暨首届“易修斯漂移赛”开业志庆
飘移运动已经在国内风火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因为场地以及推广方面的困难，国内正式
的飘移赛并不多见。一年一度的 WDS，因为复杂的赛况也无法满足这班喜欢“横着走”的
飘移车手，甚至他们只能的在午夜空旷的地方过过手瘾。随着 6 月 10 日威迅易修斯飘移
赛车会的开业，为热爱此项运动的朋友提供了一个安全合法的飘移场地。

【文】何宇龙【图】陈晓虹

移赛车会的开业也请来了圈内的“腕儿”前来剪

彩，其中包括华扬车队经理兼车手张汉标先生，

车技研负责人黎桂康先生，中国飘行会会长王剑

峰先生等。虽然开业仪式简单，但也算是改装界

的一件盛事了。

本
次飘移赛是暨威迅易修斯飘移赛车会开

业一起举行的。参加这次飘移赛的车手

共有26人，分A、B两个组别进行。由

于比赛当天中段下了一场不小的雨，让比赛更加

充满了悬念，偶然性更加大。同时威迅易修斯飘

大隐隐于“厂”

威迅易修斯飘移赛车会地点设置在威迅排气的

工厂内部，是由佰得改装店与威迅排气合作开设的

只为圈内人士服务的一个赛车俱乐部。敢于这样选

址，也说明威迅与佰得的合作默契。俱乐部内拥有

多个工作工位可以满足6，7台车同时作业。而且俱

乐部内还配备了康士柏的马力机，用于对改装后的

车况作测试和调整。威迅排气更在工厂内还专门规

划了一块3000平方米的飘移场地，赛车可以在改装

后第一时间下场地测试，用最实际的方法检验改装

的效果。

简单的设计，多变的线路

由于这次参赛的车手水平高低不同，有的车手

为初学者甚至没有参赛的经验，故根据水平的高低分

成了A、B两个组。这次比赛的赛道由飘行会会长王

剑峰设计，赛道由一个大8字构成，虽然只是一个简

单的8字，但是精心的线路设计却可以带来很大的乐

趣，其中包括大油门加速的高速弯角也有连续弯角。

另外赛道共有3个计分点，A组为高阶组别同时使用3

个计分点，而B组只使用其中2个计分点。

沙尘滚滚

与一般的飘移赛规则一样，先是预赛中的单车

飘移，而后裁判对车手进行评分，最后成绩优秀的8

强则使用双车追走来进行比赛。在追求视觉效果的

飘移赛中，一直都讲究角度和烟量，驾驶A12号S13

的高空雁（肥高）就在放烟量上下足了功夫，为了

这次比赛，他特意使用了佳通的红烟胎。红烟胎在

视觉效果上占足了便宜，也帮助肥高赢得了本次比

赛的白烟奖。而正当大家都定睛注视着赛场上的比

赛时，老天却跟我们开起了一个大玩笑。A组预赛后

期居然下起了大雨，这让在场的车手与观众开始喧

哗起哄起来，因为这场雨会为我们带来更加刺激、

更多变数的比赛。

经过近5个小时的鏖战，比赛终于有了结果。最

终A组比赛的前三名分别由驾驶橙色A31的方国辉、

驾驶JZX81 Mark II的夏侯炜炫和驾驶蓝色R34 GTT

的深圳车手黄钦杰获得。

而B组的冠亚季军分别是驾驶ER34的B12号车

手陈兆海，以及两位同样驾驶S13的车手麦钜成和余

家颂获得。

 

来自民间的呐喊

作为一场单纯由爱好者和厂家共同举办的民间

赛事，在目前政府对改装车严管严控的情况下比赛仍

能顺利举行已属不易。虽然要参加飘移赛的门槛还是

很高，一来好的飘移车实在难以入手，二来目前国内

严重缺乏练习场地。但民间飘移赛的成功举办，便是

用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声及烟雾告诉大家，告诉一些

不能理解飘移文化的人：飘移可以很安全！飘移可以

是一场健康，有观赏性的比赛。也同样可以是改装文

化的另外一种表现。

车手们与裁判以及嘉宾合照，就像一个大家庭。

大雨令场地布满了积水，线路走得不好很容易就会变成“落汤鸡”。

黄钦杰能够一直能够取得好成绩除了本身精湛技术

外，当然离不开对赛车精准的调校。

A 组 4 强赛中，争夺决赛名额。

A 组三甲，左起季军黄钦杰，冠军方国辉，亚军夏侯炜炫。

【鸣谢】佛山盈丰创建汽配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佛山市三水区西南工业园永业路 3 号
【电话】0757-87318185/8731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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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擎轰鸣又一次启动，由驭能赛车主办的

201 2中国超跑嘉年华，史无前例地汇聚

了全国数十家知名超级跑车俱乐部聚集在

上海国际赛车场，共同为中国超跑车迷打造一个健

康、良好的赛车运动体验的交流平台，这也是此项活

动继2009-2011年后第四次在上赛道进行。

豪车的聚会！

本次超跑嘉年华是全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

顶级品牌最多、参赛人数最多的超跑盛会。来自北

京、上海、武汉、深圳、重庆、杭州、福建等全国

各大省市地区的超跑俱乐部齐聚一堂，400多台顶

级超级跑车及其车主现身上赛道，再次刷新历史之

最，其中包括帕齐尼 Zonda、布加迪威龙、兰博基

尼、法拉利、阿波罗、世爵C8、柯尼塞格、玛莎拉

蒂等世界顶级限量版跑车。今年的超跑嘉年华已不

仅是一场简单的超跑拥有者聚会，更是一次初见雏

形的正规化赛车运动盛宴。

超跑活动丰富精彩

首先，5月24日进行了全国车主大会餐活动。

这无疑是体现活动高端的绝佳舞台。赛道短片播

放、赛道规则宣讲、名流名人荟萃、流行时尚发

布。让各路精英在赛前再叙友情。活动期间，组委

2012 中国超跑嘉年华
超跑、美女、高富帅，这些关键词在五月再次汇聚上海奥迪国际赛车场，中国超跑嘉年华如

期举行。一场跑车盛宴在上赛道如期而至。究竟盛况如何，请看我们带来的报道。

超宴
【文】钱俊【摄】杨宽

美女与火红，天生绝妙的搭配。

布加迪这怪兽也要学着装装清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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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俱乐部分为东部、南部、中西部、北部。把超跑

分为Normal/Racing/Super、Infinite四类，划分独

立时间、展示个性风采、赛场技艺交流，体现各式

超跑的速度与激情。

周六，独特的0-400直线竞速赛，充满趣味的

比赛方式、捉对厮杀的刺刀见红、激动人心的比赛

场面，让诸多“怪兽”展示出其高超技艺。周日活

动更精彩，香车与美女总是结伴出行，各式车模在

赛场争奇斗艳，无疑让现场更具人气；全国超跑大

巡游，集各路精英、展名车风采、聚各方豪杰，现

超跑盛世，此景气势磅礴，前无古人。

崭新两赛添彩活动

SIC BOSS GT是上海奥迪国际赛车场系列

赛的又一创新。这项赛事针对高端人群设计，旨在

培育中国本土车手。虽然赛事不接受外籍人士的报

名，但是首届SIC BOSS GT博眼球程度毫不逊色，

总计将有约20辆豪车参加，车型包括保时捷GT3,

法拉利458、尼桑GTR等世界超级跑车。主办方承

诺，日后随着赛事的日益成熟，还将有更多专业地

赛车加入这项赛事的行列。

倡导真正的超跑文化

驭能赛车创始人俞波表示：“豪车也可以好好

开。我们举办超跑嘉年华，让超跑爱好者在赛道上

挑战自我，了解和感受赛道驾驶的魅力，也希望让

更多人了解竞技赛车与马路非法飙车是完全不同的

观念与境界，借以增强所有人的安全意识与社会责

任感。”这也恰好与近来中国汽联支持国际汽联道

路安全行动一致，正确舆论导向，才能让这种文化

不会被人们误解，并逐渐得以发展。

2012超跑嘉年华能把聚集那么多的超跑在一

起，是中国历年最大的，而且都有可能已经是全球

最大的。而活动提倡的“安全驾驶”更是说明了举

办方举办活动的动机——挑战自我、体验正规赛道

驾驶乐趣、增强安全意识。

置身于超跑群中的福卡斯挑战赛战车。

保时捷，奥迪，兰博基尼站在一起的时候脑海中能想到什么共通点吗？大众集团！

布加迪老爷爷依然健壮啊。

小妹妹的笑果然“甜过初恋”啊。

2500 万人民币的碳纤风之子。幽灵 CCX 会突然出现在你的身边，再在眨眼的

一瞬把你甩的无影无踪。

458 起步的瞬间。

优哉游哉游赛道。

赛车场一角。

宾利一直给人高贵的感觉，车模当然也要具备这

样的气质。

威航在超跑车主眼中也是一件稀罕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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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炜斌 Ban-Tang（海外总监邓炜斌）

每次替#韩寒#拍照都有着大批人围观，除了拍照外，控制围观人群也是工作之一呢…

 

@拍车佬尹博崴（首席摄影师尹博崴）

 CCTV1在播 美丽中国（Wild China），虽然看过很多遍，但是还是觉得这绝对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以及真的拍

得太美了。哦，果然就不是天朝出品的。BBC神制作。

@万事如意庞榆议（美术总监庞榆议）

据非官方消息南中国系本月29.30和七月一号举行，我真心觉得费用并不高只是两三张罚单的价，希望我

身边的朋友支持在赛场才释放动力，不要破坏市区行车规范，做到车主自律，将驾驶文化做好，不要让别

人“睇死”。

@伍思锋（摄影师伍思锋）

一个星期从场地到拉力再回到场地，今天总算可以回家了。

@堇樊（设计师樊金瑾）

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西藏、布达拉宫、珠穆朗玛，当这些名词，一一从儿时的梦想变成现实的时候，短暂的兴

奋过后，却也有些微微的失望，回来半个月后的今天，当这些词，在记忆里一一浮现，心中竟然颇多感慨，原来有

些事是要回味的.......

@ssssstella_ice（设计师石雨鑫）

加班进行时。最新一期ctcc和性能车马上就完成喽。跟大家一起加班是件太幸福的事哈。不是做设计和做媒体

的人一定不能理解日日加班到这么晚的原因啊…刚毕业第一份工就跻身这么拼这么优秀的团队，压力山大！

Fighting！！！

@Ramme 小树（测评部成员何宇龙）

很多朋友问为何要换微博，事实上我也不舍得那个微薄。我是一个特念旧的人，只是那个微薄上面记载了太多的

傻逼过往，不想再让人知道，同时也是为自己找一个新生的起点。我依然是藏不住秘密的人，但希望不再是一个

啥都让人看见的人，毕竟有些傻逼只当那是笑话。

@XYZ108（测评部成员冼业湛）

当我看完了#第五届南中国超级赛道节#的组别赞助商后，那个开心啊！这意味着12=5了@Kingkong_Seven 阿

龙@Ramme小树 @何宇龙啊我是 你没在南中国写过稿是不会明白我的心情了！！@keikoooo 强烈要求以后南

中国所有组别只设置一个总赞助商@Eason4Car @45号章懿哲

@Kingkong_Seven（测评部成员冯志伟）

昨晚的事件（5.26）是人的缘故，却把结果强加于车身上。车是死的，人是活的。

@粽子 GG（测评部成员任子仲）

有罗本在，怎么可能全攻全守呢!还有斯内德，当年在世界足球先生的竞选中拿过高票数的球员基本隐影，一个进攻

组织的核心也这样，怎么可能赢呢?和意大利的皮尔洛，西班牙的哈维相比，差远了!荷兰的左后卫弱爆了!

@April- 豆丁（测评部成员植仲颜）

看了斯巴鲁两段新视频，第一次看的时候没太大感觉，今晚第二次慢慢细细咀嚼，还是很不错的！正式宣布，专

业车志进军中国赛车视频啦！

@Kit_Wuang（测评部成员黄俊杰）

一身的水，一身的泥根本不算什么。底裤都湿了也不在乎，玩的就是快乐。

@keikoooo（市场部高级客户经理林敏）

你们激动万分的看球还义愤填膺发微博的，是不是都买了外围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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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CC四出排气管中尾段

■诺文烯汽车性能提升  ■ 0769-8106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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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haust
排气系统Wheel

轮圈
B12单筒高压倒插运动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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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spension
悬挂系统

Wheel
轮圈

Wheel
轮圈 RAYS VR.G2锻造轮毂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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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呔铃王 进口呔铃专家  ■ 13714311108

Wheel
轮圈

Wheel
轮圈 PTR --2012年新款IMPETUS / MARS

帕纳国际推崇艺术，尊重个性，专注于制造高

品质时尚、个性的轮毂系列产品，以“引领人

类追求个性，释放自我，创新生活”为使命，

为广大汽车改装爱好者提供时尚、个性、可靠

的意大利品质的轮毂产品。

■宁波帕纳国际  ■ 400-072-9990

Wheel
轮圈
D2双搅牙避震--舒适好用的避震

■ D2 直属中国公司  ■ 0755-86391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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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spension
悬挂系统

Wheel
轮圈
D2超级专业气压避震--功能最强大的气压避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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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spension
悬挂系统

Wheel
轮圈

STD避震，高性能刹车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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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升赛车部品  

■ 020-84890008

Suspension
悬挂系统

Wheel
轮圈
D2全锻造卡钳刹车套装--物美价廉的刹车系统

■ D2 直属中国公司  ■ 0755-86391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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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ke System
煞车系统

Wheel
轮圈

TS新世代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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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spension
悬挂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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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驰SLS AMG排气
■深圳市零创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 0755-82221633

德国高性能超跑排气制造商 Capristo，为奔驰的 SLS 推出了

可调节的超跑排气。在阀门全开的时候，马力和扭矩也达到了

增强的效果，马力增加在 20 匹左右 .

www.capristo.de/en/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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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EDY RACING CLU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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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769-81116818

Transmisssion
传动系统

■广州翼狮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 020-37222989  020-37222979

奔驰SMART全套强化件Body&Chassis
车身底盘

广州翼狮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是翼狮集团属下企业，总部设在中国广东省广

州市，2006 年正式成立 CIDEP( 狮特 ) 品牌。是国内一线的专业汽车升

级零件生产厂商。www.cidep.com.cn

地址：广州市恒福路 98 号淘金商业中心西大堂三楼 2033 室

■深圳威乐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 0755-28886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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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尔夫6代的底盘加强件Body&Chassis
车身底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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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X-F3福瑞迪全车拉杆五件套Body&Chassis
车身底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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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锋范无需打孔款顶巴Body&Chassis
车身底盘

■广州益业贸易有限公司  ■ 020- 86359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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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erpro强化杯士Body&Chassis
车身底盘

www.ec39auto.com

EDDY涡流进排气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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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 Cleaner

进气系统

上海通用别克新君威双出/四出中尾段

■诺文烯汽车性能提升  ■ 0769-8106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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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haust
排气系统

TRUST/GREDDY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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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haust
排气系统

CHARGE SPEED全碳纤鲨鱼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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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roParts
外观套件

CHARGE SPEED碳纤维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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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roParts
外观套件

■奇星汽车改装部品有限公司  ■ 020-83508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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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DY涡流二代排气专家
Air Cleaner

进排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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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RCO赛车用品Peripheral
周边用品

BKC点火系统

■ BKC 中国区销售公司   ■ 020-66699246

美国 BKC 多重火花（MSD）电容放电点火系统，是目前全球最强大的

车用点火系统。近年广泛应用于欧美和澳洲的直线赛和民用车市场。它

可以在 ECU 输出一个点火信号时，在内置电脑的控制下连续多次高压

放电，最多可达到惊人的 12 次放电。也令发动机爆发力增强，起步快，

提速快。还减少积碳，延长发动机寿命，减少废气排放，起到环保作用。

注：目前适用丰田、本田、马自达、大众、标致、福特、雪弗兰等进口

品牌和所有自主品牌。

Ignition 
点火系统

■广州镁丽速动汽车改装  

■ 020-83489029  15918616805

■ www.gzmls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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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T-R R35全车碳纤维件AeroParts
外观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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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RARRI、PORSCHE、LAMBORGHINI超级跑车空力套件AeroParts
外观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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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你巴士（MINI BUS）AeroParts
外观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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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迪A4L四出中尾段Exhaust
排气系统

Exhaust
排气系统



《汽车与社会·性能车》
杂志代理点，欢迎加盟     ！

安徽地区代理点：

极限车改	

联系人：江龙     

地址：安徽省合肥国际汽车城汽摩配市场 C 区 7

栋 101-123   电话：13866795955

e车汽车服务	

联系人：宋发根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徽州大道 1158# 银杏苑棕榈

区 130-131 号     电话：0551-3451750          

MJ改装部落

联系人：卢兴亚 

地址：安徽省合肥政务区汇林阁西区翡翠路门面

094 号    电话：18056007235

爱车e族	

联系人：钟锐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广场北路（田区检察院北）

电话：0554-6806198 

车行社	

联系人：刘涛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景观大道景江东方小区 11 栋

6 号门面     电话：13721203513

福建地区代理点：

车酷汽车改装会所	

联系人：林晓冬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洪湾北路融信宽域 55

号楼 03-07 店面    电话：18650067232

影领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君任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 418 号汇创

名居 14 栋 3 号    电话：13706987990

AMS改装零件中心	

联系人：蒋超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通江路江南水都杰座

花园 17 栋 101     电话：0591-83549020

车之炫汽车轮胎商行	

联系人：吴天铭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长乐北路 60 号紫金苑    

电话：13599054999

极限汽车改装	

联系人：林瑜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福新东路 204 号福国

花园 A14 店     电话：0591-87338632

ecar	option	

联系人：王柄毅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浦墘路 16 号君临东城

3 号楼 9 号店     电话：0591-83304845       

RTS车乐坊车业	

联系人：王晓艺 

地址：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大学城少体校店面A-1

号     电话：18960051180

车元素性能提升专门店	

联系人：林哲 

地址：福建省漳州市乡城区悦景豪庭 3 号楼 D12 

D13     电话：13960008937

福州贝斯帝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林 

地址：福州市仓山区螺州街 17-2 号 

电话：15980610616

甘肃地区代理点：

极品车百汇	

联系人：李磊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麦积山路耿家庄 196

号    电话：13893319158

GT改（盖特专业汽车升级改装）	

联系人：梁君伟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滩尖子 305 号 

电话：13919177777

NOEFLIGHT(贴地飞行）改装店	

联系人：李峰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滩汽车用品市场 A

区 25 号    电话：13919369827

飓风改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海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南滨河中路 405 号 

电话：15809312944

北京地区代理点：

胜道博岳国际卡丁车馆	

联系人：支群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苇路金港汽车公园北门 

电话：18610095430

FIST	AUTO	

联系人：DANNY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蝉西路甲 1 号酷车小镇

D3-3    电话：18605320078

ZTSPEED涛车改	

联系人：王向东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黑庄户大鲁店村二队北八区

东 1 号 521 库房    电话：13910858066

theway汽车改装	

联系人：华朝阳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新北路 88 号 

电话：13910099649

靓车宝贝改车坊	

联系人：欧张龙 

地址：广西省柳州市城中区雅儒路 51-3 号 

电话：15878891007

威马改装技研	

联系人：娄键 

地址：广西省南宁市望州路 265-9 号 

电话：0771-5628536

电动涡轮增压器改装店	

联系人：李华 

地址：广西省南宁市望州路 298 号万里汽配城

A-219 档    电话：13768500023

捷力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勇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塘步西村番禺大道北

20 号    电话：13822173338

魔彩MC深圳站	

联系人：王贺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侨香东路 1028 号万通达二手

车城 B1-3 号   电话：13005412400

黑龙江地区代理点：

成龙名车	

联系人：成龙 

地址：伊春市乌马河区金居花园 10# 楼第 2 户门

市    电话：13945878787

大庆家锋汽车精养坊	

联系人：赵家锋 

地址：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祥阁汽配城 2 号 7

门    电话：13367504444

品风汽车工作室	

联系人：王欣 

地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锋区龙南 8 号楼 30

门    电话：13766516123

改装车一族	

联系人：陈志强 

地址：哈尔滨市到外区靖宇北大 6 道街 8 号 

电话：13936247273

黑龙江日成车之家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曲阳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通达街 292 号前台收 

电话：13936300006

TOM车坊	

联系人：甲成杰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光芒街 33-3 号 

电话：13936311111

彩舞者艺术彩绘公司	

联系人：张贺琪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 573 号盟科观邸 B3

栋一单元 402 室    电话：13936625852

麦卡动力	

联系人：张鑫 

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文治二道街 2 号 

电话：13091707890

车工厂改装坊	

联系人：牛越欧 

地址：哈尔滨市宣化街 477 号奔马国际汽车城负

一层 F 区 12-2 号    电话：13945150669

车佰仕	

联系人：唐万新 

地址：哈尔滨市宣化街 477 号奔马汽车城 B9-1

号    电话：13936099211

车部落汽车时尚改装坊	

联系人：刘晓东 

地址：哈尔滨市宣化街 477 号奔马汽配城 C 区

29 号    电话：0451-87102777 

海南地区代理点：

勇易改汽车工坊	

联系人：吴勇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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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13518084418

风速改装专门店	

联系人：黄炳鹏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南海大道 81 号京江广场

A-105    电话：0898-66801689

成杰车乐	

联系人：王章杰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大道 55-1 号逸秀雅苑

首层    电话：0898-68950968 

河北地区代理点：

森淼	

联系人：魏斌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秀兰景观城底商

11A-2 号    电话：0312-5922228

车美士	

联系人：史俊清 

地址：河北省沧州市东方倍思特维修服务有限公

司    电话：13931733246

欢乐旋风改车会		

联系人：芦晋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东联汽配市场 1 排付 2 号    

电话：13933193555

铭升动力汽车用品店	

联系人：钱勇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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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15931188899

石家庄振华汽车工具	

联系人：崔雷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胜利北大街 236 号恒奥汽

配城 3 排 29 号    电话：0311-86960970 

永诚汽车灯光升级店	

联系人：李永晨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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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13333380156

劲车道汽车无限改升级	

联系人：王辉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开发区建设北路东方大厦 B

座 3099    电话：13780257000

深改唐山店	

联系人：夏来杰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鹭港龙源路 410 楼 

电话：13730506998

铃木汽车运动俱乐部	

联系人：张麒瑞 

地址：河北省邢台市邢州北路 399 号县医院对面

装具部    电话：13930900656

吉林地区代理点：

forspeed汽车升级养护店	

联系人：张芸硕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前进西街红旗花园一

号门市    电话：0431-85150025  

ＭＡＸ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雷鹏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磐石路 555 号（南湖

假日酒店后）    电话：0431-89351999

欧美亚汽车改装店	

联系人：宋健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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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13394314333

极速名车装饰广场	

联系人：赵新峰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正阳街汽贸小区一号楼 105    

电话：13074381104

勇气改	

联系人：李勇 

地址：吉林省吉林市高新区 C 区 15 号楼 13 网点    

电话：15981112111

河南地区代理点：

锐搏洛阳改装店	

联系人：李明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九都东路九都汽配装饰广场

新街 1-118-119 号    电话：13721681088

改装力量	

联系人：戴彦超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大杨树林安汽车用品

城 5-8 号    电话：0379-65615599

郑港汽车装饰	

联系人：肖旭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城东路 106 号 

电话：13607655979

速度之星赛车配件中心	

联系人：马超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花园路 111 号天荣汽配城

A11-14    电话：15978436611

澳德巴克斯	

联系人：高杰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花园路 88 号万通广场 

电话：0371-65699633

勇极驱	

联系人：赵乐乐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花园路北环宏达车业广场 3

区 A12    电话：0371-63395622 

皮卡车改装	

联系人：张晓林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花园路刘庄中心大街壹仟家

超市对面 1210 室    电话：13938586762

91车饰汽车生活空间	

联系人：黄丰粟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中茵名士花城店面 2-18 

电话：0591-88929191

南平市时尚汽车酷改	

联系人：杨英强 

地址：福建省南平市环城南路 103 号 

电话：0599-8610080

新海联 /轮之林车轮世界	

联系人：卢文忠 

地址：厦门市湖光路湖滨三里 103-104 号 

电话：0592-5151087

厦门恒群	

联系人：陈伟雄 

地址：厦门市湖里区长岸路恒丰花园 72 号      

电话：13400685369

伟恩速度公园	

联系人：小炜 

地址：厦门市湖里区湖里大道 45 号联发 9 号厂

房    电话：0592-5151911

弯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巫冠颉 

地址：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西二里 61 号 401 

电话：0592-5251107        

车都会汽车性能提升	

联系人：黄彬滨 

地址：厦门市湖里区园山南路（园山工业区）10 

-12 号店    电话：0592-5599218

浩迅特	

联系人：方恺东 

厦门市集美区永丰路 9 号浩迅特汽配有限公司    

电话：0592-6288722      

慕义车之速	

联系人：缪杰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东浦路 593 号 

电话：15959265011

车之居	

联系人：何灿阳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会展路 358 号 E-10-11 

电话：13666008889

极道车业	

联系人：宋先生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体育路 45-47 号海西汽配

城 5 号楼 6 号店    电话：0592- 5078829     

蓝海汽车改装	

联系人：王良平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体育路海西汽配城 3 号楼 24

号店面    电话：0592-5025973

絜鸿汽车精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丰云 

地址：厦门市翔安火炬园翔虹路 27 号 

电话：0592-3166899

天璐汽车运动会馆	

联系人：霍岩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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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13366212016

赛浪汽车服务连锁	

联系人：周彬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中芯大厦 902 室 

电话：15076575000

北京速彩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乐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五方天雅汽配用品大

厅 1060 号   电话：18601391618

北京金顺达汽车改装		

联系人：潭金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枯柳树环岛天龙汽车城 C 区

47 号     电话：13911759768

北京车迷会		

联系人：武凯   地址：北京朝阳区金蝉西路甲一号 

酷车小镇 AUTOFANS MOTORSPORT 车迷店      

电话：010-67370698

两广地区代理点：

速动改	

联系人：黄永东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广佛大道快捷汽配城

C 区 4 栋 404 档     电话：15818025887

奔锝汽车改装	

联系人：钟成斌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芳村花地大道北 255 号    

电话：13609035246

赛酷汽车改装		

联系人：郭全虎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永福路利远广场四楼 D043-

044      电话：13719272928

湾速汽车服务中心	

联系人：朱基林 

地址：广东省惠东县黄埠镇环城路中段（地税对面）    

电话：13553408559

深圳高性能俱乐部	

联系人：施建民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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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13922543222

中国大器汽车改装事业部	

联系人：朱先生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建设二路 113 号首层    

电话：13531822122

南宁车宴	

联系人：吕桂兴 

地址：广西省南宁市青秀区白云路娱人码头商业街

4-35    电话：15678888389

活塞之舞改装工作室		

联系人：曹晓峰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花园路汽配大世界 10 排北 3     

电话：13837158352

极速汽车改装	

联系人：李征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北环汽配大世界 22 排

南 3 号    电话：13598439266

亮途零件ECU升级中心	

联系人：张龙飞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花园北路汽配大世界

8 排北 3 路    电话：0371-87535815    

英普达专业赛车技研	

联系人：杨治宜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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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371-66992999      

海博零件站	

联系人：孙晨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天荣汽配城 A32-15 电话：

13598068599

爱车族汽车专业改装	

联系人：孙宇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花路北段汽配大世界 18

号楼北 3 号    电话：0371-65743338

湖北地区代理点：

极速改装店	

联系人：杨小江  

地址：湖北省荆门市象山大道南段惠民水果批发

市场大门    电话：0724-6804878

搏速汽车改装	

联系人：瞿海峰 

地址：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北京南路 11 号 

电话：0719-8897899  

台湾金殿汽车工场	

联系人：蔡绅宏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墨水湖北路 116 号    

电话：027-84666168

嘉得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甘露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墨水湖北路缤纷四季

小区 108 号    电话：15827335519

鑫源速	

联系人：徐锋 

地址：湖北省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二七路 189 号    

电话：13339999205

源动力汽车工厂	

联系人：徐俊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香江路 46 号 

电话：027-85740195

赛霸汽车改装	

联系人：牛闪妹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鸿润汽配城 A 区 16

号    电话：027-83876866 

刘工改灯	

联系人：刘海龙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常码头 785 号海天汽车

用品市场    电话：027-86820330 



武汉红线改装用品商行	

联系人：刘锦明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长丰大道172号 万国长丰

汽车用品市场B15号    电话：027-83429317 

指数汽车	

联系人：浩然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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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27-65661150

至和专业汽车升级	

联系人：姜均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常码头汽车用品市

场 8 栋 13-16 号   电话：18971505326

武汉全旺改装	

联系人：牛全旺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 300 号万国

汽配城 H-4 号    电话：027-59308222

捷豹汽车改装饰品	

联系人：周晓秋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太平洋万国汽配 D-2 

电话：13886139686

鼎一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雷林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秦园路 86 号 

电话：13986295856

超人汽车改装店	

联系人：张亮 

地址：湖北省襄阳市滨江大道 8 号 

电话：0710-3613722     

SARF车业	

联系人：熊德山 

地址：湖北武汉市江汉区长青三路 100 号 -2 

电话：13971331105

前线领域	

联系人：潘承栋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金桥大道中环商贸城

H13 号   电话：13807131209

四川地区代理点：

金邦汽车音响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人：孙家刚 

地址：四川省成都肖家河街 190 号 

电话：028-85173886

润东改	

联系人：缪帅西 

地址：重庆市奥体东路 58 号左林右舍 1-1 

电话：023-68651133     

私家车库	

联系人：杨昭军 

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建工 2 村 49 栋

26-5    电话：023-67525998         

零侍改装	

联系人：蒲沭 

地址：重庆市龙江北区天工大道 122 号保利香槟

花园 C4-15    电话：023-86794253     

焱焱改装		

联系人：姚焱杰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福利社阳光华庭 H1 栋 5-3

电话：13883099830

竞技改	

联系人：岳建波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湖路骏逸江南 26-13 号    

电话：13527581759

重庆驰加商贸有限公司	

联系人：伍兵 

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沙样路 

电话：023-65127050  

         

丝绒公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嵩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冉家坝紫都城东北门斜对面    

电话：023-86795551           

卡友汽车	

联系人：王政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鲁能星城 2 期 22 栋 3 号 

电话：023-67985147   

重庆睿奥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孙晓琴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冉家坝龙湖紫都星座 B 座

3008    电话：023-63081266   

小柯改直营店	

联系人：柯磊 

地址：重庆市渝北冉家坝龙山大道 198-200 号门

市    电话：023-86790394          

嘉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康 

地址：重庆市渝北松岐路 242 号 

电话：023-67574971   

美卡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吕学锋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大坪医学院路永缘汽车用品

市场 C-02 号    电话：023-68586750 

名尚俱乐部	

联系人：陈毅平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坪正街天龙城市花园 A 栋    

电话：18680830321

湖南地区代理点：

赤东技研车业	
联系人：任奕璋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远大路马 -+- 王堆汽

配城 D11 栋 2 号    电话：0731-84681717

改乐VIP汽车服务会所	

联系人：周宇龙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先福安置小区

B8 栋 1-4 门面    电话：18684913338

义龙社	

联系人：易永根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高桥牛串

岭 153 号    电话：13787200595

AAI全美国际有限公司中国服务处	

联系人：唐欣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美联天

骄城 6-1106 室   电话：18976162626

艾森汽车科技长沙技术服务中心	

联系人：肖龙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路杏林小区

21-104    电话：0731-88921675

励志汽车性能提升会所

联系人：曹智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中南汽配批发大市场 S 区 11

栋 35 号    电话：18907482922

佳友汽车改装	

联系人：曹新华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兴旺风情步行街地下停车场    

电话：0735-8883299 

金利达	

联系人：段林云 

地址：湖南省冷水江菊花井三叉路口 

电话：13789249458

三超改	

联系人：胡勇军 

地址：湖南省邵阳双清区双坡南路 8 栋 1-5 号    

电话：0739-5279877

江西地区代理点：

金冠汽车美容	

联系人：朱冬平 

地址：江西省赣县赣新大道 43-13 号 

电话：13766306891

无极限车改店	

联系人：赖建平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新文清实验学校后一栋 

电话：0797-8172671

劲锐汽车-一站式汽车梦工场	

联系人：曹亮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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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797-8198921    

月福汽车服务中心	

联系人：孙业兵 

地址：江西省九江十里大道 418 号 

电话：0792-8198398

盈科动力	

联系人：张磊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歩红花园东区 101-107 

电话：0792-8195956 

TSP	auto	sports

联系人：滕玮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联泰香域滨江 4 号

楼商铺 001-002    电话：0791-83728513  

蓝色汽车改装车坊		

联系人：赖云敬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埔区洪都南大道 48 号    

电话：13007231531

木村汽车技术服务	

联系人：袁行椿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五纬路木村汽车技术服务 

电话：13607007551

辽宁地区代理点：

大连ZEAL燃情动力	

联系人：高原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寨子镇虹港路

ZEAL    电话：13019412942

恒大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健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保税区黄海西三路 101 号    

电话：13840908384

泰华影音美饰行	

联系人：顾百通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香周路高云街 128

号 -2 号    电话：15524774555

苹果唱响汽车影音馆	

联系人：杨涛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不老街 175-3 号    

电话：13998608930

通通汽车改装中心	

联系人：李杨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万岁街 19-2 号 

电话：15840625555

坤一车业	

联系人：吕红坤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南路恒利园

14-16 号    电话：13889491596

冠宏汽车音响	

联系人：刘斌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长生街 58C-6 

电话：0411-84643776

隆博国际	

联系人：游海波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香周路 25 号 

电话：15840676551

车来车往汽车音响改装	

联系人：朱茂国 

地址：辽宁省大连中山区福利街 25 号 

电话：13804268688

TT改高性能汽车用品店	

联系人：柴晓东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万柳塘路 20 号 1 门   

电话：024--62460078  

车友汇汽车改装店	

联系人：熊方义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中学堂路 8 号 3 门    

电话：024-8872 0443

沃卡汽车性能提升中心

联系人：栗秋实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长白西路 35-1 号 3

门    电话：13998801995

S-ONE	

联系人：钱斌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银山路 1-5 号 

电话：13700001446

盛京动力	

联系人：海东旭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北三东路 24 甲 1 号

8 门     电话：024-62642440

沈阳动力平方汽车改装用品	

联系人：高士俊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兴工北街 89-2 号 2

门 \3 门    电话：024-62634866 

TONY动力车坊	

联系人：王东廷 

地址：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园林路 9 栋    

电话：13904200022

山东地区代理点：

超级车改汽车改装配件公司	

联系人：张峰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世购广场 165 号 

电话：0531-82426558

东奥车改	

联系人：吕传朝 

地址：山东省泰安市南外环与温泉路交汇处北

100 米路西    电话：18605389203

无限动力车改俱乐部	

联系人：卢可选 

地址：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豪德贸易市场二排 50

号    电话：13455600743

浙江地区代理点：

百桥飞德勒销售中心	

联系人：黄彦华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石桥路 198 号德胜

汽配市场 607 号    电话：13285776398

宏来汽车改装	

联系人：方宏明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长寿南路联心工业园 1 号楼

8 号 0574 车队   电话：13968309393 

一龙汽车改装专门店		

联系人：陈益龙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枫南路 41-51 号 

电话：13606686008

百桥轮胎商行	

联系人：王斌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龙方路汽配市场 5 栋 9-10

号    电话：0577-88602606

温州城市动力	

联系人：季小扬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新城宏源路 35-39 号    

电话：13868880008

大诚汽车服务中心

联系人：杜彬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区海兴西路 263-265 号

电话：18657371108

山西地区代理点：

晋中市福莱斯汽车装潢中心	

联系人：张永刚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汇通路使赵门楼对面福莱斯    

电话：15035623566

悦声汽车改装	

联系人：马冯涛 

地址：山西省临汾市百业交通市场 3 号楼 

电话：13934683434

喧哗上等赛车运动俱乐部　　	

联系人：张程祎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长风街体育路口东北角亲

贤社区 66 号    电话：13613463595

山西汤普森豪车会所	

联系人：刘棶秀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平阳路御公馆小区 

电话：0351-3070999       

火鸟极速改装店	

联系人：杨晓伟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体育路体育场内 

电话：0351-7041987

太原画皮艺术涂装工厂	

联系人：王川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千峰南路力霸市场

东 1 号   电话：0351—6336252

车衣裳山西总经销

联系人：刘棶秀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新千峰南路 

电话：0351-6333216       

车仆改	

联系人：朱正宏 

地址：山西省忻州市开发区转盘往北 50 米中国石

油对面    电话：13994188889

内蒙古地区代理点：

中韵汽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郝文杰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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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13948871836

集结汽车运动俱乐部	

联系人：苏帅 

地址：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迎宾路迎宾小区东门

6-8 号    电话：15049377777

泓盛车饰	

联系人：郭亚丽 

地址：内蒙古赤峰市清河路清河家园 8 号厅 

电话：0476-8260957

德和赛车配件中心	

联系人：侯小虎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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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15848147779

小松汽车装具	

联系人：田艳松 

地址：内蒙古乌兰浩特市建设局东侧怡园小区 2

号    电话：18604825535

搏力风汽车改装俱乐部	

联系人：张平平 

地址：内蒙古锡林浩特市新时代中学东 150 米路

南   电话：15547977799

新疆地区代理点：

擎挚汽车零件	

联系人：甘泉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华凌国际汽配城负一楼 B71    

电话：0991-4888851 

劲车会所	

联系人：李锋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昆仑东路 669 号 -3 号门

面   电话：13199869778

D元素车技研 (五角星汽车改装俱乐部 )	

联系人：唐海珊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鲤鱼山路 888 号    

电话：13999135999

C	极驱

联系人：常志勇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新市区河北东路蓝翔花苑商

铺    电话：13999825171

贵州地区代理点

幸鑫汽车	

联系人：刘旭炜 

地址：贵州省贵阳宝山南路 564 号附 1 号 

电话：0851-5530283

大众星州科技有限公司E卡汽车工作室	

联系人：王俊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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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851-5101817

龟博士汽车改装	

联系人：王韬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大道北段 262 龙诚汽车

装饰城    电话：13985421886

竟速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俊峰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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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851-6721651

云南地区代理点：

如何成为我们的代理点？
1、将《汽车与社会·性能车》杂志
放在店里的展示架上，让顾客随时可
以翻阅。
2、每月至少有二个《汽车与社会·性
能车》全年订阅客户。
成为代理点的好处：
1、首次成为代理点的店家，可免费
获得当月及前两期《汽车与社会·性
能车》杂志各一本，以后每月赠送
一本。
2、每月可免费在《汽车与社会·性
能车代理点》专版刊登贵店的基本
信息。
3、需升级成为广告客户的，将享受
更优惠的折扣。
 
加盟热线：0755-22157696
陈小姐    客服 QQ：1796402499

红河车迷驿站	

联系人：查应冲 

地址：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兴州路银苑小区一幢

13-14 号铺    电话：13988014703

音乐前线	

联系人：姚新平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北市区北辰大道车行天下 

电话：13888223138

友邦车港汽车用品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可锋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十里长街富城车世界 A 区 6

栋 19 号    电话：0871-8360819

汽车之家	

联系人：徐昌伟 

地址：云南省文山县阳光外滩 A1-45 号 

电话：13887609991

其它地区代理点：

奥图巴汽车工作室	

联系人：陆唯一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 312 国道洛社段 

电话：15995256031

车之娱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荣 

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银盛路 189 号 

电话：158096855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