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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辆汽车，与你的身体最紧密接触，在撞击的千钧一发间最能保住性命的只有两件东西——座椅与

安全带。作为驾驶者、消费者，你会把你的生命交予一张不符合撞击测试、会在意外时会破裂解体、失火

时会迅即焚烧起来的桶型座椅么？本期的专题，我们囊括了市面上最受欢迎的几个改装桶椅品牌，并对它

们做出相应的介绍。希望在您阅读完这个专题之后，能够认识到一点：“桶揽天下”，它们靠的是过硬的

品质，理性的设计以及以使用者驾驶安全为宗旨的开发根据。

记得那是夏天，我与她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邂逅。她对我所的说事情都饶有兴致，也从不吝啬那

暖人心脾的笑容。那辆菲亚特 500 让我们有了第一次肌肤贴近的机会，窗外的风吹起她的秀发，只属于

她的淡淡的香气弥漫了整个车厢，整个夏季。

CT200h 是雷克萨斯最“年轻”的车型。年轻包括多方面：CT200h 研发过程全部由年轻团队来完成；

CT200h 是雷克萨斯首款五门掀背车，也是首款排量低于 2.0L 的油电混合动力车型；它的使命就是凭借

极富运动感的外形俘获更多年轻人的“芳心”。

作为目前奥迪 Q 字辈中最小巧的一位，Q3 年轻、富有动感，它更是一辆披上 SUV 衣服的小钢炮。

由于今年 CRC 的赛程可能只有四个分站，在还没有明确增加站次的情况下。2012 北京·怀柔中国

汽车拉力锦标赛成为争夺年度排名的关键一战，当车手们从张掖的沙石赛道回归到柏油赛道，感受已经有

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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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

最近中日关系紧张，直接导致行内日本品牌的销情堪忧，甚至参加展会时被认知是日本品牌就立刻招白

眼、转头就走的待遇。相比各地的抗日游行，这种待遇听起来已算相当客气了。

作为中国人，对于国土完整的立场我是无比坚定的。但对于无条件地抵制日货则不能苟同，这是狭隘、

激进的民族主义的固步自封行为。

拿我们传媒行业来说，专业单反相机早已是日本品牌一统天下，如果没有佳能、尼康、富士、索尼、宾

得、松下的相机，世界新闻报道将只有文字没有相片，也没有视频，整个世界传媒业将就此停顿。更何况是中

国传媒业。

再说我们的汽车行业。韩国人非常自觉地购买国产车，因为韩国进口车稅其高，所以很少有进口车（不

仅仅是日本车），然后韩国政府用了几十年努力发展韩国汽车工业，现在终于可以与日欧美车抗衡。

而我国的汽车工业经历了几十年的摸爬滚打，从直接搬来用到山寨别人，到现在开始有稍微像样的自主

产品。走过的路和花的时间比韩国曲折而长。我国政府对汽车工业的政策也是先以市场换技术，到实在憋不住

让民企山寨自立的矛盾变化过程。历史让外国品牌的国产车已成为中国车市主流，日本汽车品牌更是占据难以

撼动的重要角色。抵制日本品牌汽车任何的打砸、抵制甚至行政指令都只是暂时而不长远的。实际上日本品牌

汽车已在近10年的市场竞争中走入颓势，这种以实力打击对手才是可取和理智的。广东的日本车销量已大不

如前，欧洲车型迎头赶上，但这绝对不是抗日情绪，而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日本品牌在某些领域已是世界前茅，不仅欧美品牌难以竞争，国货更是无法企及。对日本品牌产品一竿

子打死不用，等于自降效率，等于有鞋子不穿非要光脚走路，折磨自己也走不远走不快。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

日本品牌和产品，韬光养晦，自强不息比喊口号、打砸抢更理性。

【文】陈刚 《汽车与社会·性能车》主编

新浪微博：@ 改装陈四驱刚

N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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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想念

我是一个喜欢音乐的人，高中到大学几年还曾经组织过乐队，现在偶尔也会拿着吉他吼上几嗓子。与音乐

的几年接触令我很是喜欢听歌，前几年一个人驾车在山路上兜风又或是深夜在高速公路上飞驰的时候，车内如果

没有音乐或任何声响，就会很不习惯。那时，即使没有配备很好的音响系统播，哪怕是一辆仅装备了FM收音机

的车，我也会在关上车门的第一时间迫不急待地扭开。

有一次无意识却惯性地打开收音机,电台里正好播放很喜欢的乐队The Eagles的《Desperado》（1973年

发行），歌中悠扬的钢琴旋律和主唱略带沙哑的声音令我在乍听到此歌时百感交集，霎时间豪情万丈，心中的那

份感动久久不能退去。深夜独自开车的路途上,空旷而自由同时也夹着些许冷清与孤独，当车厢里弥漫着缓缓音符

丝丝节奏，感觉就又截然不同，享受片刻孤单。电台里飘出的一首首歌曲，很多时候都是擦耳而过。我喜欢听到

熟悉的音乐，而且不是自己选择的。最好是事先连名字都不知道，而是由电台随机播出的，这份乍逢钟情歌曲的

不期而遇，实在太好了。那一刻听着音乐想起某个人，重温这份忽然扑来的想念。

这样好了，我们来玩个交换CD的游戏——你烧一张音乐碟给我，我也回赠一张自刻CD给你。有很多好听

又有故事的音乐，你喜欢的是哪一首，听到它你会想起谁，把这些心情用笔记下来，或者写在明信片上寄给你想

念的人，是不是很浪漫？

再过一周时间就是月饼节及国庆黄金假期，让朋友或爱人替你准备好音乐吧，在去自驾游的旅途中又或是

回家的路上，当熟悉的旋律从音箱里流出，这份突出其来的惊喜该是多有爱多欢愉。

听到这首歌，你是否会想起我。

在此，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事事圆满。

【文】陈晓虹 《汽车与社会·性能车》副主编

新浪微博：@eason4car

Revisiting mi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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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欲善其事，未必利其器

写下本期卷首时，我正在新疆跟踪采访环塔拉力赛。这是一个国家级别的越野拉力赛，随着比赛几年的

发展，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近年比赛渐渐进入“军备竞赛”，车手们不惜花重金从国外买来达喀尔退役、甚至

现役赛车，或者仿造国际赛场的巴吉、钢管赛车，希望在比赛中获得好的成绩。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利器的车手们表现如何呢？当然也有成功案例，但也有很

多车手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不熟悉车的性能，无法将其充分发挥，有的无法驾驭赛车的强大性能反而出

现失误；自制巴吉、或钢管赛车的，则因为各种不成熟而出现各种问题。比赛中领先的，有的并不拥有很先进

很昂贵的赛车，而是自身有过硬的技术和心态，有的则是车手有足够实力的基础上有先进的赛车。可见工欲善

其事，未必利其器。

在房车改装领域，玩家们也容易走入“军备竞赛”的误区。我们也遇到过不少人，想要把自己的车改装

成若干百匹，全车用超高性能改装件，或者邀请国外知名改车专家来打造整体方案。这个过程中，首先对自己

的能力估计不足，其次对自己的需求估计不足。在后期驾驶中，有的人会因为不能对车充分驾驭而出问题，有

的人则会发现车改出来自己似乎并不喜欢，只得作价出让……

我们讲到开车的境界时常常用到一个词：人车合一。这就像青年男女谈恋爱，双方相互吸引是先绝条

件，在相处中，双方的个性、能力、相貌、修养等许多方面都会对最终的结果产生影响。在影响的因素中，有

的需要相同，有的需要互补，还有的需要改变，最终两个人才能结合。如果人和车的能力相差太远，往往容易

出问题。

驾驶，始终还是应该以人的技术为基础。就像一张好的摄影作品不一定是由多么顶尖的器材拍出，但一

定是出自出色的摄影师。无论改装自己的爱车还是参与赛车，需要的都是一辆适合自己的车。自己应该对这辆

车足够熟悉，并且能够对其完全掌控，这样的车才能与你合二为一。

【文】 章懿哲  《汽车与社会·性能车》顾问

新浪微博：@45 号章懿哲

The Realway lead To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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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勇 勇极驱创始人

我于1995年1月创立了勇极驱（YJK）汽车

改装公司。当时是在罗湖宝安南路一个150平方米

的店面起家。取这个名字还是和topmix的创始者

之一的毛先生一起研究出来的。yjk的译音也是用

香港的拼法。回想起来，细数之下到现在已经17

个年头了。

记得1995年开业后接触当时的驾驶者，他们

对改装完全是处于文盲阶段（当时我自己也是新

人半桶水阶段，哈哈）。我们在深圳特区报上做

尾翼广告时还需要特意写上他的安装方法及功能

的解说。可以说是通过广告来宣传改装哦，目的

是让更多的人理解改装的真正含义。直到1998年

陈刚找到我做了一个关于改装的专访，慢慢的才

有杂志媒体真正在做改装方面的推广宣传。

回想起YJK的发展历程，1997年搬家到北环

大道银湖车站对面的园林大楼，营业面积280平方

米，1999年再度扩张营业至今的滨河大道的1200

平方米的经营场地。虽然频繁的搬家，但1995-

1997这段时间都是好艰难的维持下来，直至1999

年才开始真正盈利。

除了改装车，我在2002年首次参加了中国汽

车拉力赛上海站（当时韩寒还找我签名，牛吧，

哈哈）。04年组建勇极驱车队参加首届中国汽车

场地锦标赛就是现在的CTCC，获奖无数。

17年的改装历程可以说算是比较平稳的度

过，通过经营YJK改装生意让我得到了好多，也

学习了好多改装的知识，结交了各行各业的佼佼

者，人生过得也蛮惬意。但期间也有许多的酸甜

苦辣，好像近几次的事件，例如杭州的evo和深圳

的526，一度让改装行业蒙上阴影。其实如今网络

发达，也希望某些新闻媒体能够在做足研究之后

再对事件作出客观的报道。而不是单纯的一味指

责改装车。但不管如何我还是会继续走下去，多

为中国的改装行业做贡献，让后来行家们能比我

们做的更顺心而努力。我的理想是做中国人自己

的品牌，而不只是进口一些外国的品牌。希望大

家也努力做出自己的品牌，自身强大才不会被老

外欺负。希望与国内的同行共勉。

新浪微博：@ 勇极驱汽车改装 - 周勇

my life
改装历程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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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汽车后市场商机

【文】胡世光 呔铃王创始人

我叫胡世光，香港人。1998年北上寻找商机。由

于当时深圳的摩托车市场相当红火。于是从2000年开

始，在深港两地做起了摩托车配件贸易生意。由于配件

齐全再加上价格合理，顾客都很相信我。经过口口相

传，生意逐渐红火。我终于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并

敲开了生意场上的大门。

2005年前后，随着部分城市“禁摩”政策的实

行。我意识到必须立即转行，转的越早，主动性越大，

否则真的等到一大批城市都禁摩的时候就来不及了。后

来经朋友介绍和学习，我进入了汽车轮毂世界，并在深

圳创建了“呔铃王”，并有了全国的连锁的构想。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断的学习和钻研，我终

于将这一修复技术引进到了中国。率先填补了我国对于

轮毂修复的技术空白。经过实践的论证，市场的考验，

我研发的轮毂修复技术是一流的。当时店面只有35平

米，对面是一个垃圾场，两边是做物流的，就是在这样

的一个环境里，我的修复技术发出光芒。逐渐来的高档

车多了，口口相传的人多了，慢慢地周围和呔铃王匹配

的汽车项目一家家的开了起来。大家都说是借了呔铃王

的光生意才会这么好。毫不夸张的说，笋岗已经成为深

圳最大的汽车服务市场。回想起当初创业的时候，我真

的很自豪。

经过不断地探索和研发，我和搭档杨仲谋于2008

年研发出了一套高科技轮毂修复设备。利用设备简化了

修复工作，高效快速的提高了轮毂修复质量，并且能够

使新人也能迅速掌握到修复技术，提高工作效率和修复

质量。该设备经过不断改进和完善，终于在2011年申

请到了国家专利。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是时候向全

国市场进军了。我和搭档也如愿以偿的成立了中山呔铃

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开始了全国招商加盟的征程。

2012年8月31日我们的第一家加盟店--东莞店的

顺利开业正式吹响了我们向全国轮毂修复市场进军的号

角。随着呔铃王在珠三角和全国的知名度的提高，客户

需求也越来越多。为了更好地为客户服务，我们计划在

2012年12月31号前，会在珠三角地区再开4--8家呔铃

王加盟店。2013年在全国再开20家呔铃王连锁店，通

过加盟连锁把呔铃王这个品牌做大做强，争取在5年之

内在香港上市。

现在深圳的店面月营业额高达于百万之上。曾经

有朋友和我开玩笑说：“连你的店长都开上宝马了，看

来你是没少赚钱呀”！其实我们靠的就是扎扎实实技

术，高品质的服务，实实在在的价格才会得到广大顾客

的青睐。今后我们会更加的注重品质和安全，用我们的

精心和诚信让顾客放心，坚决做到“呔铃王让您的汽车

跑得更安全”！

新浪微博：@ 呔铃王光少

catch The Opportunities 
Of auto after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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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aflush 活宝 

【文】 石海涛 iAcrophobia 主理人 石海涛

大家好，我是石海涛。大家都叫我裤裆老爷。

我是iAcro团队的一员，很高兴认识大家。

我车龄大概有12年了，接触改装车也已经6年

多了（没办法，岁数大  哈哈）。

许多人将汽车只是单纯的作为交通工具进行奴

役，并没有发现汽车本身的魅力。其实汽车本身有

许多可以发掘的乐趣，就像一个小孩子的玩具箱。

在爱上了汽车之后，汽车改装在我看来已经是生

活的一部分，车也是男人最后一个玩具。大家玩起

来，让车不再是简单的交通工具而是让她成为我们

生活的一部分。

对于hellaflush，我认识是一种改装车风格的潮

流展现。其实国外对于改装车的认识程度高于国内，

而且差距还是不小的。但是近些年国内改装车的氛围

和对改装车的理解也在迅猛的增加。随着加入的人数

逐渐增加，互相交流的次数更多，我们现在也是越来

越国际化，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的改装车也会让世界

吃惊的。

对于iAcro，我希望他是一种文化，甚至是信

仰。成立iAcro的初衷，其实很简单。就是想让国内

的改装车文化更加深得民心。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改装

车不是“飙车党”也不是暴走族。我们做的是潮流改

装，在我们展示的东西里面是有文化有内涵的。更多

的是希望让改装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让大家能多一个

交际的圈子，认识更多的朋友。

最后，感谢这些年大家对iAcro的支持和认可，

也感谢我们这个团队里所有的成员，大家都是最棒

的！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认可还有鼓励，我们才能

走到现在。

新浪微博： @iAcro- 裤裆老爷

clown of Hella Flush



白恶魔的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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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七七
英文名：Kikki
身高：164cm
体重：48kg
三围：82/62/78cm

个人经历：
2011年广州车展起亚模特
“左右视线”、“巴黎婚纱”样片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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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ww.procar.cc 2726 | www.procar.cc



白恶魔的守护

硕大的獠牙是这白恶魔最致命的武器，当它进入战斗状态时仿佛化成一把尖刀。
在对手还未摆开架势之前，已经被刺穿心脏。速度之快，甚至身上不会沾上一点
血迹。战斗结束时仍然冷冷的带着一身雪白。被这白恶魔击败，似乎已是最自
然不过的事情。当布加迪，帕加尼之流以神自居立于车坛顶端之时。兰博基尼
LP700，带着一身妖媚之气，侵扰着车界的神坛。  

车辆提供：净车
新浪微博：@ 净车 LuXe 
介绍：净车是一家艺术级别汽车 Spa 机构，提供日式专业美容工法。净车不只
是一家汽车美容公司，而是将车当成艺术品的机构。

技术参数 LP700-4

发动机形式 形式 =V 型 12 缸
发动机排量 6496cc
最大马力 700ps/8000 rpm
最大扭矩 690N•m/6000rpm
传动系统 7 档序列变速箱
悬挂系统 前后 PushRod 水平悬挂系统

车身
长 x 宽 x 高 (mm）= 4780x 2030 

x1136 mm
轴距 2700 mm
轮胎 前 = 255/35 R19

后 = 335/30 R20
整备质量 1575 kg
性能参数 0-100km/h=  2.9 s
最高时速 350km/h
综合油耗 18.9 L/10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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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拍摄完封面的当天晚上，我就立即对朱七七进行了电话采访。很不巧，她当时在

酒吧跟朋友庆祝生日。难得的是，她居然还能保持清醒坚持着完成采访。谈天的

过程中，聊起一些同样困扰时下女青年的问题时，她也表示了同样的无奈。朱七

七的身材很辣，拍照也很大胆。但是聊天过程中隐约能感觉到朱七七是一个略带

腼腆的小姑娘。两面朱七七，捉摸不透，这就是她独特的魅力。

Q: 你在酒吧吗？
A：啊，是啊。

Q：经常去酒吧玩吗？
A: 不是啦，平时我很宅的。今天朋友生日而已。

Q：喔？那你平时在家就上网开电视？
A：对啊，还有做十字绣。

Q：你居然还会十字绣！
A：是啊，我从小就喜欢这些针绣的东西，我可以做很大

一幅的十字绣呢。

Q：那你是一个很贤惠的人咯？
A：是啊，但是其实我是一个比较两面的人啦。

Q：怎么说呢？
A：在家的时候我很宅，出去就很疯啊。

Q: 哈哈哈，现在很多女孩子都是这样的，

喝完酒就变了个人似的。
A：是啊，但是我一般都是跟姐妹去酒吧的，所以可以很疯。

Q：恩，可以不用担心有色男使坏嘛。
A：对！

Q：有试过断片吗？
A：试过啊，第二天啥都不知道了。

Q：如果有一个合你眼缘的男生主动跟你邀

酒呢？
A：我不会搭理的，一般陌生人我都很冷漠的。

Q：你现在还没有男朋友吧？
A：是啊，圈子太小了，加上平时比较宅。

Q：有多久了？
A：大半年了。

Q：有想找一个怎样的男友？
A：找一个比较安定的，平淡可以考虑结婚的，其实我是

一个很小孩子的人。所以希望能够找一个年纪比较大的

人。30岁左右吧。

Q: 有考虑买车吗？
A：其实我还没有车牌呢。听说要排很久队才能考呢。

Q：那你喜欢怎样的车呢？
A：跑车啊，兰博基尼，保时捷，呃，我特别喜欢奥迪R8。

Q：那如果将兰博基尼看做是男人，你觉得

他是怎样的一个男人？
A：自大？自信？爱臭美？呃，其实我不大了解男人啊。

Q：没想过买辆什么车？
A：有啊，宝马MINI挺好的。

Q：为什么？
A: 比较适合女孩子的形象吧。

Q：你觉得 R8 是一个自大的男人吗？
A：恩，算是的。

Q: 哈哈，那你喜欢自大臭美的男人了。
A：啊，不是啊，被你绕进去了。

Q：哈哈哈哈，是你喝糊涂了。回去继续喝吧，

别吹感冒了。
A：才不是呢！那我回去啦。

Q：《汽车与社会·性能车》
A：朱七七

32 | www.procar.cc



轮之夏 / 秋日大集结

There are a thousand Hamlets in a thousand people's 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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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8 月 25 日，Rotiform 中国在上海汽车梦工厂 ( 宝山区逸仙路 3718 号 )

举行授权仪式以及大型车友聚会活动 , 感受 Rotiform 之夏的独特魅力。本次活动是

Rotiform 携手上海 Aone Racing 进驻中国后的首秀，国内 HellaFlush 文化的主力

推广团队——北京 iAcrophobia 几台标杆车辆同场展示， Rotiform 的主理人 Brian

和 Jason，Hellaflush 创始人 Mark 亲临现场同车迷一同庆祝，场面可谓是盛况空前。

Rotiform 品牌的两位主理人 Brian 和 Jason 亲临授权仪式现场 , 为 Aone 

Racing 中国区负责人 Candy 小姐交付授权牌。从此以后，Aone Racing 将会成

为中国区 Rotiform 品牌的授权代理商。作为负责人，Candy 小姐也对中国的改装

车市场非常看好，毕竟这一块内容国内也只能算刚刚起步，未来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Rotiform 品牌诞生于美国，是一家设计、制造和销售各种独一无二的汽车轮

毂的制造厂商。Rotiform 用以“设计、制造最受人们追捧的轮圈”为宗旨的企业信

仰，采用行业内领先的技术、材料以及先进的生产工艺，为用户提供专业的个性化

的产品和定制服务。旗下产品包括 3 片式锻造系列、整片式锻造系列、锻造竞赛用

系列、单片式铸造系列等。Rotiform 为旗下的轮圈成品提供各种特色服务，例如抛

光、个性涂装和电镀等等。作为一流产品的制造者，Rotiform 也为许多知名一线品

牌如 Ronal、OZ、BBS 等提供零配件服务。虽然历史并不算悠久，Rotiform 却以

其优质的产品质量、独特个性的产品风格和围绕客户进行产品定制打造的独特经营

模式成为了近三年来业界受人瞩目的一颗新星。

轮之夏
——Rotiform 中国举行授权仪式暨车迷派对

撰文：冼业湛 摄影：陈刚 陈晓虹

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蓬勃发展，汽车改装行业不断壮大，发展之势在
近几年更呈突飞猛进式。这也吸引到越来越多的国外汽车个性部品
品牌陆续来华，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多个性化优质产品。作为 Hellaflush
风格为起点轮毂品牌，Rotiform 用以“设计、制造最受人们追捧的轮圈”

为宗旨，为改装车迷提供最个性化的选择！

鸣谢：Rotiform 中国（Aone Racing）  地址：上海市金沙江路 290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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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卖轮圈，而是做文化

Rotiform 中国总代理、Aone racing 负责人 Candy 小姐专访

candy 是一位可爱中又带点稳重的女孩，若是初次见面，你绝不会想到她会与汽

车改装打交道，更是 Rotiform 的中国总代理、Aone racing 负责人。

Q：专业车志 A：Candy

       

       Q：你怎么看待轮圈的改装，为什么会选择把 Rotiform 轮圈引进中国市场？

A：每个改装的人都会把自己的个性融入爱车里面，喜欢适合自己，喜欢与众不

同的。一个巧合，我看到 Rotiform 的网站，觉得他们的产品非常的有个性，于是我

先定了一套紫色的 Rotiform 轮圈，没想到上车效果非常好。后来家里换车后我还是

选择他们的轮圈，因为无论从质量还是造型设计都非常的好。我们之前有做过很多其

它的牌子，例如 rays。他们不乏经典产品，例如 TE37，但当人们想到换轮圈的时候，

他们都会想到换 TE37，这样到了街上就会产生审美疲劳。但 Rotiform 的轮圈你可

以定制一切，让你的爱车不会有机会“撞衫”。

 

       Q: 你们在全国有什么销售推广计划？

A: 我并不想单是卖轮圈，而是做出一种文化。我想把这种文化融入到每个车友的

生活当中。有些人会觉得我们的轮圈会比较贵，我们也可以提供铸造。但是我相信更

多人会选择锻造的产品，因此我们也会主推锻造的 Rotiform 轮圈。在上海市场，我

们今次举办的这种活动是迅速扩大知名度的一种方式。

 之前有一些店家来找我们谈过加盟，但是我们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对于

Rotiform 这个品牌来说，更重要的是在全国找懂 hellaflush 的经销商。对于加盟方式，

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到那一步，我们是先把自己做好，整理出一套非常正规的管理体系、

价格体系，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个品牌很好的，很稳固的在中国发展。Rotiform 进入中

国还没有多长时间，大家对它也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会举办例如今天的改装聚会，让

车友近距离接触到我们的 Rotiform 轮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了解这个轮圈。

 

       Q: 在改装界女性非常的少，为什么你会做改装？

A: 我自己还满喜欢改装车的，我先生也是开改装店的，我们也是因为改装车认识

的，可能这是与改装的缘分。在目前中国的市场上，我认为改装店已经是比较饱和的

一种状态了，那我想如果这已达到一个瓶颈的话，不如我们从周边开始再发展一个事

业。于是我做进出口贸易，引进更有“内涵”的产品。

关于 Rotiform 

三年前，有多少人认识或者知道 Rotiform 这个字眼？而在今天，如果你是改装

车迷或者说是改装车主，一定会注意到这个品牌。

Rotiform 品牌诞生于美国，是一家致力于提供最个性化的汽车轮毂产品和服务，

采用行业领先的技术、材料和生产工艺、设计、制造和销售各种独一无二的汽车轮毂

制造厂商。Rotiform 没有悠久的历史，但是近三年来却在众多改装网站能看到它的身

影。也许 Rotiform 的辉煌真正需要感谢的是一个名叫 Hellaflush 的改装文化，作为

Hellaflush 风格为起点轮毂品牌，Rotiform 用以“设计、制造最受人们追捧的轮圈”

为宗旨的企业信仰，来为改装车迷提供最个性化的展示！

恰巧，Hellaflush 风格流行的正当时，美国 Rotiform 轮毂品牌很适时宜的借助

了这股强劲的改装风格进入大众的眼球，他们设计的轮圈拥有超前卫的外观，很多款

轮圈都堪称经典，成为了这股文化旋流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元素。轮圈采用铸造和锻造

工艺设计，单片式、3 片式样式应有尽有。此外，Rotiform 还针对完工的轮毂提供各

种补充服务，例如：表面抛光、涂装颜色定制和电镀处理等等，同时 Rotiform 还为

各大知名轮毂公司提供零配件服务。例如 : Ronal、HRE、BBS 等一线大牌。

Rotiform 已经来到的中国，并且登陆上海，国内有些 Hellaflush 玩家也已经在

使用这个品牌的轮圈了，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未来的国内改装精品中，能出现越来越

多的 Rotiform 产品吧！ Aone Racing Rotifrom 中国负责人 C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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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ast 1 piece 铸造单体轮毂

cast 1 piece 铸造单体轮毂的设计本意是一款可以应对各种路况的产品。不论你

每天的行程是贯穿城市的主干道、或是需要经常穿梭于小巷之中、抑或是从布鲁克林

大桥上来来往往，这款轮毂无疑是最佳的选择。拥有舒适的性能和前卫的外观设计的

同时 Rotiform 还可以为您订制喜欢的外观颜色以及个性螺母等。

Rotiform 轮毂全系列介绍

2. forged mono block 锻造单体轮毂

喜欢沿着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自由自在地旅行？还喜欢偶尔去拉古纳塞卡赛道去

疯一把 ? 没问题！ Rotiform 的 forged mono 铸造单体轮毂完美地集强度、耐久度和

轻量化于一体，可以全方位满足您不同驾驶爱好的需求。采用顶级的 6031，T6 铝合金，

100% 美国制造。最难能可贵的是每套轮毂均可按照您的爱车个性定制打造。forged 

mono 铸造单体轮毂提供“18-23”英寸可选范围。

3. forged split 锻造多片式轮毂

Rotiform 主要为 forged split 锻造多片式轮毂这个系列生产锻造三片式款式。这

个系列在前卫的个性设计和使用强度上达到了完美平衡。采用顶级的 6061，T6 铝合

金材料，100% 美国制造。forged split 锻造多片式轮毂尺寸从“18-24”英寸可选。

4. forged race 锻造竞技式轮毂

你觉得你天生就是开赛车的料？那 forged race 锻造竞技式轮毂无疑是你的最佳

选择！该系列产品采用顶级的 6031，T6 铝合金材料 ,100% 美国制造。采用先进的

滚边工艺和三片一体式合模技术制造，造就高性能的超轻量级轮毂，助你在比赛中获

得极大的性能优势。另外 Rotiform 还可根据你赛车的刹车系统，赛道的宽度和赛车

重量等情况为你量身定制。forged race 锻造竞技式轮毂尺寸从“13-19”英寸可选。

 Cast 1  Piece  BLQ  Forged 3 Piece Monolook LHR

Rotiform forged race TMB

Rotiform forged race VCE

Rotiform--forged 3 piece classicTMBForged Mono Black BLQ

Cast 1 Piece MIA

Forged 3 Piece Concave VCE
| www.procar.cc 3938 | www.procar.cc



秋日大集结
——iAcro Fest Hellaflush 改装车友聚会

撰文：林锐宽 
鸣谢：辣车网

8 月 18 号，iAcrophobia 在北京枫花园汽车电影院内举行了今年第二场以
Hellaflush 为主题的改装车友聚会，当天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恐高”
玩家，现场气氛相当浓厚，主办方也准备了许多新颖的活动环节和礼
品与车友互动，车友们通过这样的聚会活动更好地沟通和交流。

8 月份的南方气候还是如夏天一般炎热无比，而此时的北方已经开始有了些秋天

的气息，这会的北京稳定在 30 度以下，湿度也刚刚好，让人感觉很舒服。这样舒服

的环境下，不来点户外活动好像有点浪费了？

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就在 8 月 18 号，iAcrophobia 在北京枫花园汽车电

影院内举行了今年第二场以 Hellaflush 为主题的改装车友聚会，当然参加的聚会的车

辆不仅限于 Hellaflush 风格，当天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恐高”玩家，参与活动的

改装车辆达到 200 台以上，现场气氛相当浓厚，主办方也准备了许多新颖的活动环节

和礼品与车友互动，车友们通过这样的聚会活动更好地沟通和交流，下面请各位读者

随着文章和摄影师的镜头一起来感受感受北京的 Hellaflush 改装文化气氛吧。

这次的活动地点与上一次 4.21 活动一样同在枫花园汽车电影院内，尽管场地的

条件不是很理想，但这并不能影响大家对活动的热情。当天早上小编 9 点钟就到达活

动现场，从酒店出发一路上见到三五辆“恐高”靓车，与我们走的路线一样，果然他

们也是来参加活动的。还不到 9 点半，门口就已经有二三十部车在等候进场了，而在

场内，iAcro 的工作人员和家属们已经早早来到现场布置，虽然这是个清爽舒服的周六，

正常情况下都是一周中最重要的 Family Day，但今天每个人都早早出门带上家属朋

友来参加活动，这让 iAcro Fest 成为一个特别又充满欢乐的 Family Day ！车与生活

的充分结合，我想这应该就是最完美的玩车生活了。

 还不到 10 点，场内已经快被参加聚会车辆停满了，到中午的时候，场内已经容

纳不下更多的车了，因此又部分车友只能将爱车停在场外步行进场。参加活动的车友

除了有北京本地的车友以外还有来自周边城市的车友，最远的还有来自浙江的，为了

参加今天的聚会，都不惜远途驾驶进京参加，这一点很值得南方的朋友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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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参加聚会的车辆不仅数量多，在质量方面更是比过去提升不少，无论是在车系的多元化

还是在改造的完整度和精致度，都让大家看到中国车友对 Hellaflush 文化的认知和理解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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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装桶椅全览

一
辆汽车，与你的身体最紧密接触，在撞击

的千钧一发间最能保住性命的只有两件东

西——座椅与安全带。作为驾驶者、消费

者，你会把你的生命交予一张不符合撞击测试、会在意外

时会破裂解体、失火时会迅即焚烧起来的桶型座椅么？

本期的专题，我们囊括了市面上最受欢迎的几个改

装桶椅品牌，并对它们做出相应的介绍。希望在您阅读

完这个专题之后，能够认识到一点：“桶揽天下”，它

们靠的是过硬的品质，理性的设计以及以使用者驾驶安

全为宗旨的开发根据。

桶椅，与赛车不可分隔的历史见证桶椅的出现虽

与赛车无关，但它的进化却与赛车血肉相连。

【策划】陈刚、陈晓虹  【执行】编辑部  【摄影】伍思锋、林志达

“桶攬”天下
桶攬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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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
形座椅一词，源自牛津字典的解释“partly 

resembling a bucket in shape”，中文意思

为：“形状像桶一样的部分”。原来桶椅的

出现与赛车无关，最先见于二次大战后欧洲生产的小车之

上，因为要迁就前座中间的排档杆组和手刹车，所以将原

来的一排式座椅变为两个独立呈半桶形的座椅。

雏形与起源

第一张桶形座椅由Colin Folwell制造，此君之后于

1963年成立英国“Corbeau Seats”品牌，这就是桶

行座椅的雏形。在Colin Folwell创造此品牌之后，经过

有效的营销手段，人们开始接触到桶形座椅并开始接受

这个新颖的产品。而从1906年成立后的德国的Reutter-

桶形座椅历史

【文】AlexTam

Wilhelm马具公司与Carosserien公司合并建立Recaro

公司，并于1965年开始制造座椅之后，在桶形座椅制造

工艺里加入了更多的舒适以及安全概念，桶形座椅从此

就被推向了另一个发展高度。自此，桶椅开始装在了各

种跑车上，尤其是只有两个位置的跑车，更是开始流行

配置桶形座椅。而最初的桶形座椅，由于设计新颖，使

用便利，更是在欧洲一些汽车厂家上被广泛采用。

踏入赛车年代的座椅

在1950年F1赛事成立之前，桶形座椅的雏形已经存

在，刚开始时的桶形座椅，只是一个四方盒子以45度斜切分

开的形状，并套上垂直间格的皮革外层；时光飞逝，一直到

了70年代，开始有厂家把桶形座椅改以强化纤维或树脂一体

作为参加专业赛事赛车上必不可少的配件，桶

形座椅可谓历史悠久。最早从上世纪 60 年代

开始，第一张桶形座椅已经诞生。通行座椅发

展到现在，已经有 49 年的历史。在这将近 50

年的时间里，桶形的座椅的由来到底是如何？

又是怎么发展的呢 ?

成形、裹上防滑反皮；而进入80年代后，桶形座椅更是进化

到3D塑形等高科技设计元素。直到今天，桶椅不但有碳化

纤维3D塑形，产品的外表也裹上防滑防火物料，而桶形座

椅也早已不是赛车专属的配件，不管是赛事，还是原厂高性

能车型配套，甚至民间使用者都在包覆性、支承力、座椅刚

性和安全保护上愈来愈考虑调详。

对于非开放式车型赛车、街用高性能车型，桶椅

则加上大型的头抌、两肩承托，为驾驶者提供更全面的

支撑和安全保障，同时在造型、配色、舒适性上大做文

章，让桶椅成为车厢里最夺人目光的主角。

广泛且讲究

随着人们对汽车生活的高度追求，桶形座椅也在

一众制造厂家的改进下，逐渐更多地照顾驾驶者的舒适

性。到了今天，桶形座椅不但成为了FIA要求正规参赛赛

车必须有的配件，也成为了高性能车型的一种标配。例

如日系车型里的四驱跑车：STI和EVO、欧系超跑里的

法拉利和兰博基尼等等，都一一的配上了由专业厂家制

造的各种类型的桶形座椅，甚至，还出现了办公室办公

用的桶形座椅以及幼童使用的儿童座椅。因为专家通过

研究发现，桶形座椅不仅能有更好的包裹性，能在赛车

发生撞击时更好的保护驾驶者的安全，一张设计得当的

桶椅，也能够有效的降低驾驶者的疲劳，因为它拥有着

无以复加的舒适性，能够让驾驶者在长时间的驾驶下，

仍然不会因为坐姿等问题，造成个人身体的危害。

1、早期的桶形座椅设计比较简单。2、最早的车辆选用直排式座

椅，乘客在汽车转弯时必须“紧握扶手”。3、日产战神GTR的

Egoist版的座椅。4、Recaro前身Reutter- Wilhelm马具公司

的创始人——Wilhelm Reutter。4、精密的设计兼顾座椅的许

多小细节。5、法拉利的第一台F1赛车已经开始采用桶形座椅。

6、桶形座椅在高性能车的配置里已经非常普及。7、这是一辆

70年代的跑车，原厂已经配备了桶形座椅。

1

4 5 76

2 3

桶攬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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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椅综合谈

或
许你会抗议，因为从来没有听过人把改装桶座

的重要性放在那么前的位置上。但你看看，不

管是哪个品牌，她们推出的跑车系列，总不会

欠缺一对贴身的桶型座椅和四条顶级轮胎。桶型座椅带给

驾驶者的，不光是抢人眼球的卖相，而是骨子里的功能。

桶椅隐藏的真义

从表面上，我们都看到桶椅凸出的两肩、两胁和大

腿两侧的丰厚支承，那是在拐弯时为驾驶人提拱强大的

支撑，令上身和下身找到固定点，从而让肩膀得到发力

点，可以抗衡G-Force，继续扭动方向盘，准确地完成

高速过弯动作。

更重要的功能，原来是在表面上看不到的地方－坚

硬而贴身的靠背和紧贴臀部的座垫设计。普通的汽车座

椅，追求的是舒适性，要吸震力强、长途行车也不易令

驾驶者疲倦；然而，桶椅的目的作用却与这些沙发式座

椅刚好相反，前者就是尽量的把车身动态直接传递给驾

驶者。人在驾驶的时候，只有两处地方与汽车接触，一

双手和臀部就是人与汽车沟通的惟一途径，方向盘提供

的路面应是让人获取转向及前轮贴地讯息；而臀部就是

用来感受车身动态，尤其是后轮的横向移动。再准确的

说，是臀部感受到车身的一举一动再传送到大脑，作出

指令控制双手双脚，最显浅的例子就是驾驶Go-Kart时

甩尾，车手下意识反打方向盘就是这么一回事。

最贴身的安全物

其实，桶椅是一件最贴身的安全设施，它能如实反

映车身动态、让驾驶者准确地操纵汽车，在不知不觉间

大幅地提高了主动安全；在多点式安全带的配合下，能

把驾驶者牢牢的固定在座椅内，在严重的意外撞击甚至

【文】AlexTam

对一位懂得驾驶真义的驾驶者而言，他只会最看重两个环节：

第一是轮胎，因为无论车子有多大马力、刹车效能有多高，也

要靠车轮的与路面产生摩性力；第二，就是座椅。

翻车的情况下，驾驶者也不会被甩出车外或冲向仪表台

造成更严重的伤害，那就是加强了被动安全。

赛车及街乘用桶椅的分别

桶椅主要分赛车及街乘用两大类。赛车用桶椅的靠

背与座兜部分是一体成形，其靠背角、深度、阔窄都不

能改变，为符合轻量化与高刚性需要，顶级型号均采用

碳化纤维或克维拉（Kevlar）制作，基本上没有任何吸

震能力；街乘用桶椅的主要结构和普通汽车座椅没有大

分别，以钢制弹簧支架和高密度海绵提供承托力，而外

形则模仿赛车桶椅加强肩膊、两胁、大腿外侧和底部的

承托力。为确保椅身的坚固性和安全性，椅背多加上强

化纤维或碳纤外壳，并且必定采用无段旋钮的方式调节

靠背角度。

1、Bride Zeta Ⅲ的包裹性相当好。2、Recaro RS-G适合于需要日常驾驶和参

与拉力赛。3、部分桶椅更是可以选配加热设备。4、能够提供加热功能的底座，

可以清楚的看见制热的风扇。5、成功的桶形座椅参照人体设计。6、部分产品采

用快释放调节旋钮，提高了使用便利性。7、加厚的包边位，可以更好的提供包裹

力。8、“大耳朵”设计属于FIA认证，适合专业比赛使用。

1 2

4

3

5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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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攬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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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de 简介

Bride 社长高濑岭生专访

【文】冼业湛

【文】冼业湛

Q：《汽车与社会·性能车》   A：高濑社长Bride 是制造汽车赛车座椅的世界知名品牌，以创造赛车座椅崭新的价

值观为视点，让使用者能够更加安全舒适地驾驶。目前 Bride 出产的汽

车座椅约有八十种。而配合使用的座椅支架对应的车种有八百款以上。

高濑社长 1951 年出生，今年已 60 岁。但你肯定想象不到，这个已 60 岁的“老

头”平时上下班的座驾竟然是一辆装了防滚架的 EVO 10 代纯正拉力赛车。

B
ride创建于1981年，1983年正式发表Bride商

标1989年，随着公司业务扩增，改为Tee's株

式会社。1990年Bride与Forcia, Inc.共同开发

尽可能降低视线的座椅支架。2004年，Bride开发最极致

可降低视线的LowMax系统赛车椅及座椅支架(现已取得

专利)，得到了众多专业车手的一致认可。2010年 tee's株

式会社和制造公司Bride株式会社合并，公司名称更改为

Bride Co,LTD。

不管是座椅还是配合使用的座椅支架全数都有对

应安全基准，并且Bride有自信保证绝对有原厂以上的品

质。Bride以客为尊，“客人有无满足，满意”是他们的

首要经营方针，并重视顾客给予的意见和要求。

为了安全的技术

Bride汽车座椅集结了为了安全而锻炼出的技术。

在日本最先取得了FIA公认，为了提升防冲击的性能，在

开发制做新款座椅时，会不断重复进行冲击试验和强耐

度试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出能够保护乘坐

者的驾驶安全的汽车座椅。

不断进化的 Bride

在各方领域追求胜利的优秀赛车手们，会提供种种

要求和情报。这些珍贵的意见会成为开发Bride产品的重

要资讯，并且会回报在产品开发与改良上面。Bride不只

局限于赛车场上，包括以驾驶为兴趣的爱车人士们，透

过赛车座椅给予梦想与希望。这就是Bride的信念。

Bride在建立初期就非常注重赛道苛刻环境的数

据，通过赞助赛事以及和车手合作，令到Bride的产品质

量得到有效提升。时至今日，Bride仍然赞助不少车手参

赛，而参与的赛事比较知名的有(日本国内):全日本拉力

赛、Super GT、D1 Grand Prix、SuperTaikyu(超级耐

久赛)、Gymkhana、Dirt Trial。

Q：谈一下你的玩车经历。

A：我高中时代开始就喜欢汽车运动，当时还在读汽车

整备工程，毕业后到了丰田经销商当工程人员。因为喜

欢玩车，便买了一辆丰田小福星，经常到山路去飙车，

那段经历时至今日仍然难忘。但那个时代改装部件很

少，只要有什么改装件都装上去。但正是这样，我当时

便有个想法：创立一间专业的汽车改装部件公司，于是

专业生产座椅的Bride便应运而生。

Q：公司的发展过程中有没一些特别难忘的事情？

A：Bride没出名之前就经常赞助很多车手以及比赛，但

名气提升并不快。直至到1986年，当时土屋圭市名气并

不大，还在跑N1组别的比赛。而我们认为他在赛车界会

有很大的成就，于是决定跟土屋圭市合作，一直赞助他

比赛。到最后成绩飙升，也为Bride获取足够多的数据以

及曝光度。

Q：你认为Bride的产品优势在哪里？

A：Bride的产品理念就是“专心聆听使用者的声音”。

我们和使用者会不断沟通，会根据车手的需要为他定身

打造最合适它的座椅。我们的产品是为了亚洲人特别制

造的，所以最适合亚洲人的身材。

我们坚信，汽车的座椅不仅仅是让车上的人坐在上

面而已，它更能传递更多的行车讯息，坐姿更低也能提

高操控的精准度。我们的产品都在日本ASEA（汽车运动

及特殊装备协会）进行过品质认定。ZetaIII、Zieg以及

GardisIII等竞技系列，都已经通过了FIA的验证，车主可

以用它们来参加FIA认证的比赛。

Q：对于中国市场你有什么看法？

A：我们进入中国市场没多久，对中国市场还不太熟

悉。中国对于改装的法律比日本严格很多，现在的中国

改车环境就像几十年前的日本一样严格。但我们很看好

中国市场，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合作伙伴汇利堡慢慢提

高Bride赛车座椅在中国的销售量。同时Bride也会贯彻

理念自身理念，专心聆听中国使用者的声音。

中国总代理：深圳市汇利堡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0755-27448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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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de 工厂探营

【文】陈刚、冯志伟

要了解一个品牌，从细节了解是再好不过。细节决定成败，如果产

品细节都做到越臻完美，那么这个品牌再差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所

以我们有幸作为首家中国媒体深入了解Bride的面料生产厂、总装厂，

那种开放的态度加上每一细节的展现都给我极深的印象。

仅
仅几千平方的厂房及仓库，看似老土的设计电

脑和简单的生产机械却生产出让我们信服的优

质产品。

在我们采访中发现Bride有许多过人之处，但他们的

技术人员并没有任何的自满，而仍是谦虚地表达着自己的

标准，谨慎的态度不言而喻。在面料的选择上，Bride即

便不是赛车座椅，仍然选用符合FIA规定的防火材料作为

主要的面料。在开发上Bride开发工程师与面料技术人员

通力合作，在看似个体缝纫店的研发室内不断推陈出新。

在生产上，几件大型器械完成面料剪裁后，细节裁切、缝

纫、质检等无不是全人手操作。在总装上，几位熟手师傅

就能在十多分钟内完成一张赛车桶椅的出品，快速、仔细

而精准。

孔子曾经说过：“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

人，失之子羽。”让我们用照片带大家了解Bride的生产内

幕，先“以貌取人”了解它们的开发生产是如何仔细。但

切忌“以貌取人”以他们的面积虽小、人手虽少为，但它

是几乎垄断日本赛车桶椅市场、占据50%以上改装座椅市

场的品牌。数据是最有说服力，Bride的实力在平时中为你

一一道来。

1、Bride 总部看似平凡的厂房。2、Bride的研发室正在设计

开发一套新的椅套。3、小型面料裁剪机上方的照相机可对面

料定位和设计上的监控。4、全自动电脑刺绣机正为Bride座

椅面料刺绣Logo。5、生产车间的大型面料裁剪机正在运作。

6、椅背靠垫的面料由于有Bride的Logo字样，所以全程由人

手进行裁剪。7、面料裁剪后，椅套的缝纫采用全人手操作。

8、缝纫后需要认真地进行缝线位检查。9、座套安装时首先将

座椅头部套上。

2

1

3

4 7

8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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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06年32岁的马鞍作坊主Wilhelm Reutter在斯图

加特创立了Reutter-Wilhelm马具公司，当时主

要生产奢侈品、汽车以及英国银器。目光锐利且

果敢的Reutter凭借上乘的造工迅速在前景光明的汽车行业

站稳脚跟，博得良好声誉；当时的斯图加特云集了绝大多

数汽车制造商:博世、迈巴赫、戴姆勒等在汽车发展史上有

着显赫名声的巨头，Reutter-Wilhelm马具公司就是在这

样一个强手如林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敞篷车之父

随着马具公司的蓬勃发展，在企业诞生后的四年，

即1910年。马具公司更名为Reutter公司斯图加特汽车车

身制造厂，为各大汽车厂商制作车身。如果不是因为制

作这次的专题，也许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现代敞篷车的雏

形是出自Reutter之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开着一辆

没有顶的汽车在马路上飞驰而不至于弄乱发型，要感谢

Reutter在1912年的突发奇想。敞篷车的发明，让汽车更

具美感，钢铁机器与大自然的融合更加浑然天成了。

之后的50年里，Reutter公司一直为大众、保时捷、

这是一家拥有 106 年历史的企业了。如同许多百年老店一样，

Recaro 并不是从创业之初就从事座椅生产。也许根本就没有考

虑过这个行业居然能让自己达到这一的成就。然而，在一代又

一代领导者的努力下，Recaro 成为赛车界不得不膜拜的对象，

成为至关驾驶员生命安全的最重要保障。

今
年2月，755Motoring正式成为了Recaro

的中国大陆总代理，并在上个月举行了中

国大陆地区的所有Recaro特许经销商的授

权仪式。作为一个赛车狂热爱好者，755Motoring创

始人Lawrence同时还拥有国内著名的专业汽车排气品

牌——Aspec。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755Motoring除

了会有日本Recaro生产的产品，也会同步引进Recaro

德国总部所开发独有的座椅款式，令授权经销商可以

同时选择日本版或德国版Recaro座椅。755Motoring

创始人Lawrence表示，在前期的工作中，他们会以中

国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出发，调整Recaro在国内的产品

线，争取为不同诉求的消费者都提供符合要求的产品。

当提到针对华南特有的水货市场可能对经销商们造成的

影响时，他表示755Motoring已经与Recaro总部争取

了全世界最低的进口价格，藉此让国内正式授权经销商

的利润得到更多的保证。同时755Motoring也会针对

国内市场车型去开发一些国内只有的版本，例如在某些

型号的座椅将会加入电动功能，或者为中国人的体型开

发新形状之填充物，同时也会加快针对国内车型的座椅

底架的本土化生产之进程，有效地降低消费者的订货周

期，并及时解决座椅与车身的各种匹配问题，届时将能

能为中国消费者开发出更符合本地消费者喜好的中国版

座椅。

Recaro 的过去与今天
中国总代理：755Motoring    电话：18680058580

Recaro 中国大陆总代理负责人 Lawrence 专访

【文】何宇龙

宝马等厂商制作汽车车身。甲壳虫和保时捷356这样的经

典就是出自Reutter之手。

今天的 Recaro

时 间 很 快 来 到 了 1 9 6 3 年 ， R e u t t e r 公 司 与

Carosserien公司合并，宣告Recaro公司正式成立，新的

公司名Recaro取自Reutter与Carosserien两个单词的开

头字母。并且于1965年开始生产座椅并迅速在赛车界获

得认可。我们所熟悉的Recaro就这样诞生了。

凭借与各大汽车厂商的良好合作关系，以及本事超一

流的制作工艺。为各大车厂代工新车座椅占据了Recaro业

务总量的70%。在高性能版本的车型上，大多配备Recaro

桶椅，其中包括三菱Evolution、斯巴鲁翼豹STI、日产

GTR R35这类较常接触的车型，甚至法拉利599-GTB、

迈凯轮MP4-12、路特斯Elise、奥迪RS系列、欧宝OPC

车系等一系列欧洲超跑的座椅上也绣着Recaro的标志。

经过四十年的蜕变，Recaro成为一家专注于座椅开

发的企业。其中包括最主要的业务包括汽车座椅，公共交

通工具如为飞机制造厂代工客机的座椅，以及为高档列车

如日本新干线的头等舱座位，以及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办

公椅以及运动场座椅。

经过一百年的发展，虽然从最初的马具公司慢慢变

成如今顶级座椅生产品牌看似有点梦幻。但一个企业的成

功对于他的缔造者来说本来就是

一个梦。一个让他为之奋斗终

身且代代相传的梦。如今我

们仍能够看见许多奋

斗在Recaro生产线

上，继承着这个梦

想的人不断的挥洒汗

水，建造着一个座

椅王国。

1、755Motoring负责人

Lawrence。2、Recaro的产

品大多得到FIA的认证。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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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自英国的著名赛车座椅制造商Cobra，其已经

有着20多年的专业生产赛车化桶型座椅的历

史，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和普及率。

Cobra之所以有今天的声誉，与之具备其他厂家并不提

供的一些服务有着极大的关系。除了上述的几点基本应该具

备的特性外，COBRA出品的座椅还有个性化服务，那就是从

CORBA厂购买到一张几乎可以说是市面独一无二的座椅，因

为COBRA可以让客人任意选择座椅各个部位的颜色、材质、

甚至可以在靠背上绣上车主的姓名（中英文均可）。

现在，Cobra座椅已经来到了中国，随着国内越

来越多的车主要求与别不同的个性化装备和赛车运动逐

渐兴起，桶型座椅也慢慢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于是，

COBRA为国内的改装市场带来了几款在国外非常畅销的

桶型座椅，除了可以满足普通街道使用要求外，还有专门

给赛车上使用的型号。

Cobra 品牌介绍

产品介绍

产品介绍

1
977年，为了有效减少赛车运动中的开销，E 

Glorioso与一个叫A Parisi的赛车狂热分子决定在

A Parisi父亲的防火服制造厂研发赛车用防火装

备。并开始使用Sparco的名字赞助车手，通过车手们在赛

场上的反馈进一步改良产品。随着Sparco的发展，开始与

更多的知名车队合作，包括F1、WRC以及一些著名的民

间赛事车队。

在众多的产品中，Sparco赛车座椅一直是Recaro

和Bride的最有力竞争对手。来自于意大利这个奢侈品王

国的产品。Sparco桶椅一直以其极致优雅的线条，细腻

FIA认证；

树脂材料；

专业竞技座椅；

搭配5/6点安全带支持hans；

麂皮绒肩部补丁；

alcantara面料；

黑色、红色、蓝色、灰色可选。

FIA认证的赛车座椅

超轻的碳纤维材料

增强了座椅边缘的磨损补丁

增加视觉高度版本

Pro-ADV竞技座椅是Sparco和FIA之间的合作，目标是找

出方法来提高安全性的产物。无论是人体工程学还是材料

都达到了新的水平。而提高刚性和冲击吸收材料的使用使

得Pro-ADV在安全性方面更进一步。

特点：

超轻的碳纤维；

加强头部和肩部保护；

特殊的防滑面料的肩膀和底部垫；

Hans设备兼容；

阻燃面料；

FIA认证；

树脂材料；

专业竞技带头部保护；

FIA认证；

搭配5/7点安全带；

全面横向保护；

黑色、红色、蓝色、灰色可选。

EVO的设计和开发了融入了最负盛名的DTM和ITC冠军车

手的意见。EVO具有可移动的垫子靠背，以及可调整的高

度缓冲填充，令腿部得到有效休息。坐垫也可以定制不同

的颜色。

特点：

四种尺寸可选；

超轻型玻璃纤维复合材料的外壳；

出色的人体工程学；

Hans设备兼容；

阻燃面料；

特殊的防滑布；

FIA认证；

Sparco Ergo集成了一个可移动的DTC头部保护系统。创

新的外壳设计，它采用了特殊材料，具有重量轻、高刚性

的特点。在肩膀和下部缓冲采用非滑移织物提供最大的抓

地力。坐垫和靠背采用高透气性面料，增加舒适度。

特点：

可拆卸的DTC头部保护系统；

防滑织物的肩膀和较低的坐垫，提供最大的抓地力；

解剖较低的坐垫和靠背具有高透气性面料，增加舒适度；

FIA认证。

在汽车的世界里，有一个企业一直在为驾驶员的安全着想。绞尽脑汁希

望将驾驶员从头顶防护到脚尖。不不，我说的不是沃尔沃。我说的，是

一家来自意大利的汽车用品生产商。它叫做“Sparco”。

Sparco“发迹史”

【文】何宇龙、冼业湛

精准的手工，被受世人肯定。然而本着Sparco最根本的

价值观“安全”出发，Sparco对于驾驶人的保护肯定是

毋庸置疑的。

超过30年的赛车座椅制造经验，造就了今天我们认

识的Sparco。在未来的更长岁月里，我们将会见到更多印

有Sparco标志的产品诞生，桶椅也将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近10年里，我们陆续看到了更多Sparco的汽车改

装件面世。Sparco的雄心似乎开始朝着汽车改装的方向燃

烧。让我们拭目以待，一个赛车防护用品巨头将会有怎样

的蜕变。

中国总代理：格时图赛车配件中心   

电话：0755-86915859

中国总代理：国际汽车运动装备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010-85656590

【文】冼业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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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过近40年的经验积累，OMP对产品架构进

行了系统的，科学的分类，以保持在各个领

域都有高端产品的存在。其中包括汽车刹车

皮，刹车碟，各类车身强化件，防火赛车服，安全带等

为主的产品。

然而因为OMP的高品质，渐渐的成为很多职业选手

的选择。涉及的范围也从F1到WRC。其中AyrtonSenna

与 Nigel Mansell以及Carlos Sainz一直是OMP的重视拥

趸。1996年，Michael Schumacher选择了OMP作为他的

指定装备商。随着法拉利车队的一次次成功，OMP在大众

1973 年的意大利热那亚，OMP 品

牌在 Piergiorgio、Roberto 和 Claudio 

Percivale 兄弟手中诞生。从最初的

赛车防滚架开始，OMP 就致力于

汽车产业的高端附属产品的开发。

OMP 的强化之路
【文】何宇龙、冼业湛

产品介绍

高压成型的碳纤维外壳；

大肩带插槽，以适应不同的高度；

高侧垫小腿外侧支持更高的保护；

型安全头枕限制横向运动的头盔；

可拆卸坐垫以实现最大的个人座位的舒适度；

兼容Hans安全设备；

软垫采用高透气性的Airtex材料。

钢管骨架；

重10.3kg；

大肩带插槽，以适应不同的高度；

中等高度的侧垫，令小腿外侧拥有更高的保护；

可拆卸腿部坐垫，令腿部得到休息，以实现最大的个人座

位的舒适度；

兼容Hans安全设备；

颜色：红色 、黑色、蓝色。

玻璃纤维外壳；

重10.4Kg；

大肩带插槽，以适应不同的高度；

高侧垫小腿外侧支持更高的保护；

安全头枕限制头盔的横向运动；

可拆卸式背垫和坐垫，以实现最大的个人座位的舒适度；

兼容Hans安全设备；

颜色：黑色。

的视线中逐渐频繁的出现。不得不说，法拉利车队的成功

无论如何都不能埋没OMP的功劳。

之所以众多赛车界的传奇人物都选择OMP，肯定是

有其原因的。OMP秉承了近40年来的高质量标准，通过

了UNI ENISO 9001/2000认证。而且众多产品通过更加严

格的测试，已达到了赛车安全的最高标准，获得国际汽车

联合会的FIA认证。如此优秀的厂商在国内认知度并不是

特别的理想，也许与其进入中国市场时间较晚也有关系。

但是经过多年大浪淘沙般的冲击，OMP已经来到了中国。

相信OMP能为中国赛车界制造更多的传奇。

Bride 赛车座椅真假对比测试

【文】陈刚、冯志伟

广东有句俗语：“有头发谁想做瘌痢”，意即只要还有那么一点能耐，

谁都不想丢面子。然而在汽车改装赛车座椅市场，我们却看到了众

多假货被大家消费和使用。

用于测试座椅结构强度的拉力钢架、以及用于测试座椅

后背抗冲击能力的铅块锤击套件……一切在我们到来之

前都是未知的。Bride公司的技术人员在测试时未做任何

的先入为主的设定，而是以日本相关的安全标准分别对

真、假赛车座椅进行一致手段的测试。到底它们差异何

在，我们马上揭晓。

是——安全。

赛车座椅发展至今，无论其如何千姿百态，仍然还

是一张座椅。一张在危难时保护乘员，减少伤害的安全

部件。所以安全指标不能忽视，也不能随意。我们远赴

Bride工厂，深入车间并得到Bride公司的全力支持，为

我们现场辨真伪，并用科学、客观的方法验证真假Bride

赛车座椅之间的的性能差异。需要特别强调的是，Bride

公司为了本次测试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还特别定制了

“
假货几百块就有交易，够便宜也没什么问

题，又能满足我的要求。”“我这是假的

吗？不可能吧，真的又是怎样的？”有人

不认为用假桶椅是丢面子的事情，有人更是丢了面子还不

知情。

但这些都不是重点。赛车座椅不仅是满足激烈驾驶

时的身体稳固和车身同态反馈的重要部件，同时也是满

足车友个性需求的“虚荣品”，但它存在的重中之重点

左起依次是：《专业车志》总编辑陈刚、深圳市汇利堡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伟良、Bride本社社长高濑岭生、《汽车与社会·性能车》编辑总监陈晓虹。

中国总代理：上海天翼汽车俱乐部有限公司 

电话：1362170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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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对比

座椅后背抗冲击能力测试

座椅架拉力测试

面料防火性能测试

细节区分

1、Bride靠背调节机构的区别，右为真Bride，左为假Bride。2、真Bride的座椅安装孔

需要相对较大的力量锤击才能取下，比假Bride的明显要牢固。3、真Bride的座椅安装孔

使用55mm*38mm的金属片及四点点焊螺母做成，符合FIA标准。假Bride的座椅安全

带肩部安装孔使用32mm*25mm的铁片及凌乱的焊缝焊接螺母做成。不仅受力面积不达

标，而且已经开始有明显的生锈。

1、3米的高处让20kg的重物直接击中座椅头部，从而测试桶椅头部位置的硬度。2、侧压

碳纤维靠背可以感觉两者的区别。真Bride非常坚硬没有变形，假Bride很容易压变形。

3、以一人体重踩踏椅背，真Bride坚硬没有变形，假Bride很容易压变形且来回反弹。

4、由于假Bride的碳纤维后背使用较多胶水，使得冲击后产生明显的扩散性裂纹。5、测

试后，两张桶椅底架的后部均有少许弯曲，但假Bride的护腰明显往里弯曲，而真Bride的

却正好顶在腿部位置上。Bride工作人员称假Bride同样能通过测试，但一点值得注意，本

次试验的条件20kg的重物和3m的高度，若将强度加大后，它还能通过测试？

1、此实验模拟座椅靠背承受向后的静态压力的测试，用手动葫芦逐渐对测试的座椅靠背

支架施加拉力，橙色仪器显示其所承受的拉力。2、真Bride座椅支架（左）拉力测试中在

930kg时底架后方开始变形，直到1100kg才出现严重变形，漆面爆裂。假Bride（右）

拉力测试中在240kg时底架后方开始变形，直到500kg出现焊点爆裂。按照相关标准，假

Bride勉强合格的，但与真Bride相差甚远。3、拉力测试后，真Bride底架（左）产生约

10度的变形，假Bride（右）底架的变形接近，但它们分别是在1100kg及500kg拉力下

产生的。刚性强弱一看便知。4、拉力测试后，真Bride的安装螺栓（左）没有出现严重的

变形，假Bride的平头螺栓（右）由于应力集中已明显变形，有被随时切断的可能。

1、在座椅上指定位置裁下四块大小不一的面料进行防火测试。四面料分别平放在烧烤网

上，下方点上蜡烛以12cm /min的速度移动，考验材料的防火特性。2、假Bride上裁下的

面料在蜡烛匀速“烧烤”下已经无法阻挡火苗的蔓延。3、经过蜡烛烧烤后，真Bride座椅

的面料（左）仅留下点状的烧烤痕迹，仅边缘部分出现部分烧蚀。4、对真假Bride座椅靠

背面料的烧烤测试中，真Bride的面料（左）没有被烧穿，假Bride的面料（右）多处烧穿

显示其阻燃能力不合格（不符合FIA标准）。

1 1

2

1

3

4

4

3

4

2

3

1、未拆解前，假Bride桶椅（左）重14.86kg，真的（右）为13.68kg，相差近1kg。

2、假Bride的椅背（左）重量为4.12kg，并且在拆解时，粘在其上的海绵通过多种手段

仍无法剥下，并且其边位处并没有经过打磨。真Bride（右）的重量为3.32kg，拆解也相

对容易。在同样的强度下，真Bride的更轻，显示其性能更优。从图中可以看出，真Bride 

的边角位是经过打磨处理的。

2

桶攬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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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相关法规规定，安全带扣机构必须拥有，而且能在45度承受1.5吨的拉力才算合格，

但假Bride上一一欠奉。2、假的座椅的布料比较粗糙的普通布料，反观真的座椅却使用与赛

车服一样的阻燃材质布料，在遇到车辆着火的状况时，它能更好地保护车手。3、假的Bride 

Low Max在椅背上的Bride Low Max刺绣的制作上并不精细，甚至还有线头留下。真的

Bride Low Max使用的是较粗的缝线，而假桶椅上的是较细的线，而且缝接地歪歪扭扭。

4、两者一个明显的区别是椅背角度调整转盘，假的座椅仍就使用Bride老款设计的三角形多

段式微调，这种设计转动起来相当费劲。真的Bride赛车座椅上的采用了新设计的快速释放

转盘，只要轻微转动，调整完合适的椅背角度后松开即可。5、“山寨厂”在安全带肩部安装

孔位置的做工相当差，在其内部的固定部件并不能接合，中间的空隙足够插上两把一字螺丝

刀。6、两者在导轨上的设计并不一样，同时可以看出假Bride（右）上的焊点比较粗糙，交

通事故可能会断裂。7、底架和座椅间的连接螺丝，正品使用的是圆帽状的强化螺帽，而假冒

的是普通的螺帽，在遇到侧边撞击的时候容易飞脱而出，有可能伤害到驾驶员，而且座椅的

安装位置没有经过打磨处理，棱角位对安装会造成不便，并且可能会伤害到安装的技师。8、

假冒座椅的底架是采用基架与安装架的分体式，但正品却是使用一体成型的底架，由于各款

车型不一，安装的座椅底架就需要针对不同车型做出各异的设计，从而确保车辆在激烈驾驶

下基架与安装架能够同步移动，车手才能得以安心驾驶，所以，Bride根据不同的车型制造出

多款专用的底架，以确保驾驶者能够得到真正的安全和保护。

外观差异

2

1

4

65

7

8

3

赛车座椅的换装不单是提升内饰的美观度，它更涉及安全。一张真正具

有人体工学的赛车座椅在长途驾驶时并不会感觉疲惫，或在赛道上激烈

驾驶提供更好的包裹力，让车手能更专注在比赛的厮杀里。那么“山寨

品”也能提供上述的功效吗？

真假赛车座椅赛道测试

【文】冯志伟   【摄】伍思锋

假

假

假

假

假
假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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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汽车改装的蔓延，国内的改装店是愈开愈多，自行开发或模仿的改装产品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仿冒进口名

牌的各种山寨版改装产品鱼目混珠，充斥着整个改装市场。山寨改装件之所以能够坐大，就是看中消费者贪图

便宜又追求名牌的虚荣心态。

现在在国内，山寨的桶形座椅比比皆是，其中有些产品在外型上简直可以说以假乱真。但改装桶形座椅涉及到驾驶者

的人身安全，山寨品有别于正品的桶形座椅，其产品没有经过科学的设计，甚至连最基本的座椅底架都以劣质的铁材料焊接

而成。“桶揽天下”专题的后半部分，我们以大篇幅刊登的真假座椅的性能对比测试，就是希望大家认清形势，站对阵营。 

我们已将各大桶椅品牌中国总代理的联系方式列入专题，请大家认清正规代理，选购桶形座椅的时候必须从人身安全出发，

选购正规产品。

我们必须再次严正声明：生命攸关，勿用赝品！

市
面上销售的假冒赛车座椅大多只是外观上的克

隆，材料和人体工学并没有加入其中，会对驾

驶者的健康和安全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假冒、

仿造赛车座椅的商家是可耻的，他们只为了将获利，并没

有考虑到驾驶者的安全。若要更进一步分辨真假赛车座椅

的区别需要从实际的驾驶感受出发。

真让人害怕

真正测试真假桶椅的安全性应当放在赛道上，并由

《专业车志》总编辑陈刚、《汽车与社会·性能车》执

行主编陈晓虹以及Cusco Racing车队车手柳泽宏至三位

车手驾驶斯巴鲁翼豹STI感受真、假Bride不同之处。

首先测试的是正货的桶椅，三位车手测试完下来

后均表示，绕桩时身体并没有被甩开，而是被固定在其

中，可以专心地驾驶，柳泽宏至还表演了四轮漂移。反

而安装了冒牌货之后，他们绕桩时后段的速度降低了下

来，还出现了跑离线位的情况。经询问后得知，他们花

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去调整座椅都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坐

姿，转弯时座椅无法提供足够的包裹力，身体常被甩出

去，并且无法通过座椅获取车辆传递回来的信息。

心想他们的驾驶冒牌桶椅只有这么短时间的测试，

效果已经这么明显。作为消费者的您愿意花高价买安

心，还是愿意花数百块去买一张要自己天天担心受怕的

桶椅吗？

坐进车厢的那一刻起，已经明显感觉到真假Bride的

区别。且不论材质，座椅对于身体的包裹性就有较明显差

别。真Bride明显包裹性较均匀，在腰、肩、臀和大腿下

侧都有不错的承托力。而假Bride则在这些部位都有或多

或少地存在明显的应力集中点。这种感觉在赛道驾驶过后

被放大，在同样强度的操驾中，假Bride的座椅靠背在左

右急弯的横向力作用下，有着较明显的晃动，让我驾驶时

总有些精神恍惚，无法集中精力。很显然真Bride能更好

地传递车身的动态，更重要的是它能给人以更高的安全

感。Carrosser株式会社销售总监、车手柳泽宏志在驾驶

假Bride座椅时明显没有驾驶真Bride时的顺心，过弯及漂

移动作显得“卡卡”的，这与我驾驶时的感受不谋而合。

在赛道测试的环节里，我充分感受到了真假座椅的

区别何在。正品的Bride，在车身大幅度转弯时，我身体的

移动和车身是同步的。由于它具有很好的包裹性，设计上

很符合亚洲人的体位，坐进座椅之后，我的背部、腰部、

腿部都与座椅高度贴合，令我可以更加放心的去驾驶。无

论车辆在左右摆动或上下晃悠，扣上四点式安全带，我可

以专心一致的驾驶。假Bride座椅由于设计问题，与身体的

贴合度不够，不管怎么调节座椅靠背以及前后位置，都不

能达到最佳的驾驶角度。哪怕我已经把安全带调得很紧，

还是会感觉到车身的动态传递的很模糊。在高速转弯的时

候，错误的座椅高度总让我感到驾驶视野缩小了很多，甚

至不敢全油门加速，我只能提前在弯前减速通过，我也不

敢在弯中有太多补油修正车身动态的动作，整个驾驶过程

感觉很尴尬。

《专业车志》总编辑陈刚

选购时，先要确认自己的需要，例如街乘还是比赛用途，最好能试坐一下实物，因为同一品牌的同一型号，

亦会分欧美牌或亚洲版，其实际大小和包覆性会有显著的分别。身裁较瘦小的还可订购额外的垫片；身形肥大的，

切勿购买包覆力太强的型号，以免对助骨造成压力，影响呼吸。

此外也要考虑两个安全问题：第一，双门四座位车型，不应选择不能扳下的赛车用桶椅，否则意外发生时会

影响后座乘客的救援；第二，换桶椅时要一并换上对应专属车型的椅脚，若把新椅底座直接烧焊接上原装椅脚，一

来会改变了座椅高度，二来也有飞脱的安全隐患。

购买座椅注意事项

《汽车与社会·性能车》
执行主编陈晓虹

1、Cusco Racing 车手柳泽宏至听到要测试假Bride时一直在

摇头，其表示相当担心假Bride能否提供足够的安全。2、柳泽

宏至驾驶真Bride时，频频做出连贯的漂移动作，换上假Bride

后，动作变得相对迟钝。3、由于假Bride无法提供优良的驾驶

姿势，车辆出现推头现象，只能依靠手刹来辅助转弯。4、《专

业车志》总编辑陈刚表示，假Bride的座椅靠背在左右急弯时左

右晃动，导致无法集中精力。

1

2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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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配 TT/ 简单·直接 / 大众也能飞 / 浪漫机器侠 / 绿色运动 /DIY“三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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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 Tuner
Cobb Tuning 登陆中国

编辑：冼业湛

2
012年9月16日，2012大众汽车中国赛车

Scirocco R-Cup第十回合比赛于马来西亚雪邦

国际赛车场激情上演。在雪邦赛道高温环境的严

苛考验下，各队车手展开激烈争逐，最终7号车手程飞以

25分31秒883的优异成绩获得本场比赛冠军。而2012赛

季全新升级的R引擎与首次导入的普利司通“搏天族”全

热熔光头胎的极佳组合，也使比赛呈现出更为精彩绝伦

的崭新面貌。

作为尚酷R杯的战略合作伙伴，本赛季普利司通

首次将全热熔光头胎引入中国本土单一品牌赛事，带来

历经世界顶级赛事锤炼的极速锋芒。在雪邦的高温赛道

中，普利司通“搏天族”光头胎也发挥了和前3站常规赛

相同的稳定性，特别是面临雪邦多个高速弯以及一系列

不同弧度弯角，这款全新打造的光头胎从始至终都保持

了极致的抓地力以及精准的切弯制动力。出色的耐磨和

抗衰退性能也为车手争取了更多宝贵的时间。本场回合

中，光头胎不仅刷新了上个赛季的最快单圈成绩，与9月

初使用带槽轮胎的马来西亚耐力赛相比，这次使用普利

2012 Scirocco R-Cup 雪邦赛道，普利司通 “锋芒毕露”

司通“搏天族”光头胎的常规赛中，部分车手单圈成绩

提高了3秒多。 

普利司通（中国）发言人表示，普利司通长期以来

都以推动中国本土汽车赛事运动为己任。今后有机会，

普利司通也会积极尝试与其他赛事合作并在更多赛事中

推广 “搏天族”运动系列光头轮胎，用轮胎激发车辆更

多潜力，给车迷呈现更多精彩的赛事。

优雅王者——威罗驰 590 轮毂

不
期而至的美丽，总是让人眷恋！花开有时、

叶落无声，从此留住王者的高贵与优雅——

TWG年度新品威罗驰590，即日起正式接受

市场订购。

威罗驰590拥有的不仅仅是行万里路的豪迈气概

与杰出性能，它那富有想象张力的轮辐造型与结构，勾

画出轮辐与轮辋间似乎若即若离的意境，对美丽的感性

追求与实用主义的理性思考在威罗驰590的身上实现了

完美的融合，从而造就了它在漫漫征途中高贵优雅的王

者风范。

平凡——如影随形的是忽略与遗忘，真正的高贵

王者，总是万众瞩目！理性在狂热的激情面前也会黯

然失色，威罗驰590为您定义焦点、引领视线、聚焦激

情！正如一千人眼中有一千个汉姆雷特，威罗驰590视

觉上的五辐灵动布局，镂空的纵深设计，赋予了其足够

多的想象空间，摄众人之心魄、令激情永相随！

威罗驰590为您带来多样化的选择。不同的体验

需要差异化的载体，威罗驰590既有冰冻的霸气——电

镀之王，也有宛若鲜活绽放的亮黑车边车面经典——高

贵如斯！18英寸、20英寸以及多PCD参数规格，最大

化满足实用主义的选择。

既没有浮华过眼的繁复、也没有昙花一现的单调

与浅显，谓之为威罗驰590轮毂的王者气象！

欲了解更多TWG及其产品，欢迎致电021-

54335525或800-720-5656。

TWG官方网站www.thewheelgroup.com

TWG上海展厅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华翔路505

号（近上海虹桥机场）。

今
年5月，Top Racing正式将Cobb Tuning

引进国内，并带来了这个专业改装品牌的全

新产品——Cobb Tuning Access Port。近

日，Cobb Tuning的Lead Calibrator——Tim Bailey再

次造访国内改装市场，并坚定了在国内开展旗下的分销

网络以及贴心的Pro Tuner服务。

Cobb Tuning于1999年由Trey Cobb成立于美

国，最早从事斯巴鲁车型的改装。在经过了十三年的发

展后，Cobb Tunning不断从新车型的研究中积累经验以

及开发出针对性的改装产品。时至今日，Cobb Tuning

总共有40位工程师来从事开发产品的工作。为了能够

针对各种不同品牌车型作出更具针对性以及细致的调校

改装，Cobb Tuning设立了多个技术研发部门，每款不

同的车型发动机都会有专门对应的改装专家对其进行开

发。每一款改装产品在开发之后都会通过Cobb Tuning

总部的6台马力机进行严谨的测试。而Top Racing作为

Cobb Tuning的大中华区的技术支援中心，同时也负责

Cobb Tuning的相关产品推广。

在和Top Racing进行合作之后，下一步Cobb 

Tuning将会针对国内市场以及国内的驾驶条件，为中国

用户开发更特别的程式。而目前Cobb Tuning对应的中

国市场车型，已经包括了日产的VQ38发动机，斯巴鲁

的EJ257发动机以及 宝马的N55发动机等，对应的车种

可以说比较齐全。现今Cobb Tuning正在对应国内市场

需求开发大众、奥迪等热门改装车型的专属改装产品。

相信不久的将来，为了能够使中国用户更方便的使用

Cobb Tuning的Access Port，Cobb Tuning将会推出

中文版软件，方便中国用家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Cobb 

Tuning的功能，有效避免错误操作，可以更充分地享受

DIY的乐趣。

Top Racing广州

地址：广州市白云大道南7 7 7号蓝天花苑A 0 2号

电话：020-62850543

从左至右是广州 Top Racing 负责人洗锦华、Cobb Tunning Tim Bailey、Top Racing 总负责人李兆华。

华哥现场解说 Cobb Tunning 进气套件的特点。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改装从业人士，
华哥非常认同 Cobb Tuning 的产品。 Bailey 这次到访主要为了扩大 Cobb Tunning 的分销网络。

除了电脑程序，Cobb Tunning 还有进气、排气、中冷等改装件。

Cobb Tunning Accsee Prot 具有相当强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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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最大的科技专业人员组织——IEEE（电气

与电子工程师协会）2012年9月6日认定无人

驾驶汽车为未来智能交通中最具发展潜力的

一种形式。预计到2040年，无人驾驶汽车将占汽车总量

的75%。

IEEE高级会员、意大利帕尔马大学计算机工程学

普利司通冰雪王者戎装上市
——“BLIZZAK 冰锐客”国产环保新品上市

告
别炎炎夏日，您是否已经开始着手为进入白

雪纷飞、寒风凌厉的冬季做准备？应对复杂

冬季路面，选择合适的冬季轮胎将成为保障

您和您的家人冬季安全出行的关键。

近日，统管普利司通在华轮胎事业的普利司通（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再传捷报：旗下搭载普利司通独有发

泡橡胶技术、专为中国用户精心打造的冰雪专用轮胎

BLIZZAK冰锐客首款国产品---REVO GZ商品将于9月

内隆重上市！ 

普利司通BLIZZAK冰锐客品牌诞生于上世纪80年

代后期，是专为认可普利司通独创技术，追求冰雪路面

优异性能的顾客而设计的冰雪全能型产品。自2006年在

中国上市以来，BLIZZAK冰锐客商品，在冰雪期较长、

冰雪路况较严重的东北三省、新疆、内蒙古等地区也已

成功获得经受了千万用户考验的市场信赖，树立了冰雪

专用胎王者地位，成为保障人们冬季出行安全的利器。

此次上市的国产品REVO GZ，不仅是BLIZZAK冰

看！不用手也可以开车啦！
教授Alberto Broggi博士说：“无论是何种智能交通工

具，基础设施通常都是其普及过程中最大的瓶颈。而对

于无人驾驶汽车而言，因基础设施所带来的发展障碍将

会较为轻微，因为我们可以使用已有的交通网络。可以

想见，无人驾驶汽车将有着足够的优势去改变世上大多

数人的日常出行方式。” Broggi博士的此番言论并非没

Wheelsandmore 发布 Audi R8 GT Spyder 改装套件

来
自德国的改装商Wheelsandmore在最近发

布了他们转为 Audi R8 GT Spyder设计的改

装套件，从内而外让本身素质不错的R8 GT 

Spyder再上台阶。

外观上全车以白色调为主，加装了一套有名为

“Triade Bianco”的碳纤维空气套件，这种白色配搭

黑色的效果往往带来强烈的运动感觉。而最亮骚的是

Wheelsandmore自家的超轻量化三片式锻造6Sporz² 

轮圈，且轮辐采用了碳纤维材料点缀，配合245/30/20 

和 295/25/20 Continental Sport Contact 5P跑胎，

酷毙了。此外，还改装了KW-Automotive可调悬挂系

统，在车内只需按下按钮就可以让底盘进行40 mm范围

的高度调节。

通过加装新的运动尾排、高流量空滤套件、遥控可

调进气阀，以及ECU的程序优化，原厂的560 ps最大马

力和540N·m的峰值扭矩被调教到620 ps和590 N·m

的新水平，极速达提升到了335 km/h。

锐客品牌在日本市场以外首款实现本土化生产的商品，

更继承了普利司通特有的绿色、环保基因，因有效降低

滚动阻力而成为目前冰锐客家族中的首款环保对应商

品。REVO GZ采用了科学的非对称花纹设计，轮胎内

侧胎面增加了横向花纹沟及细缝花纹以提高牵引力和制

动力，外侧则配置了大花纹块用以提高转向性能；同时

REVO GZ还搭载了普利司通特有技术的“非对称胎侧

形状”设计，减轻了由于地面起伏等外界因素引起的轮

胎、车辆摇晃，提高了包括干路、湿路、雪路、融雪路

等多种冬季道路的行驶性能。相信凭借起步更平顺、转

向更稳健、制动更安心、坡路更轻松的四大特点，新一

代BLIZZAK冰锐客REVO GZ将带给您更加安全、舒适

的冬季行车体验。

目前，BLIZZAK冰锐客商品在中国市场已成功覆盖轿

车、SUV/越野车以及轻载系列汽车用品范围。BLIZZAK冰

锐客在华轮胎家族现有的7种型号近100个规格的产品，极

大满足了中国消费者冬季消费市场的广泛需求。

有根据，在2010年他领导的一个无人驾驶试验项目中，

两辆无人驾驶汽车就成功完成了从意大利帕尔马至上

海，逾12,875公里的里程。

无人驾驶汽车数量的增加将在未来28年里催化驾车

出行方式的转变，并引发车流量、道路交汇处及高速公

路设计规划，乃至驾照考核发放方面的大变革。

DMC 推出兰博基尼 Gallardo LP570 升级套件

德
国 D M C 改 装 厂 这 次 替 第 一 代 兰 博 基 尼

Gallardo(2003~2008年份超级跑车推出了全

新的升级套件，让旧款“小牛”摇身一变穿

上酷似新款Gallardo的外衣，以及更强劲的动力性能！

名为DMC Lamborghini Gallardo SOHO的升级

套件在外观上提供了全新设计的轻量化碳纤维材质前保

杆、新流线侧裙、车外后视镜外壳、大型导流尾翼、以

及后保杆扩散器。座舱的部份则为车主提供顶级真皮内

装以及碳纤维内装饰板作为选配。

经过DMC技师的调教之后，Gallardo搭载的

5.0升自然进气V10汽油引擎将提升40ps最大马力与

30.59N·m最大扭力输出。要是车主觉得还不够的话，

还可在选购不锈钢排气管系统，让动力再提升28ps与

50.99N·m，同时让引擎爆发的声浪更为凶猛！

G-power 出品 720ps 马力宝马 M3

新
一代的宝马M3预计在明年的日内瓦车展上亮

相，漫长的等待肯定不是热血玩家所能承受

的，那么先用这部G-power经手改装的、升

级动力可达720ps马力宝马M3来解馋吧。

厂商在改装发动机中可谓下足了功夫，将发动机排

量改为4.0L-4.6L，更换了新的活塞和曲轴，并安装一款

型号为A SK III ASA T1-723 机械增压组件。此款车型

减小了风阻的影响，整车看起来更具流线型。排气管是

用钛合金制作，看起来更为大气。E92 M3马力输出不会

小于720ps，从0-100km/h加速只需要3.7s，最高时速

可以达到330km/h。

虽然这样的动力数据可以让E92 M3轻松进入三百俱

乐部，但没有良好的车身空力套件，在高速行驶可是非常

危险的一件事。所以，G-Poper继续加入了以碳纤维制成

的前下扰流板，新的引擎盖，侧裙，碳纤维行李箱盖，后

扰流翼以及后下分流器。最后再换上Clubsport可调式避震

套件，一组新的Silverstone Diamond合金轮圏和Michelin

高性能跑车胎，使整车看起来更为动感和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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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禄普 SP MAXX TT 测试
在轮胎的世界里，竞争一点不亚于汽车市场。高端性能轮胎市场的

争夺更是烽烟烧得最旺的战场。各大巨头厂家争相发布新研发的

轮胎，今天我们将针对 2012 年推出的邓禄普旗舰型运动轮胎 SP 

MAXX TT 进行实测。

【鸣谢】住友橡胶（中国）有限公司
【电话】0512-52695000
【特别鸣谢】呔铃王汽车服务连锁公司
【电话】0755-82406312
【技术支援】SDC Racing Team
【电话】13537626195

【文】何宇龙【摄】林志达

“TT”配 TT 这
是一个烈日当空的早上，我们来到深圳沙井

极速赛车场，为SP MAXX TT准备了一连串

严酷的考验。本次的测试主要分三个部分，

赛道测试，扭桩测试，刹车测试。测试轮胎的车辆是一

台272ps的奥迪TTS。TTS是奥迪家族里面相对非常灵

活的车型，且加上不俗的动力，非常适合本次的测试。

TTS原装配备了235/40 R18的半热熔轮胎，比起它，SP 

MAXX TT只是一般运动型道路轮胎，两者并不是同一级

别，因此只要SP MAXX TT在理论上能够接近TTS原装

轮胎的高度，即以无愧高性能轮胎之名。已经达到完美

测试的要求了。

高科技结晶

一套轮胎的性能如何，在观察其外观时已经可以

略知一二。特殊的胎圈胶条构造，不对称胎面设计可以

提高水面滑动阻力，结合非对称胎纹设计可以加大干地

的抓大力，再配合宽大的排水槽，排水性能肯定也是非

常好的。

以往大家都会认为运动型轮胎的胎侧较软，最怕就

是侧面的摩擦。SP MAXX TT结合了创新材料芳纤维，

强度高于钢铁5倍的芳纤维，使得它拥有了更加坚固的胎

侧，以及更强的操控精度。而根据邓禄普独有的十层不

同弧度胎面设计，使得接地压力更加的合理，在直路转

入弯路的一瞬更加稳定顺畅。

SP MAXX TT身上汇集着邓禄普目前大部分的高科

技研究成果。但如果不进行一次高强度精准的测试，也

许亦难以让人信服。下面请一起来对SP MAXX TT进行

一次检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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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性能运动轮胎的称号，SP MAXX TT是名副
其实的。 ]

赛道表现

这次SP MAXX TT的测试，我们特意选择在赛道

上进行。是因为邓禄普将其定位在高性能运动轮胎的行

列之中。在测试之初，我们先用TTS的原装轮胎进行测

试，以达到对比的效果。原装TTS的半热熔轮胎当然不

是吃素的。经过两圈的热身，第三圈正式对汽车以及轮

胎的性能发起了挑战。

沙井赛车场的高速弯并不多，更多时候需要通过完

美的线路来提高成绩。虽然本次的测试并不参考圈速，

我们还是关闭了TTS的防侧滑系统，希望能让轮胎们在

我们尽量模拟的赛道考验下展示最真实的表现。果不其

然，TTS的原装半热熔轮胎在赛道上表现出很好的抓地

性能，特别是在通过第一个U型弯的时候，虽然能够听

见轮胎发出尖锐的嘶叫声，但其实声音并不太大。到了

弯心后猛踩油门，感觉轮胎毫不费力的就带着车子往前

奔去，非常干脆，前抓地力是足够强大的。然而当车子

真正失控，开始侧滑向外推出的时候，感觉却是轮底抹

了油一样。需要反向打方向盘才能把车救回来。为了保

证那股测试的热乎劲，我们立刻换上SP MAXX TT再

上赛道，并重复了刚才的动作。相比之下，几乎一样的

速度，SP MAXX TT在出弯时的瞬间提速时会有轻微推

头的现象出现，但只要稍作调整加以油门控制，车辆依

旧能够回到原来的轨迹。，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SP 

MAXX TT只是并非半热熔定位的轮胎，；同时它并非原

装那样的缺气保用轮胎（防爆胎），因此其胎壁刚比原

装要软。因此赛道测试中，我们明显感受到其舒适性高

于原装，当然从另一侧面看其路面信息的反馈自然就比

原装要欠缺。

绕桩测试

而为了对SP MAXX TT 进行更加完整的测试，我

们也特地设置了绕桩测试。桩距设置为18米，车辆以

50km/h的速度进行绕桩。首先测试的是原装轮胎，虽然

时速并不高，但为了突破轮胎极限，我们将车子进桩和

出桩的角度保持较大。在绕桩测试的过程中，原装轮胎

还是保持着良好的横向摩擦力，因此即使将绕桩速度提

升到60km/h车子也能够比较稳定的通过。

根据之前赛道上的体验，可以预测绕桩测试上SP 

MAXX TT表现未必能跟上原装。事实上，18米的桩距，

60km/h的速度进行测试。SP MAXX TT仍然能够清晰稳

定的按照方向盘指向的角度前进，横向抓地力的极限还

是非常高的，这点出乎我们的意料。对于高性能运动轮

胎的称号，SP MAXX TT是名副其实的。

刹车测试

刹车性能是一套轮胎抓地力最直接的体现，也是保

护汽车乘客安全的很重要性能。虽然测试的过程相对简

单，但是却尤为重要。测评组决定将车提速到100km/h

再迅速踏刹车致车急停，以计算出刹车距离和时间。

通过硬度仪的测试，因为胎质较软，SP MAXX TT

的触地面相比原装胎要更多，因此直线刹车的结果也是

在要比原装轮胎稍好一点，刹车时间为3.4秒，刹车距离

为45.9米。反观原装轮胎刹车时间为4.0秒，刹车距离为

46.7米。数据说明一切。鱼与熊掌可兼得

日常驾驶的过程中，SP MAXX TT路感还是非常清

测试轮胎
100-0km/h

刹车时间
100-0km/h

刹车距离
轮胎

接地面硬度
60km绕桩

G值

SP MAXX TT 3.4S 45.9m 53 0.51

原装轮胎 4.0S 46.7m 44 0.45

深且宽的排水槽为 SP MAXX TT 带来强力的湿地性能。
坚韧的胎肩为可以保证车辆行驶的稳
定性。

SP MAXX TT 胎面硬度为邵氏 53。 原装轮胎胎面硬度为邵氏44。

SP MAXX TT 绕桩测试中表现得中规中矩。 晰的，在通过沙石路面的时候能够清楚的感觉到地面传

来轻微的震动，感觉沙石的大小你都能清晰的看得到，

这是我喜欢的感觉，即使作为一条轮胎也有它的性格。

SP MAXX TT拥有不俗的静音能力，相信这是因为它的

非对称花纹设计起了一定的作用。而对于一款定位为运

动型的轮胎，SP MAXX TT的静音能力有着出人意料的

表现。在60km/h的噪音测试里，原装轮胎录得了67.4 

dB 的数值，而SP MAXX TT则录得了64.1 dB的数值。

这一点和它较软的胎质有着相当大的关系。 

经过一整天的测试，我们对邓禄普SP MAXX TT有

了一个比较理性的认识。据了解，SP MAXX TT将成为

国产帕萨特顶级版脚下的配备。上海大众的工程师将SP 

MAXX TT安排到他们的旗舰车型身上也是对SP MAXX 

TT性能的肯定。总的说来，SP MAXX TT无愧旗舰型运

动轮胎的称号，毕竟相比TTS的原装轮胎，它可一点不

落下风。

Highlight：日常驾驶的过程中，SP MAXX TT路感

还是非常清晰的，在通过沙石路面的时候能够清楚的感

觉到地面传来轻微的震动，感觉沙石的大小你都能清晰

的看得到，这是我喜欢的感觉，即使作为一条轮胎也有

它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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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锋行第二代电子节气门控制器测试
随着汽车排放控制日渐严格，全球各大汽车制造商纷纷弃用拉线式

节气门，转而使用更加精确的电子节气门，但这类节气门却存在

反应较慢的缺点。为了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星锋行推出了 Potent 

Booster 第二代电子节气门控制器，今天就让我们来试验一下此产品

的功效吧。

【鸣谢】深圳市星锋行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中兴工业城 11 栋 405-409

【电话】400-081-8916

【文】冯志伟【摄】伍思锋

简单·直接

电
子式节气门顾名思义是通过ECU在收集完油

门踏板位置传感器信号和其他与发动机工况有

关的传感器信号，并经过数据比对和计算后再

将控制信号反馈回电子节气门的技术。由于信号反馈的

过程繁琐，电子节气门的反应通常较拉线式节气门迟滞

许多，所以不少厂家都推出了加速器或者控制器，来提

高电子式节气门的响应度及节油性。

加快响应速度的办法
 

电子节气门控制器工作原理就是通过控制器的程序

向ECU发出带“欺骗”性的油门位置信号，从而ECU对

节气门的开度和响应速度的控制发生改变。星锋行推出

的Potent Booster第二代电子节气门控制器比第一代有

了更进一步的改良。镜面屏幕、蓝色显示字体令它显得

更炫、更酷，除尺寸更小，其六大调整模式得以保留。

Potent Booster第二代电子节气门控制器拥有“手

动全加速”、“自动全加速”、“手动半加速”、“自

动半加速”、“原车模式”以及“省油模式”六大主模

式，除了“原装模式”外，其余模式均可有9段的微调。

 

安装简易
 

目前市面上有些汽车电子产品在安装时需要拆装

不少的部件，甚至需要重新接线等费时费神的工序，并

会引发其他问题。在安装环节上，Potent Booster第二

代电子节气门控制器非常简单，而且不需要借助任何工

具。产品包装内只有显示调节器、油门连接器以及数根

扎带。安装时只需将油门踏板的接口拆下后，并将油门

连接器接到踏板上，随后插上显示调节器即可。据星锋

行的工程师介绍，其产品无需从OBD插口取电，而是

直接从行车电脑取电，且功耗较低，不会影响行车电脑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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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感受

本次测试的车辆为日产天籁和雪佛兰科鲁兹。在测

试中，我们利用P-Box记录下6种模式的0-60km/h的时

间。原装模式下，节气门控制器没有介入，这种状态明

显感觉天籁的油门迟滞不小，踩下油门后感觉要约半秒

后才有反应。

省油模式下，两车油门的反应比原装要稍慢，随着

对段数的向上调整，油门的反应越来越慢。据星锋行解

释，电子节气门控制器会时刻控制节气门的开度，从而

降低转速攀升的速度。

将模式调到“手动模式全加速”模式，逐渐调高至

9段，此刻油门的反应有接近拉线节气门的直接感，车

辆的油门感觉相当轻快，加速偏向迅猛。经过P-Box测

得，天籁在原装设定下0-60km/h加速为7.5s，而在控制

器的全加速模式下为6.4s，有了将近1s的差距。 

科鲁兹在原装模式时会有种走不动的感觉，油门

迟滞明显，反观使用“全加速”模式后，油门的反应直

接不少。

在使用“半加速”模式时，油门的反应偏向中性，

车辆 模式 0-60km/h（平均）

日产天籁 2.5

手动模式全加速 6.4

自动全加速 6.9

手动半加速 7.1

自动半加速 7.3

原车模式 7.5

省油模式 11.4

雪佛兰科鲁兹

手动模式全加速 8.4

自动全加速 8.5

手动半加速 8.7

自动半加速 8.9

原车模式 9.2

省油模式 12.4

调节显示器可以随意安装到自己方便观看的位置。

整个产品包装简洁，显示调节器大小约银行卡相若，
厚度只比 iPhone 稍厚。

手动全加速（FH）模式，油门的反应相当
直接。

拥有“手动全加速”（FH）、“自动全加速”(FA)、
“手动半加速”(HH)、“自动半加速”(HA)、
“原车模式”(NOR) 以及“省油模式”(ECO)
六大模式。

将接口拆下后只需将油门连接器接上。 省油模式下，天籁的 0-60km/h 用了 11.4s。

并且没有明显地提升，而随着段数提升才会慢慢感觉出

来，此模式适合想稍微提升油门反应的车主。

星锋行的Potent Booster第二代电子节气门控制

器在外观和功能上有较好的创新，安装简单，适合喜欢

DIY的车主。“手动全加速”和“自动全加速”两个模式

的油门反应与原装的相比在感觉上有了不少的提升。当

然，车辆的马力还是这么多，并不会因为一个电子节气

门控制器而增加，但付出低廉的价格，就能够换得这一

瞬间加速的“快感”，你又会如何选择呢？

[“将模式调到“手动全加速”模式，逐渐调高至9段，此刻油门
的反应有接近拉线节气门的直接感，车辆的油门感觉相当轻快，加
速偏向迅猛。” ]

星锋行科技有限公司
始创于2008年，致力于汽车电子油门加速器、

电子节气门控制器、星锋行动力涡轮、改装产品的研

发、生产与销售，注册了“TROS”的品牌，旗下的

“Potent Booster”系列品牌以弥补原车配置缺憾、

满足车主个性化改装需求为己任。汽车改装行业厂家

众多，产品繁杂，犹如繁星。公司以研发创新为主，

立志成为繁星中最引人注目的那颗。宝剑锋从磨砺

出，平安顺达行天下，是为“星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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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提供】成都极速场 CESC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 锦江 198 汽车产业园 1001-1002 1-3F
【电话】028-86511936
【联系人】曾明
【手机】18608038333

【文】Marshall【摄】章懿哲

了非常先进的高压氮气气压千斤顶，这在比赛的时对于

提高举升车辆的效率非常有用。

保留原厂电脑全面赛车化

解决了车重的问题，动力输出的稳定性也是一项挑

战！大众的性能车自动化程度非常高，很容易出现各种

保护和对动力的限制。在经过更换车身这样的大动作之

后，车辆的每一个传感器报障都可能使得电脑锁死发动

机或者限制转速。 

面对这个技术上的巨大挑战，CESC为这辆GTI搭

载了德国大众02A MQ350的手动变速箱，并配备了机械

式1.5way LSD和竞技离合器。手动变速箱的可靠性和维

修便利性当然大大好于DSG波箱。在此基础上，CESC

根据赛道状况从英国订购了02A变速箱的原装位密齿直

牙齿轮组，做到动力输出的无缝连接！ 而后CESC自行

改进了Forge机油透气壶，做到发动机机油最大程度的稳

定。而EA888专用的机油冷却器和以及整个硬质化的涡

轮进气管道，配合加大的中冷器和水箱形成了有着最佳

冷却效果的V型撞风结构。

原厂的Bosch MED17.5电脑的程式已经进化成了

试
想，这样一台仅仅350ps的前驱车在与一众

动辄600马力以上的EVO和STI同场竞技时丝

毫不落下风，这在以往是不能想象的！但现

在，这一切都已经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大众迷们，就让

大家对它做一次独家深度剖析吧！

轻量化

赛车领域里，轻量化是至关重要的。所以CESC直

接在一汽大众定制了轻量化的赛车车身。此车身可谓是

为赛车量身定制，在停下民用车生产线的情况下，通过

重新电脑编程，组装时做到该薄的地方只有一层钢板，

该加固的地方要么加强梁、要么直接电脑控制机械手加

焊点（全车新增焊点5000多个），且没有一滴多余的胶

和蜡——这样的结果就是一台轻量化却高刚性的赛车专

用车身！减重的结果是明显的，比赛车检时，坐了70kg

的车手，这台车的重量是1120kg。也就是说，只加汽

油，车重仅为1050kg！而原装GTI不带油的出厂重量是

1469kg， 400kg的重量差，保证了这台车在车重这个

环节有出众的表现！再配上350ps 、420N·m的强劲动

力，它的赛道表现当然值得期待！CESC还为该车安装

可以看到，车手座位明显后移，这样可以获得更好的车身配重和动态
表现！ 各种赛车需要的仪表都是一应俱全！

中冷管路已经完全改动了位置，也都用上了不易形变的硬质材料，超越民用的可靠性等级！
广泛使用的 Forge 泄压阀得以保
留，位置重新设计。

大众 GTI 赛车改装案例

大众也能飞！
这是一部在网络上和各种媒体上都很有知名度的 GTI，也是目前国内民间车队（改装

店家）所能够独立“制造”出的唯一一台纯场地赛车用途的 GTI。从去年以一身好货

和完美搭配获得大众国内首届“GTI嘉年华”唯一“个性改装奖”，到如今的“脱胎换骨”，

该车是目前国内对德系车更深层次性能改装的一次重要尝试和探索，同时，它的初步

成功也有力地宣告了大众车在民间场地赛车领域的强势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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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 震 器 的 选 择 可 谓 是 不 太 顺 利 ， 由 于 K W 

Competition避震定制周期太长导致第二站比赛前都没有

运到国内。于是，临时采用了大众运动部定制的AP前避

震和Eibach的Multi-Pro R2的后避震。AP避震器属民用

街道性能部品，连续激励过弯的热衰减较大，显然不能

达到比赛要求——但就是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CESC

使用前倾角达到-5°以上的前避震可调塔顶，配合用横

滨A005轮胎做出了1分42秒头的最快单圈。

期待下一步进化

虽然它还只是一部“半成品”，但已经开始在比赛

中崭露头角：2012年四川房车精英赛第一站：杆位，第

二站：正赛第三站上领奖台，要知道对手不乏600马力以

上的“变态”EVO和STI，说明这是对德系，尤其是大

众性能车终极性能挖掘的一次现象级的积极尝试。可以

看到，这是一个相当完整的民用改装案例，如此搭配的

GTI，可以说是已经武装到了牙齿，有些部品也是近乎奢

华。像MTM涡轮套件、天蝎Akrapovic的排气，BBS的

锻造轮毂，COX阻尼拉杆、Recaro的运动座椅，都是广

大改装车迷心目中的梦幻佳品。这样一台超级GTI，成功

拿下大众国内首届“GTI嘉年华”唯一“个性改装奖”也

是实至名归的。CESC负责人曾明告诉我们，这是远远

不够的，他要自己打造一台纯正的GTI场地赛车。让我们

期待它更完美的进化吧。

素有“大众扭力王”称号的美国Neuspeed定制赛车无

三元程式。配合Injen进气系统、美国Borla全直通定制

排气、美国NOS赛车专用配方增高辛烷值添加剂，动力

可谓随传随到，尤其出弯时430N·m的扭力全力爆发让

这台1吨重的赛车实力不可小觑！在比赛中12圈表现稳

定（单圈成绩相差不到1秒）而具有极强的竞争力，该

车在成都国际赛车场CDIC大直道尾速度达到了惊人的

240KM/H——这是一个接近公升级赛摩的成绩！

精益求精的底盘

该车底盘的所有连接件换装上CESC自行研发的钢

制鱼眼，这样可以有效提高车辆动态响应速度，让车辆

驾驶起来更加直接，反应更加迅速。并比照方程式赛车

悬挂设计，让平衡杆直接拉在下摆臂上，有效缩短防侧

倾响应时间。为了达成最佳的等效变速箱齿比，以及轮

毂的极度轻量化，CESC改动了该车的轮毂PCD数据为

114.3，并采用了外伸的螺杆设计，不力求提高比赛时拆

装轮毂和垫片的速度。

在整个刹车油压系统和离合器油压管路换用了专用

的赛车用部品，务求令刹车变得更加直接，更容易被车

手所控制。而离合器控制油路和刹车油路分开也有效提

高了离合器控制机构的可靠性。为了能够在制动上争分

夺秒，刹车系统更换了美国Stoptech 的前四后二卡钳，

以及330mm的浮动刹车盘。

成都极速场 CESC 简介
成都极速场（Chengdu Extreme Speed 

Circuit）简称：CESC，是成都地区一家专精大众、

奥迪、宝马、奔驰和日系高性能车型的专业车辆性能

升级服务提供商，也是一只全新成立的赛车队。公司

竭诚为广大热爱汽车运动和驾驶乐趣的朋友提供：民

用、赛用车辆性能升级改装，赛车（场地、拉力、漂

移）培训和体验，汽车（改装、赛车）文化深度观光

旅游等专业化服务！

改装清单

动力系统： 

美国Neuspeed赛车专用定制程式

发动机缸内锻造件及强化供油系统

CESC自主研发机油透气壶

Injen赛车进气系统

自制赛车化涡轮及中冷和水箱管路

自主研发加大水箱

定制油冷、变速箱油冷

定制波箱直牙密齿 

竞技离合器片

车身及部件： 

一汽大众定制轻量化加强车身

自制宽体套件

定制铬钼合金防滚架

高压氮气气压千斤顶系统

Sparco赛车方向盘

Sparco赛车座椅

AP独立刹车及离合器脚踏系统

刹车系统： 

Stoptech STR40前四后二刹车卡

钳BHP竞技版刹车皮

底盘部分： 

定制全车底盘钢制鱼眼关节

加工前防倾杆波子拉杆

自制前避震器可调塔顶

AP Suspension

17英寸RAYS TE37SL轮圈

成都极速场 CESC 团队对该车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2012 年 7 月 29 日，四川房车精英赛本年度第二站比赛，第一次
有了大众车在 Supercar 组别可以站上领奖台！

为了给轮圈减重，选择改掉轮芯
法兰用了日系轮圈。

全美评测第一名的 Stoptech 刹
车的最高级别竞技部品 STR 效
果可不是吹的。

[“这样一台超级GTI,成功拿下大众国内首届‘GTI嘉年华’唯

一‘个性改装奖’也是实至名归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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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 545i 改装
这是一辆 E60 时代的 BMW 545i，在这个时代，它拥有 V8  Valvetronic

动力单元。八缸铝制的 4.4L 发动机，最大马力 333Ps，最高时速可以

达到 250km/h，而 0-100 更是达到了 5.8 秒。

【车辆提供】广州劲舜汽配商行
【电话】020-89084250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纺织路 2 号之 10

【文】陈晓虹【摄】之彦

浪漫機器俠

专业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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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 机械增压系统
对于宝马的机械增压改装套件提供商来说，来自

挪威的ESS Tuning是比较知名的一间公司。这是一家

成立于1995年专门致力于机械增压套件生产的改装厂

商，针对宝马的多款车型都有套件提供，并且每款车型

的套件还有多个不同配置对应不同马力的输出，ESS 

Tuning虽然成立时间并不长，但一直专精于机械增压套

件的生产，也得到了众多使用者的认可。

内饰已经全部重新装潢，亮银色碳纤纹路更是大幅提升了 545i 的运动气息。

HARTGE 出品的手刹套，个人感觉不如原装的皮质手
刹套舒服。

ESS Tunning 的机械增压套件可让 545i 激增 120 匹马力。M 系列的倒后镜看起来永远都是那么特别。

同样来自 E92 M3 的方向盘，连拨片功能也一
并移植，改装者心思值得称赞。

来自 E92 M3 的变速杆，移植到
这里只是“意淫”一下而已，没
有实际意义。

拥
有了以上威力，除了M5，E60 545i已经稳占

了BMW E60系列的王者宝座。但是在经历了

一个下午的试车之后，我们都一致认为，这

辆545i的车主肯定是个疯狂的马力追求者。因为只有这

种人，才会在545i上加装ESS机械增压，乞求能让它输

出不亚于M-Power的马力。

诱人形态
 

为了能够能545i一改“行政座驾”的外观，改装

者广州“劲舜”为这辆545i换装了宝马E60 M5原厂的

M-Power包围，硕大的进气口在配合两侧向叶子板延伸

线条的前扰流后，令545i的前脸看起来锐利无比。而这

套经过宝马严格根据车身动力学研究出来的产品，自然

兼顾美学和功能，能有效的对车身中高速的气流进行疏

导。并且增加下压力。

翼子板上同样是流用于M5的鲨鱼鳃。因为车身设

计问题，545i并不能直接流用M5的整块翼子板，只能自

行开孔并安装M5的鲨鱼腮。但由于店家高超的手工，外

观上并看不出来修改的痕迹。为了使545i整个外观上更

有M-Power的味道，M5的子弹倒后镜毫无疑问也成了

移植的必需品。唯一的缺陷就是它的后保险杠并没有用

上真正M5原厂配件，据说是因为整套包围价值不菲，车

主在权衡性价比之后，“毅然”提出用上仿制品。但是

从后杠的手工以及安装位置的吻合程度来看，这条仿制

品已经达到了超A货的级别，而整个外观的极致化也让这

辆545i拥有了更加诱人的形态。

惊人马力
 

原装的545i原装的马力输出已经达到了333ps，这

个数据已经是相当不错。但车主在一次偶遇E60 M5的

时候，由于双方马力差距（E60 M5马力输出507ps），

被其狠狠羞辱了一番，所以车主才找到了劲舜，并指定

针对545i的马力做出改装。事实上，与日系车相比，改

装宝马绝非肤浅地加颗涡轮、改装高角度凸轮轴这么简

单。唐突对其做出改装，面临的可能是无止境的故障。

如何真知灼见地学会如何保留原车平衡感的同时，进一

步挖掘其隐含的潜力，这才是一个探讨层次之上再提升

的问题了。

 深思熟虑之后，技师为车主选择了这套ESS出品

的机械增压套件。这套套件包括了：Vortech机械增压

本体、水冷式中冷器、电动水泵、特制进气歧管、进气

管路、泄压阀、加大喷油嘴及改装ECU晶片等。完工

后的增压值设定在0.45Bar，配合Gruppe-M 碳纤风

箱以及劲舜中至尾排气，这辆545i的最大马力输出达到

455ps。有了这125ps马力的增长，545i已经俨然可以

潜伏于一众M-Power车型当中，而不用担心因为马力问

题，会在偶遇的情况下被M-Power车型轻易秒杀了。

重新换了皮的座椅看上去运动感十足。 特别换装的 M5 鲨鱼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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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盈底盘

“易放难收”是改装大忌，这句话意味着，既然

马力上有了如此可观的进账，那制动和操控上的强化，

就成为了545i达到均衡改装的必要因素。于是一套来自

M5的制动系统被安装在545i的车上，更大直径的刹车碟

以及活塞的刹车系统配合铝合金锻造19寸HRE轮圈，更

是可以将545i的底盘负担降到最低限度，并让这辆“疯

狂”的545i的100-0km制动距离缩短在38米。为了令整

辆车的操控可以更加直接，劲舜为这辆545i更换了KW 

的V3避震，这是一款街道、赛道同样适用的产品，搭配

双弹簧。在为车身提供充足支撑力度的同时，设定有度

的弹簧更可因应不同程度的路面凹凸，在两根工作弹簧

间作出适当的转换，在帮助提高车辆运动性能的同时,也

保证了街道行车时所需的舒适性。

 
灵敏操控

对于一辆辆车重达到1.8吨的欧洲行政车型来说，

这辆545i的行车特性令人不禁称赞。KW V3避震的韧性

和软硬回弹力度极度讨好，反应快捷，而且上下动作幅

度适当，而低扁平的轮胎所以导致传至车厢震动偏多，

却能让人更好的感觉到真实的路感。当然，545i原本的

车架已经拥有着不俗的平衡性，但在换装了这套兼顾街

道以及操控性能的KW V3之后，车身整体的动作更加的

干脆，不论是急刹车时的点头，还是急转弯时的侧倾，

都已经改善了不少。

而有了ESS机械增压的辅助，在弯前的收油再加油

以及出弯时的全油门，都让人觉得发动机反应相当的干

净利落，机械增压更是在你全油门的时候发生犹如飞机

起飞时的啸鸣声。一声清啸，你才发现在你眼前的545i

已经伴随着阵阵轮胎摩擦的异味缩小在你的视线之内，

并逐渐消失。

   对于我来说，毕竟试驾过太多大马力的车辆。而

最让我津津乐道回味无穷的不是驾驶 1200ps的布加迪经

历，也不是拿E92 M3和C63做出一次歇斯底里的对比。

而是每一辆改装车所带来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我能更

多的感受到，一个改装者对每一辆改装作品倾心倾力的

奉献，那都是对每一位车主全心负责的表现。犹如这辆

545i，每一样的改动，虽然有流用改装也有自发研究的

部件，但综合起来，谁能说这不是一件浪漫的事？

改装清单
外装宝马M5包围

宝马M5叶子板

宝马M5子弹倒后镜

高仿M5后保险杠

底盘

HRE 590RS 19英寸轮圈

KW V3减震

内装INTERIOR

Hartge手刹套

E92 M3方向盘

E92 M3排挡头

AC脚踏板

动力ESS TVS2机械增压套件

Gruppe-M碳纤维进气风箱

劲舜中至尾排气

经过轻量化设计的全段铝合金排气属。 较下足血本选用 KW 的 V3 避震。
宝马是吝啬的，你看 M5 原装刹车也只是单活塞设计，制动
效果也相当不错。

[ “一声清啸，你才发现在你眼前的545i已经伴随着阵阵轮胎摩
擦的异味缩小在你的视线之内，缩小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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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克萨斯 CT200h 改装实测
CT200h 是雷克萨斯最“年轻”的车型。年轻包括多方面：CT200h

研发过程全部由年轻团队来完成；CT200h 是雷克萨斯首款五门掀

背车，也是首款排量低于 2.0L 的油电混合动力车型；它的使命就是

凭借极富运动感的外形俘获更多年轻人的“芳心”。
【文】冼业湛【摄】尹博崴

【鸣谢】云海汽车零件
【电话】0755-26481882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前海路前海明珠 118-121 号

绿色运动

毫
无意外，还算年轻的我也被这台动感“小钢

炮”所吸引。但看其动力数据：99ps/142N • 

m 的1.8L四缸发动机与881.6ps/207N •m的

电动机动力组合似乎离小钢炮称号还有一段距离。另外

追求环保的混合动力设计，让人不由自主的觉得CT200h

只是空有运动其表，驾驶起来还是一辆“肉车”。

难道CT200h会白白浪费这年轻动感的外形？肯定

不会！CT200h的初衷或许和本田CR-Z是一致的：我

虽然没有强大的马力，但我有运动的外形加上出色的操

控，最值得骄傲的是，我还很省油！

正是因为CT200h的年轻，动力改装套件在国内并

未成熟，并且对于这样的混合动力的节能车型来说，加

强操控才是更多车主的选择。本次登场的CT200h改装也

相当低调，改装也是本着加强操控以及“艳丽指数”的

原则进行。

操控首位

CT200h 的外观已经足够运动，车主并没有对其作

更多修饰。白白净净的车身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车主购入这辆车平时主要是上下班代步使用，对于

动力数字并不大感冒，相反，对于操控却是相当看重。

于是车子购入没多久便进行了筋骨强化“手术”。首先

换上了Tanabe Sustec Pro NF 避震。CT200h原装车的

底盘调校属中等偏硬风格，过减速带时略有一点硬的感

觉，乘坐感不像其它雷克萨斯那样显著偏重舒适。而换

装的Tanabe这套NF 避震为对应街道所设计，最主要的

功能就是提升其舒适性能，同时营造超低矮的车身。这

套避震内部构造使用复筒低压式设计，避震阻尼为固定

式设计，拥有极强的柔韧性是其最大的特点。

车主对于安全也是分外注重，虽然动力没有提升，

但为了更快的刹住车辆，这辆CT200h前轮换上了性能强

劲的Alcon 4活塞刹车。为进一步提升操控及视觉效果，

轮圈也换成了更轻更动感的OZ 18寸轮圈同时加装Rays 

轮圈螺丝，搭配普利司通的高性能RE11 225/40 R18轮

胎，操控性进一步提升。

拒绝喧哗

动力方面只是做最基本的改动——更换进排气系

统。大声怒吼明显不符合CT200h的气质。新换的FGK中

尾段声浪比较柔和，但是低沉的声响提醒着这已经不是一

根原厂的排气管，另外双出的尾喉相比原厂的隐藏式设计

更显运动。而在更换排气后，为了保证畅顺的进气效率，

专业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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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力数字并不是CT200h所追求的，那真正能让驾驶者肾上
腺素飙升的，只能靠它的底盘调校和操控了。”]

云海为这辆CT200H更换了K&N风格，希望能让更加灵敏

的油门反应来改善CT200H在加速上的“肉感”。

动力平淡优雅搭救

丰田的混合动力技术向来出色，而源自普锐斯平台

的CT200h在混动调校方面当然只会更上一层楼。在普通

模式的情况下，这辆CT200h当以50Km/h以下速度行驶

时，动力只来自于电机，超过了这个速度后，汽油发动机

才会替换电动机。但是使用电机的情况下，加速能力较

差，即使深踩也没有什么推背感觉，直到切换了运动模

式，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善。

在运动模式下，仪表盘上左侧的动力状态表会被传

统的转速表取代，而且整个仪表盘会变为红色的气氛灯。

发动机的介入更加积极，而且更多时间下会与电动机协同

出力。同时，方向盘变重油门踏板灵敏度提高，电子系统

介入时间延迟、开起来更有乐趣。虽然在Sport模式下，

加速能力也只能用中规中矩形容，毕竟这台低马力调校的

1.8L发动机只有99Ps，而加上电动系统后整车质量就已

达到1440kg。但光是看着在Sport模式下那不断攀升的

转速表，加上来自雷克萨斯的优雅设计，CT200H还是能

够让人找到亮点的。

操控真感觉

CT200h车身非常的低矮，坐进驾驶舱内视野不是

很好。换挡波棍的设置很巧妙，是拨一下就会复位的设

计，操作起来很舒服。而手刹的位置也十分顺手，总体

人性化设计非常好。

前文就已经说过，动力数字并不是CT200h所追求

的，那真正能让驾驶者肾上腺素飙升的，只能靠它的底

盘调校和操控了。转弯半径小，操纵十分灵活。虽然换

装的Tanabe是追求舒适设计，但出色的避震韧性令到其

行驶姿态很安稳，过弯侧倾尤其小，日常行驶有一种伏

于地面上的贴服感。经过小坑的时候感觉避震往上的行

程绷得较紧，能够清晰知道路面的情况，但是不至于听

到让人心痛的嘭嘭声，高速驾驶的情况下车子也不会很

跳。但是由于车头可能太重，高速过弯的时候虽然会推

头，但是尚在驾驶者能掌控的范围内，救车也相对来说

变得很轻松。

这辆CT200h虽然动力不算出色，但原装操控就已

不错，改装后更能满足车主对操控挑剔的要求，可以说

它是一辆集时尚和省油一身的利器。对此，车主还有什

么异议呢？

Tanabe 简介
T a n a b e 创 立 于 上 个 世

纪 8 0 年 代 初 ， 在 创 立 之 初 ，

TANABE只是作为一家民用螺

旋弹簧制造商的身份出现在日本

汽车零配件市场中。在品牌创立

后的第三年，TANABE逐渐占

据了日本避震弹簧的制作市场，

考虑到品牌多元化问题当时的

TANABE社长决定研发设计生

产汽车排气管系统，也就是那时

TANABE所制造的排气管逐渐

打入世界市场特别是美国。

如今的Tanabe产品已经

囊破了所有热门的改装部品，例

如避震，轮毂，排气，车身强化

件，OEM等。而且Tanabe的

工厂规模也逐渐扩大，并且拥有

一支经验丰富的技术团队。从产

品研发测试一直到市场全部可以

由Tanabe公司自己独立完成。)

带关闭功能的 LED 日间行车灯较为独特。

双出的 FGK 排气一改原厂隐藏式设计，更显动感。

Tanabe Sustec Pro NF 避震韧性十足，
带来更好的操控感觉。

Alcon 4 活塞刹车系统制动效果很好，平
顺性也不错。

红黑搭配的驾驶舱追求豪华同时不失运动风范。 KN 风格带来更高的进气效率。

蓝色的无钥匙启动按钮显
示 CT200h 的混动本性。

在不同的模式底下，仪表上面的背景灯会有不同
的变化，普通模式是蓝色，运动模式会变成红色，
左边也会变成传统的转速表。

动力

FGK中尾段排气

KN高流量进气风格

底盘

Tanabe NF避震

Alcon前四活塞刹车

OZ 18英寸轮圈

普利司通RE11 245/40 R18轮胎

Rays轮圈螺丝

改装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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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 Gol 改装实例
市面上关于热门车型的改装配件可谓琳琅满目，然而像 Gol 这一

偏门的双门车型拥有的改装配件并不多。更多的 Gol 车主只能“被

迫”走上 DIY 之路。这次带来的红白蓝三辆 Gol 更好地诠释 DIY

这三个字。
【文】冯志伟【摄】尹博崴

DIY“三剑客” G
ol车型是由巴西大众汽车公司于1981年设

计。经过多番的换代之后，2003年正式引进

中国市场。引进当年，消费者能选择到的双

门轿车屈指可数。这次带来的三辆大众Gol无疑使三位车

主的呕心之作，除了外观套件之外，其他配件都是引用

其他车型或者DIY。

非主流“跑腿”

这辆蓝色的Gol曾是一个公司的专用“跑腿”车。

钟情于德国车系的车主对它喜爱有加，一直“霸占”着

它，最后成为收藏之一。

目前使用的这一款富有攻击性的外观套件是车主

悉心改造的结果。原来购回的外观套件装上之后，车主

感觉效果并非他想要。于是DIY开始了：他将叶子板外

扩，以容纳更宽轮圈，散发出更有攻击性的效果。而买

来的尾翼因为角度较小，要较高的速度才起作用。于是

车主将中间部分切断，设定好角度之后再塑造一个新的

尾翼。经过多次的测试和“破坏”，角度合适的尾翼

完成。外扩后的叶子板当然也要配合相应的轮圈和轮

胎，车主使用OZ的17英寸轮圈搭配前205/40R17,后

205/45R17的邓禄普轮胎，令车辆在过弯和刹车性能均

得到提升。

 

得来不易的 0.4L

原装的1.6L、88ps的发动机推动一辆拥有1010kg

的Gol非常吃力。而加强发动机的动力输出只有加装涡

轮和加大排量两个方案。而车主选择将排气量加大到

2.0L。要得到这额外的0.4L排量有两个办法：一是在镗

缸的同时更换曲轴，即同时增加缸径和冲程，但这将改动

幅度太大，对发动机寿命可能造成较大影响；另外可以流

用1.8L发动机缸体，再用同样的办法，这样对缸体的影

响较为有限。另外，气缸盖进行了进排气打磨，从而提升

进排气的顺畅度以及输出反应。经过这些改装，供油一定

需要调整。车主在没有对应的改装配件的情况下，将宝马

740i的油泵改装到他的爱车上，同时也更换了大喷油量的

油咀。并配合改装电脑来调节车辆的点火时间以及在喷油

量输出上做一个更加细致的控制。而为了令发动机可以有

更好的散热能力，加大的铝合金水箱也成了必需品，被安

装在Gol上。现在的水温可以再激烈驾驶的状态下保持在

100度内，它所带来的好处匪浅自是不用说的，而车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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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装的创造力来自设想，而设想最终在

经过努力下，是可以满足个人不同的个性需要的。这次

介绍的三辆Gol，经过了三位车主的无数次摸
索，才有今天这些独一无二的Gol。”]

种自主研发设计的能力也是亮点之一。

在谈到底盘改装的时候，车主显得很高兴，因为市

面上并没有Gol的改装避震。而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他将

三菱菱帅的避震套用到Gol上，而塔顶使用他自己设计和

制作的一个圆铁块和一块底座垫来配合安装波子塔顶。

这个设计不但成功地将车身高度降低，而且将波子塔顶

的唯一不足之处——杂声革除。而来自日产GT-R的刹

车卡钳必是车主的选择。但后刹车的改装并不是直接安

装上就好了，原厂的手刹要得以保留则需要特制一个能

同时容纳两套刹车系统的桥位。

内装的改装可以看出改装者是不是一个追求完美的

人。这一辆蓝色的Gol的中控台使用碳纤维贴膜进行包

裹，方向盘也换成漂移专用的样式。车主将Sport-comp

的空燃比表安装到A柱上，可以时刻监视着发动机的工作

状态，真空表、电压表及油压表也被安装到车上。而来

自马自达RX-7的座椅也给车主带来了更好地操控感。这

辆属于“众家打造”的Gol，因为有了车主“百家荟萃”

的改装手法，变得尤其的与众不同。

外观 R 化
 

不知道读者有没有留意红色这一辆Gol的外观套

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车主将宝来R的原厂外观

套件改到这辆红色Gol身上。虽然宝来R的保险杠长度

与Gol相近，但是由于安装位的不同，安装后密合度不

佳。但在改装的角度来看，这不是什么问题，只要修改

安装位，再用纤维修补密合位。发动机进行了进排气的

打磨，除了能让进排气阻力降低，更能提升转速的灵

敏度。而内饰上的改装如Recaro可调式桶椅的换装、

Momo方向盘，更是为内饰提升了些许的战斗气息。

喜欢原汁原味的外观，车主主要也只
是改装了轮圈。

天线上安装了一个高尔
夫球的挂饰。

DIY 之风继续吹
    

白色的Gol的改装基于车主的天马行空。本来车辆

的发动机年事已高，所以车主对发动机进行了例行的翻

新工作，而在翻新的过程，车主突发奇想，竟要求修理

厂技工在保留原来的缸体下来做发动机进行改装，这在

其他的车款上，可能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只要将发

动机内部配件更换为强化件即可，但这辆可是Gol，市面

上针对它的改装件几乎可以说是空白。

在百般思虑后，车主决定将大众桑塔纳的发动机活

塞、连杆安装到Gol的发动机上。当然直接将桑塔纳的

活塞塞到中缸内是不可能的，因为桑塔纳的活塞要比Gol

的大。所以，只有在Gol发动机本体进行镗缸处理后，才

可以顺利的放入桑塔纳的活塞以及连杆。经此一“易”

后，车主表示，与原装发动机相比，现在的低扭输出相

当强，虽然还存在高转输出不足的地方，但已经和原装

不可同日而语。

而Gol的外观改装同样糅合了不少车主个人的设

想，同样的一条并不属于本车的保险杠，在车主的大力

修改之下，自是合心合意的创造品之一。而一条稍高的

尾翼，更是为白色的Gol增添了不少骚包卖点。

后记：有志者事竟成

Gol价格低廉，双门设计带来了不少动感气息，虽

然市场上能买到的改装件可以说几乎没有。改装的创造

力来自设想，而设想最终在经过努力下，是可以满足个

人不同的个性需要的。这次介绍的三辆Gol，经过了三位

车主的无数次摸索，才有今天这些独一无二的Gol。

此辆蓝色 Gol 的发动机排气量已加大至 2.0L。

改装清单
动力：

发动机搪缸至2.0L

进排气打磨

自主研发的铝合金水箱

外观：

手工修改外观套件

OZ轮圈

内饰：

Sport-Comp空燃比表、

电压表、真空表、油压表

漂移样式方向盘

流用RX-7座椅

底盘： 

轮胎尺寸 前205/40R17

后205/45R17

流用日产GT-R刹车

三菱菱帅避震器

自制波子塔顶

改装清单
动力：

流用大众桑塔纳的活塞和连杆

进排气打磨

碳纤维风箱

外观：

自制外观套件

SSR轮圈

内饰：

Razo波棍头

Tepe功放

Coucar喇叭

底盘： 

轮胎尺寸 前205/40R17

后205/45R17

改装清单
动力：

进排气打磨

碳纤维风箱

外观：

宝来R外观套件

BBS轮圈

内饰：

Momo方向盘

Recaro座椅

底盘：

轮胎尺寸 前205/40R17

后205/40R17

三菱菱帅避震器

自制波子塔顶

BBS 轮圈其实与 VW 的车型都很般配。白色 OZ 17 英寸轮圈与车身的蓝色很搭配。 感观上的感受还不够，车主还改装了音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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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浪漫 法拉利 California 畅想曲

自
由 、 浪 漫 、 无 拘 无 束 ， 这 就 是 法 拉 利

California的精神。它就是这样一匹极度渴

望自由的马，卓越性能与的浪漫主义完美融

合，浑然天成、无懈可击。

法拉利California是一款全新的法拉利车型，

在2008年巴黎车展首次亮相之前，它曾吸引了全世

界无数的猜想，但是不可否认，它颠覆了所有对传统

法拉利车型的记忆，是一款名副其实的创新之作。如

今，经过四年的沉淀，法拉利 California全新升级换

代，性能表现得更加优异：重量减轻30kg、性能提

高30ps。California V8现在采用新式排气歧管及发

动机脉谱图，最大输出功率可达490ps/5000rpm，

最大扭矩可攀升至505N•m。此款车型的扭矩曲线也

已改良，并且在发动机的更大转数范围内都表现得更

加优异。 

法拉利California的设计师们在设计之初就制

定了一个明确而雄心勃勃的目标：创造一款没有使

用限制的全天候GT跑车。它能进行完美的运动型驾

驶，同时也适合长途旅行和城市日常驾驶。法拉利

California采用创新的“2+”概念，除了宽敞舒适的

前排座位设计之外，座椅的后面还带有一个宽敞的可

用空间。法拉利也首次采用可折叠后部靠背设计，后

部位置的长形搁板打开，足以容纳两个旅行箱或轻便

高尔夫球袋。即便是在车顶收起的状态下行李箱空间

还有240升，其超凡的使用灵活性足以满足车主的各

种空间需求。

“BMW 尊选二手车鉴赏日”盛大亮相京城

从
2011年开始，“BMW尊选二手车鉴赏

日”就成为一年两次的常规性活动，而今

年的规模和内容更是超过往年。

8月23日-26日，令车迷朋友们期待的“BMW

尊选二手车鉴赏日”再度在京城世贸天阶广场举行，

其规模可谓空前:多达150辆的BMW全系列明星车型

盛装亮相。展出期间，消费者可以在宝马授权经销商

专业顾问的引导下，零距离接触展示车辆并深入了解

BMW尊选二手车的资讯；更有专业评估师现场答疑解

难，为消费者的爱车提供价格评估。消费者在选车的

同时，还可以欣赏时尚先锋的多媒体微话剧，参与二

手车奢侈品讲座和二手车奢侈品展售等。

BMW尊选二手车，始终传承BMW经典价值，以

严谨的态度和严苛的标准保证从车源、检测、整备、

认证到购买和售后维护每一个环节的品质，并以一站

式尊崇服务助每位客户轻松拥有梦想座驾。BMW尊选

二手车体现了BMW品牌长久以来对完美品质和卓越性

能的不懈追求，同时为众多喜爱BMW的消费者提供了

更多产品选择。

BMW二手车要跻身“BMW尊选二手车”的行

列必须经过一系列的严格筛选。筛选标准包括：车龄

不超过5年，行驶里程不超过12万公里；通过BMW的

100项专业技术检测；全部使用宝马原厂配件维修；

所有车辆的详细信息，如车龄、行使里程、维修等都

有完整的历史纪录。同时，购买BMW尊选二手车的

客户还享有宝马多项高品质和专业化的服务承诺，包

括：12个月或2万公里保修，以及在保修期内的BMW

道路救援服务。

编辑：冼业湛

为了使California时刻尽显高性能GT车的本色，

又不失其浪漫元素，法拉利推出了丰富多样的个性化

定制方案供客户选择。尽管每一辆跃马汽车皆独一无

二、别具特色，但借助这项颠覆传统的个性化定制方

案，法拉利California车主也可以进一步凸显跑车的运

动风格或独特魅力。 

在《Gossip Girl》（绯闻女孩）这部堪与“美

剧启蒙者”《越狱》齐名的经典电视剧中，每当法拉

利California尽职出演的各种奢华场景出现时，当主人

公Nate驾驶Califronia飞驰过纽约第五大道各种名品

店铺时，是否曾幻想过自己驾驶这部法拉利时令人心

潮澎湃的极致体验。而这些，正是法拉利California所

能带来的性能卓越与浪漫主义的完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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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由《汽车时尚报》及《腾讯汽车》联合

举办的“2012中国时尚汽车榜”评选结果在

成都车展期间揭晓，斯巴鲁旗下的Subaru 

XV凭借时尚、个性的鲜明外观在众多品牌车型中脱颖而

出，荣获“锋尚设计大奖”。

全新福特翼虎惊艳成都车展

2
012年8月31日，，长安福特携旗下全系车型隆

重亮相以“绿色科技·乐驾成都”为主题的第十

五届成都车展，全线产品精彩纷呈，极致演绎超

凡实力。尤其是全新福特翼虎惊艳亮相，使长安福特展

台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全新福特翼虎搭载1.6升或2.0升EcoBoost燃油直

喷涡轮增压发动机，兼顾强劲动力和高效节能；以比眨

眼还快20 倍的速度完成对路况和驾驶状态分析和引导的

全时智能四驱系统，帮助驾驶员从容应对各种路况；以

“运动感应式电动尾门”和“SYNC车载多媒体通讯娱

乐系统与 MyFord Touch车载多媒体互动系统”为代表

Subaru XV获评“锋尚设计大奖”

的智能科技，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车交流，让驾驶变得

更加简单；而车道保持辅助系统、自动泊车辅助系统、

自适应巡航系统以及BLIS 盲点信息系统等新技术的应

用，则为驾乘者更添一份安全保障。诸多优势于一体的

全新福特翼虎，在今年北京车展首次亮相亚洲后，即受

到大众持续而密切的关注。

“即将到来的全新福特翼虎，将开启中国SUV 市

场的新篇章！”长安福特销售公司总经理刘淳玮表示：

“全新福特翼虎具备卓越的燃油经济性、多功能性和创

新技术，特别是它在智能科技上的突出表现，必将赋予

中国消费者前所未有的驾驶乐趣和拥车体验。” 

对
于法拉利而言，圆石滩一直是个有着特别意

义的地方。2012年8月20日,这座位于旧金山

附近的优雅小镇正在举行一场特别活动，数

以千计的客户和收藏家们聚集于此，在这里他们既能欣

赏到来自马拉内罗的最新车型，也能在传统的拍卖会和

老爷车展上一睹众多传奇车型的风采。

与此同时，在圆石滩还举行美国首辆“Tailor-

Made”个性化定制车型的移交仪式：法拉利的创新个性

化定制服务，为著名英国高尔夫球手伊恩·保尔特量身

打造了一台FF。圆石滩的老爷车拍卖也是每次活动的亮

庞大双龙收购中汽南华 成为双龙汽车中国总代理

9
月4日，庞大双龙（北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庞大双龙）宣布：已经成功完成对中

汽南华股权的收购，庞大双龙由此成为韩国双龙

汽车在中国大陆地区唯一总代理商。庞大双龙此次主动

出击一举结束双龙汽车中国销售区域南北分治的局面，

将为今后进一步强化统一双龙汽车市场形象，加强经销

商管理和产品价格管理打下坚实基础。

经过此次成功收购之后，庞大双龙经销店再添20

家，总数达到82家，经销网络遍布30余个省、市地区。

销售网络的跃升式加强，无疑将为双龙汽车在中国市场

法拉利亮相圆石滩活动

提升销售，统一售前、售后服务标准创造良好前提。更

为重要的是，在成为双龙汽车中国唯一销售总代理之

后，庞大双龙可以不受牵制地实施长远发展方针，执行

统一销售策略，推行统一优惠促销方案，从而把国内销

售网络打造成一个高度整合，高效运行的销售平台。当

然，庞大双龙此次统一中国销售区域其最大受益者还是

中国的消费者，对于所有现有双龙车主来说，享受更加

便利的服务指日可待：不仅可以抛开之前不能跨区保修

和南北区域服务差异的顾虑，还可以享受到更加优惠的

价格。 

新车联袂登场 斯巴鲁再耀成都车展

8
月31日，第十五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在成都

世纪新城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斯巴鲁汽车

（中国）有限公司旗下首发上市新车型与精品代

表车型齐聚亮相，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惊喜。其中，全新

Outback傲虎、全新Legacy力狮联袂登场，正式在中国

上市；最新前置后驱跑车Subaru BRZ再成焦点，展现技

术创新车型的非凡魅力；Subaru XV，Forester森林人

2.5XS、2.0XS等精品主力车型同台展出，深入诠释配备

左右对称全时四轮驱动系统（Symmetrical AWD）与水

平对置发动机（Subaru Boxer）的斯巴鲁车型的出色品

质。以兼具经典璀璨与创新光芒的车型阵容强势出展的

斯巴鲁再度闪耀成都车展。

点。法拉利1960年生产的California 250 LWB Spider 

Competizione成为了整个拍卖会活动的焦点，它被一位

匿名的收藏家以超过1100万美金的价格所购买。
 “中国时尚汽车榜”由《汽车时尚报》历经12年悉

心打造，现已成为目前国内最为权威，与车市流行趋势结

合最紧密、大众参与度最高的汽车行业专业奖项之一，堪

称引领汽车业界的时尚风向标。本届由《汽车时尚报》与

《腾讯汽车》联合举办的“中国时尚汽车榜” 最终评选出

的各项大奖是经过对实际市场表现分析、30万微博读者投

票、专家团决议等流程而评出。Subaru XV凭借前卫个性

的魅力及动感时尚的鲜明外观，在本次评选中实至名归地

获评“锋尚设计大奖”。

定位于新锐SUV的Subaru XV是今年2月斯巴鲁最新

发布的车型，其以“都市中的激情”为设计理念，以满足城

市多元化生活需求为目标，外观设计前卫个性、动感时尚、

特征鲜明，大胆突破SUV车型固有风格，跨界感十足。

Subaru XV此次获奖，体现了业内专家和消费者对

斯巴鲁的极大肯定。斯巴鲁将会在继续追求为使用者提供

高性能、高品质汽车产品的同时，不断进行汽车技术与设

计的革新与创新，生产出更多适合中国消费者需求的优秀

汽车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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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宇龙 【摄】伍思锋

菲亚特 500 浪漫体验
记得那是夏天，我与她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邂逅。她对我所的说

事情都饶有兴致，也从不吝啬那暖人心脾的笑容。那辆菲亚特 500

让我们有了第一次肌肤贴近的机会，窗外的风吹起她的秀发，只属

于她的淡淡的香气弥漫了整个车厢，整个夏季。

阿马尔菲海岸的日光

【鸣谢】广汽菲亚特
【电话】400-878-9999

一
个浪漫的故事，往往在不经意间展开。我与

她的相遇，只是午后的一句简单搭讪。在意

大利这空气中都满是激情的国度。两个身处

异乡的人儿心中，悄悄泛起涟漪。她说要带我游遍这镇

上的每一条小巷，里面充满着各种精彩的故事。于是我

坐进了她心爱的小车，开始了一段此生只须扯下一片零

散记忆已足够回味一个下午的旅程。

复古小可爱

在聊天中得知，她是靠在小镇上卖卖素描画为生

的画家。这辆小车是从一个离开意大利回国的朋友手中

接过来的。当我告诉她这小车已经有50年的历史时，她

很是惊讶。惊讶50年前居然有这样别致的外观？我只能

无奈的解释这已经是第三次换代了，宝马Mini还有奔驰

Smart也是追随它的脚步而来。这一点点骄傲的历史已经

让她喜笑颜开，看得出来，她很喜欢这辆菲亚特500。应

该说，是深深的喜爱。

500的外观上保留了以往小鼻子小眼睛，车身四角

就是车轮也让500整车显得胖嘟嘟很趣致。棕色的皮质座

椅配合单表式仪表设计虽简单，但是却使500多了一份复

古的味道。仪表是一抹鲜艳的红，在黑色的映衬下显得

更加艳丽。如身旁这陌生的女子，穿着虽然多有复古的

味道，但复古中的一投足一举手尽是时尚的感觉。音响

放着的是《Am I That Easy To Forget》，虽然音响并

不如奥迪，奔驰般名牌加身，但音质非常好。她说开着

这小车在巷里穿梭时，总幻想自己活在50年代，也许哪

天能如电影《罗马假日》里的女主角一般，遇见属于自

己的乔·布莱德里。

孤独时的乐趣

一路上她向我介绍着每条小巷里发生的各种有趣的

事情，诸如老剩女Luna爱上了偷她家东西的Cristian，

或者面包铺的老板Andrea当年救过两个盟军大兵。小车

在长且窄的巷子里面穿行着，侧眼看看身旁的她，仿佛

一只自在的小鸟，一边快速的说着，嘴角尽是笑意。原

来这小巷里发生的故事，就是她画中的剧情。只要她感

觉孤单，就会搬个小凳子坐在巷子的某个角落，看看这

些有趣的人和事。菲亚特500载着我们躲避巷子里面的行

人，转向非常的灵敏，任何一个突如其来的的急打方向

500都能够很顺利的沿着方向盘所指的位置移动。

四轮四角式的设计为500提供了更加全面的承托

力，加上偏硬的悬挂使得它每一次转向都满怀自信。自

然的，我也就多了一份闲情逸致去留意身边可爱的小精

灵。轻盈的车身也提供了更短的刹车距离，以及反应更

快的二次加速，在狭小的空间内500表现出极为优秀的

操控感。然而太短的轴距，让500的通过性存在着一些

瑕疵，在连续不平整路面上行驶时，车子跳动的非常明

显，让我一度以为这就是小鹿乱撞的心跳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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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c 的前脸酷似小老鼠。 500 是它骄傲的名字。

小耳朵虽然看着小，但是呈现的视野还是很广阔。

后备箱的空间能够放下两个 20 寸的行李箱。

车顶后方的扰流板为高速行驶提供很好的稳定性。

海岸公路上的回忆

连续几天的见面，我们已经成为无话不说的好友。

今天我们来到阿马尔菲城外的海岸。沿着蜿蜒的海岸

线，伴着左手一望无际的地中海，菲亚特500兴奋的一路

飞驰。

1.4L发动机带动车重不足一吨的500在我的想象中

应该是非常轻松的。但实际上这101ps的发动机在500的

身上加速表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完美。尽管这台看似斯

文的小车尽力嘶吼着，但最高133N·m的扭力哪怕在低

速时猛力踩油门推背感也不会太强烈。而来自6挡手自一

体变速箱的神勇表现，让500的每一次加速都反应极快。

只要深踩油门，离合器几乎会在同一时间降挡，瞬间将

转速拉到3000rmp以上。恰到好处的扭力，加上极度敏

捷的变速箱，我似乎明白这种调教的意义了。 直路狂飙

根本不是500的风格，车流中婀娜穿梭才她最擅长的。立

于中控台正中长长的换挡杆配合驾驶位独有的手托，只

要把手放在手托上就能刚好握住位于D挡的排挡杆。这样

的设置让手动挡时的操作感得到很好的提升，频繁的换

挡反而变成一种乐趣。以往一番激烈的驾驶过后，往往

做的第一件事是长舒一口气。而驾驶500在车流中快速穿

插，反而让我越来越兴奋，末了居然兴奋的差点叫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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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500所有的设计，似乎都在为提升驾驶乐趣而考虑。

原以为这台不足一吨的小车在高速行驶的情况下会

有开飞机的感觉。可即使速度来到120km/h时，500仍能

紧紧的抓住地面，每一次转向仍然清晰准确。Multiair技

术也在发动机不需要太多空气的时候减小进气量有效的

减小油耗，在高速行驶的时候油耗在同样排量的发动机

中也更具优势。

乔·布莱德里走了
我也走了

她说其实这辆500前任车主就是她的前男友。那个

男人总是会载着她到处去，在她不经意的时候亲吻她。

只是突然一天醒来，就再也找不到这个人了，留下的只

有这台小车。虽然她的乔·布莱德里始终没有回来过。

却竟然把我等来了。

我没有说话，只是继续静静听她讲述着各种关于这

台500以及那个男人的故事。再过几天，我也是要离开她

的。相信那个男人离开她的时候也是充满不舍，所以才留

下这台他们唯一的宠物来陪她。是的，菲亚特500就是如

此让人心生怜爱，舍不得狠心劳役，但也从不愿意从它身

边离开。坐在菲亚特500上，和自己的爱人听着“I own 

you”，这难道不是最浪漫的事吗？

配置表

技术亮点：Multiair进气量调节技术

排量：1368cc

最大马力：101hp/6500rpm

最大扭矩：133N·m/4000rpm

传动系统：6档手自一体

悬挂系统：前五连杆式后梯形连杆式

转向系统：电子助力

制动系统：前通风盘式，后盘式

车身：长x宽x高(mm）= 3547 x 1627 x 1520mm

轴距：2300mm

整备质量：930 kg

轮胎：前/后=185/55 R15

售价：19.78万

综合油耗：7L/100km

棕色的皮质包裹方向盘在视觉上很有质感。
虽然中控台的设计很简单，布局却不会显得
很紧凑。 看似别致的头枕，实际上并不十分舒适。

500C by GUCCI
菲亚特与

意 大 利 顶 级 时

尚品牌Gucci联

手 推 出 了 一 款

500C by Gucci

敞 篷 特 别 版 车

型，500C by Gucci最显著的特征是由Gucci打造的软顶，带有

Gucci标志性的红、绿条纹。轮毂中央和座椅等处带有Gucci的

双G标志，车尾和B柱等处带有Gucci字样。

[“坐在菲亚特500上，和自己的爱人听着‘I own you’，这难道不是

最浪漫的事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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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250C 试驾
别误会，这里的 CC 不是大众的某一车型，而是 Coupe 和 Convertible。

【鸣谢】雷克萨斯中国

【电话】400-810-2772

雷派 CC【文】洪晓晨【摄】尹博崴

在
国内，雷克萨斯的IS车系以年轻、帅劲、动感

的形象，成功打入运动轿房车的市场。尤其是

现行第二代IS250车型，更加锐利的外观、更

大马力的发动机，让它的销量胜过IS200。日式独特的细

腻豪华感与不错的操控，除了让IS250在消费者心中建立

起不输德系高级车的口碑外，也让原厂开始看重这辆“小

车”。除了有心加入性能跑车之战的IS-F暴力猛兽外，眼

前这辆温儒优雅的IS250C问世，它更是展现了IS车系的多

样化。

Coupe 和 Convertible

雷克萨斯在IS250C的外观比例上下了很大的苦心，

尽量的让它拥有“既是Coupe，也是Convertible”的身形

比例。全车除了头灯、引擎盖、照后镜与房车通用以外，

其他皆为全新设计。关上顶篷的IS250C更具流线感，由于

敞篷身份所致，它比房车拥有更低的车顶、向后掠高的腰

线。当坐进驾驶座时，也确实因此多了几分Sedan所没有

的跑车气息。虽然顶篷内侧有向上方凹陷设计，但对于身

高175cm以上的驾驶人来说可能会感到些许压迫，后座就

更不用说了。

也许你会忽然想起SC430这辆车，与之相比IS250C

扮演了更加亲民的角色。雷克萨斯的产品从不欠缺豪华，

为方便后座乘客进出，IS250C于双前座前头枕外侧设置

“One-Touch”的前座椅倾倒按钮。只需轻按0.3秒，电

动座椅便会自动前移空出适合后座进出的通道。而按键特

地与后座进出扶手合而为一，一方面提供前座安全带固定

点，另一方面也能方便后座乘客站起，离开车子。如果不

想利用电动按键优雅而缓缓的倾倒椅背，IS250C也设置了

手动倾倒把手，：“电动、手动”任君挑选。

前后 50：50 的配重

IS250C采用了与IS房车版相同的208ps/257N·m 

2.5升V6发动机，配备六速自手排变速箱附方向盘拨片换

档，虽然相对同级别的欧洲车配备的涡轮发动机来说，这

副发动机的马力以及扭矩都略显逊色，但在城市里使用却

已经是足够有余了。何况在“Kick Down”的时候，高转

自然吸气的线性加速以及声响还是比较迷人的，但最令我

感到讶异的却是IS250C的底盘。

同事都说“好像跟房车版没两样嘛”，这是IS250C

最直接的感觉。但是要知道少了传统车顶与B、C柱后的

Convertible，车身刚性会有很大的先天缺陷。过弯时可能

会因此感觉头尾不连贯。因此要将操控提升到与房车相同

就需要下一番苦功了。IS250C在其半笼型车体上增加许多

抗扭转结构梁，并且加强A柱结构与门坎构造；而底盘方

面，亦透过各式强化支架提升其强度。

最值得称道的是，IS250C配重达到了前后50：50

的完美境界。虽然避震器并没有设定得特别运动化，但在

不太极限的驾驶情况下仍能为你带来快意。而关上篷的

IS250C的静音能力表现得相当有水平，不论是隔音或是风

切声皆和房车版本无异，全然的雷克萨斯作风。开篷乘风

内饰方面还是保留着房车版的设置，并无大升级。 关上顶篷后的尾箱空间其实相当充足。

性感小肥臀后面要是站着有人开蓬或关蓬就会自动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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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余，加装车速感应控制系统的空调能够自动调整风量及

温度，让你充分浸润阳光之余也不必担心热的汗流浃背。

而当骄阳落下，一日喧嚣散去，开着蓬感受那一丝得来不

易的闲暇，定能让人回味悠长。

宁静的雷派敞篷技术

IS250C的这组铝合金硬顶，操作敞篷时相当简单，

电控开关就设于方向盘基座左手方而已。只需持续按下开

关即可实现敞篷，同时在仪表板中央的多功能显示屏亦会

显示敞篷作动情况。值得一提的是IS250C搭载了“智能型

侦测功能”，透过倒车雷达来侦测尾箱盖开启距离是否足

够供敞篷机构开关篷，相当方便且安全。而约21秒的开/关

篷作动时间，也让它成为现今具备高水平的快速三片式硬

顶之一。更特别的是“闭篷减速机制”设计，让顶篷在接

合之时宛如会踩煞车般，降低接合音之余亦提升机件使用

寿命。

为了改善一般敞篷车漏水与风噪大的缺陷，IS250C

也特地在硬顶与车窗间加上防水胶条。再为了车窗关起时

的气密性需求，先令前车窗微微下降15mm，避免拉扯胶

条及胶条老化的发生。经过原厂测试，当7.9Mpa强力水柱

（相当于每平方公分79kg）的压力冲向IS250C，仍无水

滴渗入。如此优异的气密工程造就了IS250C在闭篷时所带

来的宁静。在闭篷状态下，时速接近80km/h，车内还能如

同房车般宁静，能将风噪、底盘、轮胎与路面激烈搏斗的

嘶吼声杜绝于车外。

让风擦肩而过

虽然IS250C的动力并非“劲爆”，但不代表我们

可以小瞧这优雅的小生。话说S2000凭借一副2000cc的

机器也能在筑波赛道紧贴R35呢。话题虽然扯远了，但是

相比奥迪、宝马现在动辄3.0T、3.5自然吸气的大排量，

IS250C在直路上当然会处于不可扭转的劣势。但它的灵

活操控性还是能为其在弯道上追回不少分数的。它拥有非

常线性的加速，能让你从脚踏油门的那一刻起，一直到

6000rmp时都能够清楚车辆将会有怎样的反应，也可以很

自如的在每一次出弯时放心给油，而不必担心突如其来的

怪力。50:50前后配重的优点自不必说，只要清楚车子的

入弯极限，在整个过弯的过程中都不需要做太多的调整，

顺着弯道自然能画出一个完美的弧形。出弯的一瞬猛呼油

门，平稳的推背感会陪你直至下一个弯道，期间座椅能提

供够用的承托作用，你的身体也稳稳的固定在座位上。我

想，驾驶敞篷车应该拥有这样的一种心境：“一切如行云

流水。”外界的疾风虽从身边掠过，但我自不为所动，发

型不乱。

IS250C的诞生，并不是为了迎合那些追求刺激的

人。雷克萨斯以日本传统的造车理念制造出这款独具日本

特色的敞篷车。IS250C以优雅的外型，从容的驾驶感,出

色的气流控制等细节,成就了IS250C的驾驶乐趣。IS250C

绝对是敞篷车中的一个经典，那御风前行的快感颇有一番

东方的仙侠味道。如果硬要留下几句话来评价此车，请恕

我词穷。因为有些优秀，是不能以语言去表达的。

排挡头的抓握感挺好，可是有了
换挡拨片它的戏份就少多了。 超大的换挡拨片，按起来很方便。

简单明了不花哨的仪表设计。 除了顶棚开关还有窗门总开关。

相比一些用手动扳手，电动化虽然
看着洋气，但其实感觉有点罗嗦。

技术亮点：21S电动闭合硬篷、风动空调系统

排量：2500cc

最大马力：208hp/6400rpm

最大扭矩：252N·m/4000rpm

传动系统：6挡手自一体

悬挂系统：前独立双叉式后多连杆式

转向系统：电子助力

制动系统：前通风盘式，后盘式

车身：长x宽x高(mm）= 4635 x 1800 x 1415 mm

轴距：2730 mm

整备质量：1730 kg

轮胎：前 225/45 R17

            后 245/45 R17

售价：64.5万

综合油耗：11.3L/100km

                    0-100km/h= 9.0秒

车辆配置表

[ “IS250C以优雅的外型，从容的驾驶感,出色的气流控
制等细节,成就了IS250C的驾驶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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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钢 V/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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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迪 Q3 40TFSI S-line 试驾
Q3 是目前奥迪 Q 字辈中最小巧的一位，它年轻、富有动感，它更

是一辆披上 SUV 衣服的小钢炮。

【鸣谢】一汽·奥迪 
【电话】400-817-1888

小钢 V

【文】冯志伟【摄】伍思锋

Q
3源于2007年在上海车展和广州车展上的Cross Coupe 

quattro概念车，直至2011年，奥迪推出其量产版本。与概

念车相比，量产后的Q3更富动感和时尚。随着Q7和Q5越

来越大的市场占有率，Q3的出现正好补全了奥迪的SUV阵型，并开辟

了一个新的市场。

时尚武生

自Q3上市以来，更多的人将其定义为Q5的“缩小”版，但

其与Q5并没有直接的联系。Q3不仅继承了奥迪家族和Q系列一贯

的设计元素，“大嘴”型的中网、LED日间行车灯等也在其身上

得到传承。

Q3的设计紧凑、小巧。奥迪的设计师赋予它线条感突出的

车身以及低矮的顶棚，这些都让Q3拥有了一份天然的动感和个

性，相信这些也是吸引时尚女性车主的最佳武器。

犀利的“双眼”是新一代奥迪车型的最大变化，惯于在

“灯”上做文章的奥迪设计师当然不会让Q3的大灯设计流于

平庸。楔形的LED日间行车灯犹如给Q3的大灯涂上了睫毛

膏，也让它整个车头拥有了十足的煞气。车身斜度较大的C

柱和低矮的身姿加强了Q3的Cross感。前后大灯造型相互

呼应，整体更加圆滑的线条令整个尾部看起来更加圆润。

 

用料上乘

坐进车内的第一刻， 2603mm的轴距在数据上让

人感觉紧凑，前排横向空间充裕，前排人员的“亲密

感”不会过重。而后排的空间因为受整车尺寸的影响明

显有些局促。

Q3的内装在材料的选用和配色上都表明了其年轻

的特性。在镀鉻和银色装饰条的衬托下，整个内装显得

尤为活跃。中控台整体偏向驾驶员一侧，所有按键触手

可及，奥迪招牌式的科技感不再强烈，显得更加简洁。

奥迪MMI系统被移到中控台面板上，而腾空出来的地方

被设计成杯座。

Q3的车厢内使用大量LED光源增强车厢的氛围，

动感和年轻感再一次油然而生。置于中控台下方的双区

空调的温度调节旋钮挺有意思，但需要快速调节温度时

还是传统旋钮方便。

这样看它像 Q5 吗？ 虽然家族式的前脸得以传承，Q3 的前脸仍富有侵略感。

Q3 的头灯在楔形 LED 日间行车灯的承托下显得更加犀利。 使用 235/50R18 的轮胎成为越野性能下降的其中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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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无需置疑

驾驶Q3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朝气蓬勃的感觉，或许是

受其年轻的气息感染吧。手感十足的方向盘以及S-line

版本的运动座椅都能让你爱上Q3的操控感。这次试驾的

Q3是搭载高功率版的横置EA888 2.0T发动机的40TFSI

版本。时至今日，这幅发动机已经在不少的奥迪和大众

旗下车型服役。奥迪Q3装配的quattro四轮驱动系统没

有使用托森中央差速器，转而使用了Haldex多片离合式

中央差速器。这套系统在结构上与大众途观所使用的4 

Motion四驱系统相似，其响应速度也较快，对在越野路

面行驶也有一定的帮助。

高功率版EA888涡轮发动机的210ps及300N·m

力量带动1675kg的车身相当自如，这也为Q3带来了

非常鲜明的运动性。300N·m的扭力在1800rpm已全

数释放，并不会有低转速时力量不足的感觉。与发动

机搭配的S-tronic 7前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据厂家介

绍此具变速箱除了换挡高速和高效外还可以承受高达

500N·m的扭力。

而大马力的配置却同时带来了别的问题：涡轮介入

略带突兀，涡轮迟滞也较明显。但中后段充沛的爆发力

也使人沉迷其中。即便Q3搭载的变速箱换挡速度快，但

换挡时的顿挫感略为明显，与奥迪其他车型相比，变速

箱的工作方式显得比较粗糙。

动感体现

Q3 与同门其它车型一样提供 Efficiency 高效，Comfort

舒适，Auto 自动和 Dynamic 动态四种行车模式，唯一

欠奉的是自定义功能。在 Q3 上的高效模式相当地特别，

作为Q3的高性能版，这款RS Q3

概念车搭载同在TT-RS上的2.5TFSI 5

缸发动机、7速S- tronic双离合变速器

和quattro全轮四驱系统，最大马力高达

360ps。其百公里加速仅需5.2s，极速

为265km/h。

RS Q3的车身相对普通Q3降低了

25mm，外观融入了奥迪RS车型的系列

特征：蜂窝状进气格栅、车身前后的RS

系列空气动力套件。另外RS Q3采用20

寸的轮圈，255/30的低扁平率轮胎，这

些都是为了提升操控性能。 

RS Q3 Concept

MMI 系统按钮被移动到中控面板中部。

内饰并没有使用上桃木，镀鉻和银色装饰条令车内更富年轻感。

搭载 S-tronic 7 前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此变速箱还能承受高达
500N·m 的扭力。

180cm 高的我进入后座需要迁就车身才能进入。

[ 在市区里行走，提速、超车等动作，Q3都能毫不拖泥带水地完成。我感

觉到行走时它并不像是一辆SUV，而是一辆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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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配置表
技术亮点：

高功率版2.0T涡轮发动机

GPS 3D地图

Bose音响

详细规格表：

发动机：形式=L型4缸

排量：1984cc

最大马力：210ps/5000-6200rpm

最大扭力：300N•m/1800-4900rpm

传动系统：7前速湿式双离合器变速箱

悬挂系统：前麦弗逊式    后四连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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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5x1831x1608 mm

轴距：2603 mm

整备质量：1675 kg

轮胎：前/后=235/50 R18

售价：45.5万

性能参数：0-100km/h=6.9s

最高时速：230km/h

综合油耗：10.5L/100km

行驶时只要丢掉油门，变速器直接跳入 N 档进入“滑行”

模式。而当你踏下刹车和油门时，发动机就会重新介入

工作，从而减低油耗。

在公路上激烈行走时，Q3的转向姿态相对稳健，

轨迹性也较好。不过其前驱特性仍无法隐藏，即便

quatrro系统尽力地工作。市区上行走时，Q3其硬朗的避

震设定使我感到有点不适，若将避震的阻尼稍微往舒适

调整，那就完美不少。

Q3的使用的是235/50R18轮胎，奥迪明显在强化

其公路行走能力，若行驶在越野路面或许会有些不便。

毕竟Q3的定位并非全在越野路面上，而是全地形。

配置齐全

Q3身上采用了14个Bose音响，低音炮藏在备胎

中央，高音音质可圈可点，但低音炮的尺寸偏小，低音

略显不足。7寸可折叠的液晶屏如奥迪其它车型一样安装

在中控台顶端，显示效果细腻，并能根据外界光源强度

调节显示亮度，不过遗憾的是并不支持电动折叠。GPS

导航系统更可支持地图伸缩功能，并拥有3D模式。说实

话，我相当喜欢Q3上的变道辅助系统的盲区提醒功能，

每当后车进入后视镜的盲区，系统会通过后视镜内侧的

闪灯来提醒。

Q3无论是外形、还是坐姿都给是传统的SUV感

觉，它的引入不仅完善了奥迪Q系，还成功地开辟了新的

市场。它的运动化调教的底盘、强劲的马力输出让我留

下非常深刻的印象。Q3可以说是一辆成功跨界的SUV车

型，不过它给人更多的感受是一辆钢炮版的SUV。

Q3 与途观同是 PQ35 平台的产物，底盘的设计相当接近。

2306mm 的轴距使得尾箱也“娇小”起来。

奥迪的变道辅助系统，若有车辆出现在后视镜的盲区时，后视镜内侧
的提醒灯将会点亮。

为了兼顾尾箱门的设计，倒车灯以及辅助刹车灯被移到后保险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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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驰 ML350 机械增压
从各个细节都可以看到，这辆奔驰 ML350 有着很远大的理想，并且

也在朝着这个理想而努力。不过要实现这个理想，还有些事情要做。

【鸣谢】勇极驱汽车精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滨河大道 2018 号沙浦头康乐中心一楼
【电话】0755-83633633

理想
【文】章懿哲【摄】尹博崴

从
外观看上去，这辆奔驰ML与其它同款车并没

有太大不同，但又有点气度不凡。这是一辆

有着远大理想的车，所以在一些细节已经做

了修饰。而当所处环境不能满足其理想时，又想到了进

一步的动作，所以它被车主从千里之外的昆明托运到深

圳，委托这里的勇极驱改装机械增压套件，然后再托运

回去。对于店家来说，这除了是一单生意，还是一种鼓

励。首先那么远的客户知道，而且信赖。

细节处的诉求

首 先 要 说 ， 这 辆 车 本 来 就 是 一 款 特 别 版 车 型

（Grand Edition）。它在ML车系换代之前推出，使用

了AMG风格的前脸格栅，统一使用原来ML500专用的头

盖，并标配黑底大灯、19寸轮圈；内饰也有一定升级。

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车型一直都有装备3.5L V6发

动机的ML350和装备5.5L V8发动机的ML500。这辆

车的发动机舱里躺着一台V6发动机，车尾的标识却是

ML500──要追求理想，就从外在、从细节处做起，最

起码换个标，也让人无法忽视你。

下盘升级

与早期ML相比，这辆车已经是有所不同。外观上

有若干个细节突出其不同的身份，最显眼的就是Grand 

Edition的十辐式合金轮圈。在初级改装中，轮圈也是人

们通常最先选择的换装部件。换装一套合适的轮圈，往

往能对车的外观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显然这辆ML的车

主还嫌已经有所不同的轮圈还不够醒目，决定将其再度

升级。原来的19寸被升级到21寸，款式则直接向奔驰的

高性能品牌──AMG投降。这是AMG品牌里最典型的

五辐式轮圈，配上265/45R21的邓禄普SP Sport 01扁平

换装了 AMG 出品的 21 寸轮圈，配合邓禄普
运动型轮胎。

升级 AMG 前六后四刹车系统。不过还需要进
一步配合调整。

Grand Edition 算中 ML 中期推出的特别版，
与早期的产品有诸多不同。 机械增压器润滑油的油壶。

专业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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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轮胎，让整辆车顿时显得干练而矫健。

为了配合轮圈的形象，一套AMG的刹车也被换

上。直接流用的操作难度低，而且工作可靠。前六活塞

卡钳配380mm刹车盘，提供可靠的制动力；后轮的四活

塞卡钳则起到很好的平衡和辅助作用。

由外而内

版本不同了，也做了一些修饰了，没有真正的实力

也说不过去。于是车主开始动脑筋要将车的动力进一步

提升，不说向真正的AMG挑战，至少也要对得起车尾那

个换过的ML500标。

提升动力的方式很多，车主选择了加装机械增压

装置。这样动力提升的幅度比仅仅做一些外围改装要

再通过进气歧管送进气缸。所以它看似从两边进气，实

际还是共用一个进气总管，这样为进气方式的改装带来

了很多便利。技师取消了左边的进气口，腾出位置放下

一个K&N高流量进气冬菇头，通过冬菇头下方的增压

器、中冷器绕到右边的进气管（此时这条管已经成为总

管），再给气缸提供空气。原本以为与增压器有关的皮

带轮、张紧轮等部件需要将发动机吊起才能安装，而实

际发动机前端刚好有空间让技师的手和工具往里伸，也

能容下这些部件。所以硬件的安装比想象中要容易很

多。倒是开工之前的测量、画图费了不少工夫。

硬件装上之后便是调试。对欧洲车稍微有了解的都

知道它的各种微电脑、传感器无处不在，处理改装后的故

障码和可能出现的小问题才是真正让人头疼的。勇极驱的

技师使用了外挂电脑的方式，这一头输出技师编好的程序

最核心的升级藏在这个发动机盖下面。
机械增压装置需要的皮带轮、张紧轮装在发动机前端，充足的空间提
供了施工的便利。

内饰保持 Grand Edition 的原装状态。
管道连接的是增压器润滑油冷却器，其后是主水箱，下方是进
气中央冷却器。

放气泄压阀的三通管，一端从进气总管中引出，一端连传感器，一端连到
泄压阀。

[  “只是受限于整辆车的舒适性，操控节奏不可能太快。而在市区，这

样的动力则可以让人很容易实现自己的驾驶想法。”]

给执行机构，让供油、点火正常进行，那一头又输出正常

的传感器信号给行车电脑，让其认为车还在原来正常的状

态下工作，而不至于出故障码或启动保护机制。

奔向理想

在测试中，这套机械增压装置的工作很有意思。

2000rpm左右时就已经能提供可观的动力输出，高于

一般3.5L发动机的输出，这股动力可以基本稳定地保

持着。转速爬升到4500rpm时，原以为要开始衰减，

而此时却有一股动力忽然将车向前拽，一直持续到接近

6000rpm。居然像是涡轮增压的感觉！在弯中频繁收

油、再给油的过程中，发动机基本可以给到想要的动力

响应，可谓随叫随到。只是受制于整辆车的舒适性，操

控节奏不可能太快。而在市区，这样的动力则可以让人

很容易实现自己的驾驶想法。

从动力方面来说，这辆ML已经具有相当实力了，

可以说真正的ML500要超过它已非易事。不过要实现它

向“超500化”甚至“AMG化”的理想，就还有工作要

做。原装的空气悬挂车主舍不得抛弃，如不是特别极致

的要求，也没有必要舍弃，但一套特别的排气系统还是

需要的。一方面点缀外观，另一方面点缀声音，更重要

的，可以让动力的发挥进一步顺畅。另外还有一点很重

要，就是此车虽然改装了AMG的刹车，但在弯中仍然觉

得不够用。应该是配合的各个刹车泵不足以推动升级的

刹车执行机构，虽然在平时并非不能使用，但有操控需

要或紧急情况下还是能起到关键作用的。期待这辆ML实

现它的理想！

大，但又不至于像涡轮增压那样难以控制。另外，以这

个级别的欧洲车来说，机械增压也的确是最合适的选

择。于是慕名找到深圳勇极驱，将车运到深圳开始了心

脏手术。

对于改装机械增压，深圳勇极驱已是有相当丰富

的经验。他们已自主开发出针对多款车型的机械增压套

装，并成功装车，开始名声在外。于是客户从刚开始的

本地及周边地区，开始拓展到全国范围。不过对于ML

来说却是勇极驱的第一台车。该店技术主管黄师傅说，

每次接到这种第一次做的车，公司都会特别重视，在开

发、测试过程中也要尤其小心。发动机的事情可不能掉

以轻心，出了问题不会是小事。

ML的这台V6发动机原装状态使用两个进气风格，

分别从发动机两边吸进空气，汇总到后方的进气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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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并未对比赛带来太大影响。开局五站四胜的郭文锋

本场终于受到了一次考验，他遭到了对手们最强有力

的阻击，排在第四位起步的任杰比赛速度一直不快，

不过他似乎愿意不顾一切地压制住这位本赛季最为成

功的车手。两个人的缠斗从发车起足足持续了8圈，

几乎每个弯道都有攻防战，期间任杰三次将郭文锋挤

上草地或沙石缓冲区；而郭文锋坚持不懈地追击和进

攻任杰，终于在第九圈的一号弯大直路上将其超越。

最终，郭文锋拼下一个季军，保持了本赛季全部登上

领奖台的记录。

至此本周在天马山进行的POLO杯比赛全部结

束，郭文锋和中川仁分别拿下一城，郭文锋还获得了

由韩泰轮胎颁发的本站“韩泰速度之星”奖。在积分

榜上，郭文锋以112分遥遥领先，中川仁以79分跃居

第二位。2012年POLO杯下一站的比赛将于10月12

日至14日继续在上海天马赛车场进行。

激战天马！
2012 赛季 POLO 杯第三站天马山精彩战报
8 月 10-12 日，2012 POLO 杯在天马赛车场举行了第三站的角逐。本站共有 16 部大众
New POLO 赛车参赛，其中目前积 69 分，排在积分榜第二位的日本老将井田雅彦没有报
名参加这站比赛，因此对排名榜首积 77 分的郭文锋来说，是一次绝好的拉大分差的机会。
【文】梁瀚文【摄】 POLOCUPCHINA 

本
站比赛在新车手方面同样有不少看点，

付军飞、李秉辉和洪俊超是本站新加入

的三位车手，他们分别驾驶1号，9号和

12号赛车。另外，继上一站郑晚成之后，力盛赛车

学校再次派出一位教练阿多杰尖全和车手交流，他驾

驶22号车作为不计算正式成绩的车手。 

郭文锋绝对优势夺杆

8月10日，POLO杯在上午进行了非官方自由

练习，郭文锋最快，据他介绍，由于考虑到要尽可能

减少轮胎的磨损，他保留了一些速度。果然，在下午

所有车手换上全新的韩泰热熔胎后，他以0.563秒的

绝对优势轻松摘得杆位，成绩为1:21.928。一切似

乎都朝着郭文锋获胜的方向发展。

排在第二位的是10号车手任杰，日本车手中川

仁排名第三，排位成绩仅比任杰慢不到0.1秒，明天

两个人的争夺值得关注。另外2号李琦和8号李蒋是

本站最令人惊喜的两位车手，他们分别抢得了第五和

第六。

郭文锋完胜楚雨任首登台

8月11日，2012年POLO杯第三站首回合的比

赛在天马赛车场开锣。 比赛一起步，郭文锋顺利守

住第一的位置，并一路不断带开。第七位发车的7号

车手楚雨任在第一弯之前就超越了前方的2号李琦和

8号李蒋。之后的比赛郭文锋并没有全力冲刺，不过

在比其他赛车加重30kg的情况下，依旧能以每圈1秒

的优势带开后面的赛车，由于本站积分榜排名第二的

日本车手井田雅彦没有参赛，场上没有其他人能够匹

敌郭文锋的速度。

比赛最精彩的部分要数亚军和季军的争夺。10

号任杰起步守住了第二的位置，但受到了后面13号

中川仁强有力的进攻。中川仁在头几圈迅速让轮胎进

入工作温度，不断从内外线对任杰发起进攻，并在第

四圈的一号弯通过延迟刹车，抢占内线上升到第二

位。不过随后他的轮胎性能开始衰竭，在一个二档的

右手弯线路走大，被任杰重新夺回第二的位置。

比赛末段，7号楚雨任在一号弯从内线超越中川

仁，并把后者挤上出弯的草地，后面的李秉辉也借此

机会超越。随后李秉辉又在3号弯超过了楚雨任，上

升到第三位。可惜的是在倒数第二圈，李秉辉在一号

弯错过了刹车点，丢掉了即将到手的领奖台。虽然之

后他又超过了中川仁，但没有足够的时间挑战楚雨任

第三名的位置。

中川仁斩获赛季首胜

8月12日下午，2012年POLO杯天马站迎来第

二回合角逐。开赛前天马山赛车场下着蒙蒙细雨，不

中川仁在第二回合斩获赛季首胜。

邀请韩寒测试，做出了标杆成绩。 天马山赛道非常适合 POLO 杯赛车进行比赛。

目前领跑积分榜的郭文锋接受采访。

| www.procar.cc 125124 | www.procar.cc



驶好R8 LMS赛车，当然这一次将是他和车队的主场

作战。谈到鄂尔多斯，孙正坦言在这条赛道上驾驶

GT赛车超车实属不易。不过也因为赛道非赛车线比

较脏，如果压上去会损失很多时间，因此能守好线路

成为了获得好成绩的关键。不难看出，比赛虽然还没

有开始，年轻的小将就早早分析好了比赛的形势，制

订好了自己的目标和策略。

在星期日上午，孙正首先迎来了第一回合的决

赛。未能参加排位赛的孙正只能从末位发车，一圈过后

他已经超越了大部分竞争力较弱的赛车。在这之后他开

始对身前圈速差距在1秒之内的赛车发动进攻，在几圈

精彩的缠斗和贴身肉搏后，孙正来到了韩寒的身后。因

为鄂尔多斯国际赛车场难超车的特性，让孙正在韩寒身

后无法动手，几圈下来轮胎消耗得也非常厉害。之后，

韩寒退出了争夺，孙正又开始向前面的王建伟发起进

攻。但是考虑到下午还要进行第二回合的比赛，孙正最

终没有超越王建伟，留在了第七的位置上。

第二回合孙正一发车就在第一圈超越了两台赛

车，在第二圈后他又超越了两台赛车上到了第三位。

然而在第一回合过分使用轮胎让他失去了争夺领奖台

的机会。随着比赛的进行，他的轮胎消耗越来越快，

他最终没能保住自己的第三的位置，跌落到了第四

位。之后的比赛里，孙正一直将自己第四的位置保持

到了比赛结束，最终90后小将孙正离奥迪R8 LMS杯

的领奖台仅一步之遥。

在赛后，孙正表示自己未能参加排位赛略显遗

憾。如果能够参加排位赛，他的战绩应该会有很大的

提升。鄂尔多斯这条赛道很难超车，所以在排位不理

想的情况下获得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不容易。如果无法

再赛道上动手，只能将对手逼至赛道较脏的一侧才有

机会完成超越。虽然离领奖台还差一步，但是孙正对

自己获得这样的成绩表示了满意，他同时也表达了自

己对下一站珠海站比赛的期待。

如果能够参加排位赛，本周孙正将会获得更好战绩。

完美周末
奥迪 R8 LMS 杯鄂尔多斯战报
亚洲最火热的新兴单一品牌锦标赛——奥迪 R8 LMS 杯在 8 月 18-9
日移师内蒙古沙漠腹地，在鄂尔多斯国际赛车场激战两回合，香港
车手李英健获得了杆位和两个回合的胜利，堪称完美周末……
【文】梁瀚文【摄】邓炜斌、尹博崴

奥
迪Ultra车队的香港车手李英健在内蒙古

享受了一个完美周末。在内蒙古鄂尔多斯

国际赛车场举行的奥迪R8 LMS杯第五及

第六回合中，李英健取得杆位及两场胜仗。李英健在

两场比赛中都做出最快圈速。整个周末，他驾驶奥迪

R8 LMS杯赛车时都没有犯错，稳定的发挥让他登上

积分榜榜首，以两分领先锦龙车队首季参加跑车赛事

的方骏宇。

王建伟：与韩寒斗法

中国车手王建伟继续代表百得利车队出战在周

日举行的两个回合的决赛。周日上午，第一回合正式

开始，发车后王建伟很快超过了三台赛车。不过因为

赛前，车队的技师帮助他降低了轮胎的胎压，加上排

位赛轮胎的磨损比较严重，他在赛道上发生了打滑，

丢掉了位置，落到了第五位。在这之后，他开始受到

来自韩寒的进攻。而几圈过后，孙正也跟到了他的身

后，开始对王建伟展开攻击。最终，王建伟成功守住

了第六位。

第二回合的决赛在星期日的下午进行，王建伟

从第七位出发。但是很快赛车的水温警报灯亮了起

来。王建伟注意到赛车的水温已经升高到了115摄氏

度，为了保证安全，他决定降低速度，保证完赛。虽

然王建伟一度有过想把赛车开回维修区退赛的想法， 

但是最终他放弃了这个想法。经过了18圈的角逐，

王建伟成功在赛车水温高达120度的情况下保住了自

己的第五位。

孙正：领奖台一步之遥

年轻的90后小将孙正再度代表鄂尔多斯鑫安车

队出战奥迪R8 LMS杯两个回合的比赛。通过前两站

的磨练，孙正已经逐步熟悉和适应了如何在赛道上驾

本站比赛孙正代表鑫安车队主场作战，气势如虹。

王建伟表示如果赛车调校更优，成绩应该更好。 韩寒继续出战 R8 LMS 杯。

王建伟第一回合开得较为保守。 王建伟第二回合遭遇引擎过热依旧坚持完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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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山柔水十子寒
记 2012 北京·怀柔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
由于今年 CRC 的赛程可能只有四个分站，在还没有明确增加站次的情况下。
2012 北京·怀柔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成为争夺年度排名的关键一战，当车手们
从张掖的沙石赛道回归到柏油赛道，感受已经有所不同。
【文】任子仲【摄】尹博崴

8
月24日至26日，2012北京·怀柔中国汽车

拉力锦标赛终于圆满落幕，斯巴鲁中国拉

力车队-青年队的大卫·希金斯/艾安·托

马斯以10.3秒的优势拿下个人回归CRC的首个分

站冠军，锦湖轮胎万宇车队的帕特里克·桑德尔/玛

利亚·安德森和斯巴鲁拉力车手韩寒/孙强分获本站

比赛亚军和季军。东南汽车大福基金车队的王华/庞

建东和杭州风行拉力车队的王翔/张国宇分获国家四

驱、两驱组冠军。

 

成功卫冕 斯巴鲁怀柔大胜

经过三天的激烈争夺，2012北京·怀柔中国汽

车拉力锦标赛于8月26日圆满落下帷幕，斯巴鲁拉力

车队青年队的大卫·辛吉斯/艾安·托马斯以10.3秒

的优势拿下个人回归CRC的首个分站冠军，斯巴鲁

中国拉力车队的车手韩寒/孙强则获得中国车手冠军

的耀眼成绩。当天比赛在大栅子和黄甸子进行，四个

赛段里程数约89.04公里，由于在昨天的比赛中已经

跟对手拉开了不小的差距，大卫在今天的比赛中跑得

相对有点保守，反而对手桑德尔则展开了疯狂的反

扑，幸好大卫凭借老到的经验和强劲的实力最终守住

了全场冠军。

韩寒在最初的两个赛段中仍然保持着首日的比

赛节奏，进一步与对手拉开了距离，在这种情况下，

韩寒在最后两个赛段采取了相对较为保守的跑法，

最终夺得了其个人在本赛季的第二个国内车手冠军。

赛后，韩寒面对媒体的采访表示：“挺高兴的，北京

是斯巴鲁拉力车队的主场，当然每个人都在争这个主

场，虽然我是上海人，但也交过北京女友，也算是半

个北京人，拿到这个国内第一还是很高兴的，这次车

况很完美，除了昨天第一个赛段有些保守之外。”斯

巴鲁拉力车队的李微/姜伟涛在当天上午比赛中出现

刹车故障，冲出赛道退赛，非常遗憾地失去了拿奖的

机会。但李微表示这一站比赛仍然收获很大，回去会

好好总结教训，力求让自己以后变得更为完美。

 

致力培养拉力新力量

在刚刚结束的2012北京·怀柔中国汽车拉力锦

标赛上，斯巴鲁中国拉力车队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

绩，主力车手大卫和韩寒分别包揽了全场冠军、国内

车手第一名。除了这些冠军的光环，斯巴鲁中国拉力

车队的青年车手却表现得更为争气，他们在怀柔站的

出色发挥为现时的中国汽车拉力赛注入了活力。邓晓

文、孙超、傅军飞三名年新秀车手都挤身了国内车手

前八名的位置。

无论是何种事件，所有的选择都是双向的。这

些年轻车手选拔了斯巴鲁拉力车队，同时也是车队

选择了他们、认可了他们。虽然斯巴鲁中国拉力车

队是一支国际厂商车队，但整个阵容却是以中国人

为主，从发动机的调校至核心维修等等，都是全华

班的力量。

斯巴鲁中国拉力车队不仅仅努力去争夺每一场

的好成绩，也背负着培养中国赛车技术人员的自我使

命。无论是维修还是车手，斯巴鲁中国拉力车队希望

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去推动整个中国汽车运动的向

前发展。在斯巴鲁中国拉力车队，无论是韩寒或者李

微还是邓晓文这样的年轻车手，摆在他们前面的机会

都是均等的，车队的付出也是毫无保留的。

斯巴鲁 STI 赛车吸引着车迷的狂热关注。
通过新车手选拔赛而发掘出来的车手——邓晓文。

大卫回归 CRC，值得期待。

斯巴鲁 STI 赛车在赛场上拥有如闪电般的速度。

我们是冠军！

孙强仍然是这样霸气归来。

成功卫冕是整个团队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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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徐俊的退赛，魏红杰不得不孤军奋战。

高端的对话，讨论未来的形势。 贵州紫运车队的橙色非常醒目。

王翔所打造的 CRC CAR 赛车已经非常稳定。

百灵与斯巴鲁之争

由于张掖站的黑马王浪涛对柏油赛道的了解形

如白纸，而且还从锦湖轮胎车队去了山西华昱拉力

车队，所以即使锦湖轮胎车队拥有外援桑德尔，整

体实力已经不足以和斯巴鲁中国拉力车队和贵州百

灵车队抗衡。随着大卫以斯巴鲁车手的身份回归，

桑德尔的优势已经被进一步削弱。

贵州百灵车队在张掖站上的溃败有点不合常

理，但他们的发动机在高原上的调校的确不怎么给

力。从怀柔站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看，贵州百灵车

队的徐俊和魏红杰分别位列中国车手第二、第四名

的位置，另外两个席位则被斯巴鲁韩寒和李微所占

据。从真正实力角度来分析，这样的一个排列应该

更合理一样。

但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赛道里的形势瞬间万

变，斯巴鲁拉力车队的李微/姜伟涛在当天上午比赛

中出现刹车故障，冲出赛道退赛。不过贵州百灵车队

的徐俊/刘胜在下午的比赛中遭遇涡轮增压故障，虽

然他一度稳居第二，车队也全力抢修，但终究没有扭

转颓势。值得欣喜的是贵州百灵车队老将魏红杰/陈

毅平在昨天失误之后拿下全场第四，魏红杰对于徐俊

的故障表示惋惜并向对手致以祝贺。

值得一提的是，CRC北京怀柔站结束后，贵州

百灵车队马不停蹄地赶回贵阳，对即将开赛的“环

塔”拉力赛做准备工作，这也是百灵车队在今年的最

大变化，也是在中国拉力赛场沉浸多年之后，终于作

出了寻求改变现状的举动。

王翔十年磨一剑  怀柔问鼎

国家两驱组的较量仍然会在杭州风行拉力车

队、上海大众斯柯达红牛车队、一汽大众庆洋高尔夫

车队之间展开。但最终的结果和上一站的差不多，一

汽大众庆洋高尔夫车队的CAR CAR仍然有待完善，

而上海大众斯柯达红牛车队先是林德伟退赛，接着尼

尔-麦克西又在第二天遇到了变速箱问题而失去了竞

争力，最终只能靠着第三车手蒋智洋来完成了夺取

S5组冠军的任务。

杭州风行拉力车队的主力车手王翔终于夺取了

一直以来极其渴望的分站冠军，这个冠军也再次证

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的东风本田思域赛车正是

CRC中最为成熟稳定的CRC CAR之一。为什么有

之一？是因为在怀柔站的比赛中斯柯达红牛车队外援

车手的表现始终稳定如一，而明锐RS赛车经过一段

时间的调校之后，开始具备了足够强大的竞争力。

国家组与国际组的情况有点类似，就是外援

的水平还是要领先国内车手很多。拿王翔来和Niall 

Mcshea作比较也不多够实际，就从CRC CAR的

国内车手来看，目前真正能够做到人车合一，无疑

是王翔（领航：张国宇）。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王

翔非常熟悉自己所驾驶的这台赛车的脾气，即使有

个螺母松了，自己也能感觉得出来。这一点，也正

是王翔能够在赛道中始终保持着足够强大的竞争力

的原因所在。

从张掖站到怀柔站，王翔可以说是一个人撑

起了杭州风行车队，并且一撑就是十年。所以，当

一手发掘的新人程子峰在比赛中表现出一定潜力的

时候，王翔内心是高兴的，毕竟一支车队只靠一个

人，总会有感到累的时候。王翔也很想看到车队有

新鲜血液能够补充进来，这样车队才能够有一个良

性的发展空间。

到了2012赛季，程子峰接连出现意外问题，导

致退出了比赛。面对爱徒总是出现一些细节上的失

误，看在眼里的王翔既心急又疼痛。成长总是要付出

一定代价的，最重要的是能够总结教训，并尽快走出

来，这是王翔最想对既是队友又是徒弟的程子峰所想

说的话。

此外，新世电赛车俱乐部凭借117号车组彭威

(领航员：秦蓁蓁)的出色发挥，一举夺得了S1组的

冠军。而且，彭威把身后的对手拉开了1分多钟，优

势非常明显。而上站S２组的冠军众和拉力车队本站

继续发扬了他们一贯的“人来风”精神，韩岳/赵砚

琛与张盛钧/赵泽宇双双抢分，为车队收获了分站亚

军，而莫慧兰/王剑车组则凭借明星效应，为车队赢

得了巨大的人气，可谓物质、精神双丰收。

而长安铃木永驰拉力车队收获了S3组队赛杯冠

军，车手冠亚军及全场两驱车第5名的好成绩。SX4

正式征战CRC的第二站就如愿以偿的得到了回报。

车队将期待下一个新目标，年度冠军！

魏红杰为车队拿到了宝贵的积分。

徐俊在首个正式比赛日中的表现相当不错，可惜最后一天因为
机械故障退出了比赛。

邹国栋既做车手，又做车队经理，需要不少精力来应付。

这个冠军，王翔是实实在在地拿在了手里，不会再被拿走。

思域赛车的速度非常的快。

杭州风行车队的全队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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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锐 RS 赛车的性能只会越来越强悍。

知名职业经理人叶勇反串担当上海斯柯达红牛拉力车队的车手。

51 号赛车正在参加短道赛的较量。

蒋智洋有理由笑得如此幸福，看看旁边两个打伞的“模
特”是谁就知道了。

内尔麦克西的赛车 50 号赛车在进入 SS6 后同样
因故障退赛。

斯柯达 RS 一骑绝尘。

上海大众斯柯达红牛车队在折损两员大将后，蒋智洋 / 谢志江组合凭借稳定的发挥拿下了国家两驱组亚军。

力夺冠军 蒋智洋单枪救主

      在周五进行的 SS1 超级短道赛中，上海大众斯

柯达红牛车队英国外援内尔展示了他在柏油路面上

的丰富经验和出众的操控技术，以单圈 59 秒 90 的

成绩成为唯一跑进 1 分大关的国家组赛车，他也因

此获得了当天的国家组飞车王殊荣。

周六，赛事进入到怀柔宝山镇附近的山区之

中，展开SS2-SS5四个赛段的争夺。被寄予厚望的

台湾小将林德伟刚刚进入赛道仅5km便突然遭遇赛

车机械故障，无奈停在赛道边遗憾结束了属于他的

北京站比赛；英国车组在这一天的四个赛段中一骑

绝尘，甚至多次超过众多四驱组赛车做出接近全场

第一的赛段时间，很快就建立起难以撼动的领先优

势在周六比赛结束时排名国家组首位全场第五；蒋

智洋稳扎稳打，紧随杭州风行拉力车队王翔身后，

排在国家组第三位。

周日，第一台赛车在清晨的薄雾中驶出封闭区

开始最后一个比赛日的征途。上海大众斯柯达红牛

车队维修帐篷内却在不久的一通电话后突然安静下

来，内尔麦克西的赛车50号赛车在进入SS6后同样

因故障退赛，连续两个比赛日，先后折损两员大将

的车队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了最后一台赛车之上。

蒋智洋谢志江组合也没有辜负车队上下的期待，他

们以过硬的心理素质和稳定的发挥完成了最后三个

赛段，夺得了国家两驱组亚军。在顺利回到维修区

后，迎接他们的除了掌声和礼花外，还有车队自张

掖站开始的浸水箱式欢庆。

庆洋车队主场作战。

高尔夫赛车，是一款比较受欢迎的车型。

庆洋高尔夫获阶段飞车王证
明实力

在国家杯的争夺战中，一汽大众庆洋高尔夫车队

的陈德安/郭筅仅虽然因为机械故障而没能挤身前三，

但拿到了第二阶段比赛的赛段飞车王，算是为打造了

两年的CRC　CAR作了一个正名。

陈德安当年的第一个分站冠军就是在北京站获得

的，也从此开启了他的年度总冠军计划，陈德安至今

还记忆犹新，只要跨过了分站冠军这道坎，后面就是

一马平川，再夺冠似乎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本站

比赛，他们不但在张掖站的基础上做了精心的准备，

还请回了拉力名将刘斌联袂出战，但遗憾的是，在第

一天的比赛中，他就因为断半轴而意外地退出了。

“我知道怀柔站的凶险，刚开始一点儿都没敢

豁，而且第一天我也没想发力，还想着第二天再好好

杀他们呢。在一段大直道上，非常平，也非常直，我

觉得可以稍微提一点儿速度，就加了一点儿油，结果

没想到出问题了，就听喀哒一声响，知道坏了，赶紧

检查档位、变速箱这些，都没问题，那就是半轴了。

真的是非常遗憾，这一站我的车调较得非常有战斗

力，我估计跟林德伟可能还有一点点的差距，但是跟

王翔完全可以有得一拼，结果只能看人家跑了。”陈

德安在接受采访时，国家两驱组新科状元王翔还跑来

向他表示慰问，陈德安热情祝贺了对手，但也微笑着

留了一句：我会在龙游等着你。

纵观国家两驱组目前的竞争格局，陈德安表示

现在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除了老对手斯柯达红牛车

队之外，现在杭州风行车队也来势凶猛，不可不防。

不过陈德安对自己的技术水平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他

需要的，只是一台稳定性更强的赛车，也许不如对手

快，但是一定要比对手稳，仍可一战。

张掖拉力车队
展现大西北风采

在2012CRC赛季中有着上佳表现的中国首支

西北拉力车队——张掖拉力车队和车队核心人物陈源

继续携手福克斯赛车征战赛场。   完成了艰苦的周六

的比赛，等待陈源和张掖拉力车队的还有周日4个赛

段的角逐。在金张掖拉力车队上下的昼夜加班下，总

算是抢修好了陈源的福克斯赛车。他重整旗鼓，继续

怀柔征程。修好的福克斯赛车焕发了第二青春，陈源

和这台福克斯再次一拍即合。在周日的四个赛段后，

陈源晋级S3组前列。继车队在揭幕战主场收获冠军

后，陈源又一次帮助这支土生土长的西北拉力车队收

获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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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北京锐思赛车学校校长许新 :

的，能够在比赛中重新找回竞速的感觉是一件非常令

人开心的事。我很享受在北京的比赛，更对在自己的

赛道上跑短道赛充满了期待。

记者：在自己设计和运营的赛道上进行全国最

高级别的拉力比赛，谈一下你的感受？    

许新：北京锐思赛车学校这条柏油短道赛道是由我

自己亲自设计，同时也是我在负责管理和运营。但是

其实我自己还是第一次在自己的赛道上跑N4组这样

的大马力四驱赛车，在之前自己的赛道上跑的都是级

别比较低的前驱小型赛车。感觉当然还是非常棒的，

不过相比体验我还是更希望能够拿出成绩。毕竟四驱

赛车不比前驱赛车，调教起来会复杂很多，想要获得

好成绩也不容易。

记者：你对经营赛道和赛车学校等方面十分在

行，但在赛车手里你怎么定位自己？对怀柔的

比赛有何计划和目标？    

许新：身处在锦湖轮胎万宇拉力车队这样的强队

里，还是让人信心十足的。但是因为我的驾驶习惯是

使用刹车来进弯，在怀柔这样的高速柏油路面赛段里

会非常吃亏，弯中会损失不少时间。所以我今天还一

直在琢磨着明天的比赛应该怎么样跑好。对于我来

说，目前就是积累更多的经验吧。希望能在自己家门

口的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记者：作为一个运营者，你是如何看待赛道运

营者与参赛者之间的关系？又怎样看待运营者

同时也扮演参赛者的角色？    

许新：我自己首先非常肯定这样的角色互换，我自己

就完成了这个角色的转换。在通过加入到比赛中去，我

了解了更多车手想要的，以及我们作为赛道运营方所缺

少的东西。在今后，通过比赛我会慢慢地去更多地掌握

这些需求，而非只是作为一个车手去争取好的成绩。在

不断地参赛和与其他车手的交流中，我知道了应该如

何成为一个更好的赛道运营者，也了解到了车手们的需

要。在今后的管理和运营中，我会跟注重这方面的问

题，争取在赛道的管理和运营上做到更好。

记者：这次怀柔拉力赛总共有100多台赛车参与

到比赛中来，这对短道赛的运营者有什么挑战？

许新：首先我们北京锐思赛车学校要增加人力和物

力来控制他们试车的时间。另外，车手们最想知道

自己做出的时间。工作人员会给赛车粘上计时块，

所以车手们能马上知道自己做出的圈速，这在国内

还是首屈一指的。另外我们的赛道，跟怀柔山里赛

段的比赛一样，拥有类似的路况，也能给试车的车

手带来一些参考。赛后也有许多对车手对这个短道

表示了称许。

记者：北京锐思赛车学校是拉力赛里最舒服的

维修区，这里也适合办大型赛事，会不会再举

办更多类似的活动和教学？    

许新：我们学校举办了四年了，孙正、邓晓文和谢

佳武也都从我们这里走了出去。很多喜欢赛车的年

轻人也能在这圆梦。通过大型的活动，我们也在改善

我们的软件和硬件。我们的员工从上到下也非常重视

比赛，做好主人翁。我们下半年计划，除了自己会员

的赛事外，我们将有可能把一款自己的赛车带到国际

去，同时希望举办一个芬兰教练培训班，把教练们都

送到芬兰去进行一个系统的培训。这也是我们在与世

界冠军马基宁深入合作之后的第一步。

逆境艰难寻突破 张掖拉力车队战怀柔。

湖南拉力车队已经吸引了赞助商的注意。

雷海林终于在拉力赛场拿到了第一座组别冠军。

陈源品尝到了经营一支车队的艰苦与困难。

湖南拉力车队一直在 CRC 坚持着自己的梦想。

对
于一个赛道的运营者，在自己所设计和

运营的赛道进行一场拉力赛无疑是一件

令人十分开心的事。而这一切，就在

2012北京怀柔拉力赛上精彩的上演了。本站赛事中

拥有双重身份的锦湖轮胎万宇车队车手、北京锐思赛

车学校校长许新就在自己的赛道上来了一出速度与激

情，与诸位国内外拉力赛好手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同场

竞技。在比赛现场，我们采访到这位赛事痴迷者，他

为我们诠释参赛的不同角色。

记者：首先，重新回到拉力赛有什么感想？    

许新：对于比赛，我自然是期待的。毕竟很久没有

参加到真正的拉力比赛中来了，在经历了大半年的等

待后，重新坐进一台拉力赛车里，特别是代表锦湖轮

胎拉力车队这样十分具有竞争力的车队出赛，无疑是

一件十分令人兴奋的事情。回到比赛的感觉总是最好

让赛车更专业
北京锐思赛车学校校长许新。

而同属一个车队的另外一台本田思域EK4赛车

则收获了N2组的第二名的好成绩，车队大旗再度在

怀柔的上空飘曳！展望下站的比赛，陈源希望能够在

龙游带来全新的拉力赛车。“从下一站开始，我们得

到了新的赞助商鲁澳集团的大力支持。目前我们已经

购买了新的赛车，并开始进入改装阶段，希望能够在

龙游的时候再次展现我们的速度！”

雷海林首获冠军！

在揭幕战张掖站上并没有收获丰盛硕果的湖南

拉力车队继续在车队经理兼主力车手雷海林的带领

下信心满满积极应战这一次的北京怀柔拉力赛，并

最终在拥有40多位强手的S2组别获得冠军，这也是

他参赛以来首次获得全国拉力锦标赛的冠军。对于

这场比赛，雷海林还是感慨万千，“这一站我们更

换了新的轮胎供应商，所以在短道赛和第二个赛段

里我还开得比较保守，没有发挥出轮胎和赛车全部

的性能。”但是在看到成绩有差距后，雷海林决定

放手一搏。在两个赛段后他也充分熟悉了新的轮胎

特性。“之后的比赛我拼得就很凶了。”雷海林很

快就给对手猛烈的回击，经过几个赛段的角逐，他

悄然升至了S2组的榜首。在接受采访时，他还是沉

着，“现在就是保持好目前的节奏，不用冒险，争

取把冠军拿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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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院
青年方程式鄂尔多斯精彩速报
青年方程式系列赛 2012 赛季的第三场比赛继续于 8 月 17 和 18 日
在鄂尔多斯国际赛车场举行。8 月 17 日周五将会有排位赛和第七回
合正赛的角逐，而周六则会迎来第八和第九两个回合的决赛……
【文】梁瀚文【摄】尹博崴

本
周末，FPC青年方程式系列赛重回鄂尔

多斯，总共有6支车队和11位车手将会在

这条长度为3.75 1千米的马背赛道角逐。

排位 & 第七回合

周五下午2点，FPC青年方程式系列赛的排位

赛正式开始。第一段排位赛的最快成绩由首次加盟

FPC的日本新秀清原（Shota KIYOHARA）获得。

意大利车手吉尔乌纳奇（Antonio Giovinazzi）和英

国车手威尔斯（Dan Wells）则分列二三。在下午

4点50分将要开始的首回合决赛中，他们三人将从

前三位出发。紧接着第二阶段的排位赛，盖勒埃尔

（Sean Gelael）抢下最快圈速，为明天的决赛取得

一个杆位发车，威尔斯和清原则紧随其后，位列第二

和第三。

下午4点50分，周末首战也是全年第七回合的

正赛率先打响。同样来自Eurasia Motorsport得吉

尔乌纳奇和盖勒埃尔都获得了不错的起步，他们分

别上升至了第一和第二的位置。4圈后，来自Meco 

Motorsport车队的10号印度尼西亚车手巴拉特（Raj 

Bahrat）上升至了第四位。在第五圈里，亚洲赛车

队的中国车手邹思锐在赛道上失去控制，赛车打滑冲

出赛道，他不得不遗憾退出了第一回合的比赛。随后

的比赛，吉尔乌纳奇一直领先，并把优势保持到了终

点，赢下自己首个FPC的回合胜利。盖勒埃尔则获

得亚军，第二位完赛的成绩也让他获得了亚洲组的第

一名。日本车手清原则霸占了领奖台最后一个位置，

获得季军。

第八 & 第九回合

8月18日星期六上午，FPC青年方程式系列赛

第八回合的比赛再度在鄂尔多斯国际赛车场打响。

昨天的排位赛和第七回合决赛余温未退，今日两个回

合又紧接着到来，令人过足赛车瘾。第八回合，吉尔

乌纳奇和盖勒埃尔从头排出发，发车后盖勒埃尔非常

激进，试图超越前面自己的队友吉尔乌纳奇。然而来

到一号弯前，吉尔乌纳奇很好地防守住了自己的位

置。一圈过后，吉尔乌纳奇继续领先，盖勒埃尔则

守在第二位，第三位则是来自印度的车手高勒佩德

（Parth Ghorpade）。处在第五位的日本车手永渊

（Ren NAGABUCHI）和英国车手威尔斯有着精彩

的颤抖，第二圈威尔斯超越永渊抢下第五。然而三

圈过后，永渊反击成功，重新夺回第五的位置。最

终，吉尔乌纳奇继第七回合首胜后，再度在第八回

合登顶，完成周末两连胜。盖勒埃尔则获得亚军，

高勒佩德收获季军。纵观第八回合领奖台，前三位

都是来自Eurasia Motorsport车队的车手，Eurasia 

Motorsport车队满载而归。

下午2点10分，第九回合的比赛准时开始。与

早上的第八回合相比，赛道表面的气温提升了不少，

炎热的天气将给车手们带来更艰苦的比赛。盖勒埃尔

和威尔斯将从头排发车，清原和吉尔乌纳奇则排在次

排发车。比赛开始，威尔斯完美起步，在一号弯超越

了盖勒埃尔上至第一。在第八回合中有上佳表现的高

勒佩德从第八位起跑，一圈过后就超至第五位。第六

圈，清原遭遇赛车故障不幸退出了第九回合的角逐。

比赛中段，巴拉特和永渊在赛道上上演精彩对决，最

终永渊胜出这场绝对。比赛来到第十一圈，盖勒埃尔

同样遭遇技术故障不得不退出比赛。邹思锐再一次在

四号弯跑得太凶，失控退赛。最终，威尔斯收获了第

九回合胜利，高勒佩德拿到亚军，同时收获亚洲组的

冠军。吉尔乌纳奇则在本周末第三次登上领奖台，收

获第九回合季军。

吉尔乌纳奇三场比赛，三登颁奖台，两个冠军一个季军，成绩实在耀眼！

坐进驾驶舱的吉尔乌纳奇绝对是一个可怕的速度杀手。胜利的喜悦要第一时间与车队分享

Eurasia Motorsport 本站表现出色！一弯浅笑醉人心。

尹海涛上站成为首位胜出的中国车手，今次继续稳步提升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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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是锦湖轮胎融入赛车文化，迎接赛事检

验的又一重大举措。

据悉，对于此次成为2013—2015年

CTCC中国房车锦标赛的单一轮胎供应商，锦湖轮胎

相关负责人表示，在锦湖轮胎与CTCC中国房车锦标

赛独家指定轮胎供应商协议指导下，2013-2015赛季

CTCC所有参赛车队将全部使用统一的锦湖轮胎，这

在一方面是顺应国际趋势和潮流，如F1、WTCC等世

界顶级赛事的单一轮胎供应商制度，促进竞赛的公平

性，另一方面，则是对轮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

轮胎需要满足不同车型的控制需要，还要满足不同车

轮胎需要满足不同车型的需求，还要满足不同车手的习惯，所以惟一
可以做的是，完美。

2013 年开始，锦湖轮胎将成为 CTCC 单一轮胎供应商，这顺应了
国际赛事的大潮。

嘉宾出席锦湖轮胎与 CTCC 联手的发布会并参观各种性能的轮胎。

这是 CTCC 历史上的关键一刻，锦湖轮胎将全面进入中国赛车运动市场。

手的驾驶习惯，在高难度操控的环境下，需要做到的

是完美。对此，锦湖轮胎表示很有信心。

锦湖轮胎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不断

涉足能够充分体现轮胎优越性能与品质的国际赛

事。此次锦湖轮胎作为CTCC单一轮胎供应商，

为CTCC提供了ECSTA翼驰达S700(干地轮胎)和

W700(湿地轮胎)型号的轮胎，其高速过弯稳定性、

湿地排水性、超强抓地力等特点必将为该赛事带来

不一样的观赏性。

锦湖轮胎在全球拥有近20年的赛事轮胎研发和

赞助历史，欧洲F3方程式赛事、AutoGP、中国国内

新轮胎供应商
锦湖加入 CTCC 大家庭
8 月 21 日，锦湖轮胎宣布成为 2013—2015 年 CTCC 中国房车锦标
赛的单一轮胎供应商。
【文】专业车志 【摄】尹博崴

的clio雷诺克里欧中国系列赛、CFGP中国方程式大

奖赛、CRC中国拉力锦标赛等等。作为赛车唯一与

地面接触的部件，轮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了汽车

赛事的观赏性和竞技性，锦湖轮胎一直在为制造出更

高品质的轮胎产品而努力。

未来，锦湖轮胎将不断加大对于中国汽车赛事

的投入，一方面是为了支持中国汽车赛事的发展，另

一方面也是为了让锦湖轮胎的产品接受中国赛事的检

验，以便更好地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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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城第二战
CTCC 第五站鄂尔多斯站报道
8 月中旬，长城润滑油 CTCC 房车锦标赛时隔一月重回“奔马”赛
道。韩寒再取一胜，这也是 CTCC 大赛车时代的首次梅开二度，而
中国量产车组别中则诞生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车手——雅力士赛可
达 RSR 车队的陈维安。下面，请您关注 CTCC 第五站赛事报道。
【文】钱俊，梁瀚文 【摄】尹博崴

8
月19日下午，CTCC中国房车锦标赛超级量

产车组别正式展开，最终上海大众333车队

的韩寒再次以王者之势冲过终点线，夺得冠

军，高华阳王睿随后。

史翠英群星受困于限滑差速器

在一个略显不顺利的排位赛后，史翠英群星车

队两位车手强势出击，在长城润滑油2012CTCC中

国房车锦标赛第五站鄂尔多斯站的正赛中上演精彩一

役。周六下午进行的排位赛中，两位车手陆淦和张志

强都不同程度受困于赛车故障而未能良好发挥。最终

排位赛成绩并不如预期，但在一场精彩的正赛过后，

史翠英群星车队的两位车手帮助车队力挽狂澜，完成

一场出色的战役，收获了属于自己的辉煌。张志强以

及陆淦分别获得了全场第五及第六佳绩。

8月19日周日，第五站鄂尔多斯站超级量产车

组的决赛在下午1点22分正式开始。陆淦的发车其实

并不顺利，他在赛道右侧发车，跟随车阵一直贴近右

线，然而不知道为何前面的车阵突然慢了下来，陆淦

也只能放慢自己的节奏，减速慢行。这时，其他赛

车都从他左边通过，他因此损失了不少位置。在这之

后，陆淦一路追赶，在赛道上接连与多位房车赛好手

过招，并最终成功超越诸多对手，以第七位完赛。史

翠英群星车队的另外一位车手张志强也获得了不错的

成绩，从第十一位起步的张志强，利用发车时及时调

整路线，避免了集中在右侧的车阵，一下子超越众多

车辆，迅速上升到第四位，虽然在赛程后半段，他不

断受到来自张汉标、卢家骏等高手的挑战，但依旧可

以作出漂亮的防守，以第六位顺利冲过终点线。后因

前方车手高华阳成绩取消，两位车手的成绩顺势提前

至第五及第六。

在鄂尔多斯站超级量产车组的决赛结束之后，

陆淦透露“我们的赛车并非更换了全新的限滑差速

器，而是采用了备用的零部件。”在车辆并非最佳状

态下能够有此战绩，史翠英群星车队实力可见一斑。

鄂尔多斯站已经结束，史翠英群星车队将会抓

紧时间对赛车进行升级。在下站广东国际赛车场的比

赛之前为赛车更换全新的限滑差速器，以保证赛车在

比赛中不再出现问题，同时提升赛车的实力。

陆淦遭遇故障。 史翠英群星车队迎接盛大开幕式。

河南车手张志强无疑将会是明日的坚强力量！ 张志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车队一直想办法解决。

两强相争，必有火花！

张志强表示，日后将会参与更多的赛事，提升自己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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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悦达起亚 778
拉近 0.5 秒

东风悦达起亚778车队在比赛中带来不少惊人

表现，在速度上实现了强大的提升，更一度将多台涡

轮赛车的车距拉开。但无奈主力车手卢家骏因为引擎

故障，在大好形势下退出了比赛的争夺。

卢家骏

今天发车情况十分理想，保持了一贯的起步水

平，很快就上升到第六位，除了前面六台涡轮赛车

外，其他数台都在后面。虽然最后因为引擎出现故障

退赛有点可惜，但这无疑证明我们的新调教是有帮助

的，我们的赛车与涡轮赛车的差距拉近了。整个周末

没有想过勉强地去争夺成绩，每一次我们的首要目标

都是将自己的时间作出突破，这也是我们的进步，相

信这些数据与经验会帮助到日后的涡轮起亚赛车！

宋建成

今天的比赛还算顺利，底盘的调教确实让我们

速度都快了。较为可惜的是比赛至中段，车厢的仪表

显示引擎的水温及油压都偏高，眼见队友卢家骏及

江榕豪都双双退出，为了车队绩分着想只能将速度减

慢，以保持完赛为首任。还好最后仍能为车队取得两

个宝贵绩分。

詹家图

可能今天我是四位之中发挥最理想的一个吧，

引擎、变速箱、底盘、轮胎等等都很好，一直都能够

发挥自己最好的时间，去实现超越其他赛车争取较前

位置。但赛后仲裁认为我在弯道上压上路肩太多，将

我的成绩处罚。但我仍然是尊重判决的，这也让自己

要注意多一些，也是经验所得。

华扬：我们回来了！

经过2站赛事的缺席，广东电视台华扬车队回归

长城润滑油CTCC中国房车锦标赛，虽然他们还是

参与中国超级量产车组争夺，但他们也带来了些新内

容。尽管车队已有两站未出现在CTCC赛场，但他

们一回归还是展现出出色的竞赛状态，排位赛，张汉

标排名第八，不仅紧追涡轮组两大车队七台赛车，还

以0.033秒微弱优势战胜卢家骏占据自然吸气赛车首

位，另外，梁大铭和唐友喜也排在直接竞争对手778

车队其他三位车手之前。周日，凭借高华阳被取消成

绩，张汉标拿下全场第四，这个成绩也是本赛季自然

吸气赛车所创的最佳成绩，真是可喜可贺。新更换的

引擎显然在他们这次美妙复出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下站CTCC将去到广东肇庆的广东国际赛车场，

作为一支赛车场驻场车队，他们对那条赛道的熟悉不言

而喻，想必之所以提前一站重返CTCC赛场，势为主场

有所作为提前打下基础，首先检测新引擎与赛车搭配的

情况，第二也是寻找自身车队与前列车队的差距。

唐友喜依旧忙碌

尽管未参与CTCC的争夺，但华扬车队的车手并

没停下继续赛车的脚步，其中唐友喜就积极参与亚洲

房车赛，这无疑对他状态提升有着不少好处。唐友喜

表示：“参与亚洲房车赛，那里的竞争更厉害，这帮

助我提升了不少比赛经验，也算是离开CTCC赛场后

的再充电了，回到CTCC赛场，能表现的还算不错，

证明离开CTCC的这段时间我的努力挺有效果的。”

涡轮赛车，华扬有可能哦！

也许暂时退出就因为涡轮赛车已成组别主导，在

重返CTCC之际，车队经理兼车手的张汉标也适时向外

界透露：“尽管如今超级量产车组已是涡轮的世界，但

如果车队遇到合适的机会，车队也将选择涡轮赛车参与

比赛，这样的话赛事竞争力就能有很大提高。”

江榕豪进步明显，后面三场比赛必有突破。

中间那位美女，你手里拿的是啥？

那一抹红，在鄂尔多斯散发气质。 詹家图日渐成为 KIA 的明日之星 . 在 2.0 自然吸气赛车基础下，卢家骏已经做尽了一切
可以轻量及提速的改善，但仍坦言赶不上 1.6T 赛车。

追风的速度，掠过一片明媚。

张汉标与华扬车队重返，据透露，他们在发动机上
下了很大功夫，十分有信心在鄂尔多斯取佳绩。

缺席两站比赛后，华扬车队进行秘密升级。张汉标一返回便夺得第四。 华扬型男梁大铭本站发挥优异，斩获第七！

截至发稿时止，长城润滑油2012CTCC中国房车

锦标赛第五站鄂尔多斯站超级量产车组的最终成绩

变更如下：

1 何晓乐

2 张汉标

3 张志强

4 陆淦

5 梁大铭

6 范高翔

7 宋建成

8 甄卓伟

成绩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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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岁的新力量！

陈维安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CTCC的赛场之

上，还要追溯到两年前。在2010年的CTCC上，陈维

安首次登上了中国最高级别的房车赛舞台。要知道，

在两年前陈维安仅仅只有14岁。然而两年后的今天，

陈维安在CTCC鄂尔多斯站的首夺杆位，之后夺冠更

是让全中国都感受到了这个16岁冠军的新力量。当

然，至今仅仅6场CTCC的经历并不足以让这个16岁

小伙子能够生擒一众房车赛精英好手，抢下冠军。探

究背后的原因，无外乎这个看上去还很稚嫩，内心却

很成熟的小伙子有着丰富的国外赛车经验。

未来之路

虽然陈维安完成了刷新“史上最年轻车手夺

冠”的命题，但是这场鄂尔多斯的冠军分站却是陈维

安近年来最后一场CTCC。放眼未来，陈维安说道，

“因为要正式出国留学，所以很可能短时期内不会回

到国内来参赛了。毕竟学业为重，我也想修赛车相关

的专业，帮助自己对赛车的机械和调教方面有更深入

的认识。”

轮胎离奇飞出 
黄楚涵抱憾鄂尔多斯排位赛

鄂尔多斯排位赛中，发生了惊险的一幕：黄楚

涵的雅力士赛车右前轮离奇飞出。根据他自己的估

计，可能是轮圈螺丝的金属疲劳导致了这次惊险事故

的发生。“我很遗憾没能完成第三阶段的尝试，今天

的排位赛也是一个做测试的过程。明天的正赛可能也

会因此受到一定的影响。如果没有这次意外，我可能

保住第五的位置。”

连遭意外 重庆 CC 车队未能
再创佳绩

对于上一站鄂尔多斯分站收获胜利惊喜的重庆

CC车队来说，这一个周末同样在鄂尔多斯的第五站

CTCC就显得运气差了一些。黄楚涵先是在排位赛

遭遇离奇事故，轮胎突然飞出赛车。而来到正赛里，

先是万金存与其他对手在赛道上发生碰撞后，不幸退

赛，然后是黄楚涵在超车时被对手失控的赛车顶到，

也不幸掉落多个名次，与领奖台再次擦肩而过。纵观

整个周末，重庆CC车队的雅力士赛车也同样具有十

足的竞争力。如果不是因为一次自相残杀式的事故，

黄楚涵本可以完成站上领奖台的愿望，甚至冲击冠军

也说不定。

珠海车手无时无刻都乐观应对一切比赛。

虽然夺冠，这是陈维安今年的最后一场 CTCC。

万金存的鄂尔多斯之路非常艰难。

陈维安看上去还很稚嫩，内心却很
成熟，并有丰富的赛车经验。

陈维安夺冠后相当兴奋。

陈维安展示“16 岁的激情”！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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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演绎速度火拼
第十七届天马论驾火热开战
火热八月，艳阳当头，第十七届天马论驾在上海天马赛车场成功举行。无数的赛车爱好

者、商家和观众接踵而至，共同欣赏一场速度与激情的视觉盛宴！ 
【编辑】冼业湛【摄】专业车志

天
马论驾作为长三角唯一的民间赛车盛会，

自2007年起，至今已举办十七届。而与

以往不同的是，本届的赛事异常纷呈：

摩托车MINI组、摩托车改装踏板A+B组、摩托车超

级A+B组、摩托车HONDA 150CC（A+B）组、

CSBK600CC（A+B）组、房车超级组+A组、房车B

组、房车C组等等。多种车型，多样比赛，让不同的

选手同场竞技，也让观众可以在同一地点大饱眼福。

车手火力全开，激情一触即发

当大家正祈祷“海葵”不要将第十七届天马论

驾“刮走”时，拥有强大气场的天马赛车场淡定得向

所有粉丝宣布，天马论驾，无欢不归！

中午骄阳当空，近百辆赛车在赛道上整齐地排

好长队，静静等待开幕式的到来。十二点半刚过，以

国家体育总局汽车摩托车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

汽车运动联合会副主席万和平牵头的各位领导纷纷入

场。在一段简短有力的开幕致辞之后，万和平宣布第

十七届天马论驾活动正式开幕。

场面精彩迭起，赛事如火如荼

毒辣的阳光，已经把柏油的赛道烤得炙热。摩托

车超级A+B组的比赛此时开战在即。手起旗落，信号

灯一闪，所有的靓车同时出发，从起点飞驰而去。排

在第一、第二为的CSBK-600CC选手黄世钊和李郑

鹏急速向前，马上超过其他几位选手。而在观众中呼

声颇高的超级组57号选手杜邦则紧随前两位，排列第

三。两圈过后，所有的选手开始加速疾驰，但选手排

位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动。直行时的俯身，转弯时的侧

身，选手们的动作滴水不漏。但在拿生命与速度比拼

的竞赛里，意外总是有的。在一个入弯处，因前一辆

車的漏油事故，其后几辆车皆不能幸免，全部倒地。

为了维护秩序和安全，比赛一度暂停。

由刺激性较大的摩托车赛事开场，之后的赛

事更是引人入胜，引得全场的注目。在随后举行的

Honda150CC（A+B）的比赛中，A、B两组同

时竞技，增加了赛事的可看性。在整场比赛中，来

自五羊——本田幼兽王赛车队的车手们领跑全场。

150CC  A组98号选手周盛俊杰更是以15:46.614的

成绩夺得冠军，同样来自该车队的陈远航只以微弱差

距，排列第二。

摩托车的赛事告一段落，接着进行的是房车间的

较量。车型不同，但精彩相同。先是房车C组的比赛。

一辆辆彩色的房车，贴满各色标记，彰显着车手们迥异

的风格。而此时的车手耐着酷暑，坐在毫无空调的车

内，身披厚厚装甲，双手紧握方向盘，无法言语，却用

轰轰的引擎声和轮胎摩擦地面的吱吱声回应着观众和队

友的热烈支持。红色的信号灯瞬间转绿，房车齐齐出

发，在奔驰的同时，渐渐拉开距离。来自徐家地板阳

光车队的15号选手张宗在比赛中发挥出色，以总用时

20:23.069的成绩位列第一，比第二名选手谢之明快6秒

之多，优势十分明显。挤进前三强的还有来自夺标车队

的8号车手金忭，曾在之前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他，被

谢之明抓住一个时机，快速超越后，惜居第三。

房车B组和A组的比赛也在随后进行。来自夺

标车队的6号车手鲁子房和来自DNT赛车队的1号车

手何贤磊分别斩获桂冠。在超级组的比赛中，DNT

赛车队的张盛钧轻松卫冕，以领先第二名50多秒的

21:08.341的傲人成绩捍卫了自己的王者地位。

晚间18时左右，第十七届天马论驾才在雷鸣般

的掌声中拉上帷幕，圆满画上句号。短短几天的时

间里，车手、观众及各方相关人士，为此盛会集聚一

堂，奉上了一场速度与激情的精彩赛事，共同为中国

的赛车迷打造一个健康、良好、平民的赛车运动体验

的交流平台。

摩托车的速度以及精彩的压弯都让观众惊叹不已。 Polo 杯的加入让天马论驾更热闹。

登上奖台是实力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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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是绿色轮胎诞生20周年。也是米其林

自2003年推出并本土化生产中国轮胎市

场的第一条绿色轮胎之后的第九个年头。

米其林委托市场研究机构——新华信国际咨询公司在

全国开展了《绿色车生活——中国车主环保行为调

查》。调研内容主要包括中国车主的环保意识及日常

行为、车主的汽车使用环保行为以及中国车主对绿色

节能环保轮胎的认知。调研历时3个月，通过定性和

定量两个阶段的研究工作，样本覆盖全国12个具有代

表性的主要城市、多个车型级别的3000多位车主。

环境问题高度关注
城市交通环境满意度不高

据报告显示，中国汽车用户在充分享受汽车带

来的便捷同时，表现出强烈的环境责任感。92.8%

路漫漫，其修远兮
米其林发布中国车主环保行为调查报告
一个真正具有行业领军地位的企业，必定是对社会对环境具有高度责任心的。米其林一

直致力于环保节能方面的研究和开发。如今历时三个月关于中国汽车用户环保理念的调

查正式出炉，文中指出的问题还需要广大的车主继续努力改变啊。
【编辑】陈晓虹、何宇龙【摄】Allen 

【鸣谢】米其林中国
【电话】021-22190888

的受访车主对环境问题表示关注。这种关注某种程

度上来自于用户对所居住城市的环境满意度不高，

其中空气污染被认为是所居住城市最主要的污染类

型。除了城市居住环境之外，受访用户对城市交通

环境的满意度也普遍较低。

知识和方式局限车主购车和
用车的环保措施

在汽车驾驶方面，环保因素逐渐成为中国

汽车用户在购车和用车过程中的重要关注因素，

86.2%的用户表示在购车用车过程中会关注环保

因素，而在购车关注的因素中，油耗的被关注度

仅次于安全。在现阶段，用户普遍会采取通过改

善驾驶习惯等驾驶操作层面的方法来实现用车过

程中的节能环保。

调查显示，87.7%的用户对汽车和零部件的环

保发展趋势持肯定态度，认为环保是汽车和零部件

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中，新能源技术作为目前汽车

领域的热点与未来的发展趋势，用户知晓度最高，

得到了44%受访用户的认同。另有超过半数的用户

认为汽车环保技术有望在未来10年内得到普及。

绿色轮胎认知度较低
 

在用户对汽车轮胎的认知方面，调查发现，用

户在选购时，最关注的还是轮胎的使用寿命和品牌，

节油能力在关注要素中排位尚靠后。导致这样的结

果的原因在于，虽然绿色轮胎作为主要的降低汽车排

放的手段之一，具有一定的节油效果，但目前市场认

知度仍较低，且对绿色轮胎的具体功能特点也了解甚

少。然而用户在调查中准确了解了绿色轮胎的功能特

点后，79%的用户对绿色轮胎持欢迎态度，其中，

油耗低和愿意支持环保是最主要的两个原因。

米其林作为轮胎科技的领导者，始终关注环

保，积极推动新能源、新技术的发展。进入中国20

多年以来，一直秉承“尊重环境”这一理念，通过

绿色节能的轮胎产品和解决方案为实现更为节能、

环保的出行和道路运输方式做出贡献。绿色环保事

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米其林将会在自己的领域上

坚持着。也希望能够与中国的车主们一起成长，共

同为中国的绿色事业提供出一份力。

米其林的一系列关注环保的动作值得国内企业学习。

米其林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总裁万能毅、新华信联合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林雷与米其林轮胎先生共同发布调查报告。

发布会现场对于本次活动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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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呔铃之王
呔铃王东莞店隆重开业
呔铃王中山旗舰店都完全可以满足 4S 的要求，这次在东莞开业的连

锁店更为东莞车友们提供更为方便的享受。
【文】黄俊杰 【摄】黄俊杰、张凯博

【鸣谢】呔铃王汽车服务连锁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南城区沿河路景湖湾畔二期 108-109 商铺
【电话】0769-28686270

现场众多会员携爱车撑场东莞呔铃王点开业。

2
012年8月31日，上午11:58呔铃王东莞连锁

店正式开业，并宣布向广大车友提供高端的

汽车服务，开业典礼上出席的包括呔铃王创

始人胡世光、呔铃王东莞负责人梁桐川、全国连锁加

盟总监张文林等，也有众多呔铃王深圳、中山的会员

及业界知名人物为呔铃王东莞店的开业庆贺，更有东

莞本地的媒体及深圳广州的媒体参与至现场。开业典

礼上举行了简单而传统的醒狮表演以及剪彩仪式，并

有代表参与发言以示祝贺。

开业典礼上，全国连锁加盟总监张文林宣布从

呔铃王深圳店到中山的旗舰店，再到现在东莞首家全

国连锁加盟店的开启，呔铃王全国连锁加盟也同时正

式招纳人士，从而扩大呔铃王的连锁加盟业务。

早在8年前呔铃王就落户于深圳，从一间50平

米的小店发展到中山的750平米的旗舰店，到现在东

莞连锁店的开业，在这8年中呔铃王一直本着负责任

的态度面对每一位客户，无论是轮毂或是轮胎的选择

上都会给客户一种专业的建议。呔铃王除了经营轮毂

与轮胎外还是世界知名轮毂的集散地，无论是他们代

理的WORK还是其他国际知名品牌都做得相当好。

还有一项服务就是修复轮毂，在驾驶中常常会遇到路

面不平而导致轮毂变形或是刮花的情况。这时你就需

要一个能修复轮毂的地方，那就是呔铃王！呔铃王不

仅可以修复变形的轮毂，还能根据车主不同的需求而

为它们换上喜欢的颜色。

2011年呔铃王在广东省中山市打造了胎铃4S

店，无论是在面积还是专业度来说，呔铃王中山旗舰

店都完全可以满足4S的要求，这次在东莞开业的连

锁店更为东莞车友们提供更为方便的享受。店内摆放

着由呔铃王凭借多年的经验自主研发的，拆胎机、平

衡机，这让车友们在更换轮胎时不用等待过多的时

间，大大的提升工作效率。

客户来到店内可以在休息室欣赏精美的轮毂

之外，还可以在休息区看电视、上网等。透过落地

玻璃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爱车正享受着专业的服

务。从换胎、补胎到换轮毂、修复轮毂这些都可以

在呔铃王中山旗舰店同时实现。当客户更换完轮胎

之后呔铃王也有专业的3D四轮定位仪，3D四轮定

位仪在国内非常少见，就算是香港也只有少量几

台。以呔铃王负责任胡世光的话就是，要做就做最

全面、最专业的服务。

开业典礼采用传统的剪裁仪式，宣告开业。

现场有很多款轮胎供车主选择。

店面展示了被损坏后轮圈修复的对比。

点睛，意味要“醒狮”，这传统的仪式寓意驱走各种害兽以及邪魔外
道，保四方平安发达。

认真、专注的完成每一位顾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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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普特”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泰然九路皇冠科技

园内，定位于服务高端豪华车型及超级跑车的

车主，提供日常养护、个性化升级等服务。其

英文名“Top Tech”，也代表了其“顶级技术”的

定位和服务方式。为实现这一服务标准，拓普特在设

备方面投入巨资，购入德国Hofmann三维成像四轮

定位仪、轮胎动平衡机、拆装机、美国SPX红外线

测温仪、ZONDA烤漆房等，同时成为德国SKN汽车

电脑品牌的深圳总代理。

公司董事总经理吴志强先生表示：“深圳市拓

汽车管家 
深圳“拓普特”汽车服务开业
8月25日下午，深圳市拓普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举行开业庆典，

宣布从即日起正式向广大高端车友提供管家式汽车服务。
【文】【摄】章懿哲

【鸣谢】深圳市拓普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泰然九路皇冠科技园 2 栋 G3、G6
【电话】0755-82770743

普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积极致力于让更多高端汽

车用户更加便捷地享受专业而个性的品牌服务，是一

家涵盖全方位综合性服务的汽车销售服务商，主营汽

车维修、保养、个性化汽车升级、美容洗车、车辆保

险业务，并提供会所式服务的企业。”

拓普特的开业庆典可谓别出心裁。除了常规的

剪彩仪式之外，还安排了文艺表演、情景剧等。展现

店家实力和诚意的同时，也让人们体会到拓普特的与

众不同。

拓普特董事总经理吴志强（右）与合作伙伴合影。

现场的文艺表演。

到场庆贺的名车不计其数。

来泡吧
深圳“庚改吧”开张营业
相对传统改装店，庚改吧在外形、概念和模式上都有了创新。

【文】【摄】章懿哲

【鸣谢】深圳“庚改吧”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桃园路嘉宝田花园 107 商铺
【电话】400-668-2731
【传真】0755-22232323

8
月25日上午十点，深圳市罗湖区桃园路嘉宝

田花园北门热闹非凡。街舞、自行车特技轮

番上演──当然这只是大戏上演前的预热。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业，汽车改装店阵营的新成员 

庚改吧经营综合的汽车养护和个性化升级业

务。外观、动力、底盘、电脑都在其经营范围之内。

然而与众多同行不一样，在庚改吧的名字里找不到关

于速度、动力或是激情的元素，反而让人觉得这是一

个特别的名字。“庚”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干”

中的一支，而“吧”又让人感到轻松。据其CEO张

凯凯介绍，庚改吧要做的就是这样一个概念，让人在

这里充满感受到汽车文化，并且以此为乐趣。用上

“吧”字的地方大都是休闲场所，庚改吧的目的也是

如此：提供一个地方，让人能够在这里养护自己的爱

车，或将爱车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升级，同时在这里

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聊天、聊车、玩赛车

游戏。这些理念上的区别，也是庚改吧希望能够吸引

众多玩车爱好者的地方。 

可能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定位，让庚改吧的开业

仪式上出现了那些特别的表演。从店面的很多细节也

可以看出经营者的心思：将几十个轮圈嵌进墙面，错

落有致，十分抢眼；上二楼的楼梯梯面覆盖的居然是

轮胎皮；二楼的两台GT5驾驶台长期开放，并定期

举办GT5游戏比赛…… 

开业现场许多名车到场庆贺。在众多嘉宾中，

我们也看到熟悉的面孔：Cusco工厂总经理大沟敏

夫，Cusco总代理、深圳市汇利堡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总经理陈伟良，都出现在剪彩嘉宾中。庚改吧作为

Cusco产品的经销商新成员，两位Cusco高层的到

来也表达了Cusco对其经营前景的看好和祝福。

年轻帅气的庚改吧 CEO 张凯凯。

极具特色的轮圈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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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震哲学
广州 “非常避震”专访
汽车零部件更换或升级本意是将车辆的性能提高或更加符合驾驶者的驾驶习惯，而由于施工

店家的疏忽或者工具的不齐全，常常导致施工后留下不少的后遗症。鉴于上述情况，广州“非

常避震”拥有较为专业的工具及技术，因此得到 ZAG 避震的认可成为其指定安装点。
【文】冯志伟【摄】黄睿

【鸣谢】非常避震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江海大道聚德北路 228 号（江海酒家对面）
【电话】020-28973486

“
非常避震”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江海大道聚德北

路228号（江海酒家对面），是一家仅改装避

震和刹车的改装店。自成立至今，在负责人张

勋和蔡智华两人悉心经营下，其拥有较为专业的工

具、技术以及改装经验受到不少车友的认可。

小才大用

“非常避震”店面大小只能用“够用”二字形

容。店内环境相当整洁，唯一遗憾是只能容纳两辆车

进行施工。店内展示出多种避震品牌供客户选购，并

可根据客户喜好进行订购。而店铺只要经营ZAG、

Tein、KW、Bilstein、AP Racing等主流底盘品牌。

在问及负责人张先生为何只经营底盘部分产

品，他说到：“并非不能将动力改装等列入

经营范围，只是

其并不是‘非常避震’的强项，若真的要那样不就是

欺骗了消费者。”

工具的重要性

交谈时，张勋表示，“非常避震”十分重视拆

装的过程和细节，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谨。拆装时使

用专用工具不仅提高效率，还能减低安装时导致的后

遗症。国内大多店家都有换装避震的能力，却因为工

具及的原因导致安装时间过长。

张先生告诉我们，在拆装避震

时使用错误的方式，这

种方式会埋

下不少问题。如在更换避震时需要拆除雨刮才能松开

塔顶，于此不少店家是强制将其取出。这样的办法会

损伤到雨刮内部结构，产生虚位。

ZAG 避震指定安装点

张先生透露，目前

ZAG采用新

的销售策略，顾客只要在广州市区内的10个销售点

购买后，即可直接到作为指定安装点的“非常避震”

安装和调试。蔡先生表明：“在成为ZAG指定安装

点前已有销售ZAG的避震。ZAG避震的AVS自动阀

门能代替手动阻尼调整功能，适应性强。”

这种前卫的销售策略不单增加了营业额，同时也

能让更多消费者享受到“非常避震”的专业服务。

陈先生讲解安装避震时需注意的地方。 采访当天恰逢一辆 Golf GTI 正在施工。

避震安装完成后，张先生使用水平仪检查底盘的水平角度。张先生在每一个工作环节都亲力亲为。

这个工具专门用于拆装雨刮，这个
拆装式拆装前避震常涉及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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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G 携手 KenBlock
开启中国巡演
近日，著名轮毂品牌 TWG 宣布：作为福特车队著名赛车手 Ken Block 座驾——福特嘉年华的

轮毂供应商，TWG 即将携手 Ken Block 开启中国城市巡演的大幕。
【编】冼业湛【图】伟固普

K
en block是美国著名滑板品牌DC Shoes的

合作创始人之一兼公司总裁，同时也是一

名拉力赛车车手。Ken block热衷于许多富

有挑战性的极限运动，参加过滑板、滑雪、越野，以

及最出名的拉力赛事。1994年Ken Block与Damon 

Way共同创立了DC Shoes品牌公司。2004年5月，

拥有20亿美元资产的Quiksilver收购了DC Shoes，

这使得DC Shoes荣升为极限运动界著名家族企业中

的一部分。

从2005年到2010年，Ken Block先后获得美国

拉力赛最佳新秀、X GamesXII铜牌、X GameXIII

银牌、2008年美国拉力锦标赛冠军、X Game XIV

铜牌、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出征WRC锦标赛的拉力

车手等荣耀！

TWG旗下众多品牌中的翘楚——艾奇达435将

成为这次城市间巡演的轮毂主角。无论是Ken Block

史无前例的52米远、7.6米高的惊世一跃，还是Ken 

Block令人瞠目的雪上跳跃特技动作，都将由艾奇达

435去参与续写其曾经的传奇。

艾奇达435拥有完美的众星拱月全平面轮辐外

观，经典的线性车边设计更是赋予其静若处子、动

如脱兔的动静体验。正如Ken Block总是在不经意

间，创造出不平凡的极致体验一样，艾奇达435也

总能在不经意间，让人品出其缓缓流淌的不平凡的

设计灵感。

TWG作为主赞助商之一的Ken Block巡演活动将

在中国主要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之间进行，届时，赛

车漂移爱好者们将有机会近距离亲身体验Ken Block

带给大家的过瘾体验。单纯的‘静’和一成不变的

‘动’都不足以彰显内涵，谈笑间——富有变化的极

致动静转换， 方显王道和英雄本色。Ken Block的每

次漂移，也将会是艾奇达435的一次次完美秀场！

没有时间的积淀，便无所谓经典；没有经典

的传承，便无所谓如履平地淡然处之的极限表演！

TWG将会对秀场的艾奇达435和自身进行全方位的

立体展现，传承四十多年的历史经典形象不可不想、

真刀真枪的现实表现也不可不察。

强者之间的联合，无需过多的词藻和修辞，也

不存在任何天马行空式的幻想，有的只是彼此间实力

的坚强对话。长袖善舞，TWG以其毋庸置疑的规模

与实力，一次又一次跳出市场的最强音。

TWG与Ken Block的携手，将会开启一次

TWG轮毂充满刺激的经典之旅。敬请期待！

欲了解更多TWG及其产品，欢迎致电021-

54335525或800-720-5656。

TWG官方网站www.thewheelgroup.com

TWG上海展厅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华翔路505

号（近上海虹桥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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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已至，万事俱备
Ohlins GIC 媒体见面会
格时图一直以来为中国车友提供与国际改装大牌接触的机会，在赛车事业上的贡献更是功

不可没。如今在格时图与 Ohlins 的合作关系更加密切，将在广东国际赛车场设立技术支持

中心，为广大的 Ohlins 用户或者是准用户解除后顾之忧。
【文】何宇龙【摄】伍世楠

【鸣谢】格时图赛车配件中心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白石洲沙河工作区 G5A 栋 4 楼东
【电话】0755-86915859

2
012年8月23日，格时图在位于广东国际赛

车场的Ohlins研发中心对其员工开展了为期

三天的培训。旨在加深在职员工对避震器的

了解，以达到在日常销售、售后排障上有更出色的服

务。并在培训后向媒体开放了培训的现场，让车友们

了解到一套优秀的避震器是如何诞生的。

进军民用市场

格时图赛车配件中心是Ohlins场地赛与拉力赛

用避震器中国总代理。虽然在格时图的牵针引线之

下，Ohlins这高级避震器品牌逐渐在中国赛车市场

上打下了一片天地。然而在民用市场的占有率上，仍

金黄色一直被 Ohlins 所钟爱。

中国，也成为全球为数不多获得Ohlins授权使用Kit 

System的经销商。Ohlins对于Kit System的授权是非

常慎重的，基本上只有合作超过两年以上且技术水平

达到一定高度的代理商才有机会被列入考察的范围。

然而两家企业正式合作还没有超过一年，格时图便成

功引入这套系统，在Ohlins历史上也属首次。Ohlins

看中的是格时图在中国各类不同赛事中取得的骄人成

绩，不少不同领域的职业车队所使用的避震器就是来

自格时图的调校。采访中，格时图负责人Alex很形象

的形容Kit System为一个大药房，可以对所有的车型

对症下药，调配一支适合使用的避震器。也许有了这

套系统，不管在民用或者是赛事上，Ohlins的避震器

都能够更快的响应调整，更加个性化。

科学培训计划

然而，一套优秀的系统，必须要有良好的技师操

作才能发挥作用。对格时图员工进行培训是此次Ohlins

外籍工程师到访的最重要原因。培训并不只是像企业

内部的专业知识宣讲一样简单几节课草草了事，课程

包括了介绍Ohlins历史，产品架构，产品的技术，调校

和测试的知识，以及Kit System的整个操作。务求让学

员在充分了解Ohlins历史与企业文化的基础上再进行专

业知识的培训。在经过一轮专业的培训之后，Ohlins会

为通过培训的学员颁发证书。这证书既是对学员在避

震器方面知识的肯定，也是一份荣誉。

Alex表示，为了能将Kit System以及Ohlins更

加顺利的推广，在第一批学员培训过后，格时图计划

将会开展针对下属经销店以及车队的更深一步培训。

即时的技术支援

目前常见的国外品牌避震器大部分由于国内缺

乏技术支持，用户必须将需维修的避震寄到国外再寄

回来，这样的漫长过程相信是许多车友最头疼的。随

着Kit System的到位，格时图将计划在肇庆赛车场建

立Ohlins产品技术支持中心。中心将负责针对Ohlins

产品进行维修、保养、改装以及研发等工作。只要

Ohlins的产品出现问题，都可以在技术中心进行诊断

维修。格时图也针对Ohlins推出一系列的保修政策以

将技术中心的效能发挥到极致。

除了Kit System，技术支持中心还配备了专业

的避震测功仪。在检测避震器的故障之余，可以根据

显示的数据快速对避震进行调整。只要输入不同的车

载重量以及车型，即可根据不同的测试需要，计算出

压缩、拉伸行程等数据，不管是遇到恶劣的天气还是

受场地所限，只要一个占地不足2平米的功试器就可

以让调整避震变得得心应手。

格时图与Ohlins的这一连串动作，在未来的几

个月内就会见效。格时图携手Ohlins提供的不只是一

套避震器，更多的是一系列售后服务。也许Ohlins的

先行一步，在为自己带来巨额回报的同时，也将掀起

避震器厂商对售后服务的重新思考。

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很大的原因在于中国市场车型

的特殊性。进口配件很多时候并不一定能够百分百匹

配中国车型。因此针对中国市场，必须要有针对性的

研发。所以这次格时图直接请来Ohlins的外籍工程

师配合一套独特避震器选装系统为中国避震市场“把

脉”，并且强化格时图员工的各项避震器理论与组装

的知识，为Ohlins进一步进军国内民用市场奠定良好

的软件优势。

Kit System

        如同众多的避震器生产厂家一样，Ohlins 希望

能将自家的产品安装在任何一辆路面上行驶的汽车

上。针对这样宏伟的目标，Ohlins 并不只是夸夸其

谈而已。Kit System 是一套能够完美适配任何一台

汽车避震类型的系统。此系统汇集着上千种不同型号

的避震器元件，根据不同的驾驶需要，由不同的筒芯

配合不同的上下底座与油封，即可调校出一套个性化

的避震器。

此次格时图终于将这套Ohlins的秘密武器引入

避震测功仪，由电脑控制可以安装各种型号的筒芯进行测试。

格时图负责人 Alex 与 Ohlins 销售总监的每一次交谈都有可能迸发新的合作机遇。

一套避震器只需更换不同的油封和底座就可以完成个性化的调整。

咱们的品质肯定是一级棒的咧！

来自日本的亚洲区销售总监，从前也是技术人员的技术流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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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敢于尝鲜和突破，不甘被守旧思想束

缚，而又对美好事物和生活有追求的葡

萄酒迷，如果你厌倦了人云亦云，性价

比下降的波尔多酒，何不转下口味，尝试下西南产区

特色，来一个舌尖的猎奇之旅。

古老诗歌赞颂的繁荣

西南产区位于美丽的大西洋与优雅的地中海之

滨，多尔多涅河在该地区内缓缓流淌着。诗人们将多

尔多涅河比喻为戏剧丑角身上的五彩斗篷，当它流经

贝尔热拉克（Bergerac）和它的葡萄园的时候，便染

成1片紫色。

当地的葡萄种植园拥有最丰富的葡萄栽培特别工

艺，沿袭着千年的葡萄种植传统及当地的葡萄酒及烈酒

传统。这里的葡萄园拥有三千年的历史，目前拥有至少

20个本地产的葡萄酒商标名称。 

该产区气候炎热，葡萄园面积超过3万公顷，出产

各式各样的葡萄酒。其中16000公顷生产AOC酒。产区

内又包括十几个法定小区。法国西南部各产区的葡萄园

四散分布在十个县，各自有独自的风格和特性。

西南区自古就一直笼罩在波尔多葡萄酒的阴影之

下，由于波尔多的保护主义，有将近五世纪的时间西南

区的葡萄酒必须等波尔多葡萄酒售罄之后才能通过波尔

多的经销商以波尔多之名销售到海外市场。

西南部产区的气候为大陆倾向型海洋气候：夏季

炎热，秋季温和而阳光充足，有如印度的夏季，冬季与

春季凉爽多雨。总之是非常适宜于葡萄生长的气候。降

西南产区——被遗忘的美好
法国西南区的红酒情结
作为葡萄酒爱好者，波尔多这名字可以说无人不晓。拥有深远流长的历史，对当

地葡萄酒的宣传和保护制度，难以推翻的评级及其中几大价格高昂的名酒，轻易

地让人忽略在法国还有其他出色的产酒区。西南产区就是其中之一。
【文】任子仲【摄】专业车志

【鸣谢】裕凯酒业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潭村路 328 号
【电话】020-38105411 / 852370

水不多，除了在巴斯克附近，最西部的葡萄产地要选择

排水较好的土地。秋季天气特别好，能够用过于成熟和

贵腐的葡萄来酿造利口酒。在这个大体一致的气候下，

土壤的多样性在这个地区起了很大作用，给予葡萄酒以

千变万化的特性。 

在西南部产区，混合栽培和养殖业分离出不一样

的风土条件，突出了它们之间不同的个性。比如卡奥尔

石灰质的土壤特别贫瘠，和马第宏的黏土—硅质土的土

壤很不相同。朱朗松在比利牛斯山脚下，受到山和海洋

等地形影响。马西雅克、阿维宏离大西洋400公里，大

陆性气候更明显。

卡奥尔（Cahors）

公元前一世纪卡奥尔就开始葡萄酒的生产,这里

的红酒以马尔贝克（Malbec）葡萄为主，此外还混

合一点梅洛（Merlot）和塔娜（Tannat），又称为

欧塞瓦（Auxerrois）的马尔贝克（Malbec）在这

里有别处难有的精采表现，出产颜色深黑，单宁强

劲，相当耐久存的红酒。很适合野味或加松露的肉

类菜肴。

弗隆东区和歌亚克（Ctes du 
Frontonnais 和 Gaillac）

因特有的聂格列特（Négrette）品种而有别具

风味的红酒和桃红酒。聂格列特（Négrette）颜色

淡，单宁柔和，果香浓，是做桃红酒的好材料。歌亚

克（Gaillac）产区出产各式各样的葡萄酒，从干白

酒到甜酒，各式起泡酒，新酒，久存型红酒等不一而

足，在法国各产区中相当少见。这里的土质相当多

元，葡萄品种颇为复杂，除波尔多品种外还有不少西

南区特有品种如莫扎克（Mauzac）, 费尔（Fer）, 达

得勒依（Len de l‘El。）

延续一个半世纪的热情
克里蒙特酒庄

克里蒙特酒庄坐落在法国塔恩区的阿尔比附近，

隶属于歌亚克产区，歌亚克以它拥有千年历史的葡萄园

而著称。1860年，创始人Jean-Pierre Termes 将一片

葡萄园传给他的儿子Clément Termes,，这片葡萄园在

“蒙泰” 一个教堂的附近，这里重建前是一个宗教战争

期间修葺的要塞。Clément Termes对葡萄园和葡萄酒

有一股真正的热情，1868年，他决定建造一个酒窖。

几年以后，他建造了自己的城堡。当时，他是用木桶装

着葡萄酒走遍整个法国，他的客户大多数是牧师。

这里的葡萄品种丰富多样，主要的白葡萄品

种有莫扎克(MAUZAC)、洛得克（LOIN DE L’ 

IL）、长相思（SAUVIGNON-BLANC）、马斯科

黛（MUSCADELLE）等。红葡萄品种则以浓郁丰

厚、口感复杂著称，主要有布洛可 (BRAUCOL)、

杜拉（DURAS）、西拉（SYRAH）和梅洛（ 

MERLOT ）。酒庄的畅销酒有凯丝特·布兰诗和克

莱门等产品系列。

真正法国人的选择
原产国：France 法国 

产    区：Gaillac 歌亚克产区 

级    别：AOC法定产区酒 

生产酒庄：Chateau Clement Termes 克里蒙特酒庄 

产品种类：Dry Red 干红 

年    份：2005

容    量：750 ml  

酒精度：12% vol

葡萄品种：Braucol布洛可, Duras 杜拉, Syrah 西

拉，Merlot梅洛

土壤特征：歌亚克地区多样和丰富的地质土壤构成

非常适于葡萄树的生长。本酒庄的葡萄园面积 600 

公顷，园中该种植区域土壤结构为白垩粘土质和沙

砾层，该酿制葡萄品种葡萄藤的平均树龄为25年。

酒    评：深紫红酒色，新鲜并令人愉悦的馥郁果

香，带有明显的黑加仑,悬钩子的香气。酒质柔顺丰

满，单宁细致，可早饮用。

佐餐建议：酱鸭，红烧肉， 茄汁鱼块，烟熏肉类、 

扣肉、红烧鱼，炒腰花等。

最佳饮用温度：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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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过瘾          翻国庆
第六届南中国超级赛道节国庆狂欢
人们习惯用金秋来形容一年里的九月、十月。地处南方的广东虽然在这段时

间还看不到金秋的典型景色，但是盛夏里像火一样的炎热也随着时间而渐渐

开始退去。不过进入十月，则又是一番热闹景象！对于全国人民来说，自然

是国庆的大日子；而对于广大玩车爱好者来说，则是在广东国际赛车场举行

的第六届南中国超级赛道节的到来！
【文】章懿哲【摄】邓炜斌、伍思锋、林志达

本
届南中国超级赛道节将于国庆节当天，

即10月1日举行。与往届活动两天的赛程

相比，本届将赛程压缩成一天。正所谓

浓缩就是精华，调整之后的南中国超级赛道节将让广

大车友玩得更刺激、更过瘾。

与往届一样，第六届南中国超级赛道节仍然是作

为广东国际赛车场“风云战-3小时耐力赛”的重要组成

部分。以往是将赛道节时间与其它比赛穿插，分成两天

来进行分组练习和决赛，另在比赛之前提供一节自由练

习时间。本届活动则将所有的分组练习和决赛集中在一

天进行，另在9月30日提供一节自由练习时间。

这样的调整将为车友们带来
五大过瘾：

一大过瘾：过足飙车瘾。更加集中的出赛道时

间，无须与其它赛事共享时间，意味着更加充足的出车

时间、更加低的出车密度，每位车友都可以得到比原来

更多的赛道体验。

二大过瘾：过足车队瘾。更加紧凑的安排，减

少了绝大部分等待的时间，也让各参赛者需要更加有

效地调整自己的赛车，调配车队资源，像专业车队那

样管理。

三大过瘾：过足观赛瘾。除了9月30日一节自愿

参加的不分组练习，在1日之前的耐力赛期间并无其它

安排，车友们可以专心观看风云战的各类精彩比赛，享

受后场的丰富活动。

四大过瘾：过足奖品瘾。这个其实应该不算南中

high

第五届
南中国超级赛道节
合作伙伴：

国的新闻了。每届活动丰富的车友奖品和抽奖奖品，都

是所有人最最开心的时刻，让现场气氛达到最高潮。

五大过瘾：过足长假瘾。更加紧凑的安排为所有

人和车队节省了至少一天的食宿费用，也节约了一天的

时间。大家过完车瘾之后，还有充足的时间安排余兴活

动，尽情享受这个中秋、国庆同乐的假期。

怎么样？南中国超级赛道节是一个几乎没有门槛

的真正节日，只要您有合法驾照，能将车开到广东国际

赛车场，就一定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上专业赛道一试身

手。哪怕您只是一个普通观众，到这里也一定会受到现

场热烈气氛的感染，不虚度这个黄金周长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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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授之道，精诚所至 
高性能赛车俱乐部负责人施建民采访
作为一个超级汽车发烧友，“施建民”的名字在国内飘移运动领域里可谓无人不知。

从小就喜欢模型车的他，拥有着许多不同类型比赛的实战经验，也组建了高性能飘移

培训班，现在已经拥有了超过 300 名的学员。
【文】【摄】陈晓虹

【鸣谢】高性能赛车俱乐部
【地址】广东惠州陈江潼侨工业基地（东江环保对面）锦龙服饰厂内
【电话】0752-3076222

采
访在高性能赛车俱乐部的大本营进行，当

时施建民正在教两个广西学员学飘移。大

中午的太阳很热，晒得大家一声大汗，但

是他却在烈日下看得津津有味并时不时上车亲身示范

一下飘移。这就是施建民——一个51岁的赛车手。

爱车所以玩车

和大部分出生在60年代的赛车手一样，施建民

从小就喜欢汽车。小时候的他拥有了不少模型车，这

些模型车也进一步的加深了他对赛车运动的向往。

1990年的时候，他开始接触卡丁车运动，并喜欢上

了追求速度的感觉。当时的深圳香蜜湖卡丁车场上，

几乎每天都可以经常看到他练车的身影。凭着过人的

毅力和天赋的才华以及勤奋的练习，施建民在卡丁车

赛中略略夺取名次，于是他开始参加场地赛。

1997年的他开始珠海场地赛，但是驾驶着一辆

破旧的AE92赛车，刚开始还名列前茅，最后几圈却

由于赛车在中途出现故障，赛后只能得到了15名的

名次。因为赛车故障而无法发挥应有的实力，对于施

建民来说这是一件很郁闷的事。于是一年后，他换了

一辆性能更佳的EG6，并拿下季军。

在那些难忘的赛车路上

场地赛的成功令得施建民开始想往更多的赛事

类型发展，于是在2000年，他报名参加了全国拉力

赛并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多月的拉力课程培训，并在5

月份开始出赛拉力赛。

当时的第一站是在贵州比赛，凭着自己的努力

施建民获得了不错的成绩，本来以为可以登上颁奖台

的他在上海的比赛中却因赛车的变速箱出现故障，最

后只能遗憾退赛。“当时我的车每次进档都要踩两次

离合，最后和第一名足足差了14秒。”施建民回忆

着这段至今令他难忘的历程，笑着对我说。

拉力赛的失利并没有让施建民就此止步赛车

圈，反而让他得到了启发并组建了“高性能车队”，

2004年他重返场地赛，并在CCC赛场上（CCC即

现在的CTCC）开着一辆日产Sunny与778车队的卢

家两兄弟恶斗，最后获得了当年珠海战的第三。

从幕前转到幕后

踏入2004年，国内飘移运动开始兴起，施建民也

开始接触到飘移并购入飘移车辆来练习飘移技术。他

对这项在控制车辆失控中体现自己的运动称赞不已，

因为可以训练驾驶者在日常驾驶中对失控车辆的救车

能力，减少事故的发生。而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天份，

他也在2009年的WDS中获得了国际组的第四名。

由于自己的工厂扩张，现在的施建民已经没有

太多的时间去参加比赛，所以他办起了高性能飘移培

训班并与省汽联合作举办飘移赛车执照认可考试课

程，藉此可以向更多的人传授飘移技术，让他们在参

与飘移运动的同时可以更深入的了解道路安全驾驶的

重要性。

为了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高性能培训班现在

已经具备了9辆由日本技师负责调校的联系车，同时还

建立了能满足高中低三种难度的训练场地，在这个月，

施建民又从国外引起的安驾培训全套设备，通过这套设

备能更好的教授给学员们如何救车以及自救等等课程。

相信在今后的安全驾驶以及飘移培训中，会有更多的人

来到这里，接受高性能赛车俱乐部的培训。

传授之道，精诚所至。这就是施建民的精彩人

生，也是他对赛车的终生热诚。

高性能飘移培训班会定期开展。

学员经过安驾设备训练后，驾驶 S13 已能飘得有模有样。

施建民表示，自从安驾培训设备引入后，学员能更快学会飘移。

虽然他已经 51 岁了，他对赛车的热诚依然还在，所以建立这个场
地让更多人学习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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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炜斌 Ban-Tang（海外总监邓炜斌）

老妈发现腰椎有点移位，影响到双脚越来越不好，趁着今天有一点空闲，就近近的带她走走看看，哈…还挺精神

的。

 

@拍车佬尹博崴（首席摄影师尹博崴）

同事@Sinner丶邱小杰也遇到了讹钱的无良老太婆，见老人摔倒好心去扶却被诬陷，一说有监控马上站起来拍拍

屁股若无其事地就走了。为老不尊，叫人怎么尊老？

@万事如意庞榆议（美术总监庞榆议）

9月10日晚为时5小时从深圳湾走到大剧院，真正的走一个，感谢你@寂寞小尿 一次新的呼吸。

@伍思锋（摄影师伍思锋）

#CFGP 2012 R2#OIC,T5。一位仁兄，图一时方便，不顾个人安全，直接穿过赛道，并且在赛道中来回走

动，想找个好的摄影点，而在一旁的赛道裁判，居然不把他叫回来，任由他在赛道上跑，更搞笑的是，当他站

到赛道旁的摄影台准备拍照，赛道裁判却把他赶下来，不让他在上面拍！@CFGP中国方程式大奖赛

@堇樊（设计师樊金瑾）

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的，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

@ssssstella_ice（设计师石雨鑫）

人生第一次，差点成为高速追尾的一份子广深高速，刚过机场路段，过了山洞大雨倾盆，前面车突然急刹车，还

好车速不快，我们也马上刹，福大命大，没撞上也没被撞。开过来发现有五起追尾，每起都四五台车。下大雨路

滑，车速一定得慢啊。

@Ramme 小树（测评部成员何宇龙）

明天要调闹钟，于是就先试试究竟能不能响。测试时间是2：04分。从2：03到2：04短短一分钟，我只是盯着屏

幕看。心想我应该看看微薄什么的根本不需要干等，事实上我就是死盯着时间。一分钟很长，也怕突然的响声会

吓自己一跳，但是不响我会更愁。一个测试，蕴含几个生活哲学题：人生最难最难就是等待。

@XYZ108（测评部成员冼业湛）

刚才突然想起，这几晚好像比以往凉爽了。再往前想，是哦，立秋都过了，秋天是来了，时间真系快...静坐常思己

过,闲谈莫论人非。平静下来，少点急功近利之心...

@Kingkong_Seven（测评部成员冯志伟）

车要定期做做保养，人也一样。

@粽子 GG（测评部成员任子仲）

这次环塔打算采用几种方式来记录赛事，传统的图文记录，然后是视频，这个可能要赛后才能剪辑了。此外，会用

iPhone实时拍一些短片上传。只是一个人做这么多，争取能合格吧。

@April- 豆丁（测评部成员植仲颜）

这是我最喜欢的水果-石榴。虽然剥的过程很麻烦，但可以毫无顾虑地大口吃它的果实，是一种成就感！

@Kit_Wuang（测评部成员黄俊杰）

第六届南中国超级赛道节即将开始，大家快来报名吧！！

@keikoooo（市场部高级客户经理林敏）

自由行组团速度办起来，只要50大元通行证+半年单次往返签注，还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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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锋行电子油门加速器

■深圳市星锋行科技有限公司  ■ 0755-36959612 18929359177
POTENT BOOSTER 电子油门加速器是一款时下最流行的汽

车改装用品，主要是为了喜欢激情驾驶的人们设计，使用本产品

后可以减少汽车电子油门延迟现象，提高油门灵敏度，使汽车起

步和加速更快，让你更好的享受驾驶乐趣。长期使用 POTENT 

BOOSTER，提高油门反应灵敏，可以显著减少发动机积碳，引擎

历久常新。POTENT BOOSTER 解决了电子油门响应滞后的问题。

这样会有效的避免车辆起步时，出现突发性的前窜现象。

电子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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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YS TE37SL零创订制版
■深圳市零创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 0755-82221633

5X112  18X9J        

5X112  18X8.5J     ET35

5X120  19X9.5J     ET21

5X120  19X10.5J   ET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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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 Cooper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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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锋行电子节气门控制器

■深圳市星锋行科技有限公司  ■ 0755-36959612 18929359177

POTENT BOOSTER 6-DRINE 电子节气门控制器主要是通过控制汽车节

气门的开合灵敏度来改善汽车的操控性，使汽车更好的适应不同人群的驾驶

习惯和不同的行车路况。本产品具有 6 段可调模式，加速感从强到弱的分级

非常细微，并使用了比较平滑的效果曲线使本产品可以保证加速的同时不增

加油门的操控难度。新款 POTENT BOOSTER 电子节气门是目前全球最轻

薄的一款，它几乎能够对应目前市面上的所有车型。

Electronic 

电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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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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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速彩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五方天雅汽配用品大厅一层 1060 号 速彩之星

■ 400- 068- 1600

1、AMG 金属油门踏板、刹车踏板、手刹踏板 3 件套
适用于奔驰 2012 款 C 级、E 级、CLS、GLK 等车型。
2、奔驰衣架，适用于奔驰全系车型（带头枕屏车型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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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珠海大班鳄汽车内饰改装工作室  

■ 珠海市沥溪第一工业区 38 栋 5 楼

■ 0760- 86638556  

■ www.taipan3.cn 

  

奥迪A6L内饰改装Interior
内饰改装

Wheel
   轮圈

Wheel
轮圈 雅泛迪Advanti-SK92 2012年新款

■ 广州雅泛迪贸易有限公司

■ 020-66843600
雅泛迪 SK92 十爪式轮面设计，配以黑色和亮蓝色交互涂装，加强了动感流线型的

特点，令人耳目一新，效果也超炫。SK92 新款 17 英才的主要有三种 5-105（颜色

以消光黑全亮面、肋背车沟车亮、蓝色透明漆。适配科鲁兹、非 1.6T 的英朗）；5-114.3

（颜色以消光黑全亮面、肋背车沟车亮、红色透明漆。适配大部分日系车型，如雅阁

2.4、思域、锐志等）；5-115（颜色以消光黑全亮面、肋背车沟车亮、蓝色透明漆。适配君威、1.6T 英

朗和 300C 等）。18 英才的以 5-120（精加工，铁灰全亮面。适配宝马 3 系、X1、X3、Z4 等）为主。

 system

Electroni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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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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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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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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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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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之林轮胎轮圈之家

联系人：卢文忠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福新中路

238 号（亚太汽配城右侧，岳峰路加油站红绿灯

原方向玻璃处）电话：83619599

极限汽车改装

联系人：林瑜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连洋路 123 号好来屋

5 号楼 1406     电话：0591-87338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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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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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51323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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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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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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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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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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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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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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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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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倍思特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史俊清 

地址：河北省沧州市清池北大道 35 号

电话：13931733246

唐山深改	

联系人：夏宇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光明路南新道口第五

医院对门    电话：13730506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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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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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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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工改灯	

联系人：刘海龙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常码头汽车用品市场

5-7 号   电话：027-8682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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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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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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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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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利达	

联系人：段林云 

地址：湖南省冷水江菊花井三叉路口米其林轮胎

店    电话：13789249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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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地区代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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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总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龙方路汽配市场 5 栋 9-10

号    电话：1380668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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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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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塘路 142 号

电话：13285776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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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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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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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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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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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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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士达车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伟 

地址：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火车站候车室向南 50

米    电话：0912-8161777

贝登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潘治宇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中山北路 127 号 

电话：021-56620240

联锐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洪亮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虹梅南路 3525 号 

电话：13761973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