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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高考成绩陆续放榜，莘莘
学子即将开启人生新征程。 近日，
比亚迪宋DM也踏上“考场”，在广
州接受全国媒体的试驾考验。“不
从众，更出众”，宋DM上市以来好
评如潮，有说它外观漂亮，有说它
配置逆天……然而作为一辆以性
能取胜的车型， 百公里加速4.9秒
以及全时电四驱才是它的硬实力。
真是应了那句话，明明可以靠脸吃
饭却偏偏要拼才华。这款20万级别
的性能标杆车型将带来怎样的驾
乘体验？让我们用“考试成绩”来说
话。

三擎动力加持
4.9秒轻松破百

作为比亚迪又一款“542”战略
车型， 强劲的动力表现绝对是宋
DM的看家本领。 在试驾过程中，
我们首先进行的就是0-100km/h
加速测试。

在百公里加速测试前，大家纷
纷做好被宋DM推背的准备。毕竟
1.5TI发动机与前、 后驱动电机三
擎动力齐发， 最高可爆发出333千
瓦的总功率，740牛·米的总扭矩，
百公里加速更可达4.9秒， 强悍的
数据让每一位试驾员的肾上腺激
素都在飙升。

测试开始，在宋DM多种行驶
模式下，选择最强的SPORT+HEV
模式，试驾员干净利索地将油门踩
到底，巨大的动力瞬间被传递到整
车。 在加速过程中没有任何迟滞，
动力传递非常流畅。电机起步之后

发动机开始介入，强大的扭矩和动
力输出， 伴随着强烈的推背感，宋
DM像离弦之箭一样被弹射出去，
直叫人大呼过瘾。三擎动力果然不
同凡响， 在混合动力模式下，宋
DM的多次测试都在5秒以内，表
现相当出色。

与此同时， 在全力制动过程
中，宋DM的表现十分平稳，连续
测试后，测得百公里制动最好成绩
为35.89米， 平均成绩也保持在38
米左右， 制动表现优于同级车型。
而且，宋DM在行驶过程中忽然收
油的时候，不会像别的混合动力车
型这样一下停住，能感觉到一个比
较明显的减速过程，应该是宋DM
的能量回收系统在发挥作用，驾驶
体验更好。

可能有网友会担心宋DM在
电量低的情况下的加速体验，这
个大可不必担心， 因为宋DM可
以设置电池电量的最低百分比
（SOC），当电池剩余电量低于这
个数值的时候，车辆会自动通过
汽油发动机发电为电池充电，使
电池电量始终保持在这个百分
比之上。喜欢纯电行驶的朋友可
以将这个比率调低至15%左右，
以保证电动机能够最大程度发
挥功效 ， 而如果将 SOC设定到
50%以上， 则能够保证发动机提
前介入，保证整车的充足动力。

全时电四驱
越野安全两不误

宋DM虽然不是硬派 SUV，

但是搭载全时电四驱的它，绝
对够格到郊外去“撒点儿野”。
我们这次也集中测试了越野状
态下经常遇到的几种路况 。在
驼峰坑洼路段， 如果开的不是
四驱车一般会出现车轮打滑的
情况。 但宋DM采用三擎分布，
实现了前后独立扭矩分配，只
要还有一个车轮有附着力，电
四驱都能及时响应制动打滑车
轮， 利用唯一有附着力的车轮
脱困。无论是斜坡还是涉水，无
论泥泞还是乱石，宋DM都能轻
松应对，不失硬汉风范。

正所谓“无安全不越野”，宋
DM全时电四驱20毫秒的响应速
度，比机械四驱快了 10倍，遇到
突发状况能更好应对，开起来也
让人觉得安心。例如在上下驼峰
时， 很明显能够感觉到宋DM发
力的迅速和针对连续驼峰的起
伏中四驱系统介入的及时性。测
试的时候， 宋DM的表现让同行

的老司机赞不绝口。

德国专家调教底盘
美妙驾乘体验

当然， 相对于严苛的越野测
试，更多的消费者会在意日常用车
的体验。所以，我们也进行了城市
道路的深度试驾。主要从舒适性与
驾控感两方面来体验。

宋DM舒适的内饰空间和丰
富的智能配置为驾乘人员带来了
豪华车的轻奢享受。CarPad安卓系
统集合导航、上网、娱乐等智能互
联功能，试驾基本可以告别手机的
使用；超大越级全景天窗，纵享开
阔视野；360°全景影像、PM2.5绿
净系统、遥控驾驶、移动电站、云服
务等众多高科技配置连番上阵，试
驾过程惊喜连连。 在驾驶宋DM
时，身体位置与操控动作都可以施
展得很开，同时不会对后排活动造
成影响，可见在车内空间和细节的
设计上，处处体现了宋DM的体贴

和周到。
试驾过程中，宋DM的底盘表

现让人眼前一亮。宋DM的底盘采
用了铝合金铸造工艺， 材质轻、抗
压强度高。 得益于前奔驰专家
Heinz�Keck�专业级调校，以及独立
后悬架系统， 宋DM低速转向精
准，整车操控灵活自如，高速行驶
中直线、过弯底盘支撑强劲，悬挂
的韧性和车尾的跟随性都很出色，
给人十足的信心，同时在加速和刹
车过程中，也不会出现非常明显的
抬头和点头现象。 在坑洼路段，悬
挂则对道路的颠簸有很好的过滤，
也保障了驾乘的舒适性。

宋DM拥有混动（HEV）以及
纯电动（EV）两种运行模式，可以
实现短途行驶用纯电、长途行驶油
电混合。在EV模式下，可感受到宋
DM纯电介入的那种即点即有、随
传随到的动力响应，加上隔音做得
好，纯电行驶带来的是绿色和安静
的出行享受。 而在HEV模式下，既
可在ECO模式下享受省油又省心
的轻松驾驶， 又可切换为运动模
式，全神贯注享受速度与激情。

经过严苛的试驾考验，宋DM
交出了令媒体老师满意的答卷，出
色的产品性能和驾乘乐趣没有辜
负大家对它的期待。宋DM在“每
门功课”中都有着优异的表现———
澎湃动力，无敌加速；全时电四驱，
安全出行； 日常驾乘， 舒适安稳
……不负众望地在市场上赢得了
“宋大美”、“宋大卖”的赞誉，是否
可以持续成为爆款？值得期待。

不从众更出众 宋DM交上满意测试答卷

1.准确定位，可参考“1分
段”统计表

为便于考生对自己成绩准
确定位，避免志愿填报“过高”
或“过低”，省教育考试院继续
向社会公布全省高考考生的“1
分段”统计表（会在该院网站和
微信平台发布）。 要注意的是，
因我省地方性加分项目只适用
于我省省属高校投档时使用，
所以专门按照加分的适用范围
对全省考生成绩分别进行了统
计排名，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可
参照其适用的全省排名情况综
合分析，从而作出准确判断。

2.单科成绩“万里挑一”增
加一次投档机会

我省政策规定， 对高考文
化科目单科成绩位于全省前万
分之一的三本线以上的考生，
增加一次投档机会。 即对上本
科一批或本科二批录取控制分
数线的单科成绩优秀考生，在
本科一批平行志愿投档前，按
志愿提前投档一次； 上本科三
批录取控制分数线的单科成绩
优秀考生， 在本科二批平行志
愿投档前， 按志愿提前投档一
次。6月27日， 将在省教育考试
院网站和微信平台上公布文化

科目单科成绩位于全省前万分
之一的本科三批录取控制分数
线以上的考生名单， 请有关考
生留意。

需要强调的是， 湖南为单
科成绩优秀考生专门设置了
志愿，提前按专设志愿投档。
符合条件的考生如要利用这
一政策， 一定要在专设志愿
栏填报志愿， 并弄清相关政
策规定和要求，特别要了解所
报的院校是否认可，以把握好
这一机会。

3.艺术类专业注意事项

关于本科提前批省外艺术
类专业以及在湘部属院校音乐
类专业的录取控制分数线：本
科提前批中， 按独立设置艺术
院校招生政策招生的艺术类专
业的专业及文化录取控制分数
线均由招生院校依据教育部和
我省有关规定自主划定； 其他
省外院校艺术类专业以及湖南
大学、 中南大学的音乐类专业
的专业及文化录取控制分数线
由招生院校依据有关规定确
定， 但文化录取控制分数线不
得低于二本文史、 理工录取控
制分数线的65%。

关于本科提前批省属院校

艺术专业以及在湘部属院校美
术类专业的录取控制分数线：
往年这部分计划的录取控制分
数线是在成绩公布且考生志愿
填报完成以后再单独划定，今
年调整为与本科二批的艺术类
专业分科类划定同一条文化和
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

4.军队院校在湘招生志愿
填报

根据教育部和中央军委有
关部门的最新通知精神， 今年
军队院校将按改革后新的院校
体系招生。

军队院校招生体检标准
作了新的调整，细化了考生体
检合格类别和各专业合格标
准， 军检合格结论由原来的2
类合格细化为13类合格。为适
应这一变化，在保持志愿设置
和投档录取规则不变的前提
下，我省按照新的体检合格标
准将招生专业归类，并按类别
填报志愿及投档录取。具体情
况，可登录湖南省教育考试院
工作 网（www.hneao.edu.cn）、
“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 服务
网（www.hneeb.cn）、“湖南考
试 招 生 ” 微 信 公 众 号
（hnkszswx）查询。

明日起填报志愿，这些变化要关注
单科成绩列全省前万分之一可增加一次投档机会 军队院校按新体系招生

本报6月24日讯 省教育考试院
今日发布消息， 今年高招的志愿填报
分两个阶段进行：6月26日至27日，填
报本科提前批（含需要政审、面试的贫
困专项计划）；6月28日至7月2日，填
报本科一批至高职专科批志愿、“单科
优秀考生”志愿、贫困专项计划志愿。

另外， 本科一批至高职专科批各
批次还安排了征集志愿。各批次征集
志愿的具体时间是：军事院校征集志
愿7月11日，贫困专项计划征集志愿7
月14日，本科一批征集志愿7月21日，
本科二批征集志愿7月27日， 本科三
批征集志愿8月5日，高职专科第一批
征集志愿8月16日、第二批征集志愿8
月19日。请考生关注各批次志愿填报
时间，及时填报志愿。

今年与去年一样， 考生在网上填
报志愿时，统一使用“动态口令卡”上
的密码提交、确认并保存本人志愿信
息。“动态口令卡”有随机生成的16个
密码，密码采用覆膜覆盖以防止泄密，
考生使用时， 每次刮开一条对应的密
码。考生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动态口
令卡”和密码，不要泄露给外人，以防
他人篡改志愿。

特别强调的是， 志愿填报是一项
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每一位考生都
要严肃认真地对待，严格按规定、按程
序操作，避免漏填、错填，更不能错过
填报时间。
■记者 贺卫玲 实习生 罗翠 罗佳玉

·动态

6月26日起，我省开始高招志愿填报。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