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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渊源

近日近日，，MGMG 名爵品牌旗名爵品牌旗

下首款基于上汽最新下首款基于上汽最新SIGMASIGMA

平台开发的平台开发的 MG ONEMG ONE，，展展

示了最新的智驾示了最新的智驾、、智舱科智舱科

技技，，以高通骁龙第三代汽车以高通骁龙第三代汽车

数字座舱平台旗舰级数字座舱平台旗舰级81558155芯芯

片片、、基于高精地图的高阶智基于高精地图的高阶智

能辅助驾驶系统等七大智能能辅助驾驶系统等七大智能

产品力产品力，，力争颠覆行业格力争颠覆行业格

局局，，打破燃油车智能天花打破燃油车智能天花

板板。。上汽集团数据业务部副上汽集团数据业务部副

总经理总经理、、上汽乘用车首席数上汽乘用车首席数

字官张亮在发布会现场表字官张亮在发布会现场表

示示：：““MG ONEMG ONE 拥有强大的拥有强大的

智能科技智能科技，，打破了以往只有打破了以往只有

新能源汽车才有智能化的刻新能源汽车才有智能化的刻

板印象板印象，，实现了燃油车的智实现了燃油车的智

能化能化。。我们要把我们要把 MG ONEMG ONE

打造成燃油车里的造车新势打造成燃油车里的造车新势

力力，，打破电动车和燃油车两打破电动车和燃油车两

级分化的局面级分化的局面。。””

智能化是全球汽车发展智能化是全球汽车发展

的大趋势的大趋势，，但在人们的印象但在人们的印象

中中 ，， 智 能 化 专 属 于 电 动智 能 化 专 属 于 电 动

车车，，燃油车很难突破这个天燃油车很难突破这个天

花板花板。。随着随着““新四化新四化””技术技术

的进步的进步，，电动车和燃油车两电动车和燃油车两

极发展的现有格局将被打极发展的现有格局将被打

破破。。

作为第一个在行业中提作为第一个在行业中提

出了出了““新四化新四化””趋势判断的趋势判断的

上汽上汽，，通过探索和实践通过探索和实践，，推推

出了上汽智能全球模块化架出了上汽智能全球模块化架

构构 ————SIGMASIGMA。。 SIGMASIGMA 架架

构以机械时代最强三大件为构以机械时代最强三大件为

根基根基，，是天生以智能科技为是天生以智能科技为

土壤发展出来的架构土壤发展出来的架构。。它不它不

仅解决了燃油车智能化的问仅解决了燃油车智能化的问

题题，，更让燃油车的智能科技更让燃油车的智能科技

比肩造车新势力旗下新能源比肩造车新势力旗下新能源

汽车车型汽车车型。。

基于基于 SIGMASIGMA 架构的赋架构的赋

能能，，MGMG 名爵旗下首款智潮名爵旗下首款智潮

科 技科 技 SUVSUV————MG ONEMG ONE 以以

最强三大件为基础最强三大件为基础，，匹配领匹配领

先的智舱先的智舱、、智驾科技智驾科技，，以科以科

技平权技平权、、潮流平替及体验无潮流平替及体验无

限作为三大全新标签限作为三大全新标签，，成为成为

革新行业认知的燃油车新势革新行业认知的燃油车新势

力力。。

能否带领行业进入新的能否带领行业进入新的

智能时代智能时代？？能否带给消费者能否带给消费者

真正的智能体验真正的智能体验？？这是当代这是当代

““新势力新势力””真正的特征真正的特征。。而而

MG ONEMG ONE 既拥有堪比电动既拥有堪比电动

车的智能科技车的智能科技，，还保留了燃还保留了燃

油车的驾控乐趣油车的驾控乐趣。。MG ONEMG ONE

的出现的出现，，打破了新能源汽车打破了新能源汽车

对智能科技的垄断与引领地对智能科技的垄断与引领地

位位，，让年轻人享受到更多科让年轻人享受到更多科

技带来的乐趣技带来的乐趣，，让智慧科技让智慧科技

不再仅仅专属于电动车不再仅仅专属于电动车。。

作 为 燃 油 车 新 势 力作 为 燃 油 车 新 势 力 ，，

MG ONEMG ONE 用七大智驾用七大智驾、、智智

舱科技舱科技，，将将““潮潮””淋漓尽致淋漓尽致

地传递给用户地传递给用户，，以超全科技以超全科技

装备实现智舱体验装备实现智舱体验，，以超全以超全

豪华硬件感受未来出行豪华硬件感受未来出行。。

MG ONEMG ONE 搭载目前最搭载目前最

强的车载强的车载““芯芯””片片———高通—高通

骁龙第三代汽车数字座舱平骁龙第三代汽车数字座舱平

台旗舰级台旗舰级81558155芯片芯片。。它是旗它是旗

舰中的王者舰中的王者，，采用行业顶级采用行业顶级

77nmnm制程技术制程技术，，领先同级产领先同级产

品品。。平台运算速度达平台运算速度达 360360 万万

次次//秒秒，，比上一代产品性能比上一代产品性能

整整提升了整整提升了 33 倍倍；；结合全球结合全球

首搭的斑马智行首款异构融首搭的斑马智行首款异构融

合式智能座舱操作系统合式智能座舱操作系统————

洛神洛神 OSOS，，突破交互多重维突破交互多重维

度度；；再配以再配以3030英寸环抱式三英寸环抱式三

联大屏联大屏，，给用户够科幻给用户够科幻、、够够

大大、、够沉浸的体验够沉浸的体验。。

MG ONEMG ONE 的智舱不仅的智舱不仅

拥有全球首个拥有全球首个 77 天自进化系天自进化系

统统，，具备即兴学习和具备即兴学习和 77 天云天云

端学习能力端学习能力，，而且拥有上汽而且拥有上汽

百万互联网车主与阿里百万互联网车主与阿里 33 亿亿

智能家庭构建的全球最大的智能家庭构建的全球最大的

语义库语义库，，语量十分惊人语量十分惊人，，由由

此实现多种语言此实现多种语言、、多人指多人指

令令、、双向反馈及深度理解的双向反馈及深度理解的

智能语音交互功能智能语音交互功能。。

MG ONEMG ONE是首个搭载是首个搭载BB

站的电竞空间站的电竞空间，，分秒之间实分秒之间实

现跨次元现跨次元，，将将BB站原汁原味站原汁原味

的内容完美呈现的内容完美呈现，，是最值得是最值得

ZZ 世代世代““一键三连一键三连””的全新的全新

座舱座舱。。作为首个与作为首个与BB站深度站深度

合作的座舱合作的座舱，，MG ONEMG ONE 智智

舱不仅有舱不仅有BB站专属动画和定站专属动画和定

制主题制主题，，还可以与车机端账还可以与车机端账

号无缝同步号无缝同步，，实现语音打开实现语音打开

视频视频、、发弹幕发弹幕、、点赞等功点赞等功

能能；；同时同时，，一体式电竞座椅一体式电竞座椅

造型给予优异的动态支撑造型给予优异的动态支撑；；

3030英寸环抱三联大屏带来真英寸环抱三联大屏带来真

实实、、细腻的高分辨率画质细腻的高分辨率画质。。

MG ONEMG ONE 作为自主品作为自主品

牌中首款搭载主驾驶座椅专牌中首款搭载主驾驶座椅专

属的专业演奏级雅马哈双头属的专业演奏级雅马哈双头

枕音响的车型枕音响的车型，，拥有雅马哈拥有雅马哈

独有的高保真对称摆动技独有的高保真对称摆动技

术术，，加上专业调音匠人的专加上专业调音匠人的专

业能力业能力，，输出输出““66++22””环绕环绕

效果效果，，使得车内再现使得车内再现““纯粹纯粹

真 声 音真 声 音 ””。。 智 舱 内 还 拥 有智 舱 内 还 拥 有

““千万级千万级””网易云曲库网易云曲库，，可可

根据个人喜好进行每日更根据个人喜好进行每日更

新新。。

MG ONEMG ONE 配有基于高配有基于高

精地图的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精地图的高阶智能辅助驾驶

系统系统，，车在路上行驶车在路上行驶，，有如有如

神助神助。。MG ONEMG ONE以以55个德国个德国

博世第五代毫米波雷达博世第五代毫米波雷达、、44

个个 360360°°高清环视摄像头高清环视摄像头、、

1212个超声波传感器个超声波传感器，，造就同造就同

级最全传感器级最全传感器，，使得驾驶者使得驾驶者

前后左右的视野全开前后左右的视野全开；；并携并携

手中国最大的数字地图提供手中国最大的数字地图提供

商商———四维图新—四维图新，，开发同级开发同级

唯一的高精地图唯一的高精地图，，从高速公从高速公

路路、、快速路到城市道路快速路到城市道路，，各各

个场景逐步覆盖个场景逐步覆盖；；更有更有2020项项

智能辅助驾驶功能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实现打实现打

灯变道灯变道、、自主上下匝道等高自主上下匝道等高

阶场景驾驶阶场景驾驶，，给予用户同级给予用户同级

最优的驾驶体验最优的驾驶体验。。

MG ONEMG ONE 作为配置首作为配置首

个无感手机车钥匙的燃油个无感手机车钥匙的燃油

车车，，可给予用户管家式迎宾可给予用户管家式迎宾

服务服务，，用户靠近车辆自动解用户靠近车辆自动解

锁锁，，离车自动上锁离车自动上锁，，而且五而且五

门均可识别门均可识别。。MG AppMG App还可还可

随时随地下载分享随时随地下载分享，，而且用而且用

户无需启动就可自动激活车户无需启动就可自动激活车

钥匙功能钥匙功能。。MG ONEMG ONE 的安的安

全也不需要担忧全也不需要担忧，，无感手机无感手机

车钥匙拥有国内唯一一家通车钥匙拥有国内唯一一家通

过五大测评机构评测的移动过五大测评机构评测的移动

安全系统安全系统，，不仅能进行金融不仅能进行金融

级安全防护级安全防护，，还可以在异常还可以在异常

状态情况出现时状态情况出现时，，及时给予及时给予

用户安心提醒用户安心提醒，，让用户安全让用户安全

驾驶驾驶。。

MG ONEMG ONE 可实现全场可实现全场

景无人智能泊车景无人智能泊车，，新车可随新车可随

意调节车身意调节车身 00--5050%-%-100100%%透透

明度明度，，实现实现 44DD 透明车身透明车身；；

并通过并通过 44 个高清摄像头和个高清摄像头和 1212

个超声波雷达个超声波雷达，，360360°°无死无死

角地观察车辆周边环境角地观察车辆周边环境，，让让

停车环境一览无余停车环境一览无余，，实现了实现了

2929 种泊车场景全覆盖种泊车场景全覆盖，，有有

线线、、无线均可识别无线均可识别，，水平水平、、

垂直垂直、、斜列车位都能停斜列车位都能停。。用用

户在手机户在手机AppApp上可以点选泊上可以点选泊

车方式车方式，，系统可以控制车辆系统可以控制车辆

完成自主泊车完成自主泊车，，给予用户最给予用户最

大的方便大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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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 ONE以智驾、智舱科技颠覆行业格局

打造燃油车界的

新势力
七大科技带来

全新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