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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兰博基尼 敞篷版

极致性能与优雅生活方式的全新体验

• 前沿科技、超凡性能与敞篷激情的完美结合

• 电子液压、轻质软顶只为带来纯粹敞篷体验

• 智能空气动力学解决方案，只为最大限度提升敞篷驾驶体验

• 搭载自然吸气 发动机，输出功率高达 千瓦 马力，

公里 小时加速仅需 秒，最高时速超过 公里 小时

• 可变排量控制系统与发动机启停系统完美融合，有效降低二氧化碳

排放量

【 年 月 日，圣亚加塔•波隆尼 法兰克福】意大利超级豪华

跑车制造商兰博基尼汽车有限公司在法兰克福国际车展全球首发

敞篷版车型。该车型不仅拥有 的极致动力与

性能，同时还将敞篷驾驭的极速与激情完美融合。

兰博基尼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先生表示：

“ 敞篷版开创了搭载自然吸气 发动机的超级豪华跑

车市场的全新纪元，并完美传承了品牌所倡导的敞篷驾驭体验。集创新、

性能以及 车型的卓越品质于一身， 敞篷版将

全新技术与驾驭激情演绎至全新高度。其前身， 敞篷版是兰博基

尼史上最为畅销的敞篷版车型。而 敞篷版则将在其基础

上，带来前所未有的超越。”

敞篷版是前沿科技、卓越品质与极致性能的代名词。极

致舒适、优雅奢华、纯粹、动感的设计理念使得该款敞篷版车型成为兰博

基尼又一标志性车型。轻量化、电子液压软质顶篷让该款车型无论何时何

地都展现出兰博基尼汽车的全新设计理念。在最大限度地提升舒适性的同

时，毫无保留地为驾乘者提供无与伦比的驾控感受。

敞篷版搭载 升 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

千瓦 马力； 公里 小时仅需 秒，最高时速可达 公

里。 敞篷版代表着 年 家族的全新特征：

配备发动机可变排量及车辆启停控制系统；应用全新 轮驱动电子控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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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带来驾驭感受的全面提升。

设计与全新软质顶篷

敞篷版诠释了兰博基尼汽车独特设计理念的最新发展。

在秉承品牌一贯的设计原则“型以致用”的同时，车型设计给人带来强烈

的视觉冲击力。 敞篷版不仅仅是一款外观绝佳的车型，

其动力性能也着实令人惊叹。

敞篷版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全新软顶的应用。车顶颜色有

三种可选 黑、棕及红色。即使在不开启的状态下，敞篷版车型也能轻松与

硬顶版车型区分开来。车长达 米，车宽 米而车高仅为 米。

软顶与车型整体相得益彰，收起时则会最大限度地隐藏在特定的空间中，

保证车辆重心不会受到任何改变，尽显敞篷版车型绝佳的运动气质与硬朗

的车身曲线。

通过中控制面板的开关按钮，在时速 公里内，软顶的启闭时间仅需

秒。无论在软顶开启还是关闭的状态下，后窗玻璃都可自如放下。在车窗

打开的时候，驾乘者便可感受 自然吸气发动机所传递出的美妙声浪。

当车顶放下时，两个设计独特的车鳍展开，置于车身两侧。这样的设计重

新定义了敞篷车型的顶篷开闭方式。

平稳向下的车顶弧线与上升的车鳍边缘一起构成了侧窗的立体边框，使

敞篷版的侧翼更具运动张力和空气动力学特征。不仅重

新定义了敞篷车的设计，更有助于降低开启顶篷时气流对驾驶舱的干扰。

为了进一步增加驾驶的舒适性，两块可移动横向挡风板有效地阻止了气流

的扰动。即使以高速行驶，在车内，进行语言交流也变得轻松惬意，这一

切得益于严谨的空气动力学研究。简洁的车辆挡风板采用与 敞篷

版标志相同的设计风格。除此之外，更可进行个性化定制。

而车辆侧鳍可优化流过发动机单元的气流。 敞篷版的发

动机舱盖被单独打造，空气进气单元被喷制为黑色。

底盘

 



 

3 

 

敞篷版的底盘由碳铝复合材料打造，同时在驾驶舱运用

大量碳纤维材质，外部则采用铝材打造。

轻量化底盘为该款车型提供了额外的抗扭转强度，相较于前任车型

敞篷版，整体提升 。在成就赛车级别的精准操控的同时，也

构成了轻量化工程技术的核心。 敞篷版车型净重

千克，功率重量比达 公斤 马力。

敞篷版出色的空气动力学水平，得益于扁平及光滑的车

身曲线，以及位于车辆后部的空气扩散器，它可让空气平稳流过车辆底盘。

同时，相较于 车型， 敞篷版在下压力方面提升

，在消除阻力和噪音方面也表现卓异。

驾驭

自然吸气 发动机激发 敞篷版车型的无限潜能，提供

与硬顶版车型同样的绝佳性能，是同级别中最为出类拔萃的跑车引擎。发

动机响应极为积极、迅速，最高转速可达 转 分，伴随着发动机颇具

腔调的怒吼，带来极致感官享受。拥有 升排量，在 转 分时便可

输出 千瓦（ 马力）的最大功率，在 转 分即可提供高达

牛米的扭矩。“ ”发动机管理系统，将

缸内直喷与多点喷射巧妙融合。

最高时速 公里、 公里 小时仅需 秒、 公里 小时仅需

秒，这一切都在佐证 敞篷版是一款拥有超凡性能的

双座敞篷版超级豪华跑车。得益于发动机启停与气缸可闭技术的应用，在

燃油消耗标准的计算中， 敞篷版车型百公里燃油仅

需 升。因此，与 敞篷版车型相比，其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

，但车辆性能得到显著提升。

速双离合变速箱“ ”（ ）提供迅捷的换

挡速率，变速箱最为核心的部分由液压多片式双离合器构成。电动离合器

将自主降温，以达到最佳性能；同时可在前后轴自由分配扭矩，达到

的前后轴扭矩分配比。车辆后轴匹配机械差速锁，保证动力的及时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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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篷版匹配 的自适应网络智能化管理系统，为

驾驶者提供动态驾驶模式的选择。通过方向盘下方的模式选择按键，驾驶

者可选择 、 和 三种驾驶模式，从日常驾驶到运动

型跑车，甚至瞬间变身为赛车。驾驶模式系统的组件还包括四轮驱动系统、

稳定性控制系统。拥有六个传感器的兰博基尼 （

）系统时刻监控车辆动态，将车辆行驶数据瞬时传递

至操控系统。

制动力出色的碳陶瓷刹车盘为车辆提供值得信赖的强大刹车性能。前部刹

车盘直径达 毫米。同时，兰博基尼还为用户提供了多种颜色喷涂的刹

车卡钳。轻量化铝质双叉臂悬架系统为车辆提供悬架支持。

可选配的兰博基尼动态转向系统（ ）是超级跑车领域的又一革命性创

新，该系统可完全依照车辆速度对转向系统进行调节。此外，磁流变悬挂

控制系统可依据驾驶者的喜好和驾驶风格对悬架进行调节。

内饰及配置

兰博基尼 敞篷版采用了前所未有的座舱设计，精湛的工

艺令内饰光彩焕然，每一细微之处都彰显着极致的品质。 英寸的彩色

液晶显示屏以虚拟仪表板的形式实时显示所有重要信息，并可根据驾

驶者的需求进行个性化设置。虚拟计数器每 秒更新一次，即使在全速

行驶的过程中也能确保完全精准。 显示器完美适应第二代兰博基尼信

息娱乐系统的操作。

驾驶者可以通过方向盘上的按键对车辆诸多功能进行控制，方向盘后方则

配备了专业化换挡拨片。控制车辆顶篷及后窗玻璃的按键集中于中控台上

方。而车辆的启动键则置于红色开关罩下，如同军用飞机的启动按键。

敞篷版的座椅采用电动配置，依托车辆行车电脑（ ）

系统管理，确保不对发动机产生任何影响。

精致的仪表盘和中控台诠释兰博基尼优雅的设计工艺。通过 与

精致皮革的应用，内饰可以进行个性化打造。在标准配置的基础上，客户

还可以选择 种不同的内饰材料， 种可选颜色个性化打造车内装饰。

软顶有黑色、棕色和红色可供选择，与 种外部车漆颜色相得益彰。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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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高级个性化方案还提供另外五种哑光颜色。

包括 前大灯和尾灯、 英寸 车轮以及兰博基尼第二代信息娱乐系

统在内的标准配置诠释出兰博基尼 敞篷版车型独到的奢华

生活方式体验。外部选装套件、 音箱（仅部分市场）及兰博基尼

动态转向系统，这些全新配置展露全新一代敞篷版车型的独特魅力。

生产

在兰博基尼 敞篷版的命名中， 代表车辆最高输出功率，

则表示全时四轮驱动。车辆将在位于意大利东北部的圣亚加塔•波隆尼兰博

基尼总部以最高制车工艺打造。该款车型将于 年春季进行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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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兰博基尼 敞篷版

车身与传动装置

底盘 复合材料底盘，由铝和碳纤维打造

车身 铝及复合材料制成，高质量软顶

悬架 铝制双叉臂悬架系统

弹簧与减震器
钢制弹簧与液压减震器。可选装 磁流变

悬挂控制系统

电子稳定系统（ ）
电子稳定系统（ ） 防抱死制动系统（ ）特性可以通

过 系统进行调整。电子稳定系统（ ）可关闭

制动系统
液压双回路制动系统，带真空制动伺服系统， 活塞前卡

钳， 活塞后卡钳

刹车片
碳陶瓷刹车片， 毫米（前） 毫米

（后）

转向装置

电动机械助力转向系统。

可选装具有可变传动比的 兰博基尼动态转向系统 （ ）

轮胎（标准） 倍耐力 （前） （后）

轮毂（标准） （前） （后）

后视镜 电控式外后视镜

气囊 全尺寸前排 两段式 安全气囊，全尺寸侧面安全气囊

发动机

类型
缸 度夹角 型发动机， 燃油缸内直喷与 多

点喷射两种方式有机结合

排量 升

缸径 冲程 毫米 毫米

气门控制 连续可变调整进气和排气凸轮轴

压缩比 ±

最大功率 转 分钟时为 千瓦 马力

最大扭矩 转 分钟时为 牛米

排放等级 欧 排放标准

排放处理系统 个带氧传感器的催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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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系统 水油冷却系统

发动机管理系统 博世 ，主从式管理

润滑系统 干式油底壳

传动系统

驱动类型 采用电动液压多片式离合器的四轮驱动系统

变速箱 速双离合变速箱，通过选择驾驶模式改变性能特征

性能

最高速度 公里 小时 英里 小时

公里 小时 秒

公里 小时 秒

尺寸

轴距 毫米

全长 毫米

宽度 毫米

宽度（包括外后视镜） 毫米

高度 毫米

前轮距 毫米

后轮距 毫米

转弯直径 米

净重 千克

重量 动力 千克 马力

重量分配 （前） （后）

容量

燃料 升

油耗

城市 升 百公里

城郊 升 百公里

综合 升 百公里

二氧化碳排放量 克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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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

兰博基尼汽车有限公司

成立于 年的兰博基尼汽车有限公司总部位于意大利东北部的圣

亚加塔•波隆尼。作为兰博基尼经典车型 的继任者，

于 年在日内瓦车展进行全球首发，以创新的科技与极致的性

能重新定义了超级豪华跑车的驾驭体验。凭借 和其

敞篷版车型以及 和其敞篷版车型，兰

博基尼在 超级豪华跑车市场树立起新的里程碑。目前，兰博基尼在全

球范围内共拥有 家授权经销商；半个世纪以来，兰博基尼创造了一系

列极致非凡的梦想之车，包括

；限量版车型包括 、 、 。

年， 、 与 问世，盛大献礼

兰博基尼品牌创立 周年。

更多图片与视频：

更多兰博基尼汽车有限公司信息：

请您关注兰博基尼汽车中国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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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垂询： 

兰博基尼汽车中国 

刘娜女士 

电话：+8610 6531 4076 

电子邮件：na.liu@lamborghini.com 

 

伟达（中国）公共关系顾问有限公司 

唐智先生 

电话：+8610 5861 0076 

电子邮件：tony.tang@hkstrategie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