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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兰博基尼

纯粹驾驶乐趣的极致体验

【 年 月 日，圣亚加塔•波隆尼】意大利超级豪华跑车制造商兰博基

尼汽车有限公司盛大发布两驱车型 ，为 家族增

添全新成员。这款后轮驱动的 车型，经过别具匠心的设计与调校，

不仅拥有绝佳的外观造型，同时更将兰博基尼独具腔调的驾驶体验演绎至极。

“兰博基尼 延承‘远见、纯粹、前沿’的品牌精髓，是

对 系列车型的完美补充”，兰博基尼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 先生表示：“对于追寻极致驾驶体验，和期待感受

兰博基尼两驱车型的消费者来说， 一定是他们的绝佳选择。

这款后驱车型拥有同级别领先的制造工艺，是兰博基尼当代造车理念的极致

体现。”

兰博基尼 专为纯粹驾驶体验而生：该车型搭载 升

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 千瓦（ 马力）；车量净重仅为

千克，相较于四驱版本，车辆减重 千克。

车辆前、后轴重量分配比为 ，有效减轻车辆行驶中，由前轴所产生的

惯性。车辆匹配全新动力管理系统，以及更具韧性的悬架系统。转向系统也

经过再调校，使得车辆动态操控更加稳健、精准，同时将路面信息更为直观

的传递至驾驶员。经过重新调校的“ 、 和 ”三种驾

驶模式，为驾驶者提供更加纯粹的后轮驱动驾驶体验。

极具运动气息的两驱版车型 为 家族增添全新血

液，不仅拥有四驱版车型 的尖端科技，同时还完美呈现

敞篷版所代表的极致生活方式体验。

设计

相较于四驱版车型， 的外观设计更加独具一格。车辆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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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部经过重新设计，突现更加年轻、鲜活的外观造型，也更具航空科技感。

的每个设计细节都在诠释“型以致用”的设计理念，这也

是 设计师与兰博基尼空气动力学专家通力协作的成果。车身前端

的大型进气口得以重塑，引导冷空气和逆风，以增加前轴的下压力。车身尾部

的扰流板与抬高的底部气流扩散器一同作用，改善车尾的空气流。这样的设计

让 不再需要可移动的后扰流板。 寸 轮毂将车辆极致性能展现

至极；倍耐力 顶级轮胎专为兰博基尼后驱车辆打造而成；钢制刹车与铝

制刹车盘被专门打造成波浪形状，减轻车辆配重，提升冷却性能。

后轮驱动的极致性能

兰博基尼 搭载 升 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

千瓦（ 马力），峰值扭矩高达 牛·米；仅在 转 分时，发

动机即可输出高达 的整体扭矩，车辆蓄势待发。

正如 家族的其他车型， 配置了气缸闭停技术，以

此提高燃油效率。缓和驾驶状态下，发动机会暂时关闭 缸中的 个；而在

加速时，系统会将发动机同步切换至 缸模式，整个过程即使是驾驶员也很

难发觉。该技术使得百公里燃油消耗量降至 升（封闭驾驶环境），并且将

二氧化碳排放量降至 克 公里。

车辆净重仅为 千克，功率重量比达 公斤 马力；

底盘采用碳铝复合材料打造而成，轻量化底盘减轻了车身重量。相较于

车型， 车重减轻 千克。带有平衡杆

及全新弹簧的双横臂悬架，令 的扭转刚度较

提升 。

速双离合变速箱“ ”（ ）让换档速率更为

迅捷，同时应用“ ”系统，保证车辆极限加速状态下的车身姿

态。电动助力转向系统与可选配的兰博基尼动态转向系统 经重新调校，

依据驾驶状态提升车辆动态操控感受，让驾驶者随时信心在握。

作为车辆感应设备，兰博基尼 （ ）系统

被放置在车辆重力中心，以此检测车辆的 动态，还可将数据传递至可选装

的车辆转向及稳定控制系统 （ ）。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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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再次调校的车辆电子稳定控制系统（ ）最大限度的保证后驱车辆的车身

稳定。

极致驾驭体验

为纯粹驾驶乐趣而生，将车辆与地面的回馈以最为直接的

方式传递给驾驶员，如此纯粹的驾驶乐趣无需言表。

匹配 自适应网络智能化管理系统（

）。驾驶员通过方向盘下方的模式按键，

选择不同驾驶模式： 日常驾驶模式，车辆表现更趋稳健； 模

式，可全面提升车辆驾驶体验，带来令人血脉贲张的愉悦感受； 模式

使得车辆发挥最大潜能，带来赛道驾驶的极致体验。

规格

车型同样拥有多种内、外部颜色与装饰选择。

配置了第二代兰博基尼信息娱乐系统，拥有 英寸高分辨率彩色

显示面板。

、 、 以及 均是兰博基尼史上颇为经

典的后轮驱动车型。 年首度亮相的 也

在今年的兰博基尼 宝珀 挑战赛欧洲、北美和亚洲赛区，上演了

超凡绝伦的精彩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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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兰博基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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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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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制多孔、通风式钢制刹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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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峰值扭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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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轮驱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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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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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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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在日内瓦车展全球首发；而其敞篷版车型也于 法兰克福车

展震撼发布，以创新科技与极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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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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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edia.lamborghini.com/
file:///C:/Users/FILIPPO/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O9LCHXGW/www.thenewsmarket.com/lamborghini
file:///C:/Users/FILIPPO/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O9LCHXGW/www.lamborghin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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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垂询：

兰博基尼汽车中国

刘娜女士

电话：

电子邮件：

伟达（中国）公共关系顾问有限公司

车晓萌女士

电话：

电子邮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