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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兰博基尼

科技革新释放驾驶乐趣

 全新设计进一步提高空气动力学效率

 首款采用车辆动态管理系统预判逻辑的兰博基尼车型：集成的兰博基尼车辆动力学控制系

统结合四轮驱动和四轮转向系统，树立了车辆响应表现、灵活性和驾驶舒适性的全新标杆

 发动机沿袭自 车型，动力高达 马力，峰值扭矩为 牛·米 

 具备先进互联性的全新信息娱乐系统

【 年 月 日，圣亚加塔·波隆尼】兰博基尼汽车有限公司隆重推出全新兰博基尼

。作为品牌全新一代的 产品家族超级跑车，兰博基尼 完美承袭

的卓越性能，并搭载全新车辆动态管理系统和空气动力学设计。

“兰博基尼致力于引领超级跑车科技的最高水平，同时提供极致驾驭激情。这也正是全新

的精髓所在。全新 沿袭了 的超凡性能，并融

合了最前沿的车辆动态管理系统，驾驶体验得以进一步提升。”兰博基尼汽车有限公司主席兼首

席执行官 先生表示。“ 代表着革新升级的终极定义，并树立了

其所在细分市场的全新标杆，再次向未来迈进。它能够提供响应最迅速敏捷的驾驶体验和操控感

受，无惧各类路况挑战。”

科技革新释放驾驶激情

全新兰博基尼 所搭载的 升自然吸气式 发动机采用钛合金进气阀。加之

排气系统的全新轻量化设计， 可爆发出更强劲的动力输出和更具激情的迷人声浪。

在最高转速为 转 分时， 发动机可输出 马力的强劲动力，在 转

分时可达峰值扭矩 牛·米。全新 车身重量仅为 千克，重量功率比可达

千克 马力。其从静止加速至 公里 小时仅需 秒， 至 公里 小时加速时间为

秒，最高时速超过 公里 小时， 至 公里 小时制动距离仅为 米。

兰博基尼 车辆动态中央控制系统

搭载全新兰博基尼后轮转向技术以及扭矩矢量分配四驱系统，并由全新兰博基

尼 （ ）车辆动态中央控制系统管理。该系统作为车

辆的中央处理单元，可针对车辆的各类动态表现进行实时控制，并与其它电子系统相互协同，共



新闻稿 

 

同收集信息以调节车辆的设置参数、预测驾驶员的驾驶行为和需求，从而呈现无与伦比的动态驾

驶体验。

新车搭载 版本的兰博基尼 （ ）惯性平台系统。该

系统位于车辆重心中心位置，并集成了加速器及陀螺仪传感器等多个感应器。经过全新调校，兰

博基尼 系统可实时监测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横向、纵向和垂直方向上的加速度、侧倾和俯仰

角度以及横摆角速度，感应精度更加精确。此外，兰博基尼 所搭载得兰博基尼

磁流变悬挂可根据 系统的信号指示实时调节悬挂阻尼设定。全新牵引力控制系统和带有扭矩

矢量分配的四轮驱动系统协同作用，可将牵引力按需分配至任意车轮。

搭载全新升级的兰博基尼 （ ）动态转向系

统，在车辆过弯时，该系统可保证车辆即使在转向角最小的情况下同样能够获得迅敏的响应。此

外， 动态转向系统与后轮转向系统相互配合，保证了车辆在低速过弯时的灵活性和在高速过

弯以及极端制动过程中的车身稳定性。

全车动态电子系统均由兰博基尼 中央控制系统实时监测管理，这赋予了

更加灵活的操控和更敏捷迅速的响应，带来无与伦比的驾控体验。 可在行驶过程中

实时采集并分析方向盘的转动角度、制动和加速踏板的位置、挂入的挡位以及所选驾驶模式，从

而预测驾驶员意图。车辆驾驶模式可由 车辆动态选择器控制，可在道路（ ）、运

动（ ）和赛道（ ）三种驾驶模式间自由切换。

行车外部条件可由车辆主动悬挂系统以及四轮驱动系统的抓地力预测功能所收集的信息来界

定，并由兰博基尼 系统进行分析和处理，将其转化为精准数据反馈至车辆各个动态系统。

可通过动态控制器实现“预测反馈逻辑”，使车辆不仅针对既有信息做出反应，更

可主动侦测下一刻的驾驶情况并做出预判，以保证车辆的各项系统设置随时处于最佳状态。

在道路（ ）驾驶模式下可提供灵动并极富驾驶乐趣的操控感受，而在

运动（ ）模式下则变得更加迅敏且更具激情。在赛道（ ）模式下， 凶

猛强悍、迅捷敏锐，可轻松应对赛道驾驶等各类极端驾驶条件的挑战。

卓越空气动力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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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具辨识度的独特设计更赋予了 卓越的空气动力学性能和强大的驾驶动态表现。

全新前包围使车身位置更显低矮且极具张力，而带有分流立板的前分流器保证了绝佳空气动力学

效率。大尺寸前进气口更是采用了兰博基尼经典的 字型设计，凸显品牌的设计基因。

在 的车窗、车轮和侧进气口等车身侧面设计中，极具辨识度的六边形设计元素

同样随处可见，勾勒出极富运动感的车身剪影。

的尾部设计昭示着暗藏其下的强劲动力单元。全新运动双出排气系统采用了与

相一致的高位开放式设计。集成于车辆尾部的可升降扰流板可进一步优化

气流导流，强调着 的强大空气动力学性能。

的底部设计最大程度地优化了车辆的空气动力学效率。相较第一代 车

型， 全新集成式空气动力学设计所提供的下压力和空气动力学效率得到了 倍的提

升。

的设计极致彰显着其核心精神和内在本质，而激情澎湃的迷人声浪进一步强调

了 更为强劲的动力和更加卓越的空气动力学效率。

互联性

兰博基尼 中控面板的红色启动按钮上方，设有革新性的 英寸 电容式触

摸屏。多点触控功能令驾驶员只需轻触屏幕，即可轻松控制车辆的各项先进互联设置。此外，驾

驶员更可通过这一高度集成的全新模块实时控制座椅、空调等舒适性设置、兰博基尼 车辆动

态中央控制系统，以及带有 智能手机连接功能的全新信息娱乐系统。车载多媒体系

统包含导航功能和内置网络广播和视频播放器的娱乐功能。操作系统采用直观简洁的界面设计，

并支持语音控制，可随时随地唤醒 。

内置大容量硬盘的双摄像头遥测系统作为 的选装配置，同样可通过全新车载触

摸屏控制，并可针对遥测数据进行实时记录和分析。

颜色、内饰和兰博基尼 高级个性化定制项目

兰博基尼 发布款配色采用 红色，车身喷漆采用兰博基尼全新四

层漆面喷涂工艺，并搭配专为 打造的全新 寸 轮毂和倍耐力 兰博基

尼专属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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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博基尼 的内舱采用 材质和甄选皮料搭配的风格设计，并缀以与车

身颜色顺色的 橙色细节点缀，令 极具奢华感。

兰博基尼 采用动感优雅的全新内饰设计风格，更有双色配色、风格内饰、运动

材质，以及锻造碳纤维和兰博基尼专利的 碳皮肤等专属材质可供选择，与

内舱全新定制化氛围灯交相呼应，尽显独特风格。

兰博基尼 外观和内饰的设计呈现出最大化的车辆可定制空间，多种亮黑色风格

套件以及兰博基尼 高级个性化定制项目为车主开启了专属的无限定制可能。

兰博基尼 价格及市场交付

兰博基尼 中国内地市场建议零售价为 元人民币（含税），全球首批

交付将于 年春季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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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 兰博基尼

底盘和车身

车架 铝制及碳纤维复合材料底盘

车身 外部车壳由铝及复合材料打造

悬挂 双叉臂铝制悬挂

悬挂和阻尼 钢制弹簧与液压减震器。可选磁流变悬挂控制系统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
电子稳定系统（ ） 防抱死刹车系统（ ）可通过 系统调节；

电子稳定系统（ ）可关闭

转向 电动机械助力转向系统；具有可变转向比的 兰博基尼动态转向系统

制动 带真空制动伺服器的液压双回路制动系统；前 后 活塞铝制卡钳

刹车盘
碳陶瓷打孔划线式通风盘

毫米（前） 毫米（后）

轮胎（标配） 倍耐力 （前） （后）

车轮（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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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部气囊仅限特定市

场

发动机

类型 缸 度夹角 型发动机； 燃油缸内直喷与 多点电喷结合

排气量 立方厘米

缸径 冲程 毫米 毫米

气门控制 进排气凸轮轴带有连续可变气门正时调节

压缩比 ︰

最高功率 千瓦 马力 转 分

峰值扭矩 牛·米 转 分

排放标准 欧 级

排放处理系统 带有氧传感器的双催化转化器

冷却系统 水油交叉冷却系统

发动机管理系统 博世 发动机控制系统

润滑系统 干式油底壳

驱动系统

类型 带有后机械式自锁差速器的电控四轮驱动系统（ 代）

传动系统 速双离合变速箱，通过 调节换挡特性

离合器 双片离合器， 毫米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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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时速 公里 小时

公里 小时 秒

公里 小时 秒

公里 小时制动距

离
米

尺寸

轴距 毫米

车长 毫米

车宽 毫米

车宽（包括外后视镜） 毫米

车身高度 毫米

前轮距 毫米

后轮距 毫米

转弯半径 米

净重 千克

重量功率比 千克 马力

重量分配 （前） （后）

容积

油箱 升

行李厢 升

更多图片与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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