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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时捷在 法兰克福国际车展

继往开来

保时捷概念跑车：

首发车型：新款

在于 月 日至 日召开的法兰克福国际车展上，除新款

之外，保时捷还将展出一款名为“ ”的概念车，让您一窥保时捷

未来。这款概念车采用跑车的一贯设计，搭载电力驱动系统，拥有所有保

时捷特性。 的性能和效率得到了全新提升，与未来风格的显示

和操控理念相得益彰。 与新一代 的联合首秀具有象

征意义。保时捷 世纪首款全电动四座跑车展现出放眼未来的理念，正

是这种理念使 得以成为 多年来最成功的跑车。

和 共同致力于将卓越运动性能与最高效率完美结

合。这一目标折射出保时捷一贯秉承的价值。新一代 跑车采

用创新涡轮增压发动机体现了这些价值；概念车则传达出电动驾驶性能这

一信息。这意味着，电力驱动的保时捷也能全面满足客户对于性能、续航

里程和驾驶动态的严苛要求。

概念车展现了保时捷对于电动跑车未来的构想。这款四座四门

跑车经过精心设计，很多方面借鉴了 ，让人一眼就能认出这是一款保

时捷。 概念跑车配有四轮驱动系统，总功率超过 ，能够

转化为典型的保时捷驾驶动态。 的续航里程超过 ，创新

型 蓄电池充电系统 大幅缩短了充电时间，

仅比普通汽车加满油所需的时间略长。在快速充电站，仅需充电 分

钟，充电量就足以使车辆行驶大约总续航里程的 。为了与车辆纯正

的内饰完美协调，操控和显示理念也非常直观，带有目光追踪、手势控制

及多种创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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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 将携全新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经过优化的底盘以及带

有在线导航的全新保时捷通讯管理系统在法兰克福国际车展上首发。

配备的 升水平对置式涡轮增压发动机能够产生 （

）的输出功率。 的发动机甚至能够产生 （

）的输出功率，因其配备了经过改进的涡轮增压器等装备。同样引人

注目的是，发动机不仅扭矩显著增加，燃油经济性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的最大扭矩为 ， 的最大扭矩则为

。从 的较低转速至发动机转速上限，发动机始终可输出最

大扭矩。同时，新款发动机的最高转速能够达到 ，加速表现极

为迅速、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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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时捷首款电动四座概念车全球首发

保时捷 ：输出功率 ，

续航里程 ，充电时间 分钟

本届法兰克福国际车展见证了保时捷品牌历史上首款全电动四座概念跑车

—— 。这一概念车型将保时捷令人心动的独特设计与出色性能融

为一体，引人注目的首款 驱动系统具有超前实用性，四门设计搭配

四个独立座椅，系统功率超过 （ ），续航里程超过

。 配备四轮驱动和四轮转向系统，百公里加速仅需不到

秒，充电约 分钟即可达到最大电量的 。通过目光追踪和手势控制

功能可以对仪表进行直观操作，某些功能甚至可通过全息技术操控，显示

屏将根据驾驶者位置进行自动调节，从而令操控更加顺畅便捷。

驱动系统：采用源自耐力赛的技术，功率超过

采用了全新驱动系统，但仍具有典型的保时捷风格，这一点已

在赛事中得到证明。该车配备两台永磁激励同步电机（ ），与本年度

勒芒耐力赛冠军 搭载的电机类似，用来提供加速动力及回收

制动能量。持续 小时的顶级赛车性能以及包揽冠亚军的战绩，足以证

明 的巅峰实力。两台电机总功率超过 ，使 从

静止加速至 仅需不到 秒，而加速至 则仅需不到

秒。除了高效率、高功率密度和均匀的动力输出外， 还具有

其他电动驱动系统无法比拟的另一优势：即使以很短间隔多次加速后仍可

释放全部动力。四轮驱动系统按需启动，搭配自动为各个车轮分配扭矩的

保时捷扭矩引导系统，将驱动系统的动力传至路面，四轮转向系统则确保

实现精确动感的转向。得益于这些技术， 非常适合赛道，纽伯

格林北环赛道圈时不到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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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实用性：充电快速便捷，续航里程超过

保时捷不仅具有令人血脉喷张的运动性能，还具有卓越的日常实用性。

完整充电可行驶超过 ，充电 分钟即可行驶 。

原因在于，保时捷是引入创新型 蓄电池的技术先锋。与现在的

电动车蓄电池相比，其电压翻倍，具有众多优势：充电时间更短，重量

更轻，因为更轻、更细的铜电缆足以应对能量传输。驾驶者侧车门前方左

前翼子板上有一个活动的车身部分，打可即可看到创新的“

”系统充电口。通过 充电口，只需大约 分钟，

即可为蓄电池充入 的电量，创下了电动车充电时间的纪录。该技术

平台也可连接传统的 快速充电站，或者在家中车库内通过便捷的感

应充电方式进行充电。只需将车停驻在车库地板下埋置的线圈上方，之后

无需电缆即可将电能传输至车身底部的线圈。

低重心确保卓越驾驶动态

另一项保时捷跑车典型特色在于以轻质设计理念确保低重心和最佳重量分

配。最新锂离子技术蓄电池安装于车身底部，横跨前后桥之间的整个长

度，其重量均匀分布于两个驱动桥之间，使平衡效果更为出众。此外，该

设计还使得跑车重心极低。跑车性能和驾驶感受均得到显著提升。整个车

身由铝、钢以及碳纤维强化聚合物通过功能性混合方式制成。车轮采用碳

纤维材质： 的 英寸前轮以及 英寸后轮均配备宽轮胎。

设计：沿袭保时捷 的迷人跑车

的每寸表面、每个角度、每条曲线均彰显出最重要的品牌设计

理念：传承保时捷最佳设计传统，打造令人心潮澎湃的运动性能。车身设

计以运动轿车造型为起点，车身高度低至 ，结合源自祖文豪森的

跑车特性，涵盖一体式空气动力学设计等外观创新。位于前部、侧面和后

部的进气口和排气口展现了效率和性能更高的流线型车身设计。一体式空

气导流装置改善了车轮等部件周围的气流，侧面出风口则减小了轮罩中的

过压，从而减小了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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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降低的前端轮廓彰显了保时捷经典后掠角，并昭示了这款概念车与

和保时捷赛车之间的渊源。新型矩阵 大灯采用保时捷特

有的四点式车灯设计，极为引人注目。大灯犹如悬浮于进气口气流中，赋

为前端增添了未来气息。四个 单元围绕辅助系统的扁平传感器分

布，其边缘作为指示灯。与众不同的前翼子板和极低的发动机舱盖借鉴了

的设计。与 一样，独具特色的宽凹槽从交叠的前行李厢

盖向上延伸，一直掠过车顶。侧车窗线条也与 类似，但有一个重要

区别： 车型没有 柱，对开式车门让上下车更为方便。此外，

摄像头取代经典车门镜隐蔽安装在侧面，进一步提高了空气动力学性能。

后部设计彰显了典型的跑车结构。倾斜式座舱配大角度后挡风玻璃，在后

部向内凹进，为保时捷后翼子板特有的鲜明轮廓创造了空间。内部发光的

立体“ ”徽标悬浮于横跨黑色玻璃元件整个宽度的弧形灯条下

方。

内饰：宽敞明亮，配四个独立座椅

从 的内饰可以看出，所有传统保时捷设计原则被赋予更多前瞻

理念：纯粹设计和简明结构营造了开放空间，以驾驶者为中心，并且兼顾

了日常实用性。全电动驾驶理念为内饰设计提供了全新可能性。例如，取

消传动轴通道开辟了新的空间，令车辆内部显得更加宽敞明亮。四个独立

座椅的设计灵感源自桶型赛车座椅，其轻质设计不仅减轻了重量，并可在

动态驾驶时为乘员提供稳定的侧向支撑。前排座椅之间的中控台一直向上

延伸至仪表板，优雅的曲线如同连接两个座椅的桥梁，下方配有开放空

间。

显示和控制概念：直观、快速、无须分心

在 中，保时捷通过创新显示和控制概念为驾驶者打开了一个新

世界。显示和控制操作均直观、快速，并且不会让人分心，专为未来型跑

车而打造。驾驶者显示屏带有华丽装饰，采用曲面、低位、独立设计。组

合仪表包括 个圆形仪表，具有鲜明的保时捷特色，采用了 技术

（有机发光二极管）进行视觉显示。圆形仪表根据车辆互联、性能、驾

驶、能量和 等驾驶者相关主题进行布置。控制按钮非常具

有创新性。目光追踪系统通过摄像头探测驾驶者正在查看哪个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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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之后，驾驶者可以按下方向盘上的按钮启动仪表菜单，然后进行导

航 ，这一技术包括目光追踪和手动启动的相互配合。值得一提的还有：

基于所谓的视差效应，显示屏将根据座椅位置和驾驶者身体姿态进行调

节。如果驾驶者所坐位置较低、较高或斜向一侧，圆形仪表的 显示屏

则会予以响应，根据驾驶者情况进行转动。这就消除了因方向盘遮挡驾驶

者视线而让其无法看到某些关键信息的情况。车速等所有相关信息始终处

于驾驶者视线范围内。

甚至能够描绘出驾驶乐趣：后视镜上安装的摄像头可以识别驾

驶者的心情，并以表情符号形式显示在圆形仪表中。驾驶乐趣因素可与路

线或速度等个性化信息一同存储，并可通过社交媒体链接分享给朋友。

带免触摸手势控制的全息显示屏

整个仪表板充满了新创意。仪表板分为两个三维结构层，加强了轻盈、清

晰的印象。上层集成了驾驶者显示屏，两层之间则配有一直延伸到乘客侧

的全息显示屏。全息显示屏以个性化方式显示可选择的应用程序。应用程

序堆放在虚拟空间中，并以三维效果按照优先顺序进行排列。通过这些应

用程序，驾驶者或乘客无需触摸显示屏，就能控制媒体、导航、恒温空

调、通讯录和车辆等基本功能。目标图标通过传感器探测到的手势启动。

抓取手势表示选择，回拉则表示控制。而且，驾驶者或乘客可通过中控台

上的触摸显示屏控制详细信息菜单等二级功能。

此外，通过保时捷车辆互联系统，可使用平板电脑从外部对概念车进行设

置。利用“无线和远程服务”，驾驶者可快速更改车辆过夜的功能内容。

通过一体式高速数据模块简单升级，即可实现旅行指导或开启底盘、发动

机或信息娱乐系统的附加功能。驾驶者可通过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非常方

便地从 Porsche Connect Store 中启动更新。此外，通过保时捷车辆互联

应用程序，可直接联系 Porsche 中心进行远程诊断或安排预约。一体式

远程服务的另一功能是可通过保时捷车辆互联客户端发送数字钥匙。通过

数字钥匙，车主可以自行打开车门，或者授权其他人员（如朋友或家人）

打开车门。在认证成功后，数字钥匙可在特定时间内以及规定位置使用。

虚拟外部后视镜极其引人注目。挡风玻璃底角将显示前翼子板上安装的外

部摄像头拍摄的图像。其优点是，驾驶者能够更好地观察周围情况，并可

主动显示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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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驾驶乐趣、更高的性能和效率

新款保时捷

数十年来， 始终是全球最畅销跑车。如今，新一代 进一步扩大

了这一领先势头。凭借创新的涡轮增压水平对置式发动机、性能与舒适性

之间选择范围更大的先进底盘以及全新信息娱乐系统，新款 已为创

销量新高做好充分准备。得益于在赛车和量产跑车涡轮增压发动机方面超

过 年的经验，新款 搭载的新款发动机在性能、驾驶乐趣

和效率方面树立了标杆。后桥转向系统首次作为选装配置向 车型

提供，进一步大大提高了驾驶动态。

的许多外部装备均从外观上经过精心改进：其中包括带四点

式日间行车灯的新款大灯、不带凹槽护盖的门把手、经过重新设计且带垂

直百叶窗的后盖以及包含独特四点式制动灯的新款尾灯。在车内，带有多

点触控显示屏的全新标配保时捷通讯管理系统可提供更丰富的功能，并且

大大简化了操作。

全新涡轮增压发动机：功率提高 ，耗油量更低

全新发动机采用双涡轮增压技术，将 令人激动的驾驶乐趣提

升至更加令人心动的水平：后置发动机 （ ）的功率始终蓄

势待发，转化成运动感十足的驱动力。如今， 配备的发动

机能够产生 （ ）的输出功率。两款发动机的排量都是

升，输出功率均提高了 （ ）。 功率的提升得益

于压缩机经过改进的涡轮增压器、特有的排气系统以及经过调校的发动机

管理系统。

新款保时捷发动机的扭矩大幅提高（两款发动机均提高 ），最大

扭矩分别为 和 ，在 至 的转速区间

内，输出功率恒定不变，从而确保出色的行驶性能。同时，新一代发动机

的最高转速为 ，明显超过传统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最高转速，典

型的保时捷发动机轰鸣声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新款 的强大性能同样得到了进一步提升：配备

（ ）保时捷双离合器变速箱和 组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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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从静止加速至 仅需 秒，比前代车型快了

秒。配备 和 组件的 从静止加速至

仅需 秒，同样是快了 秒。这是 家族中首款突破

秒大关的 。两款车型的最高时速也进一步提高： 的最

高时速能够达到 （提高了 ）， 甚至能够

达到 （提高了 ）。

搭配选装 组件后，新款 首次在方向盘上配备了

一个模式开关。该开关源自 上的“ ”（混合动力）模

式开关，包括一个旋转环，有 个位置，分别对应“ ”（标

准）、“ ”（运动）、“ ”（运动升级）和“ ”

（个性化）驾驶模式。根据车辆具体配置，驾驶者可在“ ”模式

下对车辆进行个性化设置，例如 、主动发动机支承、 换档策略

和运动型排气系统。搭配 变速箱后，模式开关配有一个附加按钮，

称为“ ”（运动响应按钮）。按下该按钮后，将对

传动系统进行预调节，以便进行 秒的最大加速，例如可在超车操控前

使用。为此，变速箱将接合最佳档位，而发动机管理系统将短时调节至响

应更加迅捷的状态。

标准配置：经过重新设计的 底盘

在驾驶动态方面为所有跑车树立了标杆。每一次更新换代，

保时捷都会同时提高其日常舒适性和赛道性能。同时，全新减震器具有更

加精确的响应性能，不仅增强了舒适性，还改善了动态驾驶时的车身连

接。全新标配车轮采用五个细双辐设计，搭配滚动阻力更低、性能更强的

轮胎。此外，在所有车型中，后轮辋宽度均增加了 英寸，现在为

英寸， 的后轮胎宽度从 增加到了 。



法兰克福国际车展·新款保时捷

供 选装的主动后桥转向系统是一项来自 和

的底盘技术。进一步提升了 的入弯特性。此外，在高速行驶情

况下变换车道时，该系统还能够更好地确保车辆稳定。同时，由于转弯半

径减小 米，可在城市交通中确保更为出色的操控性。新一代方向盘的

设计以 的方向盘为基础，能够让驾驶者更明确地体验到操控

性的改善。基础版方向盘的直径为 ；选装 运动型方向盘直径

为 。为确保日常实用性不受限制，保时捷为前桥滑柱配备了带集

成式回程缸的液压提升系统。该系统的作用在于，按下按钮，车辆前部离

地间隙会在 秒内提高 ，可防止车辆触底，例如在较陡的车库出

口处非常实用。

带有在线导航功能的全新保时捷通讯管理系统

新款 车型标配全新开发的保时捷通讯管理系统（ ），带

有在线导航功能和语音控制功能。与智能手机类似， 可以通过多点

触控手势在 英寸显示屏上操控，例如，进行手写输入。现在，普通手机

和智能手机还可以通过 进行连接。整合在中央扶手中的智能手机托

架首次提供了省电充电功能，手机接听也得到了优化。另一项新功能是连

接 与 ，以使用 。

实时路况信息功能显著提升了导航效果。驾驶者能够快速了解交通状况，

并且根据该信息对路线进行动态调整。

全新及功能扩展的选装辅助系统

得益于全新的以及功能改进的辅助系统，可根据个人喜好更加精确地对新

款 进行个性化设置。现在，选装自动车速控制系统可在超过

预设车速时进行适度制动，例如下坡驾驶时。选装自适应巡航定速控制系

统（ ）搭配 变速箱，现在还具备了航行功能。在行驶缓慢的车流

中，离合器将断开，车辆将进行无动力航行，从而节省燃油。选装车道变

换辅助系统可通过雷达监控后方交通，并通过后视镜三角板左右两侧的

灯提醒驾驶者注意盲点中正在接近的车辆。此外，标配的碰撞后制动

系统还提高了跑车的主动安全性。



法兰克福国际车展·新款保时捷

年赛车和量产车涡轮发动机生产经验

在保时捷，技术的创新与开发均在极端比赛条件下经过验证，并且一直令

量产车型受益匪浅。特别是，在赛车运动中进行测试可以确保新款发动机

的性能和适应能力适合量产跑车。因此，在开发涡轮增压六缸水平对置式

发动机时，保时捷能够汲取自己超过 年的经验。例如，带旁通阀的涡

轮增压技术于 年首次应用于 赛车，两年后，即 年才

在首款 上实现量产。 年，增压空气冷却系统也首次应用

于 。 年，该技术首次应用于 。在涡轮增压发

动机的开发过程中，还有许多里程碑，例如，带两个串联增压器的顺序涡

轮增压系统（首次应用于超级跑车 ）、带两个并联增压器的双涡轮增

压系统（首次应用于 ， 型）以及可调节的进气门（首次应

用于 ， 型）。



技术规范·保时捷

保时捷 技术规范

车身： 座硬顶跑车；铝钢复合结构轻质车身，铝制车

门、行李厢盖和发动机舱盖；驾驶者和前排乘客两

级前置气囊；用于保护驾驶者和前排乘客的侧安全

气囊和头部安全气囊。

空气动力学性能： 风阻系数

迎风面积

发动机： 水冷水平对置式六缸发动机；铝制发动机气缸体和

气缸盖； 个顶置凸轮轴，每缸 个气门，进气侧和

排气侧可变气门正时；进气门升程（ 升级

版）；液压气门间隙调节；燃油直喷；双涡轮增

压；每个气缸列有一个三元催化器，均配有两个氧

传感器； 升机油（加注量 升）；带有晶体

管点火分配的电子点火装置（ 个主动式点火模

块）；冷却液循环热量管理系统；自动起动 停止功

能。

缸径

冲程

排量 ³

压缩比

发动机功率 （ ）

最大扭矩 –

单位容积功率 （ ）

最高发动机转速

燃油类型

 

电气系统： ； 交流发电机；蓄电池容量为 ；

能量回收电气系统。

技术规范可能随市场不同而变化

最后更新： 年 月



技术规范·保时捷

动力传输： 发动机和变速箱用螺栓连接在一起组成一个单独的

驱动单元；后轮驱动； 速

（ ）保时捷双离合器变速箱

传动比

档

档

档

档

档

档

档

倒档

恒定后桥传动比

后桥总传动比

离合器直径

底盘： 前桥：滑柱悬挂系统（麦佛逊式，根据保时捷要求

进行了优化），车轮独立悬置在横向连杆、纵向连

杆和滑柱上；带内部减震器的圆柱式螺旋弹簧；电

动机械动力转向；选装前桥提升系统。

后桥：多连杆悬挂，车轮独立悬置在五个连杆上；

带同轴内部减震器的圆柱式螺旋弹簧。

带 电 控 减 震 器 的 保 时 捷 主 动 悬 挂 管 理 系 统

（ ）；两种可手动选择的减震模式。



技术规范·保时捷

制动器： 前后桥分离式双回路制动系统；保时捷稳定管理系

统（ ）；真空制动助力器；制动辅助系统；电动

双伺服式停车制动器；自动防滑溜功能；碰撞后制

动系统。

前桥：四活塞铝制单体制动卡钳，直径为 、

厚度为 的钻孔式内部通风制动盘。

后桥：四活塞铝制单体制动卡钳，直径为 、

厚度为 的钻孔式内部通风制动盘。

车轮和轮胎： 前轮 车轮 配 轮胎

后轮 车轮 配 轮胎

重量： 德国工业标准空载重量

容许总重

尺寸： 长度

宽度

宽度（含车门镜）

高度

轴距

轮距 前轮

后轮

行李厢容积 前部 升

后部 升

油箱容量 升



技术规范·保时捷

性能： 最高时速

加速时间

– 秒

配备“ ”（运动升级）模式和 秒

– 秒

配备“ ”（运动升级）模式和 秒

秒

配备“ ”（运动升级）模式和 秒

耗油量（ ）：

混合

市区

郊区

排放等级：



技术规范·保时捷

保时捷 技术规范

车身： 座硬顶跑车；铝钢复合结构轻质车身，铝制车

门、行李厢盖和发动机舱盖；驾驶者和前排乘客两

级前置气囊；用于保护驾驶者和前排乘客的侧安全

气囊和头部安全气囊。

空气动力学： 风阻系数 ：

迎风面积 ：

：

发动机： 水冷水平对置式六缸发动机；铝制发动机气缸体和

气缸盖； 个顶置凸轮轴，每缸 个气门，进气侧

和排气侧可变气门正时；进气门升程（ 升

级版）；液压气门间隙调节；燃油直喷；双涡轮增

压；每个气缸列有一个三元催化器，均配有两个氧

传感器； 升机油（加注量 升）；带有晶体

管点火分配的电子点火装置（ 个主动式点火模

块）；冷却液循环热量管理系统；自动起动 停止功

能。

缸径

冲程

排量 ³

压缩比

发动机功率 （ ）

最大扭矩 –

单位容积功率 （ ）

最高发动机转速

燃油类型

电气系统： ； 交流发电机；蓄电池容量为

；能量回收电气系统。

技术规范可能随市场不同而变化

最后更新： 年 月



技术规范·保时捷

动力传输： 发动机和变速箱用螺栓固定在组合驱动装置上；后

轮驱动； 速 （ ）保

时捷双离合器变速箱，带可控后差速锁和保时捷扭

矩引导系统（ ）升级版。

传动比

档

档

档

档

档

档

档

倒档

恒定后桥传动比

后桥总传动比

离合器直径

底盘： 前桥：滑柱悬挂系统（麦佛逊式，根据保时捷要求

进行了优化），车轮独立悬置在横向连杆、纵向连

杆和滑柱上； 带内部减震器的圆柱式螺旋弹簧；电

动机械动力转向；选装前桥提升系统。

后桥：多连杆悬挂，车轮独立悬置在五个连杆上；

带同轴内部减震器的圆柱式螺旋弹簧；选装后轮转

向。

带电控减震器的保时捷主动悬挂管理系统

（ ）；

两种可手动选择的减震模式。



技术规范·保时捷

制动器： 前后桥分离式双回路制动系统；保时捷稳定管理系

统（ ）；真空制动助力器；制动辅助系统；电

动双伺服式停车制动器；自动防滑溜功能；碰撞后

制动系统。

前桥：六活塞铝制单体制动卡钳，直径为

、

厚度为 的钻孔式内部通风制动盘。

后桥：四活塞铝制单体制动卡钳，直径为

、

厚度为 的钻孔式内部通风制动盘。

车轮和轮胎： 前轮 车轮 配 轮胎

后轮 车轮 配 轮胎

重量： 德国工业标准空载重量

容许总重

尺寸： 长度

宽度

宽度（含车门镜）

高度

轴距

轮距 前轮

后轮

行李厢容积 前部 升

后部 升

油箱容量 升



技术规范·保时捷

性能： 最高时速

加速时间

– 秒

配备“ ”（运动升级）模式和 秒

– 秒

配备“ ”（运动升级）模式和 秒

秒

配备“ ”（运动升级）模式和 秒

耗油量（ ）：

混合

市区

郊区

排放等级：



技术规范·保时捷

保时捷 技术规范

车身： 座敞篷跑车；铝钢复合结构轻质车身，铝制车

门、行李厢盖和发动机舱盖；全自动板式弓形顶

篷；驾驶者和前排乘客两级前置气囊；用于保护驾

驶者和前排乘客的侧安全气囊和头部安全气囊。

空气动力学性能： 风阻系数 ：

迎风面积 ：

：

发动机： 水冷水平对置式六缸发动机；铝制发动机气缸体和

气缸盖； 个顶置凸轮轴，每缸 个气门，进气侧

和排气侧可变气门正时；进气门升程（ 升

级版）；液压气门间隙调节；燃油直喷；双涡轮增

压；每个气缸列有一个三元催化器，均配有两个氧

传感器； 升机油（加注量 升）；带有晶体

管点火分配的电子点火装置（ 个主动式点火模

块）；冷却液循环热量管理系统；自动起动 停止功

能。

缸径

冲程

排量 ³

压缩比

发动机功率 （ ）

最大扭矩 –

单位容积功率 （ ）

最高发动机转速

燃油类型

电气系统： ； 交流发电机； 蓄电池容量为

；

能量回收电气系统。

技术规范可能随市场不同而变化

最后更新： 年 月



技术规范·保时捷

动力传输： 发动机和变速箱用螺栓连接在一起组成一个单独的

驱动单元；后轮驱动； 速

（ ）保时捷双离合器变速箱

传动比

档

档

档

档

档

档

档

倒档

恒定后桥传动比

后桥总传动比

离合器直径

底盘： 前桥：滑柱悬挂系统（麦佛逊式，根据 要

求进行了优化），车轮独立悬置在横向连杆、纵向

连杆和滑柱上；带内部减震器的圆柱式螺旋弹簧；

电动机械动力转向；选装前桥提升系统。

后桥：多连杆悬挂，车轮独立悬置在五个连杆上；

带同轴内部减震器的圆柱式螺旋弹簧。

带电控减震器的保时捷主动悬挂管理系统

（ ）；两种可手动选择的减震模式。



技术规范·保时捷

制动器： 前后桥分离式双回路制动系统；保时捷稳定管理系

统（ ）；真空制动助力器；制动辅助系统；电

动双伺服式停车制动器；自动防滑溜功能；碰撞后

制动系统。

前桥：四活塞铝制单体制动卡钳，直径为

、

厚度为 的钻孔式内部通风制动盘。

后桥：四活塞铝制单体制动卡钳，直径为

、

厚度为 的钻孔式内部通风制动盘。

车轮和轮胎： 前轮 × 车轮 配 轮胎

后轮 车轮 配 轮胎

重量： 德国工业标准空载重量

容许总重

尺寸： 长度

宽度

宽度（含车门镜）

高度

轴距

轮距 前轮

后轮

行李厢容积 前部 升

后部 升

油箱容量 升



技术规范·保时捷

性能： 最高时速

加速时间

– 秒

配备“ ”（运动升级）模式和 秒

– 秒

配备“ ”（运动升级）模式和 秒

秒

配备“ ”（运动升级）模式和 秒

耗油量（ ）：

混合

市区

郊区

排放等级：



技术规范·保时捷

保时捷 技术规范

车身： 座敞篷跑车；铝钢复合结构轻质车身，铝制车

门、行李厢盖和发动机舱盖；全自动板式弓形顶

篷；驾驶者和前排乘客两级前置气囊；用于保护驾

驶者和前排乘客的侧安全气囊和头部安全气囊。

空气动力学性能： 风阻系数 ：

迎风面积 ：

：

发动机： 水冷水平对置式六缸发动机；铝制发动机气缸体和

气缸盖； 个顶置凸轮轴，每缸 个气门，进气侧

和排气侧可变气门正时；进气门升程（ 升

级版）；液压气门间隙调节；燃油直喷；双涡轮增

压；每个气缸列有一个三元催化器，均配有两个氧

传感器； 升机油（加注量 升）；带有晶体

管点火分配的电子点火装置（ 个主动式点火模

块）；冷却液循环热量管理系统；自动起动 停止功

能。

缸径

冲程

排量 ³

压缩比

发动机功率 （ ）

最大扭矩 –

单位容积功率 （ ）

最高发动机转速

燃油类型

电气系统： ； 交流发电机；蓄电池容量为

；能量回收电气系统。

技术规范可能随市场不同而变化

最后更新： 年 月



技术规范·保时捷

动力传输： 发动机和变速箱用螺栓固定在组合驱动装置上；后

轮驱动； 速 （ ）保

时捷双离合器变速箱，带可控后差速锁和保时捷扭

矩引导系统（ ）升级版。

传动比

档

档

档

档

档

档

档

倒档

恒定后桥传动比

主减速比

离合器直径

底盘： 前桥：滑柱悬挂系统（麦佛逊式，根据保时捷要求

进行了优化），车轮独立悬置在横向连杆、纵向连

杆和滑柱上； 带内部减震器的圆柱式螺旋弹簧；电

动机械动力转向；选装前桥提升系统。

后桥：多连杆悬挂，车轮独立悬置在五个连杆上；

带同轴内部减震器的圆柱式螺旋弹簧；选装后轮转

向。

带电控减震器的保时捷主动悬挂管理系统

（ ）；两种可手动选择的减震模式。



技术规范·保时捷

制动器： 前后桥分离式双回路制动系统；保时捷稳定管理系

统（ ）；真空制动助力器；制动辅助系统；电

动双伺服式停车制动器；自动防滑溜功能；碰撞后

制动系统。

前桥：六活塞铝制单体制动卡钳，直径为

、

厚度为 的钻孔式内部通风制动盘。

后桥：四活塞铝制单体制动卡钳，直径为

、

厚度为 的钻孔式内部通风制动盘。

车轮和轮胎： 前轮 车轮 配 轮胎

后轮 车轮 配 轮胎

重量： 德国工业标准空载重量

容许总重

尺寸： 长度

宽度

宽度（含车门镜）

高度

轴距

轮距 前轮

后轮

行李厢容积 前部 升

后部 升

油箱容量 升



技术规范·保时捷

性能： 最高时速

加速时间

– 秒

配备“ ”（运动升级）模式和 秒

– 秒

配备“ ”（运动升级）模式和 秒

秒

配备“ ”（运动升级）模式和 秒

耗油量（ ）：

混合

市区

郊区

排放等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