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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时捷持续致力在赛车运动中发展自然吸气式发动机

全新保时捷 ：蓄势捍卫冠军头衔

上海 斯图加特 全面升级的保时捷 （ 年款）是魏斯阿赫研发中心根据国际汽联

规则推出的最新研发成果。新车被保时捷寄予厚望，势要延续前代 的荣耀之

路，捍卫国际汽联世界耐力锦标赛（ ）的冠军头衔。前代车型在 赛季为

保时捷屡建功勋，不仅问鼎世界耐力锦标赛制造商和车手双料年度冠军，更横扫包括法国勒芒

耐力赛，以及 在赛百灵的比赛和在亚特兰大之路的小勒芒（ ）在内的多项

赛事。

在这款全新 的研发阶段，保时捷从前代车型的辉煌战绩中汲取了大量经验。保时捷

赛车运动副总裁安哲飞（ ）说到：“自 年起，在世界耐力锦标赛，以及北

美与欧洲的长距离系列赛中， 为我们赢得了超过 次组别冠军。我们本次的研发目

标就是将这款卓越的赛车做得更棒。魏斯阿赫的工程师们已经从各个方面做到了这一点。”

“我们从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功。” 厂队赛车运动总监 表示，“我们对

所有的厂队和客户活动进行了大量分析，工程师在多个领域找到了可提升的空间。

在未来三年的认证周期内，我们已经在赛车的研发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尤其是在驾驶性能、效

率、耐久性和适用性等方面。这款赛车 都是新的，其余保持不变的是大灯、制动系统、

离合器、驾驶座椅和悬挂部件。目前的测试很成功。我们对 赛季世界耐力锦标赛

的揭幕战充满期待。”

更大排量的全新水平对置发动机

对于传动系统，保时捷仍然坚持既定路线。在全新 上，高效的六缸自然吸气式发动

机被安装于后桥前，排量达到 ，根据节流器的尺寸，系统输出功率可达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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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目前为止 原厂车型中排量最大的水平对置发动机，相较于前代车型的四升发动机而言，

可在更广的转速区间内提供更优的驾驶性能。动力通过一个轻量化与刚性的六速常啮合式序列

式变速箱传到后轮上。全新的动力总成缩短了新车的换挡时间，提升了效率。两个排气尾管被

分别设置在两边的后轮之前。全新的尾气导管进一步减轻了重量，强化了空气动力学优势。

重新布局的排气尾管为进一步优化的扩散器留出空间。这个特殊的部件位于全新 的

尾部，能为赛车提供更多的下压力。由于赛车前部和两侧的气流得到改善，空气动力学效率和

稳定性均显著提升，进而也增强了比赛时轮胎的使用和耐久性。

专注于车手和机械师的工作

驾驶性能和适用性是长距离比赛的制胜关键。这个赛季，保时捷在全新 的研发过程

中，对这些方面也格外重视。全新的驾驶舱更注重良好的使用感，因此来自保时捷车手们的大

量反馈就显得尤为珍贵。跟前代车型一样，全新 的碳纤维强化塑性车身可快速更

换，有效提升长距离比赛时的进站效率。

为了给车手提供更多的保护，全新 的主动和被动安全部件都进行了全面的革新。久

经考验的“防碰撞系统”能预先探测接近的 组别的赛车，为车手提供更有益的信息。优

化的防滚架、在车门和防滚架中的国际汽联标准侧面冲击面板，以及为腿部附加的冲击保护

等，都可在事故发生时加强被动安全性。其他配置还包括可拆卸式车顶窗，以及搭配六点式安

全带的刚性固定赛车座椅。

年 月首度出战

“我们从 年便启动了全新 的概念工作。初版设计是利用 软件完成的。

年 月，新车在我们魏斯阿赫的测试赛道上完成了首轮试车。” 描述

着新车研发的重要里程碑。随后的几个月，保时捷厂队进行了大量的测试，由经验丰富的厂队

车手们轮流驾驶全新 。与此同时，新车的空气动力学也在保时捷的风洞中得到进一

步优化。“另一个里程碑是 年 月在卡斯特雷特（ ）完成了长距离跑，当时

我们出战世界耐力锦标赛和 的两支厂队都参加了。我们在 多个小时内完成了超

公里的驾驶，没有出现任何技术故障。车手和工程师都对结果非常满意。新车在 月

日获得了参赛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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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伍德全球首发

月 日，这款有史以来最出色的 赛车在英国的古德伍德速度节（

）全球首发。 月 日，全新 还将在不列颠群岛的银石赛道开启它的世界耐

力锦标赛新赛季首站。在此之前的 月 至 日，即世界耐力锦标赛西班牙巴塞罗那站

中，全新 将首度代表卫冕制造商世界冠军的保时捷出战 组别，上演横跨两

天的耐力角逐。保时捷 厂队将派出两台赛车参与世界耐力锦标赛 赛季八个回合

的比赛，车手阵容包括 （丹麦）、 （法国）、

（意大利） 和 （奥地利）。在 跑车锦标赛，保时捷也

将转用这款最新车型征战 赛季。两台全新 将在北美赛场参加 组别争

夺，并角逐制造商冠军头衔。自 赛季起，保时捷也可为参加世界耐力锦标赛的客

户车队提供全新 赛车。

比赛中，保时捷厂队赛车将首次身披两款不同涂装登场： 号赛车的主色调仍将是保时捷标

志性的白色，中间的红色饰条从车前盖经车顶向后裙板延伸，侧门槛也选用红色，两侧的灰色

点缀为整体设计更添简洁与动感。 号赛车对调了白灰两色的设计，而尾翼与两侧的外后视

镜则以黑色取代了白色。因此，车迷可以清晰地分辨两台赛车。

年款保时捷 的技术数据

设计理念

 用于 组别的单座赛车（美国： 组别）

重量 尺寸

 基本重量：约

 长度： 不包括下唇板、尾翼、扩散器

 宽度： （前桥） （后桥）

 轴距：

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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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冷水平对置六缸发动机，安装在后桥前；排量 ，冲程 ，缸径

；根据节气门口径，输出功率达约 ；四气门技术；燃油直

喷；干式油池润滑；单片式飞轮；通过节流器限制输出功率；电子节气门；侧部出口排

气系统

传动系统

 轻量化的六速常啮合式序列式变速箱；带锥齿轮的双轴纵向布置形式；通过电子换档执

行器换档；方向盘上带换档拨片；镁制变速箱壳体；带粘性联轴器的多片自锁式差速

器；三片式碳纤维赛车离合器

车身

 采用铝钢复合结构的轻量化车壳；可拆卸式车顶窗；前置 邮箱；焊接防滚架；符

合国际汽联 标准的座椅；在底盘上采用刚性安装；六点式安全带与

头颈保护系统搭配；纵向可调踏板；优化空气动力学并可快速更换的 附件；带

“鹅颈式”上部悬挂支架的尾翼；带安全压力阀的四柱式气压千斤顶系统；电子激活式

灭火器系统；可加热式挡风玻璃

悬挂系统

前桥：

 双摇臂前桥；四向减振器；带螺旋弹簧；角度可调的叶片式防倾侧杆连杆；电液式动力

转向

后桥：

 双摇臂车桥的一体式后桥副车架；四向减振器；带螺旋弹簧；角度可调的叶片式防倾侧

杆连杆；电液式动力转向；三轴式驱动轴

制动系统

 前后桥分离式双回路制动系统，可通过平衡杆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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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桥：

 单件式铝制六活塞赛车卡钳，带快速接头；内部通风式钢制刹车片，直径 ；赛

车刹车碟；优化的制动器冷却管道

后桥：

 单件式铝制四活塞赛车卡钳，带快速接头；内部通风式钢制刹车片，直径 ；赛

车刹车碟；优化的制动器冷却管道

车轮 轮胎

前桥：

 单件式锻造轻合金车轮， ，偏距 ，带中央锁紧螺母和轮毂螺母；米其林光

胎，尺寸

后桥：

 单件式锻造轻合金车轮， ，偏距 ，带中央锁紧螺母和轮毂螺母；米其林光

胎，尺寸

电气设备

 考斯沃斯（ ）中央记录器单元；带一体式显示屏的 多功能方向盘；换

挡拨片和快拆杆；碰撞避免系统；搭配 蓄电池的可控交流发电机； 大

灯； 尾灯和雨灯；发光赛车标号和排位灯；驾驶室内的紫外线灯；带记忆功能的

电动可调式外后视镜；轮胎气压监控系统（ ）；饮水系统；空调系统；中控台上

带荧光标记的薄膜控制面板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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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时捷中国

继 年，费迪南德 保时捷（ ）先生于德国斯图加特创立保时捷设计

工作室后，凭借两代人的不懈努力， 年，其子费利 保时捷（ ）先生将保时捷

的设计理念变成了现实，也标志着保时捷跑车品牌的诞生，并使之成为跑车界的传奇。随着数十

年的发展，保时捷现已成为享誉全球数十载的顶尖跑车品牌。秉承 之卓

越理念，保时捷锐意创新，不断进取，以为全球跑车爱好者提供集卓越性能与非凡效率于一身的

完美跑车为己任，不断拓展跑车设计与制造的新境界。

自 年进驻中国市场以来，保时捷中国便致力于为每一位渴望挑战、追求完美的中国车友带来

品牌所倡导的运动体验与创新精神。此外，来自保时捷全系顶级跑车的无限魅力亦得以倾力呈现

充满传奇色彩的 跑车、久负盛名的中置发动机跑车 和 、豪华

翘楚 、时尚 先锋 、拥有纯正跑车基因的豪华轿车 均以超凡

性能与极致设计诠释着保时捷品牌对于完美品质所秉持的至臻坚持。至今，保时捷在中国共拥有

家销售网点，确保每一位中国车主均能体验到保时捷享誉全球的至臻个性化服务。

年，保时捷中国创造了在中国大陆、香港及澳门累计交付 台新车的杰出业绩。

年第一季度，中国市场凭借 台的新车交付量，卫冕保时捷全球最大单一市场。

如需更多资讯，请访问 ；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保时捷新闻中心

或联系：

保时捷中国

唐凤靓 传媒公关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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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

吴明霞 传媒公关经理

电子邮箱

张思玮 传媒公关经理（南区）

电子邮箱

曲林 传媒公关助理经理（北区）

电子邮箱

陈媛 传媒公关助理经理（中区）

电子邮箱

张艳礼 传媒公关助理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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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琪炜 传媒公关助理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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