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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运动豪华 家族再添新车型

全新保时捷 启动中国预售

上海 斯图加特。保时捷大型豪华跑车 车系发布全新车型——基于第三代

的全新 é。全新车型以诸多创新设计细节，将运动性、日常实用性与时尚

风格在大型 SUV 车型上进行了完美融合，开创了多元跑车生活方式的新领域。保时捷全球执

行董事会主席奥博穆先生( )表示：“全新 é 不仅承袭了第三代

的全部技术亮点，并凭借更具动感的设计与全新的技术细节，彰显新车型更先进、

更运动与更振奋人心的魅力。”

全新 é 外观整体线条更为犀利，车尾极具识别度且配备自适应后扰流板。车顶

设计采用保时捷 911 GT3 RS 的跑车特色风格，并提供两种设计概念：标配的全景玻璃车顶和

选配的碳纤维车顶。 é 后排标配两个独立式座椅，也可免费选择后排舒适型座

椅。此外，一系列中国市场专属标配为消费者呈现更卓越的保时捷跑车体验。即日起，全新 

é 和全新 é 两款新车启动中国市场预售，制造商建议零售

价稍后公布。在即将到来的上海车展上，全新 é 将进行亚洲首秀。 

典雅的流线型车顶线

更加动感的车身比例，结合独特的设计元素，赋予全新 é 无与伦比的典雅风

范。保时捷造型设计副总裁毛迈恪（ ）表示：“明显更大角度的车顶曲线向车

尾方向滑落，让全新 é 看上去更具动感，从而成为所属细分市场中外观最运动

的车型。”车顶扰流板衬托出独特的硬顶跑车轮廓，令外观更显运动。由于车顶边缘降低约

，新车前挡风玻璃和 柱的高度比 更低。重新设计的后车门和尾翼使新车的

肩部加宽 ，整车造型更具肌肉感。后方牌照架置于保险杠中，整体降低了视觉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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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自适应车顶扰流板的全新 是第一款搭载主动空气动力学装置的 ，而

全新 é 同样采用了这一技术，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每一台

é 都配备了保时捷主动空气动力学系统（ ），其中包含了车顶扰流板和全新的自适应

后扰流板。扰流板与车身侧面轮廓无缝融合，在车速达到 时展开 ，从而增加

后桥的接触压力，同时提升 的效率。

标配超大全景玻璃车顶，可选装碳纤维车顶

全新 é 标配  全景玻璃车顶。 的采光区域可为车内各乘客提供卓

越的空间感，而一体式遮阳卷帘具有防晒和保温功能。全新 é 还可选装流线型

碳纤维车顶。从中心开始下沉的车顶设计赋予新车如同保时捷 一般的跑车特色风

格。同时，全新 é 提供三种轻量化运动组件，其中之一便包含碳纤维车顶。此

外，三种组件还包括 组件，新型轻量化 英寸 车轮，采用经典格

子图案的座椅中心区域，以及采用碳纤维和 ® 面料的内饰。全新

é 的组件还包含运动型排气系统。

四个运动型座椅令旅程更加舒适

全新 é 的标准配置提供可容纳四人的充足空间。全新运动型前排座椅带有一体

式头枕和 向电动调节，提供出色的舒适性和侧向支撑。此外，后排还标配了两个独立式座

椅，同时也可选择 常见的舒适型后排座椅，且无需额外付费。全新 é 

尽管车身较低，但由于后座高度比 降低了 ，因此头部空间仍十分充裕。行李

厢容积为 升，充分满足日常使用的需求。将后排座椅放倒后，行李箱容积可增加到

升；全新 é 则可从 升增加到 升。

搭载 和 两款涡轮增压发动机

全新 é 采用极具动感的线条和独特的设计元素，虽然在造型上与 有

明确区分，但仍旧承袭了第三代 的所有技术亮点，包括动力强劲的驱动系统、创新

的底盘系统、数字显示屏和操作概念，并实现全面互联。

本次新车发布将呈现两款高性能发动机版本：全新 é 搭载 升六缸涡轮增压

发动机，输出功率可达 （ ），峰值扭矩为 。得益于标配的



新闻稿 2019 年 03 月 22 日

No. 25/19   

 

保时捷（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方路 号 传真：

陆家嘴软件园 号 楼三层

邮编：

组件，新车由静止加速至 仅需 秒；当选装轻量化运动组件后，百公里加速

可缩短至 秒。车辆最高时速为 。旗舰车型 é 搭载 升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输出功率高达 （ ），峰值扭矩为 。全新

é由静止加速至 仅需 秒，最高时速为 。

更丰富的标准配置

新车丰富的标准配置包括速敏式动力转向升级版、 组件、 英寸合金车轮、带

倒车摄像头的前部和后部停车辅助系统，以及保时捷主动悬挂管理系统（ ）。

此外，全新 专为中国市场提供了更多的标准配置，包括环境氛围灯、私密玻

璃、空气净化离子发生器，以及后排侧安全气囊等。全新 é 的停车辅助

系统还为中国市场标配了全景影像系统。 

上海车展亚洲首秀

保时捷将会携旗下多款重磅车型出击第十八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并于 月 日在保

时捷展台举行新闻发布会。届时，全新 也将首次亮相中国，为消费者呈现保

时捷极致跑车的全新魅力。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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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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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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其全球最大单一市场的地位。 年，保时捷中国期待在华夏大地上谱写更加辉煌灿烂

的全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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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邮箱

吴明霞 传媒公关经理

电子邮箱

张思玮 传媒公关主管（南区）

电子邮箱

曲林 传媒公关主管（北区）

电子邮箱

陈媛 传媒公关主管（中区）

电子邮箱

mailto:jojo.tang@porsche.cn
mailto:stephanie.wu@porsche.cn
mailto:grace.qu@porsche.cn
mailto:catherine.chen@porsche.cn


新闻稿 2019 年 03 月 22 日

No. 25/19   

 

保时捷（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电话：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方路 号 传真：

陆家嘴软件园 号 楼三层

邮编：

张艳礼 传媒公关主管

电子邮箱

周琪炜 传媒公关主管

电子邮箱

电话

传真

媒体网站

mailto:elisa.zhang@porsch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