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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陆 GT 极速版敞篷款面世


欧陆 GT 极速版敞篷款以驾驶体验为核心打造



先进底盘系统采用四项创新技术，进一步提升抓地力和精准度，从而增
强驾控信心



全轮转向系统和电子后差速装置提升车辆灵敏操控性和稳定性



经过全新工程设计的碳陶制动装置成就高效制动表现



搭载性能进一步提升的宾利 6.0 升 W12 TSI 发动机，最大功率 659 马
力，峰值扭矩高达 900 牛·米



0-100 公里/小时加速时间为 3.7 秒，最高速度可达 335 公里/小时



精妙的内饰及外观设计细节包括专属徽标、双色内饰设计、22 英寸极
速版轮毂，以及富有运动风范的迎宾踏板



中控台引入深色铝制饰面选配



提供包括粗花呢在内的 7 种敞篷车顶颜色选择



得到优化的敞篷车顶为客户成就出类拔萃的静谧座舱空间

（克鲁，2021 年 4 月 13 日）宾利汽车发布欧陆 GT 极速版敞篷款，为无界壮
游之旅带来全新可能。全新力作拥有傲视同侪的性能表现，以驾驶体验为核心
打造，以此诠释超豪华运动旅行敞篷座驾的全新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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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欧陆 GT 极速版敞篷款搭载性能进一步提升的宾利 6.0 升 W12 TSI 发动
机，最大功率 659 马力，0-100 公里/小时加速时间为 3.7 秒，最高速度可达
335 公里/小时。欧陆 GT 极速版敞篷款与欧陆 GT 极速版进一步丰富了备受赞誉
的欧陆 GT 车系。
欧陆 GT 极速版敞篷款的整体设计、工程研发和手工匠造均在已获得碳中和标准
认证的宾利汽车英国克鲁总部工厂完成，配备全新底盘技术、包含全轮转向系
统（All-Wheel Steering）和电子后差速装置，以及碳陶制动装置选配。这些先
进制车技术带来灵敏操控体验和驾乘舒适性。

欧陆 GT 极速版敞篷款面向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在内的全球部分市场发售，其中目前有部分市
场尚未开放订购，具体包括：欧洲 27 国、英国、瑞士、以色列、乌克兰、挪威、土耳其、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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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Z”形折叠式敞篷车顶显著提升车辆精致感和折叠效果。客户只需轻触按
钮，敞篷车顶可在 19 秒内开启或关闭。
欧陆 GT 极速版敞篷款作为极富性能表现的全新座驾，其内饰和外观设计蕴藏一
系列精妙设计细节，例如运动型迎宾踏板、深色格栅，以及“Speed”专属徽标。
此外，该车还为 22 英寸极速版轮毂提供三种设计选择。
奢华座舱内，仪表板点缀以精美“Speed”徽标，内饰设计可以与 Alcantara 饰面组
合搭配，该材质也被应用于方向盘。
宾利汽车董事会成员，负责销售及市场的 Chris Craft 先生表示：
“欧陆 GT 极速版敞篷款以驾驶体验为核心打造，通过创新技术展现强劲动态表
现，以此成就四季皆宜的奢华远行之旅。
“全新力作生动演绎了甄选材质和匠心工艺的有机融合，进而诠释宾利汽车在打
造超豪华运动旅行敞篷座驾领域的精深造诣。”
先进的底盘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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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底盘技术进一步提升抓地力和精准度，从而增强驾控信心。
宾利品牌致力在制车过程中将动态性能表现与行驶安全实现双重平衡，从容应
对各种驾驶情况。为了在“宾利模式”和“舒适模式”下实现这一设计理念，前后轮
之间的抓地力采用平衡分配原则；在“运动模式”下，所有驾驶情况中后轮将得到
更多的扭矩分配。
这一新系统令车辆以优异的弯道表现和更大的抓地力，助力驾驶者精准且自信
地行驶过各种弯道。此外，车辆输出的牵引力能更大限度地提升车辆性能，成
就首屈一指的加速表现。在“运动模式”下，牵引力管理系统将更大比例的动力输
送到后轮，以便增强对弯道行驶的控制力。

欧陆 GT 极速版敞篷款面向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在内的全球部分市场发售，其中目前有部分市
场尚未开放订购，具体包括：欧洲 27 国、英国、瑞士、以色列、乌克兰、挪威、土耳其、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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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系统相辅相成的关键是底盘技术，进而确保车身控制性和乘坐舒适性，
包括带有自适应阻尼的三气室自适应空气悬挂，以及 48 伏“宾利动态驾驶系统”。
这一系统也应用于其他第三代欧陆 GT 车型和新添越车型。
在这一创新技术中，每个防侧倾杆均配备强大的电机，有效防止车身侧倾。在
最高硬度设置下，电机可在 0.3 秒内输出 1,300 牛·米的扭矩，以平衡转弯力并
保持车身稳定。
此外，欧陆 GT 极速版敞篷款选配碳陶制动装置。其采用高性能材料打造，旨在
更为有效地输出车辆在高速行驶时所需的制动力。通过主动式全轮系统（Active
All-Wheel drive），牵引力控制系统和扭矩分配系统针对所有驾驶模式均经过重
新调校。
卓尔不凡的性能实力
全新欧陆 GT 极速版敞篷款实现了强劲性能与优雅奢华的有机结合。该车搭载性
能进一步提升的宾利 6.0 升 W12 TSI 发动机，最大功率高达 659 马力（比普通
W12 发动机增加 24 马力），峰值扭矩高达 900 牛·米。其 0-100 公里/小时加速
时间 3.7 秒，最高速度达 335 公里/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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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款 6.0 升 12 缸发动机在宾利汽车英国克鲁总部工厂手工打造而成。发动机和
变速箱均得到进一步调校，从而将专注于驾控体验的强劲性能表现化为现实。
澎湃性能在“运动模式”下尤其明显，因为双涡轮增压 W12 发动机所采用的调校
模式为加速时的升挡延后，减速时的降挡提前，从而将发动机的高功率工作方
式保持更长的时间。这会对驾驶者的操控动作产生更加灵敏的响应。
双离合八速变速箱在“运动模式”下的换挡速度是普通版 W12 车型的两倍，充分
体现欧陆 GT 车型的卓越风范。这与车辆启动和降挡时极富感染力的排气声浪相
得益彰。

欧陆 GT 极速版敞篷款面向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在内的全球部分市场发售，其中目前有部分市
场尚未开放订购，具体包括：欧洲 27 国、英国、瑞士、以色列、乌克兰、挪威、土耳其、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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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雕塑感的外观设计蕴藏专属设计细节
全新欧陆 GT 极速版敞篷款融合卓越性能与现代美学，彰显浓郁的运动格调。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款超豪华运动旅行敞篷座驾采用了一系列专属设计细节。
在速度不超过 50 公里/小时的情况下，专属定制的敞篷车顶可在 19 秒内开启或
关闭。
欧陆 GT 极速版车型新增深色散热器格栅和下保险杠格栅、独特的运动型迎宾踏
板，以及前挡泥板上精妙的镀铬“Speed”徽标。
此外，该车配备 22 英寸暗色调专属轮毂，可选配亮银色或亮黑色外观。“宝石
镶嵌式”加油口盖和带照明功能的迎宾踏板进一步展现该车型的强劲性能实力。
敞篷车顶提供 7 种颜色选择，其中包含富有英伦格调的粗花呢材质。其他颜色
包括：黑色（Black）、蓝色（Blue）、皇室红（Claret）和灰色（Grey）。车
顶内衬也有包括全新红色（New Red）到木兰花白（Magnolia）等 8 种颜色可选。
独特的“Z”形折叠式敞篷车顶采用先进技术打造。车顶的密封系统得到进一步优
化，并采用更出色的隔音处理技术，因此，在常规巡航速度下，座舱的整体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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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水平比前代车型降低 3 分贝。全新车顶隔音材料和操作机制，结合密封系统
的改进和更出色的声学处理手段，以此沿袭了上一代欧陆 GT 车型安静舒适的特
点。
手工匠造的奢华座舱
欧陆 GT 极速版敞篷款的奢华座舱兼具超豪华运动旅行座驾的精致格调和专属气
韵。当敞篷车顶打开时，一系列以精湛技艺打造的精妙细节尽展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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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陆 GT 极速版敞篷款面向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在内的全球部分市场发售，其中目前有部分市
场尚未开放订购，具体包括：欧洲 27 国、英国、瑞士、以色列、乌克兰、挪威、土耳其、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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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cantara 材质装饰的方向盘和饰有“Speed”徽标的仪表板相得益彰。此外，
Alcantara 材质还可以与内饰设计进行协调搭配，开创全新座舱空间。15 款内饰
主色和 11 种内饰辅色进一步丰富了客户的个性化选择。
“双菱形”绗缝工艺以及头枕处绣有的“Speed”字样交辉相映，用以提升全新力作
的性能实力。单色内饰设计还可以与 Alcantara 材质和真皮进行组合搭配。
欧陆 GT 极速版敞篷款标配钢琴黑木（Piano Black）饰面。客户还可以选择直纹
木（Crown Cut）、深胡桃木（Dark Stained Burr Walnut）、深提琴背桉木
（Dark Fiddleback Eucalyptus）饰面标配。另外还提供三种带有木材开孔纹理
的饰面选配：深胡桃木（Dark Stain Burr Walnut）、直纹胡桃木（Crown Cut
Walnut）和寇阿相思木（Koa）。
运动型踏板和“Speed”迎宾踏为标配；深色铝制饰面为选配。客户亦可以选择真
皮 饰 件 取 代 极 速 版 车 型 配 色 饰 件 和 极 速 版 车 型 颜 色 配 置 （ Speed Colour
Specification）。
全新设计的颈部暖风装置更为温暖、安静，并与加热式和通风式舒适型座椅无
缝集成，使电动可调节头枕周围的暖风气流和加热效率得到进一步优化。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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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部暖风装置的造型设计亮点为横贯送风管的镀铬中心翼片，其与宾利汽车著
名的“牛眼式”出风口交相呼应。此外，该车亦配备加热式方向盘、加热式扶手，
精致舒适的设计为客户在各种环境下提供极具奢华的驾乘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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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 编者注
宾利汽车是全球最受欢迎的超豪华汽车品牌。宾利三大车系：欧陆 GT、飞驰及添越的
设计、研发、工程制造以及 Mulliner 个性化定制均在位于英国克鲁的总部工厂完成。卓
尔不凡的精湛工艺、世代沿袭的传统技术、出类拔萃的工程设计以及傲视同侪的领先科
技，造就了宾利这一英伦超豪华汽车品牌。毫无疑问，宾利汽车也是英国制造业品质的
典范。宾利克鲁总部共有约 4000 名员工。

欧陆 GT 极速版敞篷款面向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在内的全球部分市场发售，其中目前有部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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