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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款全新的 GTS 车型：Panamera
系列突出运动范的新生力量
保 捷又 Panamera 系列增添了两款运动型车型：强 有力的 4.0 升 V8
双 轮增 发动机（338 kW/460 HP）、突出动 性能的底 子系统（包括了三腔室空气
架系统）以及特殊的外 和配置特征，Panamera GTS 和 Panamera GTS Sport Turismo
些 合成 一无二的高性能车型配置。体 出 GTS 车型典型特征的出厂 配就已经非
常丰富：主要是 配 有黑色外部 件的运动外 套件以及车 大面 地采用 Alcantara
面料。除此之外，保 捷
Panamera
全车系的舒适和
助系统增添了一款可以多样化配置的平视 示器。
两款 Panamera GTS 全新车型搭 一台最大功率 338 kW (460 HP)、最大扭矩 620 Nm
的 4.0 升 V8 发动机，再 合 配的运动型排气系统，打造出令人激情澎湃的
声和极致
的
体 。 款双 轮增 发动机配备了奥托微粒
器，比前代 品的马力和扭矩分
增加了 15 kW（20 HP） 和 100 Nm，再 合 配的 Sport Chrono 套件，使 Panamera
GTS 和 Panamera GTS Sport Turismo 只需 4.1 秒就可以从 止加速到 100
km/h。最大车速 分
292 和 289 km/h。通 PDK 8 速双离合变速箱，无需中
引
力就 动力 输 保 捷 引力控制管理系统（PTM）。与优异的行 性能相比，只有
10.3 l/100 km 的油耗
得非常有 制（Sport Turismo：10.6 l/100
km）（见脚注）；二氧化碳排放量
235 g/km (Sport Turismo: 242 g/km)。
与 Panamera GTS 系列车型注重运动性的特 相符，各个底 子系统设 得突出动 行
性能。 配自适 三腔室空气 架，可以灵活地
性系 和 大其变化范 。 两款
GTS 车型的运动型底 比之前一代又降低了 10 mm，所配备的保 捷主动 架管理系统
(PASM) 作了特 的 校，使运动风格更加 明。最 打造出优异的 向动 性能。大尺寸
的 车 （前轮直 390 mm，后轮 365 mm）有助于提高 向动 性能。
与前代车型相比， 两款全新 Panamera GTS 车型的 配得到了明 升 。运动外 套件
全新设 了 黑色的车头和车尾下部 条，再加上其他暗色 的装 条，使整车造型极具运
动气息。 两款 GTS 车型 配采用 Panamera 属设 造型的 20
寸 金属轮 。
广泛采用了黑色的 Alcantara
面料和阳极氧化的 合金 板。 配 包括了可加 的、并且 有
片和 Alcantara
方向 套的运动型多功能方向 ，以及可实 很多 字服务的 Connect Plus
模块。借助于 配的 GTS
套件，多种不同的设 元素可以更具个性化风格，例如发动
机 速表、朱 或者粉白 比色的
和“GTS” 志。
两款 GTS 车型都体 出第二代 Panamera
的所有 新成果。其中就包括 字化的保 捷先
（Porsche Advanced
Cockpit）、具有车距控制功能的保 捷 InnoDrive
新巡航系统以及 配的后桥 向系统。首次在 Panamera
全系列中配备的平视 示器是 两款 GTS 车型的一大亮点。
示器可 行个性化配置，
并 所有重要的行车信息以全彩色的形式直接投影到
的视野范
。
在保 捷的 统中，GTS 是 Gran Turismo Sport 的
：早在 1963 年，保 捷 904
Carrera GTS 就作 可以上路行 的超 跑车
车技
用于民用车型。1980 和 1990
年代上市的保 捷 924 GTS 和 928 GTS 也遵循 个设 原 ，并 其发 光大。2007
年，第一台保 捷 Cayenne GTS 得了重生。接着是 2011 年第一代 Panamera GTS
世，
只有运动型 车一个版本。新一代的 Panamera GTS 首次推出了 Sport Turismo
车型：作 2017 年才上市的 GTS

系列车型的全新之作， 大的尾门、低矮的行李厢地板高度、更大的行李厢空间和 4+1
的座椅配置使 款车型除了出色的行 性能之外，也能够 足日常使用的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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