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奢华之力量

阿斯顿·马丁之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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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到眼光，愉悦共享。
世界上最美的四门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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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纯粹应驾驶者	
而生的完美座驾。

Rapide	S是世界上最美的四门跑车。它由

独具一格的视角来构思，以最顶级的材料

打造，使卓越的跑车性能和无比精致的设

计完美结合，越世而立。	

	

细节处的最新改进使它的性能更显张扬。	

Rapide	S石破天惊却拥有恒久之纯美，	

是美轮美奂、激动人心、地地道道的阿斯顿·

马丁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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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款阿斯顿·马丁车型都必须具有美丽、	

高雅、比例均衡的外观。Rapide	S让这些

特质在一款四门版车型中一一体现，让恣

纵和张力得以精美和谐的调和。在阿斯顿·

马丁标志性双座硬顶跑车的美感启发下，	

Rapide	S的四门设计有着近乎神奇的纯净

曲线，充满聚合力与优雅的美感－它是一款

地地道道的阿斯顿·马丁。	

	

	

	

大胆的格栅设计凸显了Rapide	S坚定自信

的气质，这种气质见诸于Rapide	S设计的

每个细节之中。然而，Rapide	S天生的气质

与其经典的比例、优雅的车身线条相互协

调，营造出完美而内敛、灵巧而低调的氛围。

巧妙、和谐地融合这些看似矛盾的主题，

正是成就这款世上最美四门跑车的关键。	

设计

处处追求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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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挑战而创造出解决方案，加快了车

型的演变，以确保每款阿斯顿·马丁车型都

忠实于我们的核心价值。我们的四门跑车

需要挑战，2010年它面临的是赛车运动里

最棘手的挑战：纽博格林赛道上艰苦卓绝

的24小时耐力赛。对阵赛场上200辆特别

制造的赛车，近乎公路标准版的Rapide在

世界上最伟大的赛道上完美地疾驰了一个

昼夜。Rapide夺得本级别的第2名和总排

名第34名。Rapide	S更快速、更精密、更

敏感，而纽博格林赛道上获得的非凡比赛

经验更使它的耐久力得到了提高。	

	

性能

突破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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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e	S的核心是其精密的四凸轮6.0公升V12引擎。豪华易用

与极致表现的结合完美地体现了Rapide	S的双重特性。V12引擎

可产生560	马力（552制动马力）峰值功率和630牛顿米扭矩，	

是一款动力澎湃，且后劲十足的引擎。	

全新高精密度的博世引擎管理系统搭配全新的八速Touchtronic	III

自动变速器，Rapide	S速度更快、反应更灵敏并且更加环保。因此，

它可以在更大的扭矩范围内轻松为您提供优异性能，并在需要时

确保显著的超车能力。若您想揭示其跑车内涵，Rapide	S实现

0-60英里/小时的加速仅需4.2秒，最高时速可达惊人的203英里/

小时，且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油耗都得到了改善。	

130 毫秒
最快换挡速度

8 速比

6.0 公升

酷爽动力，	
火热速度。

性能

V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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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功率

552制动马力

扭矩

630牛顿米

0-60	英里/小时	

4.2秒

高度先进的八速Touchtronic	III自动变速器使Rapide	S焕然一新。	

Touchtronic	III像Rapide	S一样功能全面－换挡响应时间最快可

达130毫秒，而工作精度和燃油经济性也同时得到了提高。八速变

速器充分发挥了6.0公升V12引擎的动力性能。缩短的低速比改善

了加速性能，同时七档和八档的放宽降低了引擎转数以实现近乎

无声的巡航。	

Touchtronic	III具有操控、操控运动，拨片操控、拨片运动四种

驾驶模式，它还具有自适应驾驶识别功能，可智能地适应驾驶者

的输入指令和驾驶风格。其结果是完全直观和高效的驾驶体验。

另一种看不见但切实存在的优势是其更低的车重，使驾驶动感进

一步提升。	

	

十二缸至	
八速的动力。

性能

前置引擎搭配Touchtronic

变速器，提供了优异的平衡

性和不竭的动力	

连接引擎和Touchtronic	

III的扭矩管得以改进，	

降低了传输到车内的噪音，

获得进一步的优化	

八速比变速器比上一代轻

了3%，提高了敏捷性和舒

适性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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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的咆哮。

性能

没什么比自然吸气的6.0公升V12引擎	

的响应和咆哮更令人享受。跑车心脏的	

搏动使Rapide	S轻松尽显异域风情。	

随着V12引擎发出铿锵有力地轰鸣，	

一触即发的动力和无比卓越的性能便一	

一传递到驾舱内外的幸运观众和听众。	

Rapide	S是滚动的剧院，一人上演，	

多人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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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印象深刻的不仅仅是Rapide	S的极致

速度，还有它施展性能的方式。Rapide	S

的设计旨在充分利用和完美契合卓越驾乘

性能的巨大潜力，其先进的悬挂和制动系

统是控制、动力和精准度的典范。	

	

	

	

独自开车时，您会爱上三级自适应减震系统

（ADS）配置所传递出的真正跑车操纵手

感，然而，当优先考虑舒适感时，它又可以

毫不费力地让您感受完美豪车的魅力。	

全新增大的400毫米直径前刹车盘提供更

强的累进制动力，且具有极佳的抗衰退性。

新调校的三级动态稳定控制系统与全新变速

器完美搭配，保证终极稳定性。选装轻量级

锻造合金轮毂能减轻非簧载质量和转动质

量，进一步改善驾乘品质、转向响应和反馈。

性能

轻松优雅，终级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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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50.1%

工程技术

绝佳的平衡赋予	
与生俱来的运动风尚。

通过在前轮毂中心线后配置6.0公升V12

引擎及后置八速Touchtronic	III变速器，

将重量集中在轴距范围内，并实现近乎完

美的前后重量分布。这既能优化灵活性，	

又能在各种路况和气候条件下确保操作过

程稳定如一、自信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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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e	S自信洋溢，只因其纯粹的气质和

优越的车身比例，但其独一无二的轮廓只

是令您驰骋想象的起点，任您在脑海中恣

意勾勒出世上最美的四门跑车。或静显内

敛或充满着愉悦的魅力，您的Rapide	S	

任您诠释。	

兼具优美轮廓与卓越性能。	

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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恣纵尊享。

重绘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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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e	S坚定、自信、大胆，且车身比例完

美，其目的之单纯只为隐藏其性能之张扬。

气质的张力见诸于定义RapideS的各处细

节中，如风格大胆的浑圆铝制格栅和暗示了

潜在动力的细长侧腮。	

形态与功能的完美结合。

在后部设计上，后挡板配合上翘的后尾翼，

为车身营造了动感的外形，并且在高速飞驰

时提升了空气动力的稳定性。在车底部分，

以空气动力学设计的扰流器与后杠融为一

体，在处理车底空气流动时表现更加出色，

与大胆张扬的前部设计相互映衬。

恣纵尊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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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e	S的外观让人热血沸腾，而它的内

部却是一个非凡的宁静空间。精美的设计从

中控台突起一直延伸到精心装饰的行李区，

纯正材质加上柔滑轻盈的触感，令驾驶者和

乘客瞬时放松。欢迎进入您的Rapide	S。

奢华的内部设计

令您沉浸在一个	
奢华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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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e	S真正独特的品质之一就是，尽管

它分外关注乘客需求，但也从未忽视阿斯

顿·马丁是专为驾驶者而设计。Rapide	S

的座位、方向盘与踏板的位置完美精确，

修长、优雅的引擎罩带来激动人心的视野，	

为您精心打造的驾驶环境与我们更为专注

的跑车、GT和超级GT车型完全相同，一切

以驾驶者为核心。	

	

	

清晰纯粹的设计、触感和关联感最为关键，

让您从坐进驾驶室的那一刻起，便拥有完

全操控的超凡体验。直观的人体工程学设

计、良好的视野和玻璃材质按钮等冲击感

官的考究材料带领您在贴心与享受中完成

驾驶体验，您甚至会忘记是在驾驶一台四

座跑车。	

	

乘者之悦。
驾者之趣。

奢华的内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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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乘Rapide	S，让您尽享旅途舒适自在环

境。您可以选择各种内饰颜色、装饰和细节

配件来定义驾驶舱，其中包括全新的钢琴

冰摩卡饰面、绗缝真皮图案、Alcantara®

材料以及精选的双色穿孔真皮。营造一	

个华丽的空间或一处专注运动的氛围，	

让Rapide	S点燃您的想象力。	

	

想象力激发感官体验。

奢华的内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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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华的内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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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骋大地之上便能尊享空中旅行的魅力。

与驾驶舱同样考究的材料以及对于质量和

细节的极致关注，使得Rapide	S的后部乘

客舱呈现与前部同样迷人的魅力。单独制

作的座椅可提供充足的舒适感，并极具收

缩性，为您长时间驾驶提供舒适感受。中央

控制台的突起部分可用作内置扶手或饮料

放置空间。分区空调确保后座乘客可以享

受独立于前排人员的空气调节。	

	

奢华的内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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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e	S每处精美的细节都彰显着阿斯

顿·马丁悠久的奢华手工定制历史。驾驶室

中使用的顶级真皮，多样的木质和其它豪

华材质都是由手工倾情制作，精密无比。	

	

	

	

	

	

	

仅一个“AML”绣饰就需超过5000针才得

以展现所需的效果。这个非同寻常的空间

拥有超过300万种装饰组合，供您尽情描绘

情绪与灵感。我们的工匠以历史悠久的传

统方式手工打造您灵感的结晶。	

	

无与伦比的工艺技术。
极致的舒适感

奢华的内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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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内在儒雅而性能狂野的6.0公升V12引擎的音响的娱乐效果不够

劲道，Rapide	S还配备了专门研制的Bang	&	Olufsen音响系统。	

Bang	&	Olufsen系统配备了千瓦功放和15个完美定位的扬声器，	

以清晰自然的音质打造绝佳的聆听体验，带给您前所未有的音乐享受。	

Bang	&	Olufsen高度专业的音响师通过平衡2000多种可调参数巧

妙地实现了完美的聆听体验。通过使用计算程序，并利用包括车载麦

克风在内的多个车辆感应器，细微中均衡调整，从而可在所有驾驶条

件下保持稳定的回放效果。捕捉各个玄妙之处，传达各种情感。

随音乐而动
Bang	&	Olufsen	BeoSound音响系统

声学透镜技术

阿斯顿·马丁的Bang	&	Olufsen系统包含

了安装在仪表板每一侧的两个可移动声学

透镜。音响系统激活时，两个声学透镜从仪

表板下方优雅的缓缓升起。该镜头保证了	

宽广的180°水平色散并防止形成垂直伪

影，从而帮助成像和音效呈现。	

封闭式音箱	

专门采用封闭式音箱，通过降低外部噪声来大

幅提高声音清晰度，并加强了车内私密度。	

	

专利声学透镜技术几何结构

高频扬声器

可移动声学透镜罩

橡胶隔离器，防止振动

的传递

车内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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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寻求极致的“头等舱”体验，请选装后座

娱乐系统。前排座椅头部的背面装有独立

屏幕，可从6碟车载DVD播放器播放视频。	

无线耳机和遥控器可确保您享受最大限度

的便利和视觉乐趣。

让您如同身临音乐厅、	
电影院中的最佳席位。

车内科技

4342



四门便利

横跨大洲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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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门、四座。	
毫无妥协的硬顶款跑车

它外形灵活而激动人心，散发着永不妥协的

魅力，可Rapide	S还巧妙地将功能织入其

时尚的身形中。四个天鹅翼车门从门开口

处延伸上扬，获得最佳的进出感受，四个成

人可以完全舒适自在地驾乘。在前排，多重

可调节座位为驾驶者和前排乘客提供了完

全支持，在后排，经过巧妙撑压加工的顶蓬

和前座椅靠背为后排乘客创造了最大可能

的头部和膝盖空间，打造了设计精美、宽松

舒畅的后排空间。Rapide	S提供了可以尽

情分享的体验。

四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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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体验表明，Rapide	S是一款具有迥异

性能的跑车：它既是地道的运动跑车，又是

安静的豪华快车。为了让您每天都能享受

它的快感，我们赋予Rapide	S的性能足以

给您带来这两种不同的感受。	

日常行李可通过宽大的尾门进入宽宽平平

的行李区，那里十分宽敞，却不会侵犯后排

乘客的乘坐空间。但如果需要运输其他行

李，或要承载二人旅行度假的行李，您可将

Rapide	S的后排座椅折叠，从而获得三倍

的行李空间。这样就创造出一个宽大的行

李空间，可完美容纳高尔夫球袋或成套滑

雪板等笨重的运动器材。	

	

	

	

内在实用。
真正的豪华跑车。

四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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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红 霜晨白

车轮：10辐银色涂（漆）装轮毂，	
钻石光泽饰面	

刹车卡钳：灰色

排气：鲜色系列

碳纤维外部套件包	

车轮：10辐石墨色定向涂（漆）装轮毂，	
钻石光泽饰面	

刹车卡钳：黑色

排气：黑色Zircotec

跑车品质－经典而令人回味的跑车之美，将神圣红色外观与沙漠棕真皮和深邃的钢琴黑饰板相结合 现代运动风尚－惊人大胆的现代碳纤维细节设计和钻石光泽饰面石墨色轮毂

设计师的选择
	

为打造完美的RapideS汲取灵感，选用既运动又豪华的色彩和装饰组合	

午夜蓝	 海上风暴	

车轮：10辐石墨色定向涂（漆）装轮毂，	
钻石光泽饰面	

刹车卡钳：黑色

排气：鲜色系列

车轮：10辐缎面香槟色定向涂（漆）	
装轮毂，钻石光泽饰面	

刹车卡钳：灰色

排气：鲜色系列

真皮：朦胧蓝	

精致奢华－润泽的午夜蓝涂饰，华丽的暗黑骑士真皮与碳纤维装饰交相辉映，更尽优雅 极致优雅－坚定而又内敛的海上风暴格调与朦胧蓝真皮和细致的乳霜松露拼接出宁静而轻松的氛围

真皮：曜石黑	

缝线：黑色		

座椅套

座椅内部：白色双色穿孔

顶衬：曜石黑绗缝真皮	

面饰：钢琴黑	

钢琴黑内饰套件包

B&O音箱格栅：黑色

踏板：黑色		

真皮：沙漠棕	

缝线：红色	

无座椅套

座椅内部：沙漠双色穿孔

顶衬：沙漠双色穿孔	

面饰：钢琴黑	

钢琴黑内饰套件包

B&O音箱格栅：铱金漆	

踏板：铱金漆

真皮：暗黑骑士	

缝线：银色		

座椅套

座椅内部：暗黑骑士	

顶衬：定制灰Alcantara®	

面饰：碳纤维	

碳纤维内饰套件包

B&O音箱格栅：铱金漆	

踏板：铱金漆	

缝线：奶油太妃糖	

座椅套

座椅内部：朦胧蓝穿孔

顶衬：朦胧蓝绗缝真皮	®	

面饰：碳纤维	

碳纤维内饰套件包

B&O音箱格栅：铱金漆	

踏板：铱金漆	

个性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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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调色板

个性定制

Rapide	S独一无二的轮廓只是令您驰骋

想象的起点，任您在脑海中恣意勾勒出世

上最美的四门跑车。或静显内敛或充满着

愉悦的魅力，您的Rapide	S任您诠释。	

我们的漆面选项分为三类：快捷系列、	

现代系列和特别系列。

专业技术打造出的亲切色调包括纯珍珠色、

三色涂层和染色透明涂层。	

这些技术推动了涂漆行业的发展，	

创造出真正夺目的外饰涂层。

自信、低调而优雅，快捷系列涵盖多种色调，

从固体色到金属色一应俱全。

快捷系列

涂装技术融合发展潮流，创造出醒目而微

妙的视觉效果。	

时尚、光洁而又大胆的金属色和水晶色相

融合，营造出令人惊叹的色调。

现代系列 特别系列

墨黑色 玛瑙黑 午夜蓝 银狐灰 明媚黄 天幕银 风暴黑 魅惑红

古典铜 霜晨白	 刺尾鱼黄

爵士白 银金色 马里安纳蓝 苹果绿 月神铜 淡青绿 古镜银	 景泰蓝 亚利桑那铜 海上风暴

梦幻蓝 闪电银 原子银 雀尾蓝 神圣红陨石银 机械银 朱砂红 瓷灰 铬绿色 伯爵黑 马达加斯加橙	 宝石蓝 砖石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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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皮颜色色板

个性定制

我们的装饰风格有快捷系列和现代系列两

项可选。Rapide	S的非凡内饰可以巧妙定

制以迎合您的品味和心愿。我们的真皮颜

色选择多种多样，传统色调和大胆的现代

色彩一应俱全。手工制作的内饰为您的选色

配以精美触感，定义您的完美空间。

链甲灰

幻影灰 辣椒红

曜石黑 波罗的海蓝

深摩卡色

议会绿

奢华红

奶油太妃糖 晨曦蓝 冬麦棕 电子梦幻黄

埃菲尔绿 深紫色 沙暴棕 纯黑色 冰摩卡色 象牙白

幽灵蓝 胭脂红浓情巧克力 茶隼棕朦胧蓝 马达加斯加橙 凡丹戈粉红

加利福尼亚罂粟色

高贵红

麻灰色

纯湖蓝

暗黑骑士雅致棕

沙漠棕 白色双色穿孔

半苯胺涂饰（仅限少数颜色可用）

顶被沙漠双色穿孔

红色双色穿孔

钻石穿孔

快捷系列 现代系列 皮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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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饰面

当然，我们可随您所愿为阿斯顿·马丁
涂上任何色彩，甚至可以使用您自己创
造的色彩规格。查看全部外饰和内饰颜
色、材质以及抛光处理方式，请访问阿
斯顿·马丁在线配置官方网站	
www.astonmartin.com/configure

个性定制

安全带ALCANTARA	–	
现代系列

ALCANTARA	–	
快捷系列

地毯	–
现代系列

地毯	–	
快捷系列

仪表板

紫褐色

暖炭色冰摩卡色朦胧蓝

浓情巧克力 沙暴棕

高贵红沙漠棕

里海蓝 幻影灰

暗樱桃色 议会绿

曜石黑

纯黑色

朦胧蓝

冰摩卡色混合棕

北极蓝 浓情巧克力

混合灰色 混合棕色

曜石黑月影灰

高贵红 卷云灰

象牙白 定制灰光蜡木 竹

桃花心木 胡桃木

钢琴冰摩卡色钢琴黑 碳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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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配件选项

车轮

可选各种华丽设计、色彩和饰面。

1		20英寸10辐定向合金锻造缎面香槟色涂（漆）装轮毂，钻石光泽

饰面

2		20英寸10辐定向合金锻造石墨色涂（漆）装轮毂，钻石光泽饰面	

	

	

3		20英寸10辐合金光亮黑涂（漆）装轮毂，钻石光泽饰面	

4		20英寸10辐合金银色涂（漆）装轮毂，钻石光泽饰面	

5		20英寸多辐合金银色涂（漆）装轮毂，钻石光泽饰面（标配）	

6		20英寸多辐合金石墨色涂（漆）装轮毂，钻石光泽饰面	

碳纤维 排气尾管

1	碳纤维前定风翼

2	碳纤维后视镜

3	碳纤维尾部扰流器

用裸露的碳纤维点缀凸显运动气质，碳纤维套件包包括有前定风翼、尾部扰流器、后视镜罩和带有黑色边

框的尾灯填料。	

	

个性定制

黑色Zircotec排气尾管结合外形与功能，造就出惊人的效果。黑色Zircotec排气尾管拥有提升性能且经久

耐用的陶瓷涂层，与极致美感的碳纤维点缀相呼应，不愧为终极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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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顶衬 内部－座椅 内部配件选项 碳纤维内饰套件包

内部配件选项

1	沙漠双色穿孔真皮座椅内衬

2	白色双色穿孔真皮座椅内衬

3	绗缝真皮座饰

4	穿孔真皮座椅内衬

5	座椅绣饰

1	沙漠双色穿孔顶衬

2	绗缝真皮顶衬

Rapide	S座椅严格遵照您的标准手工精制，提供多种双色或绗缝真皮材质、

细致的刺绣和对比鲜明的座椅内衬为您量身定做。	

采用醒目的双色穿孔真皮选项或采用绗缝真皮材质以打造优雅的顶衬风格。

1	碳纤维换挡拨片

2	碳纤维仪表板

3	碳纤维车门嵌件

全套碳纤维内饰套件（包括仪表板内饰、换挡拨片以及开门手柄）

营造运动美感

黑色B&O音箱和黑色踏板增添了经典奢华的意味，同时方向盘的色彩	

与周围的真皮内饰色调相辉映，营造完整的个性化外观。

1	黑色B&O音箱

2	黑色踏板

3	彩色标识方向盘

个性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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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车身

–		四门车身，	
带尾门和四个独立座椅

–		挤压铝复合VH车身结构
–	 铝制复合车身板面
–	 挤压铝制门保险横梁杠
–		单氙气前大灯，带LED侧灯和转向指示器
–		LED尾灯和侧挂中继器

引擎

–	 全合金，四顶置凸轮轴，48阀，5935毫升
的V12引擎

–		前中置引擎，	
后轮驱动

–	 完全催化不锈钢排气系统，带主动旁通阀
–	 压缩比11:1
–	 最大功率411千瓦（560马力/552制动	
马力）/6650转

– 最大扭矩630牛顿米（465扭力）/5500转
–		加速度	
	 0-60英里/小时加速时间4.2秒	

	 0-100公里/小时加速时间4.4秒

–		最高速度327公里/小时

油耗

公升/100公里（英里/加仑）

–		市区	19.5	(14.5)	
–		市区外	9.1	(31.0)
–		综合	12.9	(21.9)

北美汽油里程

–		市区	14	英里/美制加仑
–		公路	22	英里/美制加仑
–		综合17英里/美制加仑

二氧化碳排放

–		300克/公里

变速器

–		后中置，“Touchtronic	III”八速变速器，	
配合电子线控换挡控制系统

– 合金扭矩管，带碳纤维传动轴
–	 限滑差速器
–	 最终传动比2.73:1

转向装置

–		齿轮齿条式，Servotronic速度感应助力转向
–		3.0圈方向盘旋转锁定
–	 操纵杆倾斜度和范围调节

车轮和轮胎

–		20英寸多辐合金银色涂（漆）装轮毂，	
钻石光泽饰面

–		前轮胎：普利司通Potenza	245/40	R20
–		后轮胎：普利司通Potenza	295/35	R20

悬挂系统

–		前悬挂：独立式双横臂，包括防前潜结构、
螺旋弹簧、防侧倾杆和单管自适应减震器

–		后悬挂：独立式双横臂，包括防后沉和防
举升结构、螺旋弹簧、防侧倾杆和单管自

适应减震器

–		三段式自适应减震系统（ADS），	
带正常、运动和赛道模式

刹车系统

–		前刹车盘：双材质刹车盘，直径400毫米，
带六活塞卡钳

–		后刹车盘：双材质刹车盘，直径360毫米，
带四活塞卡钳

–		三级动态稳定控制系统（DSC）
–		防锁死刹车系统（ABS）
–		电子制动力分配系统（EBD）
–		紧急刹车辅助系统（EBA）
–		牵引力控制系统（TC）
–		液压刹车辅助系统（HBA）	
–		扭力控制系统（PTC）
–		电子驻车制动系统（EPB）

重量和规格

–		车长5019毫米
–		车宽1929毫米（不含后视镜）；	
2140毫米（含后视镜）

–		车高1360毫米
–		轴距2989毫米
–		油箱容积：90.5公升
–		重量：1990公斤
–		重量分布：51%/49%	
（前/后）

标准内部配置
–		全粒面Luxmill真皮内饰
–		胡桃木面饰
–		铱银色中控台外饰面和石墨色内饰面
–		玻璃材质按钮
–		自动光控内置后视镜
–		自动光控内置后视镜配车库遥控器	
（仅限美国和加拿大地区）1

–		电控前座椅
–		记忆前座椅和侧后视镜（三个记忆位置）
–		双级司机和前排乘客前安全气囊
–		前排乘客侧方气囊
–		前后排乘客头部保护气囊
–		前后加热功能座椅
–		加热后窗
–		前后排自动温度控制系统
–		有机电致发光（OEL）显示屏
–		LED读图灯和环境照明
–		行车电脑
–		巡航控制
–		车外电动折叠后视镜
–		前部和后部泊车感应器
–		轮胎压力监控系统	1

–		警报器和引擎防盗锁止系统
–		遥控中央门锁和后备箱开启装置
–		追踪设备（仅限英国）3

–		雨伞

车内娱乐设施

–		1000瓦Bang	&	Olufsen	BeoSound音响
系统，带ICEpower®技术

–		硬盘驱动器（HDD	）卫星导航1,2

–		6.5英寸LCD	屏
–		数字广播1

–		AM/FM广播1

–		集成苹果iPod®和iPhone®接口（需要苹果
提供的兼容iPhone5的闪电适配器）4

–		波形音频格式（WAF）、Windows多媒体
播放器（WMA）和MPEG（MP3）音频文

件兼容的USB接口

–		A2DP蓝牙®音频

–		3.5毫米辅助输入插口

可选外部配件

–		可选刹车卡钳颜色：黑色、红色、	
银色或黄色

–		多辐合金轮毂	–	
	 	-	石墨色涂（漆）装，钻石光泽饰面

–		10辐锻造合金轮毂	-
	 	-	银色涂（漆）装，钻石光泽饰面

	 	-	光亮黑色涂（漆）装轮毂，	

		 钻石光泽饰面

–		10辐定向合金锻造轮毂	
-	 石墨色涂（漆）装，钻石光泽饰面

	 -	 缎面香槟色涂（漆）装，钻石光泽饰面
–		碳纤维外部套件包
–		马格南银尾灯填料
–		黑色纹理尾管
–		删除防护条

可选内部配件

–		仪表板面饰选项：桃花心木、胡桃木、
竹、光蜡木、碳纤维	

–		钢琴黑套件包
–		冰摩卡色套件包
–		风格匹配的木制或碳纤维车门饰件
–		穿孔真皮车门内衬
–		阿斯顿·马丁翼形徽标或Rapide	S标志	
头枕绣饰

–		前后通风式座椅
–		全碳纤维换挡拨片
–		个性化饰板
–		彩色标识方向盘
–		双屏幕后座娱乐系统，六碟DVD播放机，
辅助输入，无线耳机和遥控器

–		自动光控内置后视镜配车库遥控器	
（仅限欧洲）1

–		升级警报器（带体积和倾斜感应器）
–		吸烟套件（烟灰缸和点烟器）
–		备用玻璃材质钥匙
–		Cobra阿斯顿·马丁位置追踪装置1,3

–		急救包

内部配件选项

1	整体钢琴黑仪表盘

2	钢琴黑透气孔环绕

3	钢琴黑开门手柄

选用钢琴黑内饰套件（包括仪表板内饰、透气孔、车门手柄）打造恣纵的内部空间。

1	仅供部分市场。
2		包括欧洲大陆交通信息频道（TMC）
3		符合英国Thatcham	5类要求。不包括订购。	

在英国为标准配置。
4		iPod和iPhone是苹果公司在美国的注册商标。
5		Cobra是Cobra汽车科技公司的注册商标。

可附加钢琴黑车门嵌件，打造内敛的目标感。	

	

个性定制

钢琴黑内饰套件包 附加钢琴黑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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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配件

外部 内部

个性定制

1.抛光10辐轮毂

阿斯顿·马丁Q版定制独家配件，使用高性能一级方程式

引擎制造的衍生技术打造镜面抛光。

3.室内车罩

全定制室内车罩采用透气的柔软棉布，搭配抓绒保护衬，

并带有Rapide	S徽标。

5.顶级车罩

坚固、透气和防风挡雨的终极车罩采用带特氟龙涂层的针织涤纶面料，

可使水凝成珠状四散而去。

1.行李箱套装

纯英国手工制作的行李箱套装，可选用棕褐色鞍皮、	

黑色磨砂皮、奶棕色皮革和黑色运动型材料。

3.鞍皮行李包

这个精致的套件由大师级的鞍皮工匠手工制作，	

含有两个肩袋和一对野餐箱，均配有可拆卸的瓶架。

5.地毯垫

柔软羊毛地毯垫外观豪华，持久耐用，易于清洁，配搭真皮滚边，	

并绣有低调的阿斯顿·马丁标志。有多种颜色可选。

2.光泽黑10辐轮毂

精美20英寸光泽黑轮毂为爱车增添无形的魅力。

4.金翼徽章

阿斯顿·马丁Q版定制独家配件，24克拉金翼徽章盛放在

特制黑色真皮和Alcantara®内衬的展示盒中。

6.碳纤维中央盖板

阿斯顿·马丁Q版定制独家配件，精工雕琢的碳纤维轮毂中心盖增

强了RapideS的运动外观。

2.真皮ECU皮套

优质的真皮钥匙包专门用于保护您的玻璃质材ECU钥匙。

提供可选流行色和风格匹配的展示盒。

4.鞍皮地毯

曜石黑或栗棕色优质英国手工羔羊毛地毯，	

配有精致鞍皮包边。

6.后备箱垫

豪华后备箱垫，带阿斯顿·马丁翼形绣饰和真皮滚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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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顿·马丁Q版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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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彰显您个性的	
阿斯顿·马丁……

阿斯顿·马丁Q版定制是我们独家推出的个

性化服务，让您拥有真正能彰显个性的座

驾。阿斯顿·马丁Q版定制为您开启一段灵

感之旅，让您畅游艺术、设计和工艺的世

界，将您带到遥远之境或心仪之地，将各种

物品、材料、色彩和质感的精粹转化为您爱

车的关键元素。阿斯顿·马丁Q版定制：只有

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欢迎开启您的传奇，	

光临阿斯顿·马丁Q版定制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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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顿·马丁在全球44个国家拥有151个特

许经销商，其声望享誉全球，打造出诸多令

全球消费者为之倾慕和神往的车型。我们

所有的展厅和服务中心都能体现专属于阿

斯顿·马丁品牌的高贵声誉，让您从进入展

厅开始就享受到车主的美妙体验。展厅内

配有热忱而训练有素的销售人员和工程

师，可满足您的一切需要。专家会全程就产

品规格以及订购流程序给予讲解，直至令

您放心地将爱车交由专业的服务专员悉心

养护，这一过程我们的经销商都会全程听

候您的差遣。	

保修服务

您的全新阿斯顿·马丁是一款精雕细琢之

作，我们因此为您提供三年期不限里程车

辆保修和十年期不限里程防腐蚀穿孔保修

服务。在此期间，任何必要的维修都会由厂

家认证的技师按最高标准，使用原厂正品

配件提供服务。阿斯顿·马丁还在三年保修

期后提供了延保服务，令您安枕无忧。*

 

汽车养护

阿斯顿·马丁的汽车养护服务安全可靠，

让您安枕无忧。我们认证的服务技师按最

高水准提供服务，并定期接受新产品培训

和实践，以确保您得到最优质的服务。我们

只使用阿斯顿·马丁原厂配件，且我们提供

的所有服务都享有长达12个月的质保期。

当然，您还可以享受软件和机械更新的免

费检修服务。

配件

我们的原装配件设计用心，旨在完善、增强

并个性化您的阿斯顿·马丁座驾。无论您的

品味与选择，我们都承诺，您将享有只有阿

斯顿·马丁设计师和工程师才可实现的精

于细节的高超工艺。无论您是想让爱车紧

跟前沿潮流，还是想让它展现您的个性和

品位，我们为现有车型提供的内部和外部

更新产品都会帮您轻松实现愿望。

 

零件

每一辆阿斯顿·马丁汽车都堪称杰作，精密

的工程设计带给您终极驾驶体验。我们致

力于保留现有那种独特韵味，直到永远。	

因而我们通过阿斯顿·马丁的全球经销商

网络为1959年至今制造的各种车型提供

70000余种原厂正品配件。所以无论您驾

驶的是阿斯顿·马丁DB5还是DB9，它的整

体表现和动力性能都能历久弥新。所有零

件均可享受长达12个月的保修。

与您的经销商合作
专家指导，无与伦比的服务。	
您的驾享体验从这里起步。

*因地域不同，延保服务涵盖的内容也不尽相同，您可联系您的首选经销商以便获取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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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顿·马丁生活

当您成为阿斯顿·马丁的主人，您拥有的将

不仅仅是一辆臻品跑车，还藉此加入到了阿

斯顿·马丁的全球大家庭。里面的成员都志

同道合、热情洋溢，共同品鉴阿斯顿·马丁傲

视群雄之风范以及与生俱来之尊贵气质。

这种激情由我们阿斯顿·马丁大家庭的所有

成员共享。我们为能传承阿斯顿·马丁的历

史而倍感自豪。我们出产的汽车中，超过

85%的汽车依然存在，而车主驾驭起来依旧

乐在其中。总之，我们希望您驾驭它，珍爱

它，并体验阿斯顿·马丁大家庭的温暖。我们

提供了各种绝妙的阿斯顿·马丁驾驭体验并

在世界各地开展活动，以期实现这些愿望。	

这些活动由经销商或阿斯顿·马丁组织，	

您可选择驾驭您自己的车或我们提供的车，

跟志同道合的阿斯顿·马丁爱好者一起，	

共享美好生活。无论您渴望着驰骋于世上最

伟大的赛道，享受极尽惊险刺激的驾驭体验，

或是期待着轻松悠闲的奢华之旅，又或是喜

欢流连于新奇的高山度假胜地中特制的冰雪

跑道，您可以肯定的是：阿斯顿·马丁的驾享

体验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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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一无二的奢华气质	
不可比拟的超凡配置	
无法抗拒的极致诱惑	
阿斯顿·马丁RAPID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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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与文字标志

本手册插图中出现的车辆可能会包含本手

册中未包括在内或需另行付费方可享受的

附加可选配置。Bluetooth（蓝牙）文字表

示及图标归Bluetooth SIG Inc公司所有，

对此标记的任何使用都已得到许可。

更新

阿斯顿马丁拉共达有限公司不断设法改进

其车型的规格、设计与生产，因此，产品变

更频繁发生。尽管已尽一切努力确保本手

册的内容在目前保持最新，但不应将本手册

视为了解当前产品、可选配置、配件或规格

的绝对可靠指南，本手册也不构成具体汽

车、产品、可选配置、配件和/或服务或其组

合的销售要约。

本手册对阿斯顿马丁产品和服务的描述仅

供参考，具体产品和/或服务可能并未发

售。本手册的内容代表阿斯顿马丁拉共达

有限公司的整体业务。文字和照片可能与

在部分国家并未发售或已经被取代或停止

供应的车型、规格、可选配置、配件和/或服

务有关。 

 

 

 

性能表现

本手册所引用的性能结果、油耗和二氧化

碳排放数据均为控制测试值（符合相关规

定），在具体车辆配置、路况、环境条件和

驾驶风格条件下可能会略有不同。轮胎选

择也会对性能结果、油耗、二氧化碳排放、

驾乘舒适性和操控性造成影响。

所公布的数据应仅供比较使用，不应尝试

在公共道路上进行验证。本公司对性能结

果、油耗或二氧化碳排放数据不提供明示

或暗示保证。

阿斯顿马丁拉共达有限公司强烈督促应遵

守各类限速法律，并随时系好安全带。

车身重量将会影响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因此，

规格较高、出厂可选配置较多的车型可能

会造成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上升。但是，汽车

购置税根据本手册中公布的标配车型重量

和二氧化碳排放征收。

所有汽油引擎均配备催化转化器。

版权与其它知识产权

本手册及其内容受到各类知识产权的保

护，包括但不限于阿斯顿马丁拥有或获得许

可的版权、设计权和商标权。未经预先书面

同意，不得对本手册或其内容进行使用或

复制或用于商业用途。 

分销商与经销商

分销商与经销商并非阿斯顿马丁拉共达有

限公司的代理商，绝对无权通过明示或暗

示的承诺或陈述对阿斯顿马丁拉共达有限

公司产生法律约束力。经销商或代理商的

销售应以其销售条款为准。

重要公告

企业详细信息

阿斯顿马丁拉共达有限公司 

（企业编号：01199255） 

的注册地址为： 

Banbury Road，Gaydon，Warwickshire 

CV35 0DB, England．

电话：+44(0)1926 644644 

增值税（VAT）号码：904 447 237

www.astonmartin.com

零件编号：706363 

设计与制作

Identity Ltd（伦敦）

摄影

Julian Calverley、Dominic Fraser、 

Max Ea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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