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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看得更多

从休闲时光。到跑圈时间。想象一下，一辆敞篷超级跑车能完成所有

这些。车辆行驶在路上熠熠生辉，而在赛道上同样令人着迷。车辆可

以提供精美细腻的内饰。而且能够让您在不降低性能的情况下享受放
下车顶驾驶的刺激。在迈凯伦，我们不仅仅是在想象。我们在打造这
样的车。

在 720S Spider 中，我们的工程师已打造出惊人的敞篷驾驶体验，其刺
激与兴奋程度丝毫不逊于 Coupe。要实现这样的佳绩，他们必须打破

陈规。他们必须超越期望……就和那些选择拥有 720S Spider 的人一样，

他们超越平凡。要看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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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定制化。简化。

为您的 720S Spider 推出特殊的外饰及内饰升级系列 ― 由迈凯伦设计团队打造。只需从我们
三个独立的装饰水平中挑选。打造一辆与您的个性相匹配的迈凯伦 720S Spider。与以往相比，
要在我们的车中加入个性化风格绝非易事。
720S Spider“豪华”– 为了极致的驾驶优雅

720S Spider“性能”– 专注于超级跑车的精致细腻
720S Spider – 为了完美平衡的精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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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概览

您的 720S Spider。您的方法。

无双品质的皮革。Zircon Silver 的细节。时尚环境照明 – 内与外。
利用 720S Spider“豪华”规格，赋予您的超级跑车真正的优雅。更喜欢具有赛道之美的精炼之作 ?
选择 720S Spider“性能”规格，再加上碳纤维空气动力组件和装饰 – 更有完美的高档内饰。或者
选择 720S Spider 规格 – 享受简约而不失极致时尚的精致。
720S Spider“豪华”

720S Spider“性能”

720S Spider

外部
外部
深色镀钯外饰（前分流器、前进气口、
外部碳纤维产品包 1（亮面可视碳纤维
发动机罩进气口、车窗挡板、b 柱外侧、车厢、
用于 ：发动机罩进气口、后视镜外壳、
后气动桥、后防护板进气口、后保险杠
后防护板进气口）
深色镀钯外饰（前分流器、前进气口、
下部、扩散器）
发动机室环境照明
下侧进气口、车窗挡板、b 柱外侧、车厢、
后气动桥、后保险杠下部、扩散器）
发动机室环境照明

外部
深色镀钯外饰（前分流器、前进气口、
车窗挡板、b 柱外侧、车厢、后气动桥、
后保险杠下部、扩散器）

内部

内部
Alcantara® 或 Alcantara® 和 Nappa
皮革内饰
Satin Graphite 和 Zircon Silver 抛光件

“由迈凯伦打造”豪华规格
– 豪华皮革内饰
Zircon Silver 和拉丝铱抛光件
动力可调加热记忆运动座椅
内部环境照明

内部
“由迈凯伦打造”“性能”规格 – Alcantara®
和 Nappa 皮革内饰
Zircon Silver 和拉丝铱抛光件
碳纤维基本内饰构件（车窗开关组挡板、
方向盘扣环、主动式动力面板挡板）
内部环境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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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特点
技术

迈凯伦 720S 确立了超级跑车的新标准。此外，可伸缩硬顶并没有给此飞驰性能造成丝毫折损。
而惊喜远不止此一处。因为这款超级跑车能够提供卓越的驾驶品质和令人心动的刺激 – 一切都
要归功于我们先进的 Proactive Chassis Control II。
动力系

M840T 4.0 升 (3,994cc)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 720 PS 动力 /770 Nm 扭矩
双电力致动的双涡轮增压器
双出口不锈钢材质、带喷沙饰面的
排气系统

轮毂和轮胎

轮毂尺寸 ：19 x 9.0 （前）
J
，
20 x 11.0 （后）
J
轮胎尺寸 ：245/35/R19（前），
305/30/R20（后）
5 个双辐条运动锻造合金轮毂，银色饰面

7 速 + 无间隙换档
锁紧轮毂螺母
变速箱 (SSG)
倍耐力 P Zero™ 轮胎
3 种动力系模式（“舒适”、
“运动”、
“赛道”）
轮胎压力监测系统 (TPMS) 和轮胎温度计
双多片式离合器
驾驶者辅助技术
开式差速器
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
迈凯伦制动转向
牵引力控制系统 (TCS)
弹射起步
电子稳定性控制装置 (ESC) 带动态模式
可变漂移控制系统 (VDC)
悬架装置
自适应减震装置
上坡辅助系统
Proactive Chassis Control II
刹车垫磨损传感器 – 前和后
3 种操纵模式（“舒适”、“运动”、“赛道”）
刹车片擦拭技术
制动辅助技术
制动器
制动间隙预填充技术
碳陶制动器带 6 活塞铝卡钳（前）和
巡航控制系统
4 活塞铝卡钳（后）
电子停车制动
制动钳 ：黑色，印有白色迈凯伦徽标
限速功能 (LIM)
范围计算

安全和保障

无钥匙进入和锁定
无钥匙启动
双钥匙，带解锁 / 锁定 / 前行李舱打开
+ 机械钥匙功能
电子外部门进入释放按钮（双侧）

电子外部门锁定按钮（驾驶侧）
外部和内部辅助机械车门释放
报警（包括车门、发动机盖、行李舱）
倾斜传感器
电子芯片防盗技术
驾驶和副驾驶安全气囊
驾驶和副驾驶侧安全气囊
副驾驶分类系统 (OCS)
通过发动机 ECU 实现紧急燃料关闭功能

配件
挂钩（前）
轮胎维修工具箱（轮胎修补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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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特点
设计

平滑的侧面板打造出流畅、光洁的外形。玻璃飞扶壁结合超薄驾驶舱立柱，带来无与伦比的可视性。
标志性的蝴蝶门有助于在停车空间紧张的情况下进出自如。核心件可伸缩硬顶 (RHT) 为驾驶的刺
激与兴奋开启了全新的天地。720S Spider 的外形显眼，经过精雕细琢，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
车辆集实用与精美于一体。
外部照明

全 LED 前灯，带主动式转向功能 *
自动前灯调平 *
带伴我回家功能的前灯（可调时间）
自动照明（与雨量光照传感器相结合）
自动的 LED 日间行车灯
自动 LED 后灯
2 个 LED 第三刹车灯 (CHMSL)
双功能 LED 后雾 / 倒车灯
循序式 LED 指示灯*

*并非在所有市场可用

车身结构和外饰特点
可视化碳纤维 Monocage II-S (A 柱（内饰 /
外饰）
，汽车门环）
蝴蝶门
带缓慢关闭功能的车门
单体可伸缩硬顶，光面黑色饰面
玻璃飞扶壁
后落式玻璃
带空气制动器的主动式后扰流唇和自动的可
调式尾翼 (DRS)
电动可折叠后视镜（带反向倾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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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特点
驾驶舱

纯粹以驾驶为中心。居家般舒适。同类领先的材料和车内装饰。欢迎进入能让您完全沉浸其中的
车内。无论是沿自己喜欢的海滨大道蜿蜒而行。还是在激烈跑圈中突破自己的极限。车内拥有
360 度的可视性。光线和空间的惊人感受 – 无论您是闭合车顶时驾驶，还是敞篷驾驶。
内饰特点

双区气候控制和空调
后落式玻璃上的加热元件
手动调节运动座椅（驾驶侧的动力高度
调节）
，头枕上有压花 Speedmark
手动调节转向柱（伸出并倾斜）
在发动机罩下可触及前行李舱
结实的加工内部开关
电致变色的变光车内后视镜

信息娱乐系统
迈凯伦信息娱乐系统 (MIS)
8 英寸高分辨率触摸屏监控器
单板存储器
迈凯伦 4 扬声器音响系统
音频媒体播放器
AM/FM 和数码宽波段收音机*
蓝牙电话通讯
USB 连接两个
音频输入口
iPod/iPhone 集成
信息娱乐信息的音频控制

*并非在所有市场可用

内部控制与显示

发动机启动 / 停止点火按钮
生态停止 / 启动系统带取消激活开关
主动式动力面板带动力系和操纵开关
（
“舒适”、“运动”、“赛道”
）
迈凯伦驾驶者界面 (MDI)

可折叠驾驶者显示屏带 Slim Display 模式
传输控制 (DNR)
单触式电动车窗
12V 附件插座
装在方向盘上的换档拨片
可伸缩硬顶
打开 / 关闭开关
车厢盖布打开 / 关闭开关（驾驶位门洞）
落式玻璃打开 / 关闭开关
MIS（迈凯伦信息娱乐系统）中的暖通
空调控制
保养提醒灯
行车电脑 x2
通过仪表组的油面高度测量
油和冷却剂温度计
外部温度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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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颜色
饰面

用手工喷涂的颜色表达自我。我们采用来自一
级方程式赛车的理念分三阶段涂覆技术打造轻
量化的饰面。赋予您对色调、浓淡和光泽的极
致掌控。白色、玛瑙黑和银色作为标配。还可
大胆尝试， 体验迈凯伦特别定制部的 MSO 专
属版涂装色系。这样一款不同凡响的车就应该
拥有与众不同的外观。

标准版

玛瑙黑

特别版

精锐版

经销商

打造属于您的迈凯伦

MSO 专属版

氩气色

极光蓝

亚速尔色

阿斯特克金

青铜蓝

深渊黑

水晶紫

紫晶黑

刀锋银

迈凯伦橙

波本酒色

宇宙黑

冰川灰

普鲁士蓝

陶瓷灰

希勒斯灰

孟菲斯红

石英色

珍珠白

沙罗色

索利斯色

流体银

海洛斯橙

马樱丹紫

超新星银

火山黄

卢达斯蓝

木瓜橙

巴黎蓝

专门为 720S Spider 推出的全新颜色
Elite
Belize Blue
Aztec Gold
Supernova Silver

银色

白色

硅石白

风暴灰

萨尔特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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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毂
放大风格

5 个双辐条银色合金轮毂为标配，将您的 720S Spider 的超级跑车设计展现得淋
漓尽致。想要完全不同的外观？选择 Stealth 饰面。或采用轻量化和超轻的轮毂
可进一步减重。然后采用缎面 Diamond Cut 饰面选项提升灵动的精致。

标准轮毂设计

5 个双辐条运动锻造合金轮毂

银表面

可选轮毂设计

5 个双辐条运动锻造合金轮毂

亚光表面

可选轮毂设计

5 个双辐条轻量化锻造合金轮毂

铂金表面

缎纹钻石切割
表面

轻量化 10 辐条锻造合金轮毂

铂金表面

亚光表面

缎纹钻石切割
表面

超轻 10 辐条锻造合金轮毂

铂金表面

亚光表面

缎纹钻石切割
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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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钳
展示。难忘。

标准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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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颜色

采用黑色。印有白色迈凯伦徽标。您的 720S Spider 上的制动钳令人惊叹 –
作为标配。您是否希望精调您车的外观？从一系列特殊颜色中选择。标志
性的迈凯伦橙。令人惊叹的抛光银。闪闪发亮的 Azores。要朴实无华。
或引人瞩目……由您选择。

黑色，印有迈凯伦徽标

Azores，
带加工迈凯伦徽标

Azura Blue，
带银色加工迈凯伦徽标

迈凯伦橙，
带加工迈凯伦徽标

抛光，
带加工迈凯伦徽标

红色，
带加工迈凯伦徽标

黄色，
带加工迈凯伦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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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

极致的驾驶优雅

最高品质的皮革。无瑕的线缝。细腻而朴素的颜色主题。我们的“由迈凯伦打造”
豪华规格可打造完美的适合长途旅行的巡航之车。利用碳纤维装饰选项可增添一抹
先进的优雅。谁还会说超强性能就不能感觉奢华？
720S Spider“由迈凯伦打造”豪华规格
– 黑色和 Shale Grey
碳黑色豪华皮革
和 Shale Grey 豪华皮革
配色线缝
Zircon Silver 和拉丝铱抛光件

地毯 – 碳黑色
门框饰条 – Shale Grey 豪华皮革
方向盘 – 碳黑色皮革
配色线缝
安全带 – 碳黑色

选件
碳纤维基本内饰构件
碳纤维辅助内饰构件
方向盘 – 碳纤维 Alcantara，配色线缝
门框饰条 – 缎面饰面可视碳纤维
座位靠背 – 碳纤维（仅限运动座椅）
碳纤维赛车座椅（标准或旅行尺寸）

720S Spider“由迈凯伦打造”豪华规格
– 黑色和 Cassis
碳黑色豪华皮革和 Cassis 豪华皮革
配色线缝
Zircon Silver 和拉丝铱抛光件
地毯 – Cassis
门框饰条 – Cassis 豪华皮革
方向盘 – 碳黑色皮革，配色线缝
安全带 – 碳黑色

选件
碳纤维基本内饰构件
碳纤维辅助内饰构件
方向盘 – Cassis 皮革，Situs Grey 线缝
方向盘 – 碳黑色 Alcantara®，碳黑色线缝
门框饰条 – 缎面饰面可视碳纤维
座位靠背 – 碳纤维（仅限运动座椅）

720S Spider“由迈凯伦打造”豪华规格
– 黑色和 Almond White
碳黑色豪华皮革和 Almond White
豪华皮革
配色线缝
Zircon Silver 和拉丝铱抛光件

地毯 – Sandstone
门框饰条 – Almond White 豪华皮革
方向盘 – 碳黑色皮革，配色线缝
安全带 – Sandstone
选件
碳纤维基本内饰构件
碳纤维辅助内饰构件
方向盘 – 碳黑色 Alcantara®，碳黑色线缝
方向盘 – Sandstone 皮革，配色线缝
门框饰条 – 缎面饰面可视碳纤维
座位靠背 – 碳纤维（仅限运动座椅）

720S Spider“由迈凯伦打造”豪华规格
– 黑色和 Vintage Tan
碳黑色豪华皮革和 Vintage Tan
豪华皮革
配色线缝
Zircon Silver 和拉丝铱抛光件

地毯 – 碳黑色
门框饰条 – Vintage Tan 豪华皮革
方向盘 – 碳黑色皮革，配色线缝
安全带 – 碳黑色
选件
碳纤维基本内饰构件
碳纤维辅助内饰构件
方向盘 – 碳黑色 Alcantara®，碳黑色线缝
座位靠背 – 碳纤维（仅限运动座椅）
门框饰条 – 缎面饰面可视碳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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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

专注的超级跑车的细腻

高档。精致。具有受赛道启发的色彩主题的动态活力。Nappa 皮革和 Alcantara® 相结
合打造漂亮、动感强的外观。而我们标志性的碳纤维流溢于整个驾驶舱内。“由迈凯伦
打造”性能内饰匹配极致舒适感和毫无折损的精美。动力。和精美。合二为一。
720S Spider“由迈凯伦打造”性能
内饰 – 深黑色

720S Spider“由迈凯伦打造”性能
内饰 – 黑色和 Xenon Yellow

720S Spider“由迈凯伦打造”性能
内饰 – Scoria Grey 和迈凯伦橙

720S Spider“由迈凯伦打造”性能
内饰 – 黑色和胭脂红

选件
碳纤维辅助内饰构件
方向盘 – 碳黑色 Alcantara®，碳黑色线缝
门框饰条 – 缎面饰面可视碳纤维
座位靠背 – 碳纤维（仅限运动座椅）
碳纤维赛车座椅（标准或旅行尺寸）

选件
碳纤维辅助内饰构件
方向盘 – 碳黑色 Alcantara®，
Xenon Yellow 线缝
门框饰条 – 缎面饰面可视碳纤维
座位靠背 – 碳纤维（仅限运动座椅）
碳纤维赛车座椅（标准或旅行尺寸）

选件
碳纤维辅助内饰构件
方向盘 – 碳黑色 Alcantara®，迈凯伦橙线缝
门框饰条 – 缎面饰面可视碳纤维
座位靠背 – 碳纤维（仅限运动座椅）
碳纤维赛车座椅（标准或旅行尺寸）

选件
碳纤维辅助内饰构件
方向盘 – 碳黑色 Alcantara®，胭脂红线缝
门框饰条 – 缎面饰面可视碳纤维
座位靠背 – 碳纤维（仅限运动座椅）
碳纤维赛车座椅（标准或旅行尺寸）

深黑色 Nappa 皮革
碳黑色 Alcantara®
黑色线缝
Zircon Silver 和拉丝铱抛光件
地毯 – 碳黑色
门框饰条 – 深黑色 Nappa 皮革
方向盘 – 碳黑色皮革，深黑色线缝
安全带 – 碳黑色
碳纤维基本内饰构件

深黑色 Nappa 皮革和 Xenon Yellow
Nappa 皮革
碳黑色 Alcantara®
黑色线缝和 Xenon Yellow 线缝
Zircon Silver 和拉丝铱抛光件
地毯 – 碳黑色
门框饰条 – 深黑色 Nappa 皮革
方向盘 – 碳黑色皮革，Xenon Yellow 线缝
安全带 – 碳黑色
碳纤维基本内饰构件

Scoria Grey Nappa 皮革和
迈凯伦橙 Nappa 皮革
碳黑色 Alcantara®
Scoria Grey 线缝和迈凯伦橙线缝
Zircon Silver 和拉丝铱抛光件
地毯 – 碳黑色
门框饰条 – 碳黑色 Alcantara
方向盘 – 碳黑色皮革，迈凯伦橙线缝
安全带 – 碳黑色
碳纤维基本内饰构件

深黑色 Nappa 皮革和胭脂红 Nappa 皮革
碳黑色 Alcantara®
黑色线缝和胭脂红线缝
Zircon Silver 和拉丝铱抛光件
地毯 – 碳黑色
门框饰条 – 深黑色 Nappa 皮革
方向盘 – 碳黑色皮革，胭脂红线缝
安全带 – 碳黑色
碳纤维基本内饰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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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

完美的平衡

纯粹。光洁。专注的。我们 720S Spider 内饰的简约性令人震惊。但从未失去过定义本车
惊人的精炼驾驶的品质和舒适感。这意味着简约的配色色彩方案。细节上可供选择的一系
列大胆色调。还有 Alcantara® 和 Nappa 皮革。欢迎体验至尊现代风格。
720S Spider – 黑色 Alcantara®

碳黑色 Alcantara® 和石墨色 Alcantara®
黑色线缝和 Scoria Grey 线缝
Satin Graphite 和 Zircon Silver 抛光件
地毯 – 碳黑色
门框饰条 – 碳黑色地毯
方向盘 – 碳黑色皮革，碳黑色线缝
安全带 – 碳黑色

选件
碳纤维基本内饰构件
碳纤维辅助内饰构件
方向盘 – 碳黑色 Alcantara®，碳黑色线缝
门框饰条 – 缎面饰面可视碳纤维
座位靠背 – 碳纤维（仅限运动座椅）
碳纤维赛车座椅（标准或旅行尺寸）

720S Spider – 黑色和 Scoria Grey 皮革

碳黑色 Alcantara®
碳黑色 Nappa 皮革和 Scoria Grey Nappa 皮革
黑色线缝和 Scoria Grey 线缝
Satin Graphite 和 Zircon Silver 抛光件
地毯 – 碳黑色
门框饰条 – 碳黑色地毯
方向盘 – 碳黑色皮革，碳黑色线缝
安全带 – 碳黑色

选件
碳纤维基本内饰构件
碳纤维辅助内饰构件
方向盘 – 碳黑色 Alcantara®，碳黑色线缝
门框饰条 – 缎面饰面可视碳纤维
座位靠背 – 碳纤维（仅限运动座椅）
碳纤维赛车座椅（标准或旅行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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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特点 – 产品包
变暗。保持轻量。

使用碳纤维对车身进行非同凡响的升级，确保您的 720S Spider 能够尽情释放。或使
用 Stealth 产品包令车更显沉稳。并为车增添一抹时尚风格。对于性能而言，每一克
都至关重要。
外部碳纤维产品包 1
（亮面可视碳纤维）

性能版尊享包

外部碳纤维产品包 2
（亮面可视碳纤维）
前分流器
后保险杠下部

便捷包
车辆举升装置，360 度驻车辅助系统
宝华 12 扬声器品牌音响系统
电动调节转向柱

发动机罩进气口
后防护板进气口
后视镜外壳

外部碳纤维产品包 3
（亮面可视碳纤维）
前进气口
B 柱外侧

Stealth 产品包 – Stealth 效果用于 ：
排气管饰面
空气制动器机构
油盖覆盖件

超轻质十辐锻造合金车轮
运动跑车排气系统
迈凯伦赛道遥测系统 (MTT)，带圈速计时功
能和三个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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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O Defined 可选特点
个人风格

令拥有一辆迈凯伦如此特别的部分原因是您有机会真正将其打造为自己的专属之车。我们的
迈凯伦特别定制部 (MSO) 服务可提供惊人的个性化选择。如您有机会将碳纤维应用于您 720S
Spider 上的每一个角落。外部组件用光面装饰，驾驶舱内则采用缎面。车辆外部细节引人注目。
内部则是精妙的奢华。因此，在使用我们的赛道产品包选项减轻重量的同时加大赌注 – 在车身
上可节省近 32 千克。
MSO Defined 外饰

MSO Defined 车漆
MSO Defined 亮面可视碳纤维发动机罩
MSO Defined 亮面可视碳纤维后视镜臂
MSO Defined 亮面可视碳纤维车厢盖布
MSO Defined 亮面可视碳纤维主动
式后扰流唇
MSO Defined 亮面可视碳纤维主动式
气动桥
MSO Defined 亮面可视碳纤维后行李舱

赛道产品包
超轻 10 辐条锻造合金轮毂（-13.9 千克）
McLaren Track Telemetry (MTT) 遥测系统
具有单圈速度功能和三个摄像头（+0.3 千克）
运动系列排气管（-1.4 千克）
碳纤维赛车座椅（-13.9 千克）
黑色 Alcantara 方向盘
MSO Defined 缎面可视碳纤维加长
换档拨片
MSO Defined 亮面可视碳纤维主动式
后扰流唇（-2.9 千克）

总计减重 31.8 千克

MSO Defined 内饰

MSO Defined 缎面可视碳纤维通气孔
MSO Defined 缎面可视碳纤维加长换档拨片
MSO Defined 缎面可视碳纤维方向盘，
带缎面可视碳纤维加长换档拨片
MSO Defined 缎面可视碳纤维加长门框饰条，
带迈凯伦商标（如果选择加长上部饰条，
将改变为亮面可视碳纤维）
MSO Defined 亮面可视碳纤维加长上部饰条
MSO Defined 安全带 – 迈凯伦橙 / 红 /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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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特点
更进一步

外观。感觉。整体驾驶体验。打造与您个性相匹配的 720S Spider。还有您驾驶的方式。
使用运动系列排气管提升车辆的轰鸣声。选择有用的技术，如倒车影像系统。或车辆升降
功能 – 在遇到那些更具“挑战性”的障碍时保持骄傲。从减速带和路缘石到陡峭斜坡。
动力系

双出口不锈钢材质，带钛饰面的
运动系列排气管

轮胎
倍耐力 P Zero™ Corsa 轮胎
倍耐力 P Zero™ Trofeo R 轮胎*
倍耐力 Sottozero™ 冬季轮胎*

悬架装置
车辆升降功能

驾驶者辅助技术
停车雷达系统前后各 4 个
后视摄像机**
360 度停车辅助系统***
安全和保障
容量报警升级+
车辆实时跟踪系统*+
Homelink®*+

*零售商安装。请联系您当地的零售商了解更多详情。**只有同时选择前后各 4 个停车雷达系统
时才可用。***只有同时选择前后各 4 个停车雷达系统及后视摄像机时才可用。+ 并非在所有市
场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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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特点
实质风格

在您 720S Spider 的核心是 Monocage II-S，堪称工程艺术上的一次佳作。如今，您可在主要的
结构元素上纳入可视碳纤维，以向全世界展现其风彩。您还可在整个车身加入光面碳纤维装饰
选件，在减轻重量的同时还可进一步增加现代感。或者可以选择惊人的带电致变色玻璃的可伸
缩硬顶选项，在闭合车顶的情况下解锁敞篷驾驶的感受。
外部风格

前进气口
– 亮面可视碳纤维
前分流器
– 亮面可视碳纤维
发动机罩进气口
– 亮面可视碳纤维
后视镜外壳
– 亮面可视碳纤维
后保险杠下部
– 亮面可视碳纤维
后防护板进气口
– 亮面可视碳纤维
B 柱外侧
– 亮面可视碳纤维
扩散器
– 亮面可视碳纤维
可伸缩硬顶
– 玻璃带电致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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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特点
每一个细节

通过升级到世界一流且经过增强的音响系统，去感受每一个节拍。采用动力
可调加热记忆运动座椅可享受极致的豪华舒适。由于有了动力调节转向柱和
轻松进出功能，令坐进 720S Spider 时的感受更加愉悦。通过在赛车启发下
打造出来的由摄像头启用的遥测系统令驾驶这款车更加无与伦比。
内饰特点

信息娱乐系统

内部风格
碳纤维基本内饰构件（车窗开关组挡板、
方向盘扣环、主动式动力面板挡板）
***
碳纤维辅助内饰构件（可折叠驾驶者显示
屏边框、信息娱乐屏饰边和车门镶刻）
缎面可视碳纤维门框饰条
碳纤维座位靠背（仅限运动座椅）
黑色 Alcantara® 方向盘

配件
迈凯伦品牌车底板垫套装
（内饰和前行李舱）
烟灰缸
品牌车罩
警示三角牌和急救箱
灭火器
前行李舱专用行李*
锂离子汽车电瓶

动力可调加热记忆运动座椅 **
碳纤维赛车座椅
– 常规或旅行
动力可调转向柱
（伸出并倾斜，舒适进 / 出）

Bowers & Wilkins Spider 12 扬声器品牌
音响系统
McLaren Track Telemetry (MTT) 遥测系统
具有单圈速度功能
McLaren Track Telemetry (MTT) 遥测系统
具有单圈速度功能和三个摄像头

*仅限经销商提供。**奢华专属版标配。***性能专属版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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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S Spider
技术细节
发动机配置

M840T 4.0 升 (3,994cc)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
传动布局

纵向中置发动机，后驱
变速箱

7 速 (SSG)
悬架装置

独立的自适应减振系统，锻造铝双叉臂组件
“舒适”、
“运动”和“赛道”模式
转向

电动液压 ；动力辅助
制动器

前 ：390 毫米碳陶瓷刹车片、6 活塞铝卡钳
后 ：380 毫米碳陶瓷刹车片、4 活塞铝卡钳
动力与性能

最高时速公里/小时（英里/小时）.....................................341 (212)
最大动力 PS (BHP) (kW) ......................................................720 (710)(530) @ 7,500 转/分钟
最大扭矩 Nm（磅 – 英尺）.....................................................770 (568) @ 5,500 转/分钟
0-100 公里/小时（0-62 英里/小时）加速 ...................2.9 秒
0-200 公里/小时（0-124 英里/小时）加速.................7.9 秒
0-300 公里/小时（0-186 英里/小时）加速 ................22.4 秒
0-60 英里/小时加速 ............................................................2.8 秒
0-400 米（1/4 英里）直线加速 ........................................10.4 秒
制动距离 ：100-0 公里/小时（62-0 英里/小时）......30 米
制动距离 ：200-0 公里/小时（124-0 英里/小时）...118 米
重量

车身自重（德国标准）
［液体 + 90% 燃油］...................1,468 千克
车身自重（美国标准）
［液体 +100% 燃油］.................1,473 千克
净重 ：...........................................................................................1,371 千克
净重（最轻）：............................................................................1,332 千克
重量分布（前）：.......................................................................42%
重量分布（后）：.......................................................................58%

尺寸

车身长度 .............................................................................................4,543 毫米
车身宽度（后视镜开启）.................................................................2,161 毫米
车身宽度（后视镜收起）.................................................................2,059 毫米
车身宽度（车门打开）.....................................................................2,809 毫米
车身高度 .............................................................................................1,194 毫米
车身高度（车门打开）.....................................................................1,953 毫米
前悬 ：后悬 ........................................................................................1,058 毫米 : 816 毫米
轴距 ......................................................................................................2,670 毫米
前轮距（触地面中心）.....................................................................1,674 毫米
后轮距（触地面中心）.....................................................................1,629 毫米
最小离地间隙 ...................................................................................107 毫米
接近角（开启底盘升降情况下）...................................................8.3 (10.4) 度
纵向通过角 ........................................................................................11.5 度
离去角 ..................................................................................................13.3 度
轮毂尺寸（英寸）– 前 ：..................................................................19 x 9.0J
轮毂尺寸（英寸）– 后 ：..................................................................20 x 11.0J
轮胎规格（英寸）– 前 ：..................................................................245/35/R19
轮胎规格（英寸）– 后 ：..................................................................305/30/R20
转弯直径 .............................................................................................12.1 米
方向盘圈数 – 从一侧极限位置转至另一侧极限位置 .........2.46
行李箱容量 – 前 ：.............................................................................150 升
行李箱容量 – 后 ：.............................................................................58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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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

欧盟 WLTP 测试标准
二氧化碳排放 ：低 ..........................................................................509 克 /公里
二氧化碳排放 ：中 ..........................................................................276 克 /公里
二氧化碳排放 ：高 ..........................................................................214 克 /公里
二氧化碳排放 ：超高 .....................................................................242 克 /公里
二氧化碳排放 ：混合 .....................................................................276 克 /公里
燃油效率 ：低 ...................................................................................22.4 升/100 公里
燃油效率 ：中 ...................................................................................12.2 升/100 公里
燃油效率 ：高 ...................................................................................9.4 升/100 公里
燃油效率 ：超高 ...............................................................................10.7 升/100 公里
燃油效率 ：混合 ...............................................................................12.2 升/100 公里
美国 EPA 标准
燃油效率（城市）...............................................................................15 英里/加仑
燃油效率（高速公路）.....................................................................22 英里/加仑
燃油效率（混合）...............................................................................18 英里/加仑

油箱容量 .............................................................................................72 升
(15.8 英式加仑 / 19.0 美式加仑 )
基于截至 2018 年 12 月 8 日欧盟（英国）规格。
更多信息可在配置器中找到
（configurator.mclarencars.cn/model/spider720s）
或通过当地经授权的迈凯伦经销商垂询。
迈凯伦保留更改技术参数，配置等产品信息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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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期和保养
信心保证

我们坚定地坚持工程设计质量。这就是为什么您的 720S Spider 可享
受我们作为标配的全面迈凯伦车辆保证期的原因所在。这包括车辆及
其饰面 …… 无论您开得多远。或者如果希望终极放心并延长保障范围，
可寻求迈凯伦延长的保证期。
迈凯伦车辆保证期

三年车辆保证期
三年车漆表面保证期
10 年无腐蚀保证期
有保证地使用迈凯伦原装部件，仅由经过全面培训的迈凯伦技术人员
安装，保持车辆处于打造时的完美状态
不限里程
在整个购买地区有效

迈凯伦延长的保证期

在车辆注册满十年前可以按 12 或 24 个月增量购买
包括道路救援（在选定地区）
年里程限制为 20,000 千米 /12,000 英里
在整个购买地区有效

至臻完美。受保护。

定期保养可确保您的迈凯伦的表现能够达到与设计目标相同的严格标准。
迈凯伦零售商可提供年度保养（或每行驶 20,000 千米 /12,500 英里）
。
所有保养均由经全面培训的迈凯伦技术人员提供。这意味着您驾驶 720S
Spider 走过的每一英里没有理由不和第一次驾驶时一样令人振奋。

条款与条件
请访问 cars.mclaren.cn/sites/mclaren-cn/terms-and-condi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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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说明

碳纤维赛车座椅不可与 720S Spider“豪华”规格
的以下
“由迈凯伦打造”豪华规格内饰一起使用 ：
– 黑色和 Cassis
– 黑色和 Almond White
– 黑色和 Vintage Tan
如果购买后视摄像机，您会自动获得我们停车雷
达系统前后各 4 个选项

如果购买 360 度停车辅助系统，您将自动获得我
们的停车雷达系统前后各 4 个选项
如果购买停车雷达系统前后各 4 个，则后视摄像
机不会自动包括在内
车辆实时跟踪系统仅在欧盟范围可用

MSO Defined 安全带杆和 MSO Defined 6 点安全
带不可用于 720S Spider
静态主动式转向头灯功能、自动前灯调平和循序
式 LED 指示灯在美国、加拿大和智利无效
SiriusXM 仅可用于美国、加拿大和智利

MSO Defined 安全带 – 迈凯伦橙仅适用于以下内饰：
–720S 专属版 – 黑色 Alcantara ；
–720S 专属版 – 黑色与矿渣灰 ；
–720S 性能专属版 – 墨黑 ；
–720S 性能专属版 – 矿渣灰与迈凯伦橙 ；
–720S 奢华专属版 – 炭黑色

MSO Defined 安全带 – 红色仅适用于以下内饰 ：
–720S 专属版 – 黑色 Alcantara ；
–720S 专属版 – 黑色与矿渣灰 ；
–720S 性能专属版 – 墨黑 ；
–720S 性能专属版 – 黑色和胭脂红 ；
–720S 奢华专属版 – 炭黑色
MSO Defined 安全带 – 黄色仅适用于以下内饰 ：
–720S 专属版 – 黑色 Alcantara ；
–720S 专属版 – 黑色与矿渣灰 ；
–720S 性能专属版 – 墨黑 ；
–720S 性能专属版 – 黑色和疝气黄 ；
–720S 奢华专属版 – 炭黑色

性能版尊享包仅与以下配件结合提供 ：停车雷达
系统前后各 4 个、后视摄像机与 McLaren Track
Telemetry (MTT) 遥测系统应用
电动调节转向柱（可伸缩、倾斜，方便进出）在美国
和加拿大为免费配件。
McLaren Track Telemetry (MTT) 遥测系统应用在
全球免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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