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一部，听自己的

喜欢看的电影，可以刷刷刷

喜欢看的演出，一趴接一趴

就算在排队，也能认真打把排位

审美露一手，反手能潮流里游走

爆款有很多，限量款总有你一个

这一道送分题，可以不纠结

SEEKER

这一步，听自己的
雪佛兰 星迈罗 SEEKER



作为一个拥有110余年造车历史的全球挚爱品牌，87年来，雪佛兰

洞悉消费者的需求，不断推出广受欢迎的SUV车型。

Lean muscularity（生命力美学）是贯穿雪佛兰所有车型的家族设

计语言，遍布车身的双元设计元素就是最好的体现。恰如我们在

初代CAMARO身上看到的肌肉线条与流线造型的巧妙融合，即便是

在SUV系列车型上，我们也能从肌肉力量的旷野感中发现流畅线条的

二元融合，这种独有的家族SUV气质在车头、侧身轮拱等所有设计

中都有呈现。

星迈罗沿袭了雪佛兰一贯以来的“生命力美学 设计理念。其年

轻、充满活力的外观和内饰，让每一位遇见星迈罗的人都无法

抗拒其魅力。

传承80余年美式经典
SUV的DNA，迸发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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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畅的车身腰线让星迈罗上半部车侧具备轿车的动感，配合下半部SUV的身姿，使得整车在极具动感的同时，
不失其力量感与强大气场。

DESIGN

酷脸宽肩
心胸包容一切

大功率LED和远光灯珠，可自动调节远近光，祝你轻松拿捏多变路况。

光曜LED大灯

双PICK型LED尾灯，采用LED光源，每边尾灯由25颗

LED灯珠组成，如浩瀚星光撕破长夜。

双PICK型LED尾灯
借鉴皮卡和大型SUV的造型设计，通 贯穿车头的镀铬饰

板来分割上下格栅，拉长车头的视觉宽度，体现力量和强悍。

曜黑六边形蜂窝电镀格栅
经典双L造型日行灯，如你一样，眼中藏有灵动星芒。

星耀LED日行灯



DESIGN

胆大心细
说的就是你

采用全幅真皮包覆，更具质感，与掌心贴合。

源自赛车的平底设计，使驾驶感受再次进阶。

更有加热、蓝牙电话接打、音量控制、曲目切换、

语音指令控制等功能按键加持。让灵动操控，

彻底唤动驾驭激情。

D型真皮平底运动方向盘

悬浮式双10.25     渐层智慧屏
悬浮式10.25   全彩液晶触摸屏

自带排面，也要带你HOLD住路上各种场面。

10.25   全彩液晶数字仪表盘

更大的屏幕与更高的分辨率，清晰呈现于视线

正前方，让你的驾驶更专注。

悬浮式双10.25     渐层智慧屏，向驾驶员处倾斜9。
，更为驾驶者考虑，巧妙的角度设计，避免阳光直射的干扰，让一切信息尽在你的掌控。



RS系列以更具力量感的设计元素和更犀利的造型，展现雪佛兰品牌与生俱来的运动基因，彰显纯正美式“运动·力 。

双片式电动全景天窗及曜黑铝合金行李架
透 全景天窗，将那些意气风发的梦，装进星辰大海。

18     RS曜黑柳叶刀轮毂

RS专属曜黑铭牌
黑夜给了你黑色的眼睛，你用它来寻找
潮流的路径。

RS曜黑外后视镜

RS专属耀红徽标

DESIGN

运动感
由内而外，绝非口嗨

耀红炮筒式出风口
电镀耀红质感的空调出风口，源自
CAMARO经典的设计元素，渲染出
别具一格的运动气息。

耀红镭雕状饰条
既有匠心独具的尊贵，也有初露锋
芒的霸气，让你坐在副驾也要目不
转睛。

RS耀红缝线打孔座椅
融入RS徽标的运动座椅，以精致
与舒适惊艳身心。

亚克力水晶质感排挡杆
配RS专属耀红徽标
在视觉，触感或是设计布局上，时刻
让驾驶员充满驾驶的欲望和随心
所欲的掌控感。

野心早就按捺不住。所踏之处，皆是你
创造的传奇。

注入RS专属耀红徽标的融合，融入百年
赛道基因，让整车姿态更为迅猛。

RS曜黑外后视镜以全黑涂装，一如RS的
曜黑风格，魅力难挡。



拥有4537mm超长车身、2700mm轴距，带来宽阔的

内部乘坐空间。2+3五座匠心布局设计，兼顾每一排乘

客的乘坐需求。

舒坦

SPACE

空间，听自己的
大小刚好，朋友不少

雪佛兰 星迈罗 SEEKER



SPACE

动动手，世界就突然大了起来。只需轻轻一移，后排座椅将以4/6比例放倒，
释放414L-1405L后备箱空间，任你所用。

星迈罗全车拥有多达27处丰富的储物空间，巧妙的设计，丰富了储物空间使用的多样性，充分满足每一排乘客的多元化及个性化需求。

不装了，偷偷告诉你，这儿其实巨能装！在装这件事上
从来不装

后排中央扶手杯托 侧门储物槽多功能中央储物

前排储物手套箱储物盒



对于星迈罗来说，快不是硬性要求，快乐才是硬道理！

POWER

动力，听自己的
只要感觉到，哪儿都是你的跑道

走你
雪佛兰 星迈罗 SEEKER

第八代Ecotec  1.5T四缸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百公里

加速仅7.9秒，油耗低至6.5L，不费毫厘，就能酣畅淋漓。



可提供优异的驾控稳定性和卓越的征服城市路况的能力，让你尽享快意驰骋。

采用钢链结构的横置前驱式CVT变速箱，速比范围可达7.01，传统

效率高于常用的推力钢带式CVT，承载更大扭矩。确保发动机始终

工作在最优区间，令动力输出更加平顺、细腻、敏捷、高效。

CVT智能无级变速箱

通用1.5T四缸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配备与之正向开发集成的钢链

式 C V T智 能 无 级 变 速 箱 ， 可 实 现 1 3 5 k W最 大 功 率 ， 并 可 在

1500-5000rpm的宽泛转速区间持续输出250N·m最大扭矩，加速

体验酣畅淋漓、高速巡航从容自如。新车0-100km/h加速时间

仅需7.9秒。同时在更严苛的WLTC工况标准下，百公里综合工况

油耗低至6.5L，为Z世代用户带来兼具高性能与低油耗的全能

动力表现。

第八代Ecotec 1.5T四缸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

POWER

够硬气
才能哪儿都能去



POWER

星迈罗转向系统，采用耐世特CEPS系统，反应灵敏，指向精准。操控性从硬件到软件都贯彻紧凑、精准、硬朗而富有乐趣，给予驾驶者真正人车合一的感受。

钻石切割花纹技术
.增大有效接地面积，缩短刹车距离

钻石级混合橡胶配方来自于两种定制的橡胶
.短链的抓地橡胶-使得轮胎抓地力更好
.长链的耐磨橡胶-使结构更稳固更耐用

胎侧设计加强
.双层高反包结构，提升了操控性和耐用性

新一代3D主动降噪系统
.减少噪音，营造舒适驾乘体验

马牌轮胎UltraContact UC6（18）

保证整车在遇到路面冲击时提高底盘行驶稳定性，在 弯时，提供

较好的侧倾特性和响应特性。在碰撞的时候，最大可能保证底盘

刚性，保护舱内安全。

带有回弹弹簧的减震器
前后悬减震器采用高端减震器阀系结构，并配备有rebound spring

（减震器内部的一个小的辅助弹簧），增强侧倾控制。能更好的

满足不同路面、不同工况对阻尼的需求。

双通路设计的前滑柱上悬置设计
将弹簧和减震器负载分别传递至副车架，保证舒适性的同时大幅

提升整车响应速率。

增强型稳定杆和骨架抱紧式衬套
进一步提升车辆的抗侧倾能力，并且可以消除噪音，提供优异的

动态刚度特性。

双液压悬置
改善了抖动控制和提升了粗糙路面隔离感。

全框式前副车架设计

转角遇到爱
前提是得够快



TECHNOLOGY

科技，听自己的
跟着这位EQ IQ双双拉满的朋友
看看世界

Tune Dynamic (TD) 环域音响系统，让你听听世界的天籁

之音，也听听内心深处的声音。

小雪OS智能车联系统，懂得太多会得太多，但唯独只

听你的话。

悬浮式10.25  全彩液晶触摸屏，将大千世界，搬到你

眼前。

很灵的
雪佛兰 星迈罗 SEEKER



50K DMIPS中央处理器     110G FLOPS图形处理器     8GB DDR4存储     720P 分辨率的高清观感

百度导航

随心听、随心看

TECHNOLOGY

别让我适应车
让车适应我

基于全球定位系统和尖端的信息集成技术，车辆可实现碰撞自动求助、紧急救援协助、道路导航、4G LTE无线热点、远程操控、免提电话和车况检测等5大类

11小类50多项服务。

安吉星智能车联系统

智能家居

语音助手



TECHNOLOGY

更多人性化舒适科技
让旅程更愉悦

最大充电功率15W，充电区域更宽，整体充电效果更好。

无线充电
在有效范围内，直接拉车门或者按下车门把手开关按钮，即可自动解锁、上锁。

无钥匙进入及一键启动

前排座椅人性化
诸多舒适科技配置：

通风、加热座椅、腰托支撑、根据人体

工程学而精心设计，将更好承托背部与

腿部，让你坐着，比躺着还舒坦。Tune Dynamic (TD) 环域音响系统
配备七扬声器系统，4种音效模式，自带低音炮。
借用ARKAMYS“金 朵 调音工程师，针对星迈罗
进行专项声场调教，让声音更富层次、更有沉浸感。

全车均衡
针对所有乘坐位置提供最佳的音质

古典剧院
针对交响乐等大制作场景音乐增强体验感

动感低音
针对爵士、蓝调等乐种增强体验感

主驾优先
针对驾驶员提供最佳的音质

星迈罗的Tune Dynamic (TD) 环域音响系统，让音
乐表现饱满、细节清晰，如现场聆听的同时，音质
不会产生失真。让每只 朵都能够找到最舒适的
那个声音。



关上车门，启动引擎，安全感不用自己给。

超高强度车身架构，辅以精湛的激光钎焊技艺，时刻为

你撑起密不透风的保护伞。

SAFETY

安全，听自己的
安全感得给全，速度的战场，稳住了再浪

多种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让潜在的危险无处遁形，让你

防患于未然，放开心去浪。

稳了
雪佛兰 星迈罗 SEEKER



雪佛兰星迈罗具有超高强度车身架构，辅以精湛的激光钎焊技艺，在确保车身坚固
度的同时，还能提升车体造型的灵活性。时刻为你撑起保护伞，降低意外碰撞时的伤害 。

SAFETY

不管主动被动
谁都别想动你分毫

从娃娃抓起的“头等舱 。全面保障宝宝的安全，

让父母更安心。

ISOFIX儿童安全座椅接口
只需按下按钮，一脚深踩刹车，自动 车功能让四轮制动，

保持车子静止停稳，避免任何不必要的滑行。

AUTO HOLD自动 车

高强度钢和超高强度钢合力打造的坚固车身
高强度钢与超高强度钢比例高达76%，降低整车重量的同时，也大大

提升整车刚性。

领先的激光钎焊技术
好的电焊，让人眼前一亮。车顶两侧使用精湛的激光钎焊工艺，焊接

程无需工装，表面质量更好。

4安全气囊及一体式侧安全气帘
知道有就好，希望你永远别用上。配备4安全气囊及一体式侧安全气帘，

在碰撞发生时，配合高强度车身结构，为前后排成员带来全方位的

安全防护。



SAFETY

星迈罗将安全诠释出新境界。主被动安全相结合，全方位安全守护；敏锐洞察复杂路况，预判风险，让危险在发生前即被消灭。

十八般智慧
只为危险退退退

丰富的智能科技：

完备的主动安全系统

360全景影像系统

AHBA自适应远光辅助

FDI跟车距离提示

全速自适应巡航Full Range ACC

ABS防抱死制动

EBD电子制动力分配/PBA紧急制动辅助

具有防滑、防抱死等功能，在刹车的时候，防止

后轮抱死，防止车辆侧滑甩尾，缩短制动距离。

CBC弯道制动控制

分别控制每个车轮的制动力，减少转向 度或不足，

实现最优质分配，确保汽车在转弯制动时的稳定性。

FCA前碰撞预警+AEB碰撞缓解制动

LKA车道保持辅助+LDW车道偏离预警

PCM行人碰撞缓解+AEB碰撞缓解制动

SBZA侧盲区报警+LCA车道变更辅助

RCTA后方通 交通警报 

TCS牵引力控制

在易滑的路面上时，汽车在加速时能够避免

或减轻车轮打滑，保持行驶安全性。

主动减压，防止车辆侧翻ROP主动防翻滚保护

ESC电子车辆稳定控制

可自动向一个或多个车轮施加制动力，

修正汽车的 度转向或转向不足。

1 2

3 4

1 2

4

3
障碍物

减速

无CBC

防侧翻

刹车力



三视图

内饰颜色

车身颜色

陨石黑 云边白 山岩灰 魔岩红 热力橙 极光蓝蜂芒金

轮毂造型

QUALITY

双拼座椅 几何菱形纹理座椅RS耀红缝线打孔座椅

18     曜黑柳叶刀轮毂 17     五辐双色运动轮毂

4537mm

1572mm

2700mm

1823mm

1559mm

1823mm

1573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