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新 G 级越野车

敬请关注
梅赛德斯-奔驰官方微信

本手册印刷于2018年8月，当您阅读时产品信息可能已经发生变更。

产品（含具体配置、相关细节等）以经销商展示、销售的适用于中国大陆的具体车型及产品为准。

本产品手册中提及的所有价格（包括整车、配件、金融产品等）均为厂商建议零售价格。

厂商建议零售价格仅为建议，不具有任何约束力。

具体的零售交易价格、产品配置及交易细节请与相关授权经销商协商确定。

更多详情，敬请莅临梅赛德斯-奔驰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8-1188。

www.mercedes-benz.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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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时光荏苒，唯传奇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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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立天地，续写传奇
时光荏苒，传奇永恒。任凭岁月风雨洗礼，全新G级越野车铁骨铮铮的硬派形象依然威临天地。全时四轮驱动系统，将发动机扭矩有效分配至

每一个车轮，从而提供足以征服任何路况的强悍牵引力；配备3个可完全锁止得差速锁，以应对极端情况下的严苛地形。通过补偿因车轮速度

不同而引起的转速差，平均分配驱动扭矩，将漫漫征途，化作为尽情驰骋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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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勇无双，所向披靡
历久弥新，再拓新程。全新G级越野车融入了梅赛德斯-奔驰智能驾驶的诸多安全性和便捷性元素。借助智能领航限距功能、

主动式制动辅助系统等创新技术，全新G级越野车向无事故驾驶和自主驾驶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开创了安全、便捷和驾驶者

压力舒缓方面的新境界。伟岸身姿蕴藏缜密智慧，纵然一路尽历崎岖，亦能如履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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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拔山河，气贯天下

9速自动变速箱（9G-TRONIC），灵动高效

带9个前进档和1个倒档的自动变速箱，比7速自动变速箱换档更快，更平顺。在发动机转速较低时实现舒适经济的

驾驶 ，可连续降档以实现快速冲刺。

V8汽油发动机，磅礴势能

采用Inside V结构的两个涡轮增压器和自动气缸关闭功能相得益彰，带来优异的驾驶性能和出色的燃油效率。气缸

盖采用赛车中常见的高品质合金，搭配采用NANOSLIDE® 缸壁镀膜技术的气缸表面，使动力组件更为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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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征服，皆为坦途

带自适应减震调节的悬挂，无视坎坷

配有自适应可调减震系统的悬挂可在提高驾乘舒适性的同时，提供感知型驾驶体验。该系统可根据路面情况持续

调节悬挂的减震特性，并凭借频率选择性被动减震功能进一步提升原本已十分出色的标配悬挂体验。

梯形车架（Ladder-type frame），坚若磐石

久经验证的梯形车架采用了全新设计，使其更适合现代化的生产工艺。该设计使得车架具有更高的抗扭强度，在打造

坚固耐用的车身结构的同时，有效隔离了悬挂所产生的噪音和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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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如泰山，屹然纵横

主动式制动辅助系统，安然自若

基于雷达的主动式制动辅助系统会根据驾驶状况启用视觉车距警告，并在必要时发出声音碰撞警告。该系统有助于

防止车辆与前方车辆及横向穿过的行人发生碰撞事故，或减轻事故后果，让安全如影随形。

智能领航限距功能（Active Distance Assist DISTRONIC），纵驰无虞 
智能领航限距功能（Active Distance Assist DISTRONIC）将自动定速巡航控制与车距控制系统结合在一起，

能够在多种驾驶情况下减轻驾驶者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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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铁骨，凌越传奇

Nappa皮饰3辐多功能运动型方向盘，尽在掌控

底部采用扁平设计，抓握区压印有印花，带方向盘换档拨片和银色镀铬方向盘饰件，左右控制板中各有1个触控键和4个
功能键。精选的内饰材质、精致的工艺以及精心的细节设计让内部空间更具豪华质感。

不锈钢组件，彰显动感

不锈钢组件包括高品质行车侧踏板、带立体式梅赛德斯三叉星徽的不锈钢备用轮盖、迎宾踏板、后部不锈钢防护垫

以及带黑色细条纹外观饰件的外部防护条。在勾勒出车辆动感身姿的同时，让外观更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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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驰骋，游刃天地

驾驶室管理和数据系统以及联网功能（COMAND Online），一目了然

驾驶室管理和数据系统以及联网功能（COMAND Online）集信息娱乐、导航和通信系统于一身，信息显示在

双12.3英寸的大屏中右侧的多媒体系统显示屏上，双12.3英寸大屏的设计更加凸显科技感与时尚感。

动态操控选择（DYNAMIC SELECT），张弛自如

借助动态操控选择（DYNAMIC SELECT）拨片，驾驶者可在舒适、运动、高效或个性化的驾驶特性之间进行轻松

切换。发动机、变速箱、电控车辆稳定行驶系统（ESP®）和转向性能等参数可根据已选择的驾驶模式进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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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朗之内，舒享尊崇

Burmester® 环绕立体声音响系统，天籁之音

16个高性能扬声器以及各类电子与声音设备专为车辆内部量身定制，打造出令人赞叹的Burmester®之音。前排

和后排座椅的环绕立体声功能和音响优化也会带来更加激动人心的听觉体验，让美妙的音乐享受更加纯粹。

环境氛围照明系统，舒适愉悦

环境氛围照明系统与外部照明连接在一起，可自动启用，为车内提供令人愉悦的间接照明。当车门打开时，系统也会

开启，营造出“伴你回家”的温馨气氛。3种可选的颜色模式和无级调光能够按需提供舒适的驾乘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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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型价格  全新G级越野车

车型 G 500

额定功率（千瓦/马力/转每分） 310/421/5250
额定扭矩（牛顿米/转每分） 610/2000-4750
气缸数/总排量（毫升） V8/3982
燃油综合消耗量（升/100公里） 11.8
0-100公里/小时加速用时（秒） 5.9
最高车速，近似值（公里/小时） 210
接近角/离去角（度） 30.7/29.2
前轮胎尺寸 275/55 R19
后轮胎尺寸 275/55 R19
车长/车宽/车高（毫米） 4857/1931/1962

厂商建议零售价格（人民币） 1,588,800

梅赛德斯-奔驰精选定制  全新G级越野车

敬请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详情

车型 G 500

智享套装 +24,200元

驻车组件 √

环境氛围照明系统 √

风尚套装 +50,000元

AMG运动组件（含20英寸轮毂） √

夜色组件 √

● 该车型标准配备 √ 该车型选装配备 － 该车型不可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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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全新G级越野车

操控与智能 G 500

9速自动变速箱（9G-TRONIC） ●

越野档传动比 ●

全轮驱动 ●

直接转向系统 ●

100%差速锁 ●

刚性后车轴 ●

动态操控选择（DYNAMIC SELECT） ●

带自适应减震调节的悬挂1 ○

无钥匙启动（KEYLESS-GO）启动功能 ●

带控制器的触摸板 ●

双12.3英寸高清显示屏 ●

驾驶室管理和数据系统以及联网功能（COMAND Online） ●

智能手机互联系统，包含Apple CarPlay™车载 ●

Burmester® 环绕立体声音响系统 ●

Mercedes me互联，包括旅程咨询，车辆设定，实时路况信息，车载通信模块（LTE）以及梅赛德斯-奔驰紧急呼叫系统等服务 ●

配置  全新G级越野车

安全 G 500

注意力辅助系统（ATTENTION ASSIST） ●

碰撞预防辅助系统（COLLISION PREVENTION ASSIST） ●

主动式车道保持辅助系统 ●

主动式制动辅助系统 ●

驾驶辅助组件，包括智能领航限距功能（Active Distance Assist DISTRONIC）和盲点辅助系统 ●

带倒车影像的智能泊车 ●

轮胎压力监测系统 ●

预防性安全系统（PRE-SAFE®） ●

驾驶员和前排乘客气囊，驾驶员和前排乘客侧部气囊（组合式胸部/髋部气囊），车窗气囊 ●

1如选配需额外支付22,000元

● 标准配备 ○ 选装配备 － 未配备

1如选配需额外支付19,000元 2如选配需额外支付83,000元

● 标准配备 ○ 选装配备 － 未配备

外部 G 500

不锈钢组件 ●

滑动天窗 ●

后风挡玻璃雨刮器，带间歇式刮水和倒车时自动启动功能 ●

带雨量传感器的风挡玻璃雨刮器 ●

深色隔热私密玻璃 ●

自动防眩目车内后视镜 ●

隔热且隔音的夹层安全玻璃 ●

LED高性能大灯 ●

几何多光束LED大灯（MULTIBEAM LED）1 ○

带镀铬饰件的散热器饰板 ●

内部 G 500

主动式多仿形座椅组件 ●

尊贵版内饰组件2 ○

模拟时钟 ●

越野显示屏 ●

Nappa皮饰多功能运动型方向盘 ●

多区域智能空调（THERMOTRONIC） ●

驾驶员和前排乘客可电动调节前排座椅 ●

储物空间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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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漆  全新G级越野车 内饰  全新G级越野车

*由于印刷原因，颜色可能与实物略有不同。

1如选配需额外支付32,000元 3如选配需额外支付55,000元
2如选配需额外支付75,000元

designo 漆面

2551 designo 橄榄色

2712 designo 哑光水晶棕色

7993 designo 神秘白色（亮色）

金属漆面

149 北极白色

183 磁铁黑色

197 曜岩黑色

660 碧玺红色

775 铱银色

859 皓沙银色

890 水硅钒钙石蓝色

896 宝石蓝色

989 祖母石绿色

992 月光石灰色

149

255 271 799

183 197 660

775 859 890 896

989 992

皮革1

201 黑色

214 栗棕色/黑色

215 玛奇朵米色/黑色

501

饰件

VA23 开孔型胡桃木木饰

VA51 金属编织饰件

524

583

214

582

201

587

215

525 535

VA5VA2

*由于印刷原因，颜色可能与实物略有不同。

1标准配备于G 500   3如选配无需额外支付
2如选配需额外支付83,000元

designo 皮革2

501 黑色

524 马鞍棕色/黑色

525 松露棕色/黑色

535 玛奇朵米色/黑色

582 游艇蓝色/黑色

583 铂金白色/黑色

587 经典红色/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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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1,027

1,0822,890885

4,857

1,619
1,931

1,962

241

1,620
2,187

1,457

1,508

1,468

1,518

轮毂  全新G级越野车

RG6

RK2

车型尺寸  全新G级越野车

标准配备

RK21 48.3厘米（19英寸）双5辐轻合金车轮，

 喷涂喜马拉雅灰色漆，带高光面饰

选装配备

RG62 50.8厘米（20英寸）AMG多辐轻合金车轮，

 喷涂黑色漆，带高光面饰

1标准配备于G 500
2选装配备于G 500，需与AMG运动组件同时选配，包含在风尚套装内，详情参考“梅赛德斯-奔驰精选定制” 

*所有测量值均以“毫米”为单位。所示尺寸为平均值，适用于空载的标准车型。

  尺寸图仅作为数据参考，车型外观配置以实际销售车辆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