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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BMW M4敞篷轿跑车



全新BMW M4敞篷轿跑车

安全性

双前座安全气囊 ■

驾驶者和前座乘客侧面安全气囊 ■

具自动防眩目功能的内部后视镜和驾驶员侧外部后视镜 ■

雨量探测器和大灯自动控制 ■

智能激光大灯 ■

远光自动控制 ■

碰撞预防系统 ■

前后部驻车距离报警器 ■

360度全景泊车影像 ■

轮胎修理包 ■

胎压监测 ■

警告三角标志 ■

外观

M竞速套件组合（含M运动型排气系统，M黑色后视镜罩等） ■

个性化定制黑色高光装饰条 ■

个性化定制黑色高光外装组件 ■

内装

M运动型多功能真皮方向盘 ■

M前排运动型座椅 ■

前排座椅电动调节, 驾驶者座椅带记忆功能 ■

前排座椅加热功能 ■

前排座椅电动腰撑 ■

前排颈部暖风系统 ■

M三色条纹前排安全带 ■

直通装载系统 ■

智能感应氛围灯 ■

金属光泽按键 ■

高级三区自动空调 ■

Harman/Kardon高端音响系统 ■

智能互联驾驶座舱 ■

全彩平视显示系统 ■

智能手机交互系统 ■

带USB接口的手机蓝牙免提和音乐播放功能 ■

尊享型互联驾驶组合 ■

智能紧急呼叫 ■

远程售后服务 ■

资讯在线 ■

无钥匙进入 ■

定速巡航控制系统 ■

自动泊车辅助系统Plus（含360度全景泊车影像，远程3D驻车影像，自动
泊车入位，循迹倒车辅助功能）

■

照明组件 ■





全新BMW M4敞篷轿跑车

BMW技术

M xDrive ■

8速运动型手自一体变速箱,带换挡拨片 ■

M自适应悬架（含可变运动型转向系统） ■

主动M差速器 ■

M复合制动系统（红色卡钳） ■

车身漆

曼岛绿 ■

圣保罗黄 ■

多伦多红 ■

摩天灰 ■

布鲁克林灰 ■

波尔蒂芒蓝 ■

雪山白 ■

宝石青 ■

车轮

前19英寸，后20英寸锻造轮圈，双辐式样826M型，黑色 ■

前19英寸，后20英寸锻造轮圈，双辐式样826M型，双色 □￥0

前19英寸，后20英寸锻造轮圈，双辐式样825M型，双色 □￥3,500

前19英寸，后20英寸锻造轮圈，双辐式样825M型，太空灰 □￥3,500

座椅材质

扩展Merino真皮内饰，卡拉米橙/黑色 ■

扩展Merino真皮内饰，亚斯玛瑞纳蓝/黑色 ■

扩展Merino真皮内饰，银石白/黑色 ■

扩展Merino真皮内饰，黑色 ■

个性化定制扩展Merino真皮内饰，峡湾蓝色/黑色 ■

个性化定制扩展Merino真皮内饰，云锦红/黑色 ■

个性化定制扩展Merino真皮内饰，松露褐色 ■

个性化定制扩展Merino真皮内饰，象牙白色 ■

全Merino真皮内饰，卡拉米橙/黑色 □￥15,600

全Merino真皮内饰，亚斯玛瑞纳蓝/黑色 □￥15,600

全Merino真皮内饰，银石白/黑色 □￥15,600

全Merino真皮内饰，黑色 □￥15,600

个性化定制全Merino真皮内饰，峡湾蓝色/黑色 □￥18,500

个性化定制全Merino真皮内饰，云锦红色/黑色 □￥18,500

个性化定制全Merino真皮内饰，松露褐色 □￥18,500

个性化定制全Merino真皮内饰，象牙白色 □￥18,500





全新BMW M4敞篷轿跑车

内饰条

个性化定制高光铝制纤维纹理内饰 □￥0

碳纤维内饰（含方向盘碳纤维装饰） ■

个性化定制黑色细线纹高级木饰，带银色开孔效果 □￥0

铝制四边形内饰 □￥0

BMW专属定制

M精英驾驶模式 □￥8,800

M复合制动系统（蓝色卡钳） □￥0

M碳陶瓷高性能制动系统（金色卡钳） □￥79,800

M碳纤维外观组件 □￥45,700

个性化定制黑色大灯装饰条 □￥3,000

前排M碳纤维桶形座椅 □￥37,000

前排座椅主动通风 □￥8,300

方向盘加热功能 □￥2,700

储物套件（2个后排USB接口等） □￥2,200

ETC自动支付系统（插卡式） □￥1,00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Pro（含前向碰撞预警及紧急制动辅助，车道纠偏辅助，
变道盲区预警，限速识别辅助，驾驶辅助，交通拥堵辅助，变道辅助，紧急
停靠辅助功能）

□￥19,500

智能触控钥匙 □￥3,500

墨灰色软车顶带金属银效果 □￥3,000

技术数据

车长/车宽/车高（毫米） 4803/ 1887/ 1405

轴距（毫米） 2857

汽缸/排量（毫升） 6/2993

输出功率（千瓦/马力）、转速（转每分） 375/510/6250

扭矩（牛米/转每分） 650/2750-5500

最高车速（公里/小时） 250

0-100公里/小时（秒） 3.7

综合耗油量（升/100公里） 10.3

油箱容积约（升） 59

脚注:
1. 电子限速值。
2. 所示综合耗油量数值为该车型依据相应国家标准测试的结果，具体信息可能会依据配置发生变化，请以实车为准。
3. “M碳陶高性能制动系统（金色卡钳）”不能与“M复合制动系统（红色卡钳）或（蓝色卡钳）”同时选装。
4. 选装“M碳陶高性能制动系统（金色卡钳）”需以车辆已经配置了“前19英寸，后20英寸锻造轮圈，双辐式样826M型，双色或黑色”为前提。
5. “前排M碳纤维桶形座椅”不能与“前排座椅主动通风”同时选装，且后续或不再配备“前排座椅电动腰撑”功能。
6. 选装“前排M碳纤维桶形座椅”需以车辆已经配置了“卡拉米橙/黑色”、“亚斯玛瑞纳蓝/黑色”、“银石白/黑色”或“黑色”的座椅材质为前提。
7. 选装“全Merino真皮内饰”需以车辆已经配置了“储物套件”为前提。
8. 在选装个性化定制特别涂装车身漆的情况下，自动驾驶辅助系统Pro中的变道辅助功能将不可使用。

所有本手册列出的选择装备都在原厂安装。如有其他要求，请联系您当地的BMW授权经销商查阅详细的附件目录。
■ 标准装备　□ 选择装备　— 恕无法供应
*  本页所示配置信息仅供参考，实际配置信息以中国上市产品为准。专属定制组合与套装中，“— 恕无法供应”的配置以中国上市产品为准。
*  上述信息中所提及的“真皮/扩展真皮/多孔型真皮”座椅材质是由真皮及合成皮革组成，不同座椅材质的真皮和合成皮革的组成比例和包裹范围有差别，具体情况以中国实际上市产品为准。
*  本手册中只说明皮质颜色信息，如对皮质组成比例和包裹范围有疑问请咨询BMW授权经销商。



为您交付标配BMW!为您交付您亲自选配的BMW!

提交订单进行原厂生产

娱乐配置  性能配置  舒适配置  安全配置

选择专属定制配置

打造您的专属座驾

选择购买现车

BMW授权经销商

选择您中意的BMW车型

标准中国配置

如何专属定制您的BMW

全新BMW M4敞篷轿跑车提供更多个性化定制车身漆，详情请联系您当地的BMW授权经销商。

个性化定制特别涂装磨砂暗灰色

￥23,200

个性化定制特别涂装磨砂波尔蒂芒蓝

￥23,200

个性化定制特别涂装磨砂黑色

￥23,200

个性化定制特别涂装磨砂亮白色

￥32,900

个性化定制特别涂装磨砂烈日橙

￥23,200

个性化定制特别涂装火橙色

￥39,700

个性化定制特别涂装海湾蓝

￥39,700

个性化定制特别涂装澳门蓝

￥39,700

个性化定制特别涂装宝石红

￥39,700

个性化定制特别涂装荧光绿

￥39,700
个性化定制特别涂装薄荷绿

￥39,700

个性化定制特别涂装圣托里尼蓝

￥39,700
个性化定制特别涂装白垩灰

￥39,700

个性化定制特别涂装都市绿

￥39,700

个性化定制特别涂装雪邦铜

￥39,700

个性化定制特别涂装暮光紫

￥39,700

个性化定制特别涂装黑灰色

￥39,700

个性化定制特别涂装赛道红

￥39,700
个性化定制特别涂装伊莫拉红

￥39,700

个性化定制特别涂装亚特兰蒂斯蓝

￥39,700

个性化定制特别涂装竞速黄

￥39,700
个性化定制特别涂装英伦绿

￥39,700

个性化定制特别涂装玲珑绿

￥39,700

个性化定制特别涂装摩登灰

￥39,700

个性化定制砂金石红

￥10,100
个性化定制丹泉石蓝

￥10,100
个性化定制碧玺灰

￥10,100

个性化定制车身漆*



车身漆*

曼岛绿 多伦多红 布鲁克林灰圣保罗黄 摩天灰 波尔蒂芒蓝 雪山白

宝石青1

车轮

前19英寸，后20英寸锻造轮圈，
双辐式样826M型，
黑色

前19英寸，后20英寸锻造轮圈，
双辐式样826M型，
双色

前19英寸，后20英寸锻造轮圈，
双辐式样825M型，
双色

前 19英寸，后 20英寸锻造轮圈，
双辐式样 825M型，
太空灰

内饰条

碳纤维内饰
（含方向盘碳纤维装饰）

个性化定制
高光铝制纤维纹理内饰

个性化定制黑色细线纹高级木饰
带银色开孔效果

铝制四边形内饰

座椅材质*

扩展Merino真皮内饰，
卡拉米橙/黑色

扩展Merino真皮内饰，
银石白/黑色

个性化定制
扩展Merino真皮内饰，
峡湾蓝色/黑色

扩展Merino真皮内饰，
亚斯玛瑞纳蓝/黑色

扩展Merino真皮内饰，
黑色

个性化定制
扩展Merino真皮内饰，
云锦红/黑色

个性化定制
扩展Merino真皮内饰，
松露褐色

全Merino真皮内饰，
卡拉米橙/黑色

全Merino真皮内饰，
银石白/黑色

个性化定制
扩展Merino真皮内饰，
象牙白色

全Merino真皮内饰，
亚斯玛瑞纳蓝/黑色

全Merino真皮内饰，
黑色

个性化定制
全Merino真皮内饰，
峡湾蓝色/黑色

个性化定制
全Merino真皮内饰，
松露褐色

个性化定制
全Merino真皮内饰，
云锦红色/黑色

个性化定制
全Merino真皮内饰，
象牙白色

1.宝石青车身漆实际颜色接近黑色，请以上市车型实际外观为准。

由于印刷品材质技术的局限性，本手册中所示的材质和色彩可能与实际情况有所差别。

2021年8月印刷  本手册所示内容仅供参考

* 更多个性化定制车身漆请详见手册内页[脚注]。
* 详见内页有关座椅材质的[脚注]。

BMW会尽力按照现时发布的BMW最新产品信息更新本网页/本配置表内的产品信息，但可能出现本网页/本配置表内产品详情信息更新迟延的情形。具体可购车型及其配置详情
请咨询您所在地的BMW授权经销商，并以BMW授权经销商店内相关车型的最新配置表信息为准。

本手册提供的所有信息、说明和图解都是根据制作手册当时BMW AG（包括其旗下的各子公司）及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视情况而定，下称“BMW”）所生产并在中国销售的最新产品
信息编辑而成。本手册内的车型配置信息仅适用于在一定生产月内生产的相应车型，不同生产月内生产的车型配置信息亦可能不同，现实可购车型配置均以中国市场实际上市车型
为准。如对手册内容有问题和建议，请咨询BMW授权经销商。
BMW保留随时更改手册内容，而不必事先通知的权利。在颜色，材料，车辆说明以及产品系列等方面，BMW对印刷和排版上的错误不予负责，这些错误可能会影响到对汽车的描述。虽然
BMW尽一切努力确保本手册的信息最新并且准确，但BMW和任何BMW授权经销商以及其他第三方均不对任何人依赖本手册中的任何信息而负责。BMW有权决定一年之中生产的车型。
本手册使用的车型图片可能为在国外上市的汽车产品的图片，不代表消费者可实际在中国购买完全相同的汽车产品，在中国实际上市的车型可能在外观、内饰和技术参数等方面与国外
市场上市车型不同。此外，某些系列还包含一些可供选择的部件。如有意购买，请与当地BMW授权经销商联系，具体了解实际上市相关车型的实际外观、内饰和技术参数配置，并根据
BMW授权经销商提供的相关信息，结合自己需求，做出是否购买的决定。 即刻扫码，在线看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