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ERMAN PREMIUM, SINCE 1919

宝沃汽车（中国）有限公司
官方网址：www.borgward.com.cn

服务热线：400-688-1919 BX5 安全智尚SUV



01 | 02

CONTENTS
03    The Legend of BORGWARD
           宝沃传奇

05    Young
           锐·德式美学， 锋芒绽现

17    Energetic
           劲·澎湃前行， 灵动驾控

25   Smart
           智·骋心而驭， 智能互联

33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技术参数



03 | 04 关于宝沃

宝沃传奇
1919年， 天才汽车狂人卡尔·宝沃 (Carl Borgward) 在德国

不莱梅创建了宝沃品牌， 他以革命性的创新技术、 新潮的设计和
全面的产品谱系开启了德国汽车的 “文艺复兴” 时代。 其中，

传奇之车 Isabella风扉全球130多个国家， 被喻为 “汽车梦
想的实现者”。

一个不变的信仰， 成就了德国汽车工业的传奇。 如今， 宝沃携荣
光在德国再起征程， 以纯正的德国基因、 精湛的制造工艺以及

可持续的创新科技， 致力于为全球提供突破豪华界限的智能产品
和生态服务， 让消费者享受触手可及的豪华体验。

宝沃BX5沿用家族经典设计， 通过高张力型面、 鹰翼式线条， 致
力打造融合澎湃动力及灵动操控的酣畅驾驶。同时，将德国工艺、

智能互联及前卫设计融为一体，创建新一代德国汽车的智能化交互
体验， 让豪华触手可及。

The Legend of BORG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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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锐·德式美学，锋芒绽现
德国血统与简约设计的交相辉映， 动静之间的完美融合， 传承经典的鹰翼式设计， 呈
现完美动感的车身姿态。 宝沃BX5， 动态宽跑设计和鲜明个性的完美融合。 更有鹰翼
式环体座舱及全知觉智能交互系统， 让您在纵情驰骋中尽享豪华互联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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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跑姿态，一见倾心
经典传承不是简单复制。

让人过目不忘的劲锐动感的造型、 高张力型面强化四轮外扩的动态宽跑车身， 创造
出稳固下盘的视觉感受， 引领前沿的外观设计充分彰显豪华运动特质。

多层次动感尾部线条设计， 强化视觉立体张力的同时更凸显出了它的肌肉运动感，
跑车化的导流设计与尾部扩散器， 向外散发年轻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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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感外形，极劲极酷
传承宝沃经典车型 lsabella的家族式Wingline 设计语言， 外观荣获德国

红点设计大奖及German Design 德国设计奖。
极具肌肉感的多层次前脸设计和立体化车侧腰身， 创造出豪华的运动姿态。

家族化直瀑式前格栅， 一体式大灯， 红宝石尾灯， 18英寸立体双色五辐铝
合金轮毂， 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感同时精致诠释宝沃BX5的年轻与锋芒。

[ 01 ]  家族化八边形直瀑式前格栅
[ 02 ]  18英寸立体双色五辐铝合金轮毂

[ 03 ]  一体式前大灯
[ 04 ]  红宝石级组合尾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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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内饰，非凡享受
轻启车门， 宝沃BX5与生俱来的运动气息与科技感让您一见倾心。 流畅的环绕
式线条、 环绕式氛围灯及精致的镀铬装饰， 别致的空间布局， 超凡的细节设
计， 源于德国匠心的内饰工艺， 将座舱高级质感和奢华感彰显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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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品质，尽享奢华
具有极广的视野效果的鹰翼式环体座舱， 增强车内整体布局连贯性， 使座舱
更具包围感， 同时配备立体三幅方向盘， 让整个车舱动感十足， 为您带来绝
佳驾驶体验， 从细节处彰显美学价值与时尚感。

[ 01 ]  动感的环绕式座舱设计
[ 02 ]  多功能三幅运动方向盘
[ 03 ]  法式双针皮革座椅
[ 04 ]  后排座椅4/6翻折空间 （465L扩展至1230L）



光影变幻，意犹未尽
精心设计的电动防夹全景天窗，无论是采光面积，还是视觉广度，均优先于同级别车

型。透过全景天窗，车内空间更为开阔明亮；无论摩登都市，还是清新野外，让您随时
畅享车外世界的光影变幻。

夜幕降临， 自动防眩目内后视镜为您保驾护航， 环绕式氛围灯为您营造出豪华舒适的车
内空间， 让驾驶意犹未尽。

[ 01 ]  电动防夹全景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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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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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澎湃前行，灵动驾控
宽跑式德系调教、 稳定的独立悬架、 1.4T缸内直喷发动机和6手自一体变速箱+运动模
式， 成熟稳定动力组合， 精准的智能操控辅助系统， 宝沃BX5用实力完美树立了新德
系驾控典范， 旨在为您带来无与伦比的驾驶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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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劲动力，蓄势待发
宝沃 BX5 配备了 1.4T 涡轮增压发动机，轻量化的机身，具备高性能、高舒

适性、 低油耗和低排放。其缸内直喷技术和轻质量机械控制涡轮增压， 在每分
钟 1750 转的低转速时， 即可拥有高达 250 牛米的扭矩， 并能持续输出至

每分钟 4000 转，最大功率是 110 千瓦，起步阶段和高速超车时动力充沛。

即使在严苛的环境下，也能够保持充沛的动力性，极大限度地满足了您的需求。

[ 01 ]  1.4T 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



21 | 22 ENERGETIC 劲

EBD / HBA /ECD 

电子制动力分配、 液压制动辅助、 电子动态受控减速

ABS / DTC / BLF / EBP

防抱死制动系统、 拖滞力矩控系统、 制动灯闪烁、 电子预制动 
Auto-hold / HAC

自动驻坡保持、 上坡辅助

TCS / EDS / ESC / CBC

牵引力控制系统、 电子差速锁、 车身动态控制系统、 弯道制动控制

精准操控，随心所欲
在应对不同路况时， 通过极速扭矩分配， 完美平衡了城市驾驭的经济性和野外驾驶的畅快感。 或行经严峻道路， 或

穿梭城市街道， 宝沃BX5都能让您精准控制每次行进， 愉悦驾驶， 随心所欲。

宝沃智能操控辅助系统， 通过电子制动力分配和车身动态控制， 及时针对实时路况快速反应 ；通过前后制动力分
配比例调整， 最大限度的满足不同行车环境下的多重需求， 让您随心所欲体验舒适驾驶。

A.正确躲避障碍

B.错误躲避障碍

A.一人乘坐时
   精准制动

B.多人乘坐时
   精准制动

C.多人乘坐时
   制动不足

A.转向不足
B.转向正确
C.转向过度

有/无自动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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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品质，保驾护航
对于驾乘人员的安全保护，宝沃总是专注于每一个细节。

宝沃 BX5 依照 E-NCAP 五星安全标准进行车身设计和制造，采用了高强度
笼式车身结构，其中高强度钢的使用比例高达 77.9% ；全方位安全气囊严格
按照欧洲标准设计，更有高效三点式安全带、溃缩安全设计和全面碰撞保护，
完美保护驾乘安全。

[ 01 ] 全方位 6 安全气囊
[ 02 ] 高强度笼式车身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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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骋心而驭，智能互联
让豪华触手可及的宝沃B-Link智能互联系统， 实现眼、 手、 口、 遥全知觉交互体验， 配
合全景智能监测、 智联生活及智联服务系统， 达到全方位一体化操作， 随时随地伴您骋
心而驭。

SMART



[ 01 ]  高精度可触控8英寸中控屏及主界面        [ 02 ] 环抱式氛围灯       [ 03 ]  智能语音识别
[ 04 ]  实时车辆监测       [ 05 ] 360度全景泊车

03

05

27 | 28 SMART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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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非凡，驭领未来
B-Link全知觉智能交互系统， 让人车互联触手可及。

高精度8英寸中控屏， 拥有悬浮式可触控设计， 互联世界， 一触即达。 4G高速互联、
宽阔直观的屏幕视野、 10 向多功能旋钮、 语音操控、 真皮多功能方向盘及在线服务系

统， 让您即使在驾驶过程中， 也可快速实时了解路况、 天气及车辆动态信息。 360度全
景泊车， 助您轻松倒车入位， 成就完美旅程。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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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车互联，运筹帷幄
B-Link智能互联系统的到来， 全面提升了汽车互联科技的深度与广度。 通过手机轻松互联， 即可随时掌控车辆及

周边情况 ；轻松一点， 即可开启车辆引擎、 空调、 摄像头、 车窗、 座椅加热、 门锁等系统 ；通过Carplay，可
及时分享手机娱乐信息 ；硬核黑科技车辆共享和快递到车功能， 让您智享车生活 ；更有全景智能监测系统， 通过车辆

主动监测， 任何异常均可通知并将影像传送车主， 让您随时运筹帷幄。

远程控制主界面 车辆远程操控 车况实时查询 快递到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