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LECTRIFIED G80



乌优尼白

纯电奢华,  
灵感启程



黛绿双色



内饰除秉承品牌固有的留白之美外，还添加了黛绿与亮白双色，在视觉上展现新能源车型的优雅与优良性能。

搭配天然染料染制而成的高级NAPPA真皮座椅，再生木材制成的环保木饰条，

带您领略捷尼赛思品牌追求的可持续豪华理念

QUALITY



主动式路面噪声控制系统

行驶中产生的路面噪音传达到车内时，可生成反向噪音，

确保车内静谧性。

能量回收换挡拨片

方向盘的换挡拨片可调整减速与再生制动等级，

改善电耗，提高驾驶乐趣。

双驱动电机AWD系统

捷尼赛思G80最高功率136kW，最大扭矩350Nm，且前后轮均装有驱动电机，

合计最高功率为272kW(约370ps)，最大扭矩700Nm。

预感知电子控制悬架

利用前方摄像头收集的路面信息，以及导航仪提供的路段信息，调整悬架阻尼力，

可提前识别减速带等给车辆带来较大冲击力的障碍物，保障平稳舒适的乘车体验。

太阳能充电车顶

太阳能天窗系统由太阳能面板和控制器组成，可利用阳光为行驶用电池和低电

压电池充电，增加行驶距离，防止电池放电。

DRIVING
捷尼赛思平稳的乘车感与新能源车型特有的高级行驶质感完美融合，

大容量电池，太阳能充电天窗，动能回收系统之间的卓越协同为续航里程提供保障，

演绎豪华新能源车型特有的舒适行车体验



新能源车专用服务

提供多种信息与便利服务方便您的用车生活，用户可自行设置。手机软件支持搜索充电站/结算充电费用，

查看充电站具体信息，数量，停车时间等服务，控制充电，充电结束提醒，

充电连接上锁模式等多种服务，还可在车内通过设置检查电池状态，可行驶距离，电池预热及控制空调，

动能回收系统等，提供多种行驶便利功能。

捷尼赛思G80从充电场所，充电方式，到充电时间均追求方便快捷。

采用加热技术使电池在低温环境中也能保持性能稳定，保障四季安全行驶。

随着充电基础设施的完善，捷尼赛思G80将与您携手分享感动瞬间

CHARGING



01. 前方防止碰撞辅助 (交叉路口交叉车辆，超车时对向车辆，侧方接近车辆，回避转向辅助)

前方车辆突然减速或与前方车辆，行人，自行车发生碰撞危险时，该系统会预先警告并辅助刹车。和十字路口左右两侧靠近车辆发生碰撞危险时，

也会辅助刹车。此外，在行驶过程中变更车道时，如果发现与对面驶来的车辆及旁边车道车辆有碰撞危险，可以辅助车辆进行转向。

行驶过程中，前方有行人进入车道内侧发生碰撞危险时，也可以辅助车辆转向。

05. 安全下车辅助

停车后，如果感应到有车辆从后侧方靠近，则后座车门的安全锁保

持关闭状态，并对所有座位打开车门时发出警告。

07. 后方泊车防止碰撞辅助 

倒车时识别到与后方物体碰撞危险，及时发出警报并辅助刹车。

09. 驾驶员注意力警告 / 10. 盲区显示

驾驶员注意力不集中时，发出警告。

变更车道时将后侧方盲区影像显示在仪表盘上。

12. 遥控智能泊车辅助

在车外可以远程控制驻车及出车。

03. 车道防止偏离辅助 

在没有使用方向指示灯的情况下脱离车道时，

发出警告并辅助调节方向盘。

02. 盲区防止碰撞辅助

转向灯开启准备变道时，后侧方有变更车道等来车情况下，

预警碰撞危险，给予驾驶员警告。

警告后如继续有碰撞危险时，辅助车辆制动，避免发生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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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智能远光灯辅助

保持远光灯状态的同时确保驾驶员视野安全，并将对向车区域的灯光进行部分

调节，防止对向车驾驶员眩目，先行车区域也可同样调节，无需另行操作

即可保障视野，提高夜间驾驶便利性。

06. 全景显示

停车时显示车辆周边视频影像。

08. 高速公路驾驶辅助Ⅱ(包含高速公路车道变更辅助)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保持与前车的距离，即使进入弯道也可以按照设定的速

度在车道中央行驶。此外，在手握方向盘的状态下，向想要变更车道的方向轻

轻拨动转向灯，即可自动变更车道。

11. 后方交叉防止碰撞辅助 / 倒车指示灯

倒车时识别到后方有车辆靠近，及时发出警报并辅助刹车防止碰撞。

倒车时LED倒车指示灯照射在地面上，预防与周围行人和车辆碰撞。

INTELLIGENCE



后排乘客传感系统

传感器可判断后排有无乘客，驾驶员停车后下车时仪表盘可显示警告信息

并发出警告音，提示注意后排情况。

智能指尖交互系统

替代复杂的按键和触屏输入，即可简单操作各种信息娱乐系统，

提高了使用便利性。此外，可以手写输入目的地及搜索通讯录等。

12.3英寸裸眼3D仪表盘

高清TFT LCD仪表盘随着驾驶模式变更显示不同的风格和内容。 

通过仪表盘上的摄像头追踪驾驶员的视线，在任何角度都可以

裸眼识别3D影像。

平视显示

除行驶速度，导航信息外，驾驶辅助系统的主要信息及岔路信息等均可显示，

12英寸高清宽屏显示仪，无论昼夜，可视性优良。

CONVENIENCE

捷尼赛思14.5英寸信息娱乐系统

采用14.5英寸的多点触控宽幅式大屏，提高可见度和操作使用性的同时呈现干练且高科技感十足的外观造型。

捷尼赛思数字钥匙

在没有车钥匙的情况下，可通过GENESIS数字钥匙开门及启动，

也可将GENESIS数字钥匙共享给家人或者朋友。



配置

8英寸彩色液晶仪表盘

手机无线充电

前排通风&加热座椅双区自动空调

第二排手动遮阳帘

后排加热座椅

后挡风电动遮阳帘10个安全气囊

灵感之翼LED大灯

捷尼赛思照地灯

封闭式至臻之钻菱格矩阵格栅

双层隔音玻璃(前挡风, 全车窗)

电动吸合门

智能电动后备箱

LED后组合尾灯

前后保险杠导流

乌优尼白 玛提拉蓝19英寸钻石切割轮毂



外观颜色 内饰颜色

真皮座椅

经典全黑

真皮座椅 铝纹饰条

铝纹饰条

棕蓝双色

真皮座椅 铝纹饰条

黛绿双色

真皮座椅

铝纹饰条

棕色双色

真皮座椅

高级NAPPA真皮座椅

亮灰白蜡木 橄榄白蜡木

环保木 棕白蜡木

亮灰白蜡木 橄榄白蜡木

环保木 棕白蜡木

亮灰白蜡木 橄榄白蜡木

环保木 棕白蜡木

亮灰白蜡木 橄榄白蜡木

环保木 棕白蜡木

经典全黑

高级NAPPA真皮座椅

棕色双色

高级NAPPA真皮座椅

棕蓝双色

高级NAPPA真皮座椅

黛绿双色

高级NAPPA真皮座椅

乌优尼白阿尔塔白 马卡鲁灰

汉拿山绿 卡普里蓝 巴里洛切棕 瓦伦西亚金

维尔克黑 塔斯曼蓝哈瓦那红塞尔维银

玛提拉蓝
* 纯电专用

维比尔白

哑光

马卡鲁灰



车型参数

1,925

1,630

1,475

1,636

5,005

3,010850 1,145

车型 G80
车长 (mm) 5,005

车宽 (mm) 1,925

车高 (mm) 1,475

轴距 (mm) 3,010

电机驱动方式 双电机四驱 (AWD)

电机类型 永磁同步电机

三元锂电池能量 (kWh) 87.2

最大输出功率 (kW) 272 (前136 / 后136)

最大输出扭矩 (Nm) 700 (前350 / 后350)

最高车速 (km/h) 225

CLTC续航里程 (km) 625

百公里电耗 (kwh/100km, CLTC工况) 16.3

座位数 (个) 5座

• 本宣传手册内容印制于2022年11月。
• 捷尼赛思汽车销售（上海）有限公司会不断对产品进行调整和改进，因此本宣传手册内容仅供参考使用，具体车型的参数，外观，配置及颜色等信息以实车为准。
• 详情请致电捷尼赛思客户互动中心400-7080-900︱ www.genesis.com.cn

 : 已包含该配置      : 可选装    - : 不可选装
配置表

豪华版 旗舰版

外观

灵感之翼LED大灯

LED后组合尾灯

LED日间行车灯

自动灯光控制

电动折叠防眩目外后视镜

外后视镜加热

捷尼赛思照地灯

19英寸钻石切割轮毂 & 前轮(四活塞)刹车卡钳

内饰

真皮方向盘

震动反馈方向盘

加热方向盘

氛围灯

电子防眩目内后视镜(ETC)

金属踏板

后排空调出风口

双区自动空调

三区独立自动空调 -
真皮座椅

高级NAPPA真皮座椅 -
铝纹饰条 -
实木饰条 -
翻毛皮车顶，立柱，遮阳板 -
Lexicon豪华音响系统(18扬声器)

主动式路面噪声控制系统

后挡风电动遮阳帘 -
第二排手动遮阳帘 -

安全

10个安全气囊(含前排中央侧气囊)

盲区显示

智能远光灯辅助

补胎工具包

前后驻车雷达

电子驻车制动系统

胎压监测系统

后排乘客传感系统

驾驶辅助系统

前方防止碰撞辅助

盲区防止碰撞辅助

车道保持辅助

车道防止偏离辅助

高速公路驾驶辅助II

智能巡航控制

基于导航智能巡航控制

基于机器学习的智能巡航控制

豪华版 旗舰版

驾驶辅助系统

后方泊车防止碰撞辅助

后方交叉防止碰撞辅助

遥控智能泊车辅助

注视前方辅助

驾驶员注意力警告

安全下车辅助

性能

预感知电子控制悬架

电子旋钮式换挡

热管理系统

电池预加热系统

动能回收系统

驾驶模式选择

能量回收换挡拨片

电子助力转向

便利

捷尼赛思14.5英寸信息娱乐系统
(多点触控宽幅式大屏、AR实景导航、百度语音识别、百度地图)

捷尼赛思数字钥匙

捷尼赛思智能互联服务

电动吸合门

全景显示

一键启动&智能钥匙

手机无线充电

智能空气净化系统

记忆功能(座椅/方向盘/外后视镜)

防夹安全车窗

便利进出

前排加热座椅

前排通风座椅

智能电动后备箱

自动除霜除雾

雨量感应式雨刷

8英寸彩色液晶仪表盘 -
12.3英寸裸眼3D仪表盘

平视显示

前排18向(含Ergo motion)电动座椅

后排控制副驾驶席调节

后排加热座椅 -
后排双屏幕信息娱乐系统 -
后排手机无线充电 -

选装

太阳能充电车顶 太阳能充电车顶

豪华视觉体验
12.3英寸裸眼3D仪表盘

平视显示

单位: 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