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告对 2018 年 3 月汽车行业热点事件、各汽车厂商、在售车型、新上市

车型、即将上市车型、各地车展等进行了综合梳理和分析，得出了关于 3 月汽车

行业的网络关注之最。根据数据统计，在 3 月，长安福特成为了最受网络舆论关

注的车企；丰田凯美瑞、大众途观、五菱宏光领跑在售轿车、SUV、MPV 网络

传播热度指数榜；新款汉兰达成为了网友最关注的新上市车型；荣威 RX8 成为

了网友最期待的 4 月即将上市新车型；奔驰疑巡航失控 引多方质疑成为了话题

度最高的汽车行业新闻；2018 南京国际汽车交易博览会成为了网友较为关注的

汽车展会。 

 

通过对 2018 年 3 月销量在前 80 位的车企进行网络传播热度指数统计可以

得出，长安福特以 3.73 的数值位列榜单首位，成为 3 月网络关注度最高的车企。

长安汽车、上汽大众、吉利汽车、东风本田、华晨宝马、东风日产、广汽本田、

一汽丰田、东南汽车分列 2-10 位，网络关注度也相对较高。同时，较 2 月份相



比，本月车企热度整体有所提升。 

 

据统计，在 2 月，长安福特的全网信息量 6.3 万，微博成为其最重要的信息

来源，相关信息占比达 50.83%。其次为来自于非新闻资讯类民营网站的信息量

占全部信息的 36.24%。 

经分析，长安福特在微博平台的大众提及量达 3.2 万，引发了 727.2 万的大

众阅读量，6.1 万大众互动量以及 3.6 万大众话题量。而在汽车领域专业人士方

面，长安福特在微博平台共引发 0.5 万汽车专业提及量，208.1 万专业阅读量，

0.3 万专业互动量，0.7 万专业话题量。 

 

@爱卡汽车 、@汽车生活官博 、@车主之友微博 等汽车媒体官博；@蔡

试场 、@百家车坛_许永福 、@汽车洋葱圈 、@大湿拍车 等汽车自媒体博主，

成为了长安福特在微博汽车专业领域中的核心传播人。 



 

 

 

此外，从长安福特的全网信息走势图可看出，3 月 20 日，“长安福特”相

关信息暴增，当日信息量达 2.3 万条。但其他时间段内，其相关信息相对较少，



均不超过 5 千条。 

 

经监测，3 月 20 日，长安福特官方微博发布微博活动。截至目前，共引发

2.1 万次转发，684 条评论。活动相关话题#翼博青年吐槽联盟#阅读量达 17.2

万，讨论量高达 2.2 万。可以看出该活动影响力较大，传播效果相对较好，引发

了网友对长安福特的关注。 

 



 

 

 

 



 

2018 年 3 月，丰田凯美瑞、大众途观、五菱宏光分别位列在售轿车、SUV、

MPV 热度指数榜 TOP1。轿车榜单中，丰田凯美瑞蝉联冠军，热度指数为 6.81， 

新款帝豪在 3 月新晋跻身 TOP10，位列第 5 位，热指数为 3.66。SUV 榜单中，

大众途观登顶榜单 TOP1，热度指数 7.35。JEEP 指南者、新款汉兰达、宝骏 510

成为 3 月新面孔，跃升至 TOP10。MPV 榜单中，五菱宏光仍旧垄断榜首位置，

热度指数为 3.76，位列第十位的奔驰威霆成为了 3 月新上榜 MPV 车型，热度指

数为 0.78。 



 

 



 

在 2018 年 3 月上市的新车中，新款丰田汉兰达自 3 月 6 日发布至今不到

一个月时间，订单已经突破 1 万台，引发了汽车圈及网友的强势围观。网络传播

热度指数达 3.97，位居 3 月新上市车型热度指数榜 TOP1。新款帝豪、宝骏 530、

博越 2018 款、斯柯达柯珞克、哈弗 H4、全新逸动、2018 款北汽勇士、众泰

T500、奔驰 GLA2018 款等车型分列 3-10 位，网络关注度也相对较高。 

 

在 3 月，来自于非新闻资讯类民营网站的信息及来自和于微博的信息均成

为新款丰田汉兰达在 3 月的主要信息来源，占比分别为 30.38%和 29.91%。经

分析，新款丰田汉兰达在微博平台的大众提及量达 1.5 万，引发了 1921.4 万大

众阅读量，1.8 万大众互动量，0.7 万大众话题量。此外，新款丰田汉兰达也引



发了微博汽车圈的关注。经梳理，3 月，新款丰田汉兰达在微博平台的汽车专业

提及量达 1.1 万，引发了 1402.6 万专业阅读量，1.6 万专业互动量，0.5 万专业

话题量。 

 

新款丰田汉兰达在微博中的专业声量主要由微博中的汽车媒体和汽车自媒

体引发和构成。例如，在新款丰田汉兰达专业阅读量的关键传播者中，不乏@汽

车之家 、@爱卡汽车  、@新浪汽车 、@新车评网 等汽车媒体、网站官博；

以及@萝卜报告 、@陈震同学  、@汽车科技顾问 、@胡正阳- 、@汽车洋葱

圈 等汽车自媒体。 



 

一些汽车媒体官方微博、汽车博主及关注汉兰达的普通网友，从不同的角度

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汽车之家 称“汉兰达就是这样一款车，它没什么硬伤，

实用且可靠，开着舒服不说，还很保值，对于有老有小的家庭来说很合适。”；

资深汽车媒体人@萝卜报告 则表示“2018 款汉兰达虽说在舒适性方面没得到

太多的提升，但是却很厚道地补齐了很多安全配置。”汽车达人@沉的乐 及普

通网友@谢含江 Xhj 则均对“加价”有些许微词。 

 

 



 

虽然有多样的看法和观点，但经统计，新款丰田汉兰达微博专业提及量的参

与者普遍更关注外观、空间和动力三大元素，此外，价格、服务、内饰、行驶过

程、驾驶感、油耗、舒适性等元素也成为汽车专业人士的关注热点。 



 

而从新款丰田汉兰达的敏感信息占比来看，其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趋于正面。

敏感信息相对较少，仅占全部信息的 5.08%。侧面说明，从其上市至今，并未发

生对新款汉兰达造成负面影响的事件。 

 

 

 

在 4 月即将上市车型当中，“荣威 RX8”最受关注，热度指数达 2.96，位

列即将上市车型榜榜首。DS 7、东南 DX7、新一代奥迪 A8L、沃尔沃 XC40、新



款长安 CS75、红旗 H5、WEYP8、奔驰全新一代 CLS、全新比亚迪唐等车型也

跻身上市车型热度指数 TOP10。同时我们不难发现，4 月的即将上市车型的热

度指数，整体高于 3 月即将上市车型，说明舆论对新车市场的关注度有所上升。 

 

虽然是一款还没有正式上市车型，但荣威 RX8 的一系列“高难度”动作成

功地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先是 2 月 8 日，荣威 RX8 在崇礼挑战了高难度的 32

度雪坡。随后，3 月 22 日，在 2022 年冬奥会主赛场之一的张家口太舞滑雪场，

荣威 RX8 成功完成了对中国难度最高的超级大回转冠军雪道（华尔兹雪道）的

全球首战。截至目前，相关微博话题#荣威 RX8 挑战升级#阅读量高达 3024.4

万，讨论量为 2.8 万。 

“荣威 RX8”在 3 月的全网信息量共 5.7 万条，其中来自微博的信息占全

部信息的 59.65%，成为其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主要平台。经分析，荣威 RX8 在微

博平台的大众提及量达 3.4 万，引发了 2699.5 万大众阅读量，8.0 万大众互动

量，4.0 万大众话题量。同时，荣威 RX8 也引发微博汽车圈的关注。经梳理，在

3 月，荣威 RX8 在微博平台的汽车专业提及量达 2.1 万，引发了 1714.0 万专业

阅读量，5.3 万专业互动量，2.3 万专业话题量。 



 

@汽车之家 、@阿笨汽车观察、@萝卜报告 、@新浪汽车 等知名汽车媒

体、自媒体官方微博均成为了荣威 RX8 的专业微博核心传播者。其中，一些博

主对荣威 RX8 表示了期待。例如@踢车帮 对荣威 RX8 价位和越野能力给予肯

定，称“荣威 RX8 高性价比，越野能力不俗”；@阿笨汽车观察 点赞“荣威 RX8

挑战中国难度最高的超级大回转赛道”，称“给不断升级向上的 RX8 打个电话。”

@萝卜报告 、@太平洋汽车网 等汽车博主则以中立客观的角度，全方位解析了

荣威 RX8。 

 

https://weibo.com/u/5393698380
https://weibo.com/u/5253090679
https://weibo.com/u/2298836177


 

 



 

此外，粉丝量达千万级别的大 V@追风少年刘全有 、@回忆专用小马甲 等

也参与了#荣威 RX8 挑战升级#微博话题的传播，引发了一定的转发量，成为监

测期间荣威 RX8 的大众核心传播者。截至目前，@追风少年刘全有 于 3 月 23

日发布的相关微博，已达到 3 个转发层级，覆盖 2544.5 万人。由此可见，微博

话题的设置有利于新车型或汽车品牌在微博中的传播扩大化，超级大 V 的参与

则能在一定程度上纵深传播层级。 

http://huati.weibo.com/k/%E8%8D%A3%E5%A8%81RX8%E6%8C%91%E6%88%98%E5%8D%87%E7%BA%A7?from=526


 

 

 

 



 

通过对 3 月汽车行业热点事件网络传播热度指数的分析，可以发现，“奔驰

疑巡航失控 引多方质疑”成为了最受网络舆论关注的汽车行业热点事件，热度

指数为 4.67。此外，“央视 315 首家企业曝光：大众途锐发动机进水被召回”、

“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新能源购置税优惠延 3 年”等汽车行业事件也较受

网友关注。 

 

据媒体报道，3 月 14 日，车主薛先生驾驶的奔驰 C 级轿车在开启定速巡

航后失控，无法减速和停车，在高速飞奔近一个小时后，经交警全力营救，最

后通过奔驰售后后台远程操作才终于全停下。但 3 月 16 日，车主薛先生接受

@北京时间 采访时称，当时求助售后未果，打开车门准备弃车时发现车辆降

速，于是通过开关车门将车辆速度降下至刹车正常。当晚，北京梅赛德斯-奔驰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回应，目前并不具备在后台对车辆进行干预的技术。车辆具



备多重安全保障系统，确保驾驶者在极端情况下依然可以进行刹车操作。已成

立专家技术小组进行调查，希望尽快对相关车辆进行专业检测。 

经分析，在监测期间“奔驰失控事件”在全网共产生信息 24.9 万条，其

中，微博平台的信息量超 20 万条，占全部信息的 81.28%，成为网友热议该

事件的重要舆论场。同时，在该事件中网络舆论对于奔驰品牌的态度发生了

一次反转。在事件被曝光之初，多数舆论对奔驰持有不信任的态度，对警方

和车主则持有支持态度。例如：例如@新乡云城 留言“真恐怖，汽车企业一

定要负全责”；@素朴儿 称“太惊险了，有问题还是警察叔叔给力，奔驰让

人失望”。还有网友对奔驰可以进行远程操控表示怀疑和恐惧，@贺顶红- 留

言“想想就可怕 可后台远程操控人为制造交通事故神不知鬼不觉”。 

 

但在 3 月 16 日，奔驰官方回应“目前并不具备在后台对车辆进行干预



的技术”，“车辆具备多重安全保障， 确保驾驶者在极端情况下依然可以进

行刹车操作”等内容后，舆论对车主的质疑声越来越大。部分业内人士以专

业的角度参与并推动了事件的进一步传播。有专业人士称机械刹车系统不可

能失效，持有该看法的业内人士中不乏公众人物，如有着广泛社会知名度的

作家兼赛车手韩寒。他发文称“如果刹车完全失灵，那只能说明刹车系统在

物理上也坏了，最常见比如刹车油管破裂，这种通常不可逆，不大可能最终

车又好了，并可以继续使用。” 

 

专业人士的该种观点有效地引导了一部分网友对此事的看法，根据 3 月



19 日后的抽样调查显示，高达 72.4%的网民质疑涉事车主说谎，或者认为

事件疑点重重，而质疑奔驰质量安全的网友仅为 3.9%。 

 

 

 

据统计，在 3 月，国内各地均未筹办重量级的车展，关注度排名首位的“2018

南京国际汽车交易博览会”的热度指数也仅有 0.14，说明其引发的关注较少。由

此可见，在缺乏重量级车展的情况下，国内其他车展引发的网络关注度普遍不高。

据了解，2018（第十五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5 月 4

日举行，展会面积将达到 22 万平米。作为国内四大车展之一，虽然还没有正式

举办，2018 北京车展在 3 月已引发了一定的关注，热度指数达 2.95，高于 3 月

的其他车展。由此可以预见，当 2018 北京车展在 4 月正式举办时，会引起汽车

圈和大众舆论的关注热潮。 



 

数据来源：文中汽车销量统计数据来源于汽车销量网；其他数据及内容来自于新浪微舆情 2018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期间统计结果。 

热度指数：指在从各互联网媒体平台采集海量信息的基础上，提取与指定关键词相关的信息，并对所

提取的信息进行标准化计算后得出的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