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告对 2018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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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汽车

行业的网络关注之最。根据数据统计，在 4 月，长安福特再次成为了最受网络舆

论关注的车企；丰田凯美瑞、丰田汉兰达、五菱宏光领跑在售轿车、SUV、MPV

网络传播热度指数榜；DS7 成为了网友最关注的新上市车型；大众朗逸 Plus 成

为了网友最期待的 5 月即将上市新车型；中国将对美产汽车加征 25%关税多款

车受影响成为了话题度最高的汽车行业新闻；2018 第十五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

会成为了网友较为关注的汽车展会。 

 

通过对 2018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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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的数值位列榜单首位，蝉联车企热度指数榜单 TOP1，

且热度指数较上月高出 1.42。长安汽车和上汽大众的热度指数仍排在第二位和

第三位，数值分别为 2.72、2.65。华晨宝马、吉利汽车、广汽本田、东风日产、



广汽丰田、长城汽车、一汽丰田分列 4-10 位。 

 

据统计，在 4 月，长安福特的全网信息量 10.1 万，受汽车相关活动及北京

车展等因素影响，信息量较三月有所上涨。来自于非新闻资讯类民营网站成为其

最重要的信息来源，相关信息占比达 51.4%。其次为来自微博平台的信息量占全

部信息的 34.6%。 

经分析，长安福特在微博平台的大众提及量达 9.2 万，引发了 2.44 亿的大

众阅读量，6.3 万大众互动量以及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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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万汽车专业提及量，1.76 亿专业阅读量，

10.8 万专业互动量，4.1 万专业话题量。 

 

@新浪汽车 、@爱卡汽车 、@爱极客 等汽车媒体官博；@长安福特锐



界等汽车厂商官博；@精分了温爽 、@蔡试场 、@38 号美系性能控 、@

 购车完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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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信息量最高峰出现在 4 月

16 日，当日信息量达 6 千余条，“气质女神@潘晓婷 与气质超凡的福克斯同时

入镜”；“2018 跟着 @长安福特锐界 buff 拿到手软”等微博相关信息使其信

息量升高。而后，随着 4 月 25 日北京国际车展的开幕，也使长安福特获得关注，

其信息量达监测时间段内第二个高峰。 

 

 

2018 年 4 月，丰田凯美瑞、丰田汉兰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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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凯美瑞以 6.25 的热度指数再次登顶， 

丰田卡罗拉名次晋升至 TOP2，热指数为 4.71。SUV 榜单中，丰田汉兰达夺回

榜首位置，热度指数为 6.78。上月排在首位的大众途观本月位列第二，热度指数

6.20。DS7、沃尔沃 XC60、东南 DX7 成为 4 月新面孔，跃升至 TOP10。MPV

榜单中，五菱宏光仍旧垄断榜首位置，且热度指数较上月有所上升，数值为 5.11。



比亚迪宋 MAX 本月热度较有提升，排名升至 TOP2，热度指数为 2.23。 

 

 



 

在 2018 年 4 月上市的新车中，DS7 当仁不让的处在首位。据了解，DS7 在

北京车展举办期间正式上市，加上其在上市前就有一定的关注度，上市后更是引

发了爱车网友及汽车圈的强势关注，网络传播热度指数达 3.91，4 月信息量高达

53 万。瑞虎 8、荣威 RX8、WEY P8、红旗 H5、新一代奥迪 A8L、Jeep 大指挥

官、宝马 X3 2018 款、东南 DX7 Prime、新长安 CS75 等车型分列 2-10 位，

网络关注度也相对较高。 

 

经监测，DS7 的全网信息量从 4 月 25 日起呈直线上升趋势，在 4 月 27 日，

相关信息更是达 10 万余条。在 4 月，来自于微博平台的信息量为 DS7 相关信

息的主要来源，占比高达 98.68%。经分析，DS7 在微博平台的大众提及量达

52.7 万，引发了 5927.8 万大众阅读量，169.5 万大众互动量，302.7 万大众话



题量。此外，DS7 也引发了微博汽车圈的关注。经梳理，4 月，DS7 在微博平台

的汽车专业提及量达 1.3 万，引发了 768.7 万专业阅读量，5.8 万专业互动量，

3.2 万专业话题量。 

 

D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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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S7 专业阅读量的关键传播者中，不乏@爱极客 、@汽车之家 、

@新浪汽车 、@环球汽车快报 等汽车媒体、网站官博；以及@初晓敏 、@大

家车言论 、@百家车坛_许永福  、@YYP 颜宇鹏 、@萝卜报告 、@车迷头条 

等汽车自媒体。 

 



 

一些汽车博主及关注 DS7 的网友，对 DS7 汽车配置、价格方面一致好评。



@囡囡_车圈那点事儿 博主在发布相关微博时表示，“花 20 多万买车界‘LV’”；

资深汽车媒体人@自驾说车 则表示“DS 的产品在‘视觉系’眼中是图腾一般的

存在”。而爱车网友@车茶一味 则表示“车虽不错，但绝对不是国人的菜”。 

 

经统计，DS7 微博专业提及量的参与者普遍更关注外观、售前售后服务和汽

车价格三大元素。此外，价格、动力、内饰、行驶过程、车内空间、油耗等元素



也成为汽车专业人士的关注热点。 

 

而从 D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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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侧面说明，从其上市至今，并未发生对 DS7

造成负面影响的事件，且关注 DS7 的网友对其的好评也是正面信息的主要来源。 

 

 

在 5 月即将上市车型当中，“大众朗逸 Plus”最受关注，热度指数达 2.98，



数值远领先于其他即将上市新车。新款远景 SUV、领克 02、宝骏 360、众泰 T800、

骏派 CX65、海马福美来 F5、奔腾 SENIAR9、君马 MEET3、宝沃 BXi7 等车型

也跻身上市车型热度指数 TOP10。 

 

 

4 月 23 日的大众之夜上，上汽大众全新朗逸 Plus 正式发布，新车将于 5

月 25 日正式上市。经监测，在 23 日发布之日，其信息量就已达 5 千余条，而

在北京车展开幕后，由于全新朗逸 Plus 参加车展，致其信息量在 27 日当日近

9 千条。由此可见，参加北京车展，为全新朗逸 Plus 带来了更多关注度。 

全新朗逸 Plus 在 4 月的全网信息量共 5.8 万条，其中来自微博的信息占全

部信息的 49.17%，成为其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主要平台。经分析，全新朗逸 Plus

在微博平台的大众提及量达 1.2 万，引发了 2094.7 万大众阅读量，2.4 万大众

互动量，0.6 万大众话题量。同时，全新朗逸 Plus 也引发微博汽车圈的关注。

经梳理，在 4 月，全新朗逸 Plus 在微博平台的汽车专业提及量达 0.8 万，引发

了 1244.7 万专业阅读量，1.5 万专业互动量，0.4 万专业话题量。 



 

@汽车之家 、@汽车洋葱圈、@百家车坛_许永福 、@上汽大众 、@爱卡

汽车  等知名汽车媒体、自媒体官方微博及大众官方微博均成为了全新朗逸 

Plus 的专业微博核心传播者。其中，一些博主及网友对全新朗逸 Plus 表示了期

待。例如@超导体 表示被全新朗逸 Plus 所吸引，称“讲真，这是我第一次被一

台中国专供车型吸引。没错，全新一代大众朗逸”；@30 秒懂车 表示全新朗逸 

Plus“完美地抓住了中国消费者的心理”。 

http://weibo.com/1731930915/GawTP5nY8
http://weibo.com/1731930915/GawTP5nY8


 



 

 

 

通过对 4 月汽车行业热点事件网络传播热度指数的分析发现，“中国将对美

产汽车加征 25%关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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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5。此外，“博鳌亚洲论坛:汽车进口关税将相当幅度下调”、“三部委

印发《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试行)》”等汽车行业事件也较受关注。 

 



 

中美贸易战影响波及汽车领域。4 月 4 日，财政部新闻办公室发布消息，经

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

14 类 106 项商品加征 25%的关税。从公布的名单可以看出，涉及汽车类的项目

共有 28 项，占比接近总项目数的三分之一。 

经监测，该事件的敏感信息占比达 11.25%，事件整体性质趋于敏感，敏感

信息占比相对较高。 

 



在该事件的核心传播媒体人中，不乏有@PS3 保罗 资深汽车媒体人位列其

中。对事件波及汽车的部分发布信息，且传播相对较好。 

 

从关键词云来看，“美国”、“关税”、“中国”、“金额”、“进口”等

词成为该事件传播过程中被提及最多的核心词，此外“汽车”、“原产于美国”

等词出现在关键词云图中，侧面可以看出事件汽车行业的影响。 

 

多数网友在发表评论时，均对整体事件发表看法，但也不乏一些关注汽车圈

的网友，对汽车行业的影响进行讨论。一些网友认为解决办法可以将汽车国产化；

还有网友认为可以直接买国产车；网友@赛车熊熊 和@刘刘俊俊磊磊 则认为汽

车价格会上涨；另有吃瓜群众进行调侃。 



 

 

2018（第十五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5 月 4 日举

行，即在 4 月引发大量关注度，热度指数高达 17.46，全网信息量达 203.7 万，

远高于其他车展。2018 中国杭州国际汽车博览会以 0.05 的热度排在 4 月车展

排行的第二位。 



 

在监测时间段内，北京车展在 4 月 25 开幕当日即达到信息量最高峰，当日

信息量近 60 万，并在随后的几天信息量虽呈下降趋势，但仍在 20 万以上，直

至 29 日信息量趋于平稳 

 

 

在 2018 北京车展的全部信息中，83.04%的信息均来自于微博平台。由@

微博汽车 主持的微博话题 #2018 北京车展# 的阅读量达 9.6 亿，讨论量 94.6

万，由此可见微博用户对北京车展表现出了较高的“参与度”。 



 

经分析，在全部关注北京车展的网友中，男性与女性网友占比相差趋近相同，

分别为 47.72%和 47.17%。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北京车展已获得社会普遍关

注。 

 

从微博关键词云来看，“王凯”作为 DS 汽车品牌代言人现身北京车展，引

发大量讨论，也成为北京车展传播过程中的关键词。“北京车展”、“期待”、

“打破”、“探索”、“前卫”等均成为了北京车展的传播关键词。此外，“ds

品牌”、“比亚迪”、“日产”、“新能源车”、“众泰”等词语，则体现出本

届北京车展的微博网友关注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