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告对 2018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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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汽车

行业的网络关注之最。根据数据统计，在 7 月，一汽大众成为了最受网络舆论关

注的车企；丰田凯美瑞、哈弗 H6、本田奥德赛领跑在售轿车、SUV、MPV 网

络传播热度指数榜；大众 T-ROC 探歌成为了网友最关注的新上市车型；大众全

新 CC 成为了网友最期待的 7 月即将上市新车型；比亚迪身陷“广告门”事件成

为了话题度最高的汽车行业新闻；2018 贵州车展第二届汽车嘉年华成为了网友

较为关注的汽车展会。

通过对 2018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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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大众的热度指数高达 3.99。东风日产和长安汽车的热度指数排在第

二位和第三位，数值分别为 3.02、2.39。上汽大众、广汽本田、东风本田、吉

利汽车、长城汽车、一汽丰田、广汽丰田分列 4-10 位。从热度来看，较上月相

比，本月车企热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前两位热度均在 3 以上；第二至第六位的



热度指数也在 2 以上。

据统计，7 月，一汽大众成功登上车企榜单的首位，热度指数高达 3.99，相

对高于其他车企。非新闻资讯类民营网站及微博平台仍是其相关信息主要来源，

占比分别为 56.87%和 23.15%。来自于客户端的信息也相对较多，占 8.23%，

其他信息来源分布较为平均。

经分析，一汽大众在微博平台的大众提及量达 1 万余次，引发了 425.2 万

的大众阅读量，近 2 千次的大众互动量以及近 6 千条大众话题量。而在汽车领

域专业人士方面，一汽大众在微博平台共引发 9 千条汽车专业提及量，356.3 万

专业阅读量，1 千余次专业互动量，近 5 千条专业话题量。

经分析，关注一汽大众的 KOL 中，汽车媒体网站官博较少；@YYP 颜宇鹏 、



@汽车评中评 、@30 秒懂车 、@汽车洋葱圈 、@参谋长说车 、@全球汽车

潮流 等汽车自媒体博主，成为了一汽大众在微博汽车专业领域中的核心传播人。

此外，经查询，一汽大众相关信息在 7 月份的走势整体波动较大，峰值较多，

多与一汽大众相关活动、新车上市、购车优惠活动等方面因素有关。由@一汽-

大众 官方微博主持的微博话题#T-ROC 探歌上市发布会# 截至目前共获 5799

万阅读量及 4198 条讨论量，成为较为热门的话题。@迪玛希 Dimash 、@林



心如 现身发布会。也正因如此，定于 2018 年 7 月 30 日 20:00 举办的“T-ROC

探歌上市发布会”也较受关注。

同时，在 7 月一汽大众的相关信息中，敏感信息占 7.67%。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其存在一定的负面信息，还需引起重视。

2018 年 7 月，丰田凯美瑞、哈弗 H6、本田奥德赛分别位列在售轿车、SUV、

MPV 热度指数榜 TOP1。轿车榜单中，丰田凯美瑞以 4.66 的热度指数占据榜首，



丰田卡罗拉位列第二，热度指数为 4.05，丰田两大车型占据榜单第一、二位。

SUV 榜单中，哈佛 H6 重回榜首位置，热度指数为 5.76。大众探歌、日产奇骏

成为 7 月新面孔，跃升至 TOP10。MPV 榜单中，本田奥德赛蝉联 MPV 榜榜首

位置，热度指数 3.48，与五菱宏光拉开距离。同时，我们可以发现，与 6 月该

榜单相比，TOP10 榜单中车型变动不大，仅排名有所变动。





在 2018 年 7 月上市的新车中，大众 T-ROC 探歌热度相对较高。作为国内

唯一一家没有 SUV 车型的合资品牌，一汽大众终于在 7 月 30 日迎来了首款 SUV

探歌 T-ROC 的上市，售价 13.98-20.98 万元。在 7 月，探歌的热度指数达 3.30，

7 月信息量高达 8 万余条。同时，全新宝马 X3、全新奥迪 Q5L、Jeep 全新一代

牧马人、Jeep 指挥官、新款奥德赛、雷克萨斯新 ES、保时捷新 Macan、领克

01 PHEV、2019 款帕杰罗等车型分列 2-10 位，网络关注度也相对较高。

经监测，探歌的全网信息量在 7 月中旬就已有一定的关注度，网友似乎对其

上市较为期待。来自微博平台的信息量为探歌相关信息的主要来源，占比共

66.03%。经分析，探歌在微博平台的大众提及量达 5.1 万，引发了 6754.9 万大



众阅读量，26.2 万大众互动量，7.7 万大众话题量。此外，探歌也引发了微博汽

车圈的关注。经梳理，7 月，探歌在微博平台的汽车专业提及量达 2.2 万，引发

了 4502.7 万专业阅读量，12 万专业互动量，3.4 万专业话题量。

探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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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歌专业阅读量的关键传播者中，不乏@爱卡汽车 、@汽车之家 、

@新浪汽车 等汽车媒体、网站官博；以及@CarShooter 、@萝卜报告 、@初

晓敏 、@蔡试场 、@胖哥杨力 、@汽车洋葱圈 等汽车自媒体。



一些汽车博主及关注探歌的网友，对探歌汽车驾驶乐趣、价格、新能等方面

给予发表自己的看法。@CarShooter 博主在发布相关微博时表示，“能够灵

活以 7 种驾驶形式灵活应对各种路况挑战，完全轻松应对越野和砂石路段[坏笑]

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款年轻时尚，内外兼修的 SUV”；原创汽车自媒体@胖哥杨

力 则表示“这个顶配的价格，不多说了，确实同价位有不少更大更舒服的 SUV

可以选择。而全系中便宜的车型，配置甚至悬挂都有所降低。”



经统计，探歌微博专业提及量的参与者普遍更关注外观、售前售后服务、车

辆价格三大元素。此外，汽车动力、车内装饰、车内空间、油耗、驾驶操控等元



素也成为汽车专业人士的关注热点。

而从探歌在微博的传播关键词来看，“探歌”、“一汽大众”、“车型”、

“上市”等词语成为传播中出现次数较多的词。而从“SUV”、“售价”、“动

力”、“年轻”等词语中，可以侧面看出网友对探歌配置上的关注点。



在 8 月即将上市车型当中，“大众全新 CC”最受关注，热度指数达 1.27，

数值略领先于其他即将上市新车，全网信息量近 2 万条。沃尔沃全新 XC40、前

途 K50、全新 G500、捷豹 E-PACE、凯迪拉克 XT4、WEY VV6、长安悦翔、欧

尚 COS1°、捷途 X70 等车型也跻身上市车型热度指数 TOP10。

大众全新 CC 在 7 月的全网信息量近 2 万条，其中来自微博的信息占全部信

息的 35%，成为其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主要平台。经分析，大众全新 CC 在微博

平台的大众提及量达 0.6 万，引发了 468 万大众阅读量，0.4 万大众互动量，0.6

万大众话题量。同时，大众全新 CC 也引发微博汽车圈的关注。经梳理，在 7 月，

大众全新 CC 在微博平台的汽车专业提及量达 0.5 万，引发了 302.7 万专业阅读

量，0.2 万专业互动量，0.6 万专业话题量。



@新浪汽车 官方微博发布的相关微博获 66 万+的阅读量。@汽车之家 、

@爱卡汽车 、@百姓评车 、@车酷酷车 、@百家车坛_许永福 、@车友汇 等

知名汽车媒体、自媒体官方微博及网站媒体官方微博均成为了大众全新 CC 的专

业微博核心传播者。其中，一些博主及网友对大众全新 CC 表达了看法。例如@

新浪汽车 表示“新一代 CC 前脸中网处采用大面积镀铬横幅装饰，绝对与众不同”；

@车友汇 则表示“全新一汽大众 CC，真是太漂亮了，不过价格有点小贵。 ”





通过对 7 月汽车行业热点事件网络传播热度指数的分析发现，“比亚迪身陷

‘广告门’”一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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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此外，“恒大造新能源汽车业内人士称或为行业带来质的飞跃”、“长安



牵手华为共促汽车智能化发展”等汽车行业事件也较受关注。

7 月 12 日，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官方微博@比亚迪 发布《关于李娟等人冒

用比亚迪名义开展相关业务的声明》，自此拉开了一场广告公司“手撕”比亚迪

大战的序幕。根据微热点大数据平台统计，在 7 月 1 日至 31 日期间，相关事件

的全网相关信息量达 7.3 万条，来自微博的信息量达到 5.6 万条，占比为 76.7%，

说明微博是该事件的主要传播平台和舆论发声场。由此形成的微博话题#比亚迪

陷广告门#阅读达到 5172 万次，讨论数达到 2 万条。

从该事件的全网信息走势来看，事件在短时间内掀起一阵风浪，于 7 月 16

日达到整个事件信息量最高峰，当日信息量在 2.7 万条以上，而后信息走势逐渐

平息。



对事件的微博传播，媒体官博、机构官博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头

条新闻 、@财经网 等媒体；涉事方@比亚迪 、@阿森纳足球俱乐部 、@比

亚迪汽车 等机构官博。在推动事件微博传播的核心机构、核心媒体中，汽车专

业媒体、机构有 5 家，侧面说明事件引发汽车圈一定的震动。

经分析，“比亚迪”、“李娟”、“广告公司”、“假冒”、“上海”等词

成为相关事件微博传播过程中的核心词。从“阿纳森”、“俱乐部”、“竞智广

告”、“供应商”、“比亚迪公司”、“比亚迪电动车”等热词，可见事件涉及

几方主体。



从微博网民转发、评论相关信息中，“允悲”、“费解”、“摊手”、“并

不简单”、“思考”、“挖鼻”等表情成为最常使用的表情。

据统计，在 7 月 80 余场汽车展会中，“2018 贵州车展第二届汽车嘉年华”

的热度指数为 0.19，信息量为 2229 条，排在首位。“2018（第 52 届）深圳

西部国际车展”热度指数 0.10，排名第二，也较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