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告对 2018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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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汽车

行业的网络关注之最。根据数据统计，在 8 月，一汽大众仍为了最受网络舆论关

注的车企；丰田凯美瑞、大众途观、本田奥德赛领跑在售轿车、SUV、MPV 网

络传播热度指数榜；凯迪拉克 XT4 成为了网友最关注的新上市车型；名爵 HS

成为了网友最期待的 9 月即将上市新车型；“北汽新能源进入上市倒计时”事件

成为了话题度最高的汽车行业新闻；第二十一届成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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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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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3.70，较上月有所下降。东风日产的热度指数与

排在首位的一汽大众相差甚微排在第二位，长安汽车以 3.32 的热度指数排在第

三位。上汽大众、长城汽车、广汽本田、北京现代、一汽丰田、吉利汽车、北汽

新能源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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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位热度均在 3 以上；第四至第九位的热度指数也在 2 以上。

据统计，8 月，一汽大众成功登上车企榜单的首位，热度指数达 3.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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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7%和 23.69%。来自于客户端的信息也相对较多，占 7.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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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万次，引发了 1164.9 万

的大众阅读量，近 6 千余次的大众互动量以及近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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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0 条汽车专业提及量，41.4

万专业阅读量，166 次专业互动量，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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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Shooter 、



@蔡试场 、@汽车洋葱圈 、@Top-Cars 、@30 秒懂车 、@四轮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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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份的走势整体波动较大，峰值起伏

较为明显，峰值的形成原因多为新车上市、汽车测评、汽车性能和一汽大众相关

事件等方面。一汽大众 CC、一汽大众 T-ROC 探歌等新车的上市，均成为本月

围绕一汽大众进行讨论的热点车型。“一汽-大众华北基地建成投产”等一汽大

众相关事件也是本月一汽大众在网络中传播的热点事件。



同时，在 8 月一汽大众的相关信息中，敏感信息占 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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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丰田凯美瑞、大众途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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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 的热度指数占据榜首，

较上月有所上涨。丰田卡罗拉位列第二，热度指数为 4.32，丰田两大车型再一

次占据榜单第一、二位。新一代大众 CC 自有消息传出要上市以来便受到强烈关

注，本月更是排在轿车榜单第七的位置。SUV 榜单中，大众途观位列榜首位置，

热度指数为 5.44，哈弗 H6 下滑至第二位。凯迪拉克 XT4 成为 8 月新面孔，跃

升至 TOP9。MPV 榜单中，本田奥德赛热度指数 2.77，虽较上月相比热度有所

下降，但仍蝉联 MPV 榜榜首位置，与五菱宏光拉开距离。



在 2018 年 8 月上市的新车中，凯迪拉克 XT4 热度相对较高。作为凯迪拉



克旗下首款中小型豪华 SUV 车型，XT4 拥有风尚型与运动型两种外观风格，售

价区间在 25.97—39.97 万元间。在 8 月，凯迪拉克 XT4 的热度指数达 2.35，8

月信息量达 3.7 万余条。同时，WEY VV6、新一代大众 CC、吉利缤瑞、睿骋

CC、全新奔驰 G 级、沃尔沃 XC40、前途 K50、全新比亚迪宋、宝马全新 X4

等车型分列 2-10 位，网络关注度也相对较高。

经监测，凯迪拉克 XT4 的全网信息量在 8 月 29 日呈现直线上升趋势，即在

29 日达到监测时段内凯迪拉克 XT4 相关信息最高峰，当日信息量达 1.7 万条。

来自微博平台的信息量为凯迪拉克 XT4 相关信息的主要来源，占比共 55.62%。

经分析，凯迪拉克 XT4 在微博平台的大众提及量达 2.0 万，引发了 6144.2 万大

众阅读量，12.3 万大众互动量，0.5 万大众话题量。此外，凯迪拉克 XT4 也引

发了微博汽车圈的关注。经梳理，8 月，凯迪拉克 XT4 在微博平台的汽车专业

提及量达 0.3 万，引发了 1268.7 万专业阅读量，1.7 万专业互动量。



凯迪拉克 X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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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之家 、@

新浪汽车 等汽车媒体、网站官博；更是有@凯迪拉克 官方微博等也在传播相关

信息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及@汽车之梦 、@酷车讯 、@初晓敏 、@玩

车 TV 、@无界乱刀客 、@周磊-车业杂谈 等汽车自媒体。



一些汽车博主及关注探歌的网友，对凯迪拉克 XT4 新增功能、汽车动力性

能、价格等方面发表自己的看法。@初晓敏 博主在发布相关微博时表示，“凯

迪拉克 XT4 带闭缸技术的发动机是一大卖点，价格也比以前更靠谱”；资深汽

车达人@微博汽车 则表示“确认过眼神，是买不起的人……”



经统计，凯迪拉克 XT4 微博专业提及量的参与者普遍更关注动力性能、汽

车价格、车体外观三大元素。此外，售后售前服务、车内空间、油耗、车内装饰

等元素也成为汽车专业人士的关注热点。



而从凯迪拉克 XT4 在微博的传播关键词来看，“xt4”、“凯迪拉克”、“豪

华”、“SUV”等词语成为传播中出现次数较多的词。而从“运动”、“价格”、

“动力”、“发动机”等词语中，可以侧面看出网友对凯迪拉克 XT4 配置上的

关注点。

而凯迪拉克 XT4 相关信息在微博的传播过程中，@凯迪拉克 官方微博对信

息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宇春 、@打扰一下乐团 以及@越人合唱



团 等艺人对凯迪拉克 XT4 上市发布会的助力也是其火爆至此的主要原因。@凯

迪拉克 官方微博发布的上市发布会直播微博被转发 9 千余次，评论 6 千余条，

被点赞近 2 万次。

经查询，该条微博的单条微博传播指数高达 99.93。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该

条微博的传播为凯迪拉克 XT4 的知名度、传播度等方面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该条微博共在微博覆盖 3383.9 万人，从传播来看，@酷车讯 成为该条微

博最关键的传播用户。共引发 1240 次的二次转发。



在 9 月即将上市车型当中，“名爵 HS”最受关注，热度指数达 1.75，数值

略领先于其他即将上市新车，全网信息量近 4.8 万条。哈弗 F5、长安新款 CS55、

荣威 MARVELX、斯巴鲁森林人、比亚迪秦 Pro、日产轩逸纯电版、欧尚 COS1°、

新一代绅宝 X55、东风风行 T5 等车型也跻身上市车型热度指数 TOP10。

名爵 HS 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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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87%，成为其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主要平台。经分析，名爵 HS 在微博平台的

大众提及量达 3.4 万，引发了 8468.1 万大众阅读量，14.7 万大众互动量，0.1

万大众话题量。同时，名爵 HS 也引发微博汽车圈的关注。经梳理，在 8 月，名

爵 HS 在微博平台的汽车专业提及量达 0.1 万，引发了 1428.7 万专业阅读量，

3.2 万专业互动量，163 条专业话题量。



@上汽集团 MG 名爵 官方微博发布的相关微博获 717 万的阅读量。@胖哥

杨力 、@CarShooter 、@几分钟义务教室 、@王兮兮 Shirley 、@初晓敏 、

@汽车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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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爵 HS 的专业微博核心传播者。其中，一些博主及网友对名爵 HS 表达了看法。

例如@Shiyang 唔係夕陽 表示“总感觉名爵和马自达同一个设计师，现款名爵

6 和海外新款马自达 6 很相似，这款名爵 HS 又和马自达某款车型又很相似”；

而对于此类信息@YYP 颜宇鹏 发声表示“其实我觉得名爵在某些产品上的细节，

确实有一些像马自达，比如 MG6 的车头侧面轮廓。但也只是一个局部轮廓像，

很多细节线条和形态，是明显有差异的。比如 MG6 的掀背式整体车身形态和马

自达任何一款轿车都风马牛不相及。 ”





通过对 8 月汽车行业热点事件网络传播热度指数的分析发现，“北汽新能源

进入上市倒计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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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此外，“七部门部署做好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试点工作”、

“长城 WEY 牵手百度 Apollo”等汽车行业事件也较受关注。



8 月 8 日晚间，SST 前锋发布更名公告。根据公告，公司中文名称拟由“北

京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预

示着，北汽新能源登陆资本市场进入倒计时。根据微热点大数据平台统计，在 8

月 1 日至 31 日期间，相关事件的全网相关信息量达 2.5 万条，来自非新闻资讯

类民营网站的信息量近 1 万条，占比为 36.2%，成为传播事件相关信息的主要

平台。来自微博的信息超过 4 千条，占全部信息的 18.1%。

从该事件的全网信息走势来看，事件在 8 月上旬引发了较多的信息量，也于

8 日多家媒体发布相关信息密不可分。在 8 月中旬，事件相关信息走势呈下降趋

势，随后在 8 月 31 日，再次引发较多信息量。



从关注该事件的网友地域分布来看，北京、广东、上海的网友对事件发展情

况最为关注。山东、河南、浙江等地也对事件有所关注。

经分析，“新能源”、“上市”、“北汽”、“电动”、“市场”等词成为

相关事件微博传播过程中的核心词。从“股份”、“消费者”、“公司”、“北

汽集团”等热词，为上市相关词语。



从关注事件网民性别分析可以看出，男性对事件的关注度略高于女性。

据统计，在 8 月 80 余场汽车展会中，“第二十一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

的热度指数为 0.97，信息量为 1 万余条，排在首位。“2018 成都第八届汽车博

览会”热度指数 0.07，排名第二，也较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