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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迪e-tron 豪华纯电SUV
百年基因 驭电如一

当未来就在眼前，迎接它的 好方式，是以全新的力量驰骋向前。

奥迪从体系支撑、技术储备、用户体验和产品四大领域布局，在中国系统化地落实电动化战略。

作为国产豪华C级纯电SUV，奥迪e-tron依托百年豪华底蕴和雄厚体系实力，是电动化技术的集大成者。

将全方位的安全、豪华品质和领先的驾控体验贯彻如一，历经无数严苛测试，在赋予它电动先锋的同时，更开启了新时代的造车标准。

现在，就和奥迪e-tron一起，迎接您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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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3
经典设计，重塑新生

14-25
豪华驾控，驭电如一

26-29
人机交互，数字驾驶

30-37
便捷服务，全程无忧

38-47
未来座驾，由您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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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电造就豪华气场 一眼来电
带电的气质，让您一出场就是焦点。

奥迪e-tron，采用醒目的SUV和BEV全新设计语言。

矩阵式LED大灯，搭配气势十足的半封闭式八角形进气格栅和空气动力学车顶线，锋芒尽显。

标有奥迪e-tron字样的充电插口，让电动车的独特身份一览无遗。

这一切的匠心设计，在满足豪华SUV全部特征的同时，融入未来设计语言，将你的独特个性完美演绎。

e-tron / 06 | 07



纯粹气质 从局部识大体
有一种倾心，看见优雅背影就想上前认识。

奥迪e-tron，尾部动感造型搭配全新LED贯穿式尾灯，延伸视觉的同时，更打造独树一帜的前卫风范。

电动尾门的便携操作，为您开启每段旅程做足准备。

e-tron和您一起从头到尾电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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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放眼未来 因为未来在握
当您手握方向盘的那一刻，驾驶舱的所有显示均围绕着您。

12.3英寸奥迪虚拟座舱配合带触摸反馈的MMI智能触控双屏，让您轻松控制信息娱乐系统和众多驾驶辅助功能。

搭配的3D全景影像也为您泊车提供更加全面和安全的引导。

此外，奥迪e-tron内饰采用精密的处理工艺和高品质材料，手感优异的材质遍布各个角落。

搭配7种可选氛围灯风格，自定义30色内饰氛围灯，10级亮度调节，

以及16个扬声器的Bang&Olufsen 3D 音响系统，足以匹配您细致入微的情绪变化，尽情享受生活。

此刻，未来与豪华完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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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旅程 放大对未来想象的空间
未来总是充满想象，而这所有的设计只为装下更多想象。

超4.9米的车长和超1.9米的车宽，让行李舱 大可轻松扩展至1500L。

躺在可完全折叠放倒的后排座椅上，通过全景滑动天窗仰望天空，释放对于未来的所有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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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驭未来的方式 由您界定
不知道每段旅程会经历什么，但可以选择如何去驾驭。

奥迪e-tron通过自适应空气悬挂和当前路况所需的驾驭方式进行匹配，

在自动、舒适、动态、节能、个性化、全路况及越野7种驾驶模式下，无畏各种路况。

出色的稳定性和优异的灵活性让您的路途皆为坦途。

e-tron / 14 | 15



e-tron / 16 | 17

驾驭自由 抵达心中远方
不止是变化，更是驾控科技的全面进化。

奥迪e-tron搭载e-quattro全新电动四驱系统，反应时间仅为机械四驱的四分之一；

同时带来更为出色的稳定性能和机动性能。

此外系统还可根据天气和路况，

预见性的合理分配前后轮扭矩，让您和奥迪e-tron的驾驶交互更加心意相通。

纵然面对未知前路，您也能无畏前行，直到抵达心中的远方。



纯电SUV尽情驰骋的前提是 从不担心电能
在电驰未来的路上，我们已经为您过滤掉所有焦虑。

奥迪e-tron NEDC综合续航里程 高可达500公里，完全满足您日常所需。

在能量回收系统下，可设置电机能量回收级别，将滑行能量、制动能量回收到高压蓄电池中。

让您在每一次旅途中，都能无忧无虑畅享纯电带来的驰骋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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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再快一点 把时间浪费在美好的生活上
奥迪e-tron可提供11KW（需配备380V电压）或7kW（需配备220V电压）的家用充电设备，经过严苛的45项车规级功能试验及200余项材料试验，安全、环保、便捷、高效。

直流快充从5%充至80%约40分钟，让您把更多的时间用于生活，喝一杯咖啡，准备下一段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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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科技 是迈向未来的关键一步
奥迪智能科技懂您所需。

奥迪e-tron搭载路口辅助系统、后部横向交通辅助系统、避让辅助系统、全景影像系统、车道偏离预警和离车警告等驾驶辅助功能，

时刻保障您的驾驶安全，让您驾驶轻松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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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打扰的时光 充满惬意
奥迪e-tron，纯粹电动。

采用全覆盖式声噪隔离结构，配备双层隔音玻璃 ，可 大程度地降低内外部噪音，让您静享每段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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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出行 智能掌控
奥迪e-tron可通过智能手机便捷操控，您可使用“一汽奥迪”APP，实现手机远程控制车内空调温度、开闭车锁和充电管理等功能；

同时，车内还搭载MIB3语音对话系统，人机交互更高效。让您的出行更加自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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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新生活 您关注的我都有
奥迪e-tron搭载的Connect导航系统和信息娱乐系统，可实时获取您所需信息，开启更丰富的驾乘体验。

e-tron / 28 | 29



e-tron / 30 | 31

诚意满满的购车支持
多种金融购车方案，助您轻松驾驭

多种商业险方案，让您用车倍享安心

奥迪会员本人或家人购买，可享6000元通用公共充电卡券

置换购车尊享高额补贴

减免车辆购置税

限购城市可免费获得绿牌

* 详细政策及规则请垂询当地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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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高效的360°充电服务 让您出行无忧无虑
购买安全、环保、便捷、高效的智慧家庭充电设备，提供终身免费安装权益，尊享行业领先的高品质一站式安装服务 
“一汽奥迪”APP已接入300个城市的22万+优质公共充电桩资源，可实现搜索-导航-充电-支付-评价-开具发票等功能，

覆盖用户充电全旅程的所有功能，且拥有12万+用户充电评价，为用户选择充电站提供全面充分的参考

覆盖核心城市的奥迪快充网络，已实现50家经销商充电站及1800+开迈斯（CAMS）快充电桩，

2021年底可实现3000+充电桩，6000+充电终端，密集覆盖北京、上海等7个城市，实现充电半径5公里

7*24小时的一键加电服务，覆盖195个城市，尊享代客充电或移动车充电

提供便携应急充电线，随时随地都可充电

支持所有主流充电设备的公共通用充电卡券，一卡在手，充电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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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的用车体验
提供7*24小时全天候安全状态保障，让您时刻安心驾驭

整车质保期内，不限次数道路救援服务（事故/故障/个人原因均可），同时还可安享相关权益，让您用车无忧
-   救援当天出行，提供交通费报销
-   车辆维修期间，提供替换车/交通出行补助
-   异地用车救援，提供酒店住宿/继续旅行交通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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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贵无忧的售后服务
电池质保长达8年/16万公里，电机、电控系统质保8年/12万公里

整车质保3年/10万公里，可支持购买延保服务， 多延长至6年/不限公里

覆盖全国的网络提供优质的销售和售后服务

覆盖全国的30家（更多资源开发中）动力电池深度维修中心，降低用户维修费用

预约用户将享受专属接待顾问和维修工位

全网经销商提供电池回收服务，环保安全又省心



石磨蓝传奇黑 天云灰安提瓜蓝 白金色 朱鹭白

您的颜色 就是景色
多元化车色，打造高级时尚的个性外观，让您在每段旅程中尽显夺目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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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风格 别具一格
奥迪e-tron精选各色内饰条，无论是观感或是触感，无不满足您的需求，彰显您的独到品位。

碳纤维饰条

火山灰实木饰条

梧桐棕实木饰条

拉丝铝饰条

动感橙铝饰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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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舒适圈 也可以坐拥舒适
每一道精湛工艺，都不负前行路上的每一分钟。

奥迪e-tron所提供的不止豪华感受，还有专属于您的舒适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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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光纳帕真皮和Hoxton组合面料

黑色

珠光纳帕真皮和Hoxton组合面料

灰色

珠光纳帕真皮和Hoxton组合面料

米色

珠光纳帕真皮和Hoxton组合面料

棕色

阿尔卡塔纳与珠光纳帕真皮组合面料

黑色

阿尔卡塔纳与珠光纳帕真皮组合面料

灰色

阿尔卡塔纳与珠光纳帕真皮组合面料

黑灰色

华格纳真皮面料

灰色

华格纳真皮面料

红色

阿尔卡塔纳与珠光纳帕真皮组合面料

红色

打孔华格纳真皮面料

灰色

打孔华格纳真皮面料

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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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步 都是昂首阔步
历经过一系列严苛测试的奥迪e-tron轮辋，时尚个性与卓越品质兼备，与从容前行的您一同见证未来。

255/55 R19英寸5辐铝合金轮辋

265/45 R21英寸5辐铝合金轮辋

255/50 R20英寸5辐铝合金轮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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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车尺寸

16
40

1935

2928

4901

尺寸单位为毫米

产品信息均以实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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