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蔚揽旅行轿车 G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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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电混动旅行轿车 
所见 前所未见
现在，你一定还在纠结
能量还是节能？
速度还是舒适？
安静还是狂放？
个性还是实用性？
如果汽车是二选一的难题
那么蔚揽旅行轿车 GTE 的独特
将为你揭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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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与静 兼得是唯一的标准
GTE 模式下的血脉喷张或是纯电模式带来惬意享受，在线服务功能或是智能互联系统，
蔚揽旅行轿车 GTE 用动静合一重新诠释插电混动。

双核动力的迅捷表现

更低油耗更高能效

5 种驱动模式

智能系统与科技互联

蔚揽旅行轿车 GTE 拥有 1.4 TSI 汽油发动机与 85kW 电动机的强大双核，可输出最高 
400Nm 的强大扭矩。百公里加速仅需 7.6 秒，功率输出高达 160kW，最高车速可达 
225km/h。

蔚揽旅行轿车  GTE 以强大性能带来更低耗能。综合
油耗仅需 1.8L/百公里；能量回收系统辅助实现能量
循环利用，守护沿途自然之美。

蔚揽旅行轿车 GTE 可在五种驱动模式中随心切换。
● GTE 模式下，燃油发动机与电动机的同步输出将使得速度与操纵感大幅提升；
● E-MODE 模式下，仅依靠电能行驶，50km 的优越续航表现，环保的同时亦满足日
常出行所需；

● 混动模式和蓄电池维持模式能以更低油耗随心应对更多驾驶情境；
● 蓄电池充电模式，在行驶的同时对高压蓄电池进行充电，随时随地使你爱车充满
能量。

蔚揽旅行轿车 GTE 提供更便捷的驾乘体验。大众汽车车联网 Car-Net 系统提供具有道路救援、紧急呼叫、
远程监管等全时在线服务，具备电池管理、空气调节等远程操作功能，并可以随时查看附近的充电桩信息。
Apple CarPlay、MirrorLink 及百度 CarLife 等多种互联方式，可将娱乐、导航等信息呈现于 8 英寸的中控屏幕上，
畅享旅途中的乐趣。

电池表现及 e-Sound

可自定义式全液晶仪表盘

蔚揽旅行轿车 GTE 秉承大众电动汽车的强大基因。利用充电桩仅需约 2 小时 45 分
钟即可将 9.9kWh 的电池充至满电。如使用家庭插座充电，也仅需 6 小时左右。当
使用 E-MODE 模式下的电动机行驶时，车辆将自动模拟燃油发动机的声音，以提示
周边的行人及车辆注意安全。

搭载先进的可自定义式全液晶仪表盘，12.3 英寸超大显示屏高清分辨率显示，
丰富的自定义显示功能将在不同驾驶模式下组合显示信息，对双核工作的能耗
了如指掌。

*此图片仅供参考，请以实际销售车型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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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与外 兼修是唯一的方式

暗色 LED 尾灯

行李箱及感应开合尾门

全新的外观设计语言

长途驾乘的舒适体验或是全新设计语言带来的视觉冲击，蔚揽旅行
轿车 GTE 以内外兼修重新塑造旅行轿车。

蔚揽旅行轿车 GTE 的暗色 LED 尾灯使得背影成为独特的
风景。带有动态照明效果的 LED 尾灯，在常规、转向、
制动与倒车模式下亮起不同灯组，提示后车的同时
亦能在夜色中表达独特自我。

蔚揽旅行轿车 GTE 的人性化设计斟酌每一处潜在需要。1,613L 超大后备箱，容纳
所有需求。当靠近车尾装卸行李时，只需在车尾底部晃动脚部，感应式尾门将自动
开启，同时还具备延时关闭功能。无论出发还是到达，都保持旅途的惬意。

蔚揽旅行轿车 GTE 荣膺欧洲红点设计大奖。蓝色灯带横跨格栅延伸至前投射式
随动转向 LED 大灯，极具识别性的 C 型LED 日间行车灯和 GTE 标识，引人侧目的同时
彰显独特身份。硬朗腰线以及“Montpellier”17 英寸铝合金轮毂尽显雕塑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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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且舒适的空间设计

蔚揽旅行轿车 GTE 的内部细节使得旅途更加丰满。全景天窗尽收风光，三区自动
恒温空调保持舒适。Nappa 真皮运动座椅，人体工学设计 14 向调节能有效减轻
驾乘人员旅行中的脊椎负担，更能充分感受蔚揽旅行轿车 GTE 带来的动感驾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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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

全景天窗 ●

银色车顶行李架 ●

High LED大灯 ●

大灯照射高度自动调节 ●

大灯随动转向功能 ●

大灯清洗装置 ●

C型LED日间行车灯 ●

暗色LED尾灯 ●

17英寸铝合金轮毂Montpellier ●

电动调节外后视镜带记忆功能，电动折叠及驾驶员侧自动防眩目 ●

后排侧窗及后风挡65%吸光玻璃 ●

内饰

三色室内氛围灯 ●

真皮运动座椅Nappa ●

14向电动调节人体工学座椅ergoComfort，驾驶员座椅带记忆和按摩功能 ●

前排座椅加热 ●

多功能真皮方向盘带换挡拨片 ●

自动防眩目内后视镜 ●

安全

三点式安全带，安全带未系提醒 ●

主副驾安全气囊 ●

前后排侧气囊，驾驶员侧膝部气囊，副驾安全气囊控制开关 ●

贯通式头部气帘 ●

电子稳定系统（ESP），包括防抱死系统（ABS），制动助力系统（BA），驱动防滑系统（ASR），电子差速锁（EDL），
发动机扭矩控制系统（EDTC）

●

多次碰撞预防系统 ●

前后倒车雷达 ●

倒车影像 ●

胎压监测系统 ●

疲劳警示系统 ●

定速巡航 ●

电子防盗系统 ●

ISO-FIX儿童安全座椅接口 ●

e-Sound电子发动机声音 ●

舒适便利

动态底盘控制系统DCC，含驾驶模式选择 ●

三区独立温控自动空调 ●

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系统 ●

后备箱门感应开合 ●

标准充电电缆 ●

媒体互联

可自定义式全液晶仪表 ●

导航系统Discover Media，8英寸彩色触摸屏，CD/MP3播放，AUX-IN接口，USB接口，SD卡槽，蓝牙连接，多媒体无线操控 ●

手机映射功能App Connect，支持Apple CarPlay/MirrorLink/百度CarLife ●

大众汽车车联网 ●

技术数据

发动机 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

发动机排量（毫升） 1395

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千瓦（马力）/转/分钟） 115 (156) / 5000-6000

电动机最大输出功率 千瓦（马力） 85 (115)

最大输出总功率（千瓦（马力）） 160 (218)

最大总扭矩（牛顿·米） 400

排放标准 国五

变速箱 6速双离合

驱动方式 前驱

长（毫米） 4767

宽（毫米） 1832

高（毫米） 1501

轴距（毫米） 2791

整备质量（公斤） 1784

行李箱容积（升） 483-1613

油箱容积（升） 50

综合油耗（升/100公里） 1.8

0-100 公里/小时 加速时间（秒） 7.6

最高时速（公里/小时） 225

电池种类 锂电池

充电时间（基于3.6kW充电桩，100%充满） 约2小时45分钟

充电时间（基于1.8kW家用电源，100%充满） 约6小时

电池容量（千瓦时） 9.9

纯电模式下行驶里程（公里） 50

蔚揽旅行轿车 GTE 装备表

“●”：标准装备市场销售车型的部分配置、规格、装备可能与车书有不同，请以实车为准或咨询大众进口汽车有限公司特许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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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揽旅行轿车 GTE

扫码关注官方微博 扫码关注官方微信

请注意：本手册印刷于2019年10月，当您阅读时产品可能已有变更。在交货期内，制造商保留
对设计、样式、颜色及规格的更改权，尽管这些更改考虑了经销商的利益，但对订购者而言同样
具有合理性。图示附件和选装配备项目可能不属于标准配备。某些功能、内饰及型号目前尚未
适用于中国。由于印刷原因，颜色可能与实物略有不同。最新信息可咨询大众汽车（中国）销售
有限公司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1 880 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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