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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时代想象的未来支点
全新奥迪A6L拥有颇具运动感的车顶线条，利落的分层式腰线设计和前卫抓眼的双脸版本外观，其近似日光的高清
矩阵式LED大灯让夜晚如同白昼，飞驰间您就是众人的焦点。全新配备的12V/48V轻度混合动力系统和最新一代
quattro ultra系统，让优雅成为科技的本能，充满科技感的触控式双屏以及奥迪虚拟座舱，把未来装进您的车内。
而这一切，也在宣誓着全新奥迪A6L，将以科技美学驱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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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具锋芒的前卫指标
利落的分层式腰线设计，锐利分明的运动车顶线条，无不一一将天生的优雅质感淋漓展露，
车头和车尾更显动感宽阔，自带强势吸睛气场。尾灯凌厉大气的水平线条，让车尾轮廓更显
硬朗修长，呈现时尚典雅的动感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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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包容一切，光明亦然
高清矩阵式LED大灯，让平常之路亦不寻常。当您透过全景天窗，仰望星空，只需一瞬，那颗热切的野心就会被轻易唤醒，在寻找
风景的路上，您已经成为风景。锋利而迷人的家族式六边形进气格栅，让每一公里的运动风姿都活力四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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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充分的舒展自由，

是灵魂与身体的双度解放
这里，就是您的私人领地，宽阔的车内空间，让您可以尽情
舒展，而优雅的氛围灯组件，总能恰当其时的，为您创造更
舒心的环境氛围，光与影在这里融汇，而时空就在您的手中
被驾驭着。精致覆盖于每一寸目及之处，比如被质感皮革
包覆的仪表板，是被牢牢掌握的惬意与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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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如水，

也会为这般的美好驻足
科技与美学兼顾的设计语言，忍不住让人想让车里的驭乘时光久一点，再久一点。

全新奥迪A6L让您坐享科技感的触控式双屏，带触控反馈的触摸屏和感应按钮代替了实体键和触控轮。而令人
赞叹的虚拟座舱，不仅在于它简约优雅的设计，更在于它将您的行车旅程变得简单便利，易于掌握。科技的
精密严谨性与优雅内敛的艺术美感，在这里被自然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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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重复历史，我们驾驭未来
演绎科技直觉的12V/48V轻度混合动力系统，能让您的爱车在怠速启停时，减少“涡轮迟滞”  的
情况，提高驾驶舒适性。在滑行过程中，12V/48V轻度混合动力系统会将发动机暂时关闭， 节
约燃油，以此降低发动机的负荷；同时更高效的电机可以加速启动，为您带来更愉悦的驾驭享
受。全新一代的quattro ultra系统，不仅减轻了车辆耗损，加强牵引力的同时提高了驾驶安全
性，更可主动控制车身姿态，在您的驾驭体验里平衡了速度与激情，旅途不见颠簸曲折， 千
里也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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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未来不如创享未来
奥迪整体式预安全系统上扩展了对车辆行驶时前后环境的监测功能，雷达传感器也随时监控车辆
侧面区域，危急情况下，预防式保护系统会自动启动。您在哪，安全区就在哪。世界很复杂，就让
美好变得简单一点吧。通过简单操作，我们的驾驶辅助系统包括：360̊整体式预安全系统、前后
驻车辅助系统、渐进式转向系统等，让您轻松驾驭复杂路况，征服难行路面。享受，皆在垂手可得的
驾控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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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技刷新时代，

每一步都是第一步
更简捷的Audi connect互联科技、更完善的奥迪MMI®人机 交
互系统，实现您与车之间的谈话式互动，轻松操作让爱车
与您心意相通。即刻享受Audi connect互联科技支持的各项
服务。您驾驭的不止是车，更是时代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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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迪全新MMI®高级导航系统以智能的设计、简易的操作方式、灵活的互联系统，重新定义了

车载娱乐信息系统。通过Audi connect互联系统，可以轻松控制车辆设置、导航系统、电话等

功能。语音控制等多种便捷手段，让操控方式更为轻松自如，让复杂的科技使用起来如儿时的

游戏般简单。

Audi互联科技(Audiconnect)功能：

- 实时获知新闻、交通状况和天气预报等信息。

- 提供交通流量数据，随时检测交通堵塞情况。

电话：

可通过MMI®系统选择联系人，或手动输入

电话拨打电话，操作更加便捷、安全。

收音机：

内置收音机可接收AM、FM信号，可配置

不断更新的电台目录。

导航系统：

增强型MMI®导航系统可以显示3D导航地图及

建筑物。

MMI®系统：跟随您的感觉，

带您到达想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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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connect互联科技

在线交通信息

内置交通数据信息，并可通过网络实时更新交通信息。可高效的规划路线，并通过

不同颜色显示拥堵程度。

显示出该车辆相关的限行信息（中国特色服务）。

显示车辆违章信息和违章地点（中国特色服务）。

提示本车违章信息（中国特色服务）。

在线新闻

新闻实时更新，全国著名的新闻媒体通过文字和图片可让您了解每日新闻。

在Audi connect新闻中，可自选新闻信息。

一汽–大众奥迪相关新闻，比如新车上市、赛事结果等（中国特色服务）。

城市活动

Audi connect提供的同城活动可让您更便捷地规划您驾驶以外的时光，用户不只是在目

的地或当前位置可以搜索，也可以在其他选择的位置搜索，包含：音乐会、戏剧、电影、

旅游和活动、博物馆和美术馆、体育赛事、展览、俱乐部和夜生活以及其它有趣的地方。

搜索结果包含场地的地址、距当前位置的直线距离、事件的开始时间以及其它附加

信息。另外如果有可能的话，提供场地的电话号码。

经销商活动推广渠道（中国特色服务）。

经销商可以在车内MMI®界面上向用户展示经销商活动（中国特色服务）。

天气

天气预报会以合适的图像图标显示目的地天气，当前位置天气或其它任何选中位置的

天气。

用户可了解到如下天气情况：早、中、晚天气预报；今天、明天、后天的天气预报；最低温

度和最高温度的预报；降水概率；文字和图像共同呈现云层分布情况。

兴趣点呼叫

通过提供专用的请求到呼叫中心之后，兴趣点搜寻的地址可在车内接收。兴趣点搜寻

包括地址和进一步的重要信息，这些将会直接发送到车内导航系统由热线中心启动。

用户可以通过在线兴趣点查找，在车内从专用数据库中在线查找兴趣点。兴趣点可立即

被选中作为导航目的地。在详细的页面显示基于兴趣点的附加信息。可实现自由文本

搜索或者关键字搜索。

道路救援呼叫

在遇到故障时，用户可以通过人机界面上的服务呼叫来联系呼叫

中心。车辆数据会被传送到相应的呼叫中心。基于车辆上传的数据，

立即组织帮助或救援。

停车场信息

通过停车场信息，用户可以在线搜索免费停车地点。停车位搜索

准确集成到车载MMI®高级导航系统。停车位搜索可用于目的地、

当前位置或其他用户想前往的地方。

航班信息

有了航班信息的帮助，用户可以直接在车内MMI®屏幕上显示实时

航班信息：

出发时间/到达时间；

登机口；

延误情况和实时信息；

Audi connect互联科技提供的航班信息服务可应用于目的地、当前位

置或者其他选中的位置，也可通过输入相应的航班号开始搜索。

车载Wi-Fi

Wi-Fi热点提供用户在车内的网络接口（当车辆静止时，所有人都

可使用；当车辆在移动时，出于安全考虑，只有乘客可以使用）。

用户可以使用平板电脑或笔记本电脑连接网络，聊天、在线玩游戏

或者收发邮件等，得益于UMTS或未来的LTE的高传输速率，所有

的操作都可享受高速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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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科技之光，今日时尚眼光
让未来之光照进现实，奥迪A6L TFSI e标配颇具辨识度的智能矩阵式LED大灯与锯齿 段
落式LED尾灯，每一寸目光都镌写魅力，照见更远前程。温馨的内饰氛围灯，梦幻气氛 才
是动情的开始。奥迪A6L TFSI e搭载新一代全触控反馈式MMI®系统，执掌，只在一触之间
。更配备19英寸铝合金轮辋，匠心工艺搭配遒劲有型的造型设计，动静间彰显时尚 气质
。成为令世人艳羡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对未来的魅力考究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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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能效，

欣赏自然更敬畏自然
运动且环保，不仅是一种低碳生活，更是一种驾控情怀。奥迪A6L TFSI e

百公里油耗仅为2.1L，优越性能低油耗高强劲。若以电力驱动，您既能体验
电动机高扭矩输出的加速感，又大幅降低能耗，驾享运动效能合一。制动
能量回收系统可将制动过程中产生的能量转化为电能降低油耗。进一步
保障奥迪A6L TFSI e优异的动态行驶性能和美妙的燃油经济性，达到优异的
能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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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致驭感，

让每段路程都成为快意旅程
这是一个实力共融的时代，奥迪A6LTFSIe满足您快意生活的驾乘之享。多种驱动模式灵活挥洒驾趣，
配搭适应多种路况的新一代quattro ultra智能四驱操控，在多种选择间，您将惊叹它澎湃而高能效的驾
驶体验，让您驶过的每段路，都成为贴地疾驰的旅程。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制的奥迪A6L TFSI e， 更
能够在纯电模式下行驶54公里，从容满足日常行车需求，准备出发，去启动这段快意人生路。

*实际续航里程还与个人驾驶风格、车速、环境温度、乘客数量、载重、路况、地形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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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下载
My Audi APP

充电无虞，从容驭见驾趣新境
多种充电模式，带给您更便捷、愉悦的充电体验。“家充一站式服务”为您的奥迪A6L TFSI e  免费
提供智能充电墙盒及一次基础安装服务，让您的车库变身为“私人专属充电站”。而在公共区
域，也可以通过交流充电桩为爱车充电。两种方式皆仅需充电150分钟，一部电影的时间，元
气满满。同时，人性化细节应对车辆缺电困扰，随车提供家用充电线，仅需家用三相插座就可
应急充电。My Audi APP再次升级，充电功能为您“一键查找充电桩”，并导航指引您前往，完成
充电及支付，同时可进行远程实时监控，实现智能、优异效能的公共区充电， 让绿色出行
更加便捷，尽可驾享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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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致内饰，细节之处见乾坤
从典雅的细节组件，到丰富的内饰颜色，再到非同一般的优异皮革，奥迪A6L TFSI e

的内饰秉承了A6L的典雅考究，细节处见乾坤。车内标配金属铝效果铝饰条，控制
系统和显示系统均采用更为直观的方式，虚拟座舱专有的新能源显示界面，包括
电池电量显示系统，且能醒目显示目前采用的是哪种驱动模式。于典雅之上，诉说着
尊崇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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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奥迪不止喷一次漆，

而是四次
当您选择车色时，挑一种符合您个性的颜色。但是无论您喜欢哪种颜色，您都可以信赖我们喷漆
工艺的优良品质。虽然厚度不超过人的一根头发，奥迪的喷漆层实际上由四层不同涂层组成。所以
奥迪车不仅仅看上去光芒四射，而且能长期抵御环境腐蚀和磨损。

A6L车漆颜色

朱鹭白标准漆

传奇黑金属漆

日珥红金属漆

A6LTFSIe车漆颜色

白金色金属漆

探索蓝金属漆 天云灰珠光漆（仅供动感型车型使用
）

朱鹭白标准漆

日珥红金属漆

传奇黑金属漆

天云灰珠光漆

白金色金属漆

探索蓝金属漆 陨石灰金属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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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您一样卓尔不群，才般配
活力、舒适、精致、实用——无论您有多少期待，我们都能以丰富的定制配件满足您。从精妙的配饰
组件、丰富的内饰配色，到精挑细选的皮革，处处都彰显着细节之美。单说真皮座椅上的对比色缝线，
就能让您深陷其中，不可自拔。精良工艺，莫过于此。

A6L座椅面料

米莱诺真皮黑色

米莱诺真皮都市灰

米莱诺真皮欧卡皮棕

米莱诺真皮珠母米

华格纳真皮黑色 /缝线岩石灰

打孔华格纳真皮赛加米 /缝线及包边玛瑙灰

珠光纳帕真皮黑色 /阿尔卡塔纳月光银 / 缝线岩石灰

华格纳真皮都市灰 /缝线花岗岩石灰

珠光纳帕真皮黑色 / 阿尔卡塔纳黑色 / 绗缝岩石灰

珠光纳帕真皮黑色 /阿尔卡塔纳旋翼灰 / 缝线岩石灰

打孔华格纳真皮珠母米 /缝线及包边欧卡皮棕

珠光纳帕真皮岩石灰/阿尔卡塔纳旋翼灰/绗缝煤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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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展示内容部分为选配，请详洽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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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LTFSIe座椅面料

图片展示内容部分为选配，请详洽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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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品质铸造，

以智慧成型
为了您行驶的每一步都舒心惬意，奥迪对其车轮进行了
一系列严苛的特殊测试。例如，为检测最大稳定性的
硬度测试。为检测最大耐腐蚀性的铜盐加速醋酸盐雾试验
(Copper-accelerated acetic acid-salt spray test) 。正是
得益于众多的专业测试，我们可以自信的说，无论您选择
哪款轮辋，它都会保持耐久的精良品质，哪怕是行驶过千山
万水之后。

10辐V型18英寸铝合金轮辋
尺寸：8J×18轮胎：225/55 R18 102Y

A6L车轮与车辋

5辐动感设计19英寸铝合金轮辋
尺寸：8.5J×19轮胎：245/45 R19 102Y

A6L车轮与车辋

10辐18英寸铝合金轮辋，对比灰色，部分抛光
尺寸：8J×18 轮胎：225/55 R18 102Y

A6L车轮与车辋

5V设计20英寸铝合金轮辋，对比灰色，部分抛光
尺寸：8.5J×20轮胎：255/40 R20 101Y

A6L车轮与车辋

5双辐19英寸铝合金轮辋，对比灰色，部分抛光
尺寸：8.5J×19轮胎：245/45 R19 102Y

A6L车轮与车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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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展示内容部分为选配，请详洽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

A6LTFSIe车轮与车辋

铝合金轮辋
尺寸：8.5J×19低滚阻轮胎R19 102Y



哪种材质，品质都值得信赖
不是所有木材都可以成为您奥迪车中的装饰。只有那些从树干以及树木根节处切割出的木材，才有可能会
被用于奥迪车中。而且，每辆车只会选用同一棵树木的根或干，以尽可能减少木纹间的差异。生产过程
使用了令人惊叹的先进机械和古老工具——人手。部分工艺和打磨采用手工完成，从而尽可能实现外观的
一致性。

除了木材，奥迪还在自己的试验室检测皮革的选择，仅耐久性就有45项试验。在自动夹钳中，皮革样品
被匀速拉伸，检测它们在哪撕裂，何时起皱，是否耐磨及是否阻燃。只有顺利通过所有测试的皮革才会
被用于奥迪车中。

斜纹灰色铝饰条

自然色玛瑙灰细粒桦木饰条

金属铝效果铝饰条

自然棕色亚光蜡木饰条

红色效果铝饰条

A6L内饰条
A6LTFSIe内饰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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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展示内容部分为选配，请详洽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

金属铝效果铝饰条 红色效果铝饰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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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灯光

安全气囊：

为您每一次的出行保驾护航，当驾驶员和前排乘客受到撞击时，安全气囊会根据

撞击程度和驾乘人员的高度两级释放，及时保护驾驶员和前排乘客的身体；前座

侧气囊则集成于座椅靠背处。而头部安全气帘集成于侧车窗的顶部，在发生侧撞

时可以及时保护前部和后部的乘员，减小事故发生时的伤害。

防盗报警系统：

防盗报警系统配备于监控车门、发动机罩、行李箱盖和客舱内部；该系统运用

超 声波及时监控客舱内部（可关闭），除此之外该系统还配备独立于整车电器系

统的 备份喇叭，具备带倾角传感器的防拖车功能（可关闭）；整个系统集成在发动

机控制单元并可由点火钥匙自动激活。全面，安全，及时的保护您的爱车。

胎压监控：

胎压监测系统可提供全方位的用车保护，使您的行车旅途更安心。当轮胎在行驶

过程中出现高压、低压的状况，监控系统可自动提醒车主注意行车安全；当轮

胎 气压过低或漏气时，该系统会自动报警。

LED前大灯：

LED前大灯用接近于白天的自然光线照明前路，使驾驶员的眼睛更加舒适，尤其

是行进在夜晚和雨路上时。所有大灯的功能除了指示都通过无需维护的LED技术

实现。让周围的色彩有更鲜明的呈现。这能让眼睛感受到更强烈的对比，且更不

易于疲劳，为您带来更舒适的驾乘体验。

矩阵式LED大灯：

矩阵式LED大灯内拥有一列高分辨率的防眩目远光灯，与标准的日间行车灯相比，

无论是设计水平还是功能效果，都有较大的优化提升。矩阵式LED大灯将LED  

远光灯分割成了七个单独的部分，这些单独的部分可根据路况进行独立的开/关

或变暗操作。当车辆行驶在黑暗的环境中或者遭遇恶劣的天气情况，矩阵式LED  

大灯都可以有效地提高驾驶安全性。

车身/外饰

全景玻璃天窗：

全景玻璃天窗可在滑动/倾斜天窗与全景天窗之间随意切换。若您需要，也可关闭

遮阳帘，实现全方位防晒的同时亦可降低车内温度。打开全景玻璃天窗，则让车内

空间更大更宽敞。

舒适钥匙：

驾驶员只需随身携带着遥控钥匙，并简单地触碰车门（无钥匙进入）和要打开

的 尾门上的传感器，就能使车门上锁或解锁。若钥匙在车内，也可启动引擎（无

钥匙启动）。

玻璃：

您可通过选装不同玻璃来减少进入车辆的噪音和热量，提高内部舒适度，营造

更加惬意的车内空间。标配侧窗和后窗的钢化玻璃，隔音的风挡玻璃。部分车型

更配备有包括：从B柱起始的隐私玻璃（深色玻璃），前面侧车窗的隔热玻璃（绿

色玻璃）以及前后车窗的防噪加强玻璃。

外后视镜：

外后视镜可电动调节，并带有电动加热功能以及电动折叠功能。灵活拓展您的行车

视野。

内饰

门槛条：

门槛条即车门开口处的迎宾踏板饰条，普通车型为铝质门槛条。部分致雅型车型配

备有带照明的门踏板饰条，以此营造“欢迎感”；部分动感型车型更配备有带S logo

的照明饰条，展现优雅动感的车型特征。

高清矩阵式LED大灯：

高清矩阵式LED大灯内拥有两列高分辨率的防眩目远光灯，可实现精确的道路

照明。灯光可根据驾驶员的需求灵活调整。奥迪高清矩阵式LED大灯将LED远光

灯分割成了三十二个单独的部分，这些单独的部分会根据路况进行独立的开/关

或变暗操作。在灵活的控制调节下，灯光可在近光灯和持续启用远光灯之间随意

切换，使车辆在黑暗环境中的能见度得到极大提升。高清矩阵式LED大灯在确保

驾驶员安全行驶的同时，亦可对局部灯光进行智能调节，避免给对向车辆造成眩目。

LED尾灯带动态转向灯：

包含带动态转向灯或带动态转向灯和动画功能两种LED尾灯。在您返回或离开家时，

动画日间行车灯和尾灯将更加动感夺目。

大灯清洗装置：

大灯清洗装置利用高压水进行冲洗，照明效果更好的同时也保证了大灯更高的

亮度，并且减少了光线散射，更好地保障了安全性。

后排ISOFIX儿童座椅固定装置：

后排ISOFIX儿童座椅固定装置符合ISO标准，后座椅更配备有儿童安全座椅的 标

准固定装置，给家人更贴心的守护。

内部照明灯：

内部照明灯包含有车门、仪表板和门把手照明。轮廓灯以及室内灯光包通过精确

的照明，提升了车内设计的高级感。夜晚，照明元件凸显了车辆的内部设计功能；

轮廓照明强调车辆内部设计结构，营造出迷人的内部氛围。

存储空间：

为驾驶员及前后排乘客提供更理想的储物空间。存储包配备有：后排中扶手杯架、

行李箱的行李网。更在副仪表板上带有两个杯架和钥匙存储空间。位于副驾驶席

侧的手套箱、前座椅靠背的储物网兜以及前座椅下的抽屉和前后门处有可容纳1升

容积瓶子的储物区。

仪表板：

在仪表板上包覆人造皮，将更耐磨且易于护理，彰显优雅与不凡。

织物顶棚：

致雅型车型配备月光银织物顶棚，动感型车型配备黑色织物顶棚，创造更舒适更

时尚的车内空间。

座椅

前排座椅电动调整：

可电动调整前排座椅位置及高度。

电动调整前后座椅腰部支撑：

可电动调整前后排座椅，靠背及腰部支撑的角度。

前排标准座椅：

前排标准座椅在致雅型车型上装配米莱诺真皮，包含电动腰部支撑及电动座椅调

整功能。可选装可变化的头枕，亦可手动调整头枕高度和前后间隙，创造属于您

的舒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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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空调系统：

自动空调系统标配带有花粉过滤器的两区豪华自动空调。

自动防眩目内后视镜：

自动防眩目内后视镜通过感光器监控后方车辆前大灯的灯光，当光线过强时将

自动启动防眩目功能，减少驾驶危险，让您的旅途更安全。

信息娱乐系统

奥迪MMI®信息娱乐系统：

带触屏反馈的MMI®信息娱乐系统，以新的控制系统和显示屏概念带给您更智能

的体验。您只需按一下按钮，即可轻松访问和操作MMI®系统和导航的所有功能，

动动手指，即享多种乐趣。

Audiconnect互联科技：

Audi connect互联科技可实时接入互联网，拉近人与车以及环境之间的互动。

在线提供包括天气、新闻、航班信息、道路限行、交通违章等在内的一系列信息与

服务。不仅如此，用户还可通过车内无线局域网，有效避免车辆在移动过程中网络

信号的不稳定，同时当用户手机与车辆远程服务连接成网时，可通过手机应用

获取车辆的当前状态信息。Audi connect互联科技让一切变得简单，让信息随时触

手可得。

虚拟驾驶座舱：

奥迪虚拟座舱可快速，无中断地概览所有车辆功能的信息。配备高分辨率12.3英寸

显示屏及创新的全数字仪表盘，大尺寸的中央显示屏和全彩色仪表盘可灵活显

示和访问所有功能。完全联网的导航系统，包含有道路网络、交通、危险点的最新

数据，并有在线收音机和媒体信息，让您的旅途畅通无阻的同时享受高品质的

娱乐体验，轻松坐享未来。

前排运动座椅：

在动感型车型上，前排运动座椅装配阿尔卡塔纳与珠光纳帕真皮组合座椅面料，

标配有电动腰部支撑及电动座椅调整功能。可选装可变化的头枕，亦可手动调整

头枕高度和前后间隙，带来游刃有余、轻松愉悦的驾驶体验。

前排舒适型座椅：

前排舒适型座椅可电动调整座椅高度、座椅前后位置、靠背的角度以及腰部支持。

并且包括司机侧座椅记忆功能及副司机座椅控制功能。配备有打孔带包边的

华格纳真皮的同时更可以选装座椅通风和按摩功能，让您的旅途更享受。

方向盘

多功能方向盘：

新的多功能方向盘与内饰优雅精致的水平设计语言更加相配。标配有三辐带换挡

拨片的真皮多功能方向盘，更可选装三辐可加热，带换挡拨片的真皮多功能方向

盘及三辐平底带换挡拨片的真皮运动方向盘。通过方向盘上的功能按键，可控制

驾驶员信息系统内容等一系列功能。

舒适型装备

渐进式转向系统：

渐进式转向系统作为基本设备实现了优良的驾驶舒适性和行驶动态性能。通过

直接、渐进的转向传动比增强了驾驶动态特征，让转弯时需要的转向角相应减少。

转向力的减少，使得车辆驾驶舒适性和操控性得以提高，驾驶过程更平稳安心。

奥迪整体式预安全系统城市版：

奥迪整体式预安全系统会在车速85km/h以下时检测车辆和行人。当系统判断 即

将发生碰撞风险时，将发出视觉和声音警告，提醒驾驶员注意安全；如有必要，

系统会主动施加点刹提醒驾驶员；紧急情况下，系统将施加完全制动，降低车速。

随时随地保证您的行程安全。

奥迪整体式预安全系统基础版：

奥迪整体式预安全系统可通过为潜在事故,做好乘客和车辆的准备工作来保护

乘客，其中包含的可松紧安全带、危险警示灯激活、侧窗和天窗关闭等功能，不仅能

降低碰撞中受伤的风险，更能全方位的保障您的行程安全。

奥迪整体式预安全系统后部版，包括奥迪侧向辅助系统：

奥迪整体式预安全系统后部版，包括奥迪侧向辅助系统，为不可避免的后端碰撞，

提供更好保护。侧向辅助系统则通过纠正方向盘，降低了无意中离开车道的风险。

其次，奥迪整体式预安全系统后部版可监控车辆后方和左侧或者右侧区域，速度

为10km/h至250km/h，并通过相应侧的外后视镜中的LED灯警告其他车辆的 驾驶

员，并可与奥迪预安全基本版和侧向辅助系统协同工作，侧向辅助系统后部雷达

传感器能及时识别后端碰撞的信息。如果系统识别出可能的追尾碰撞，则采取

安全措施来保护乘员。

前后倒车雷达：

前后倒车雷达带模拟图像显示系统，可在泊车过程中监控车辆前后区域，并通过

声音和模拟图像提醒驾驶员注意障碍物。其中白色区域表示障碍物位于泊车路

线外，红色区域表示泊车路线上有障碍物。在带触控轮的MMI ®高级导航系统中，

屏幕上会显示指引线。前后倒车雷达可与倒车影像搭配使用，帮您驾驭复杂路况，

轻松停泊。

奥迪音响系统：

奥迪音响系统具备六通道功放，总输出功率达到180瓦；包含中置和低音炮在内，

此音响系统共配备10个扬声器，音响效果不同凡响，美妙音质跃然耳边。

B&O高级音响系统：

B&O高级音响系统的3D音效为乘客提供了非同凡响的音响乐趣，尤其是头部高度

的音响水平显著提升了音响的体验，扩大了声响空间，大幅提升了车内的听觉

体验。

奥迪音乐接口：

奥迪音乐接口位于中控盒上，由2个带充电功能的USB接口和1个AUX-IN接口

组成。可通过MMI®播放USB媒介中的音乐文件，也可用于连接iPod/iPhone

（音乐库）、USB存储器以及MP3播放器等移动终端。驾驶员可通过MMI®或多功

能方向盘上多功能按钮进行操控。在后座的副仪表板上，新增2个专为后座乘客

而设的USB type A接口。

奥迪智能手机接口（ASI）：

奥迪智能手机接口（ASI）可将您的智能手机与您的奥迪车相互连接。您可通过

USB数据接口让智能手机的内容显示在MMI®屏幕上，通过MMI®控件对其进行操

作。包括有导航、电话、信息、媒体、第三方应用等功能。

驾驶辅助装置

奥迪保持辅助系统：

当您的车辆停在坡道时，奥迪保持辅助系统可保持稳固，一键启动实现平稳驻车

和行车，而无需手动操作，轻松停泊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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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速巡航：

您只需通过转向柱组合开关上的独立拨杆，即可开启定速巡航系统。通过转向柱

组合开关上的独立拨杆即可设定速度，设定的速度会立即显示在驾驶员信息系统

之上，同时该系统包含可编程限速功能。在发动机动力和制动效能允许的前提下，

定速巡航系统可保障车辆以设定的速度（30km/h及以上）匀速前行。

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

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包括拥堵和窄路辅助系统。其中具有高效辅助的自适应速度

辅助系统，可对交通情况自发地和自然地做出反应，并帮助车辆更平稳的转弯。

通过与前方车辆距离控制和车道保持辅助结合，自适应驾驶辅助系统有利于驾驶

员的长途旅行和在狭窄道路的行驶。

抬头显示：

抬头显示可以有效地将驾驶员视野中的危险可视化，减少了交通情况的干扰，并

减小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的分心。它直接在驾驶员的视野中以紧凑的形式显示

了这些系统的关键信息，为驾驶辅助系统提供了更可靠的补充，并可以为每个

驾驶员灵活且单独地配置显示内容。为您打造安全舒适的行车空间。

夜视系统：

夜视辅助为夜间驾驶提供更加有效的安全保障。当系统监测到可能存在危险的

行人和动物时会发出警告，借助夜视辅助摄像，将图像显示于仪表板之上；即

使 驾驶员不希望在组合仪表中显示摄像机图像，遇到行人或动物被认为处于

危险 情况时，组合仪表也会发出警告。根据需要，也可出现在HUD中。

自动驻车系统：

自动驻车系统帮助您安全且转向角度正确的防刮驻车和驶离。在汽车转向时，系统

会根据转向角度，显示器则会有效的对周围环境和旁边的物体进行提示警告。系统

还可通过超声波传感器寻找沿路合适的停车位，并为驾驶员计算出直角倒车或

横向倒车的理想路线。驻车过程自动进行，驾驶员只需要踩油门和制动踏板，就

可实现在较小的停车空间或角落的平稳驻车。

360度影像系统：

360度的影像系统可为您的旅程提供360度的平稳和安心。4个广角摄像头覆盖 车

辆四周区域，提供一系列不同视角的影像，摄像头所覆盖的影像将被合成一幅 虚

拟的全景影像（鸟瞰视角），可有利于您更准确地进行泊车操作和将车辆定位。

（包括全景摄像仪/基于传感器的侧面保护的前后驻车辅助系统），使您的泊车

过程更简便。

注：（1）本目录仅为全新奥迪A6L装备及配置。

2 部分装备及配置为选装，请洽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咨询标准装

备或选装装备。

3 本目录内容根据印制时车辆配置状态信息编制。鉴于一汽–大众汽

车有限公司不断对汽车进行改型和改进，市场销售车型的部分配置

及规格可能与本目录有所不同，具体细节请咨询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

销商。如有变化，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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