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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途揽月”，正如其名，展现了奇瑞遨游汽车工业星辰大海“揽月入怀”的自信和宏大愿景，彰显了品牌勇进取、
争向上、敢超越的精神和无尽未来。

EXEED星途：奇瑞加快品牌向上的重要战略布局

造出高品质的汽车，拥有先进的
模块化架构的开发能力是关键。

EXEED 星途推出的两款高端品
质座驾———全新一代 TXL 和星途揽
月，都是依托全球化高性能“M3X 火
星架构”打造的车型。

采用平台化架构造车 ，有利于
提升汽车品质 、提高新车型推出效
率 。 得益于奇瑞 23 年成熟造车经
验和 “V 字型 ”正向研发体系 ，EX鄄
EED 星途以国际化的研发团队和
雄厚的技术储备 ，携手全球顶级供
应商麦格纳打造出高性能全球化
M3X 火星架构。

这个全球化高性能 M3X 火星
架构厉害在哪里？

仅以汽车安全为例，安全“看不
到，摸不着”，却尤为重要。 C-NCAP
每三年都会根据市场及消费者变化
而迭代 ， 现行的 2018 版 C-NCAP
管理规则也被誉为史上最严标准。星
途 TXL 以综合得分 93.6%斩获 “五
星+”安全评级，创下中级 SUV 车型
历史最高峰。 其中，乘员保护和行人
保 护 两 项 分 别 获 得 了 96.09% 、
75.73%的高得分率，主动安全更是获
得了满分的成绩。 出色成绩，是星途
将最高安全标准融入正向研发体系
的最佳诠释。

M3X 火星架构在设计之初便
将超五星安全标准要求融入星途
基因 ：笼式吸能太空舱 ，高强度钢

覆盖比例高达 78% ， 更在 B 柱等
关键部位使用 1500MPa 超高强度
热成型钢 ； 经过工程师上万次的
悉心调教及双缸双活塞浮动式制
动卡钳设计 ， 造就 36.5 米的超短
百公里刹停距离 ， 最大限度降低
事故风险 。 此外 ，在亚洲领先的碰
撞试验室中 ， 星途产品累计进行
了 100 万小时的 CPU 仿真模拟 ，
更独有 25%小偏置碰撞专利 ，满足
E -NCAP、IIHS 等国际顶级 安 全
标准 。

得益于 M3X 火星架构智汇星
河 模 块 优 势 ，EXEED 星 途 搭 载
L2.5 级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融入毫
米波雷达探测技术 、神经网络算法

及具备深度学习能力的摄像头体
系等行业领先信息技术 ，能够最大
限度在车辆发生事故前做出最快
反应 。 而行业领先的 Lion4.0 雄狮
智云系统 ， 可实现人脸 ＆ 声纹识
别 、人脸支付 、多模交互 、车家互联
等智能化应用 ，让驾驶者尽可能减
少手动操作频率 ；带防盗提醒功能
的人脸识别系统 ，则是一位 “智慧
安全管家 ”， 时刻守护驾驶者的信
息及财产安全。

安全品质打响头阵，架构赋能价
值共升 。 EXEED 星途未来将通过
M3X 火星架构， 打造出更多拥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同步全球高水准的
产品，推动产业进步。

先进的“M3X火星架构”：打造具有全球高水准的汽车

与用户共赴星辰大海，星途的
底气来自于中国汽车品牌实力的
提升。

1 月 8 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安徽省教育厅、安徽省经济
和信息化厅联合公布 “2020 年安
徽省发明专利百强排行榜”， 奇瑞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排名第一，连续
7 年位居榜首。

专利是衡量企业创新实力最
具代表性的指标之一。 此次，包括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内，奇瑞
控股集团共有 7 家子公司入榜。从
发动机到变速箱，从核心零部件到
平台开发，从传统汽车技术到新能
源、智能网联等技术……奇瑞自创
立之初，就从制掣中国汽车工业的
“卡脖子”核心技术入手，每年投入
销售收入的 5%-7%用于自主研
发，掌握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技术和产品，形成了雄厚的知
识产权储备。

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
手里。截至 2020 年底，奇瑞集团累

计申请专利 20794 件，其中发明专
利 9669 件； 累计授权专利 13153
件，其中发明专利 3902 件，位居全
国汽车行业前列。 在中汽中心发
布的 2019“汽车专利创新指数”排
名中 ，奇瑞汽车在最具 “含金量 ”
的专利质量方面位居自主品牌汽
车企业第一；在代表前沿技术的智
能网联领域，跻身全球 20 强，位居
自主品牌汽车企业第一。

以被誉为汽车 “心脏 ”的发

动 机 为 例 ， 奇 瑞 自 主 开 发 的
ACTECO 系列发动机历经三代
“进化 ”，打造出一系列先进的发
动机产品 。 其中 ，奇瑞第三代发
动机中最新的 2.0TGDI 发动机 ，
最 大 功 率 187kW、 峰 值 扭 矩
390N·m， 拥有高达 38%的黄金
热效率 ，已率先搭载在星途揽月
390T 车型上。

奇瑞的技术创新就像 “挖井”
一样越挖越深，形成了“应用一代、
储备一代、研发一代”的研发布局，
拥有了可持续的创新能力。 目前，
奇瑞集团拥有近 30 个国家级创新
型企业、技术中心和实验室；先后
荣获 “国家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 1
次 、“国家科技进步奖 ” 二等奖 3
次；10 余次荣获“中国大陆创新企
业百强”“中国品牌创新引领企业”
等荣誉。

得益于包括创新能力在内的
核心竞争力建设，奇瑞集团实现了
“TQCDII 指标”（T 技术、Q 质量、
C 成本 、D 交付 、I 投资 、I 客户价

值）的全方位提升，迈入高质量发
展轨道。在刚刚过去的 2020 年，奇
瑞集团累计汽车销量达到 73 万
辆， 实现了逆势突破； 其中出口
11.4 万辆， 连续 18 年位居中国品
牌乘用车出口第一。奇瑞瑞虎 8 系
列、奇瑞控股捷途系列双双成为年
销量突破 10 万辆的爆款车型。 截
至目前，奇瑞集团的全球汽车用户
累计达 905 万，其中海外用户突破
170 万。

奋进中的奇瑞 敢超越的“星途”

EXEED 星途是奇瑞重点打造的
高端品牌，是奇瑞加快品牌向上的重
要战略布局。 作为“移动的名片”，星
途展示了安徽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

的最新成果，诠释了品牌高端化的标
杆实力。

以星途揽月 390T 为例，该车集
中了世界级制造标准、“超五星”安全

基因 、“CN95 医学级 ” 抗菌空调滤
芯、“大七座智能礼宾级”驾乘体验等
显著优势， 能够同时满足安全出行、
防疫防护、高品质乘车体验等全方位
要求。

面对疫情防控时期做好安全防
护的“第一需求”，星途揽月 390T 全
系标配 “CN95 医学级 ”抗菌空调滤
芯 （含 PM2.5 过滤 ）， 对直径大于
0.74μm 的飞沫有高效过滤能力。 车
内负离子空气净化系统可产生大量
负离子和微量臭氧， 具有良好的除
菌效果；主动座舱清洁和 AQS 空气
质量管理系统， 不仅能让人在上车
之前通过 APP 提前开启车内清洁 ，
还能在行驶过程中动态监测车内外
空气质量，自行调节内外循环模式，
及时有效隔绝有害病毒侵害。

星途揽月 390T 拥有满足 E-
NCAP、IIHS、FMVSS 国际级标准的
“超五星”安全品质，还具备 ACC 全
速域自适应巡航 、LKA 车道保持 、
FAPA 自动泊车 、RCW 后碰撞预警

等多达 22 项 L2.5 级自动驾驶技术。
作为一款 “大七座智能礼宾级”

SUV，星途揽月 390T 在车身空间、动
力性能、AI 智能、内饰配置等方面皆
有“过人之处”，能够满足公务出行、
家用消费升级的多元场景。星途揽月
390T 拥有近 5 米车身、2900 毫米超
长轴距，“真七座”宽敞空间加上豪华
内饰、精工品质，让乘坐体验更舒适。
除了采用高级真皮材质座椅，星途揽
月 390T 的二排座椅标配了航空睡
眠头枕。 独具特色的“三区独立温控
系统”可让各区域空调在不同温度和
风量工况下工作，让车内每一位乘客
都得到贴心照料。

星途揽月 390T 搭载了领先同
级的第三代 ACTECO 2.0TGDI 发
动机， 能爆发 187 千瓦最大功率和
390 牛·米的峰值扭矩； 基于小度车
载 OS 开发的的 Lion4.0 雄狮智云系
统，还可深度实现人脸 ＆ 声纹识别、
人脸支付、多模交互、远程家居物联
等功能。

“敢超越”的底气：
掌握关键核心技术

———矢志不渝推进技术创新，在最具“含金量”的
专利质量方面位居自主品牌汽车企业第一

———星途揽月集世界级制造标准、L2.5级自动驾驶技术、“超五星”安全基因、“CN95 医
学级”抗菌空调滤芯等优势于一身

———星途 TXL以综合得分 93.6%斩获“五星+”安全评级，创下中级 SUV车型历史最高分

Lion4.0 雄狮智云+L2.5 级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领先同级的第三代 ACTECO 2.0TGDI 发动机。

大七座宽奢空间。。

礼宾级 SSUUVV 星途揽月 339900T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