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踏上新征途
无论是驰骋在平顺开阔的城市马路上，还是驾御在崎岖颠簸的山间野林，特拉卡都掌控自如。

特拉卡是华泰汽车至今为止所生产的SUV中驾乘感受最为舒适，动力性能最为强劲的一款优秀车型。

特拉卡的内饰细致入微，无处不体现着人性化的设计理念，车内驾乘空间及后置储物空间等各方面

都充分满足了驾乘者对舒适性及货物运载能力的不同要求。高承载力的车桥，双叉形臂悬挂加扭杆

弹簧的前独立悬挂系统，后桥采用五连杆加螺旋弹簧后悬架，保证了在城市道路和乡村道路上都有

最平顺的驾乘体验。另外，华泰汽车还对特拉卡的不同目标受众，提供了针对不同用途的多种动力

解决方案，再加上智能全时四驱操控系统，当遇到较差路况或者雨天行车时，驾车者无须特别操纵，

系统自会根据路况识别驱动方式，将运动休闲与越野挑战完美结合在一起。欲了解有关特拉卡更多

的产品信息，以及共同分享特拉卡更多的驾乘乐趣，请详阅本册内容。





以上图片是为加深您对本产品的理解而配制。以上图片是为加深您对本产品的理解而配制。



初识华泰特拉卡—那强健奔放、墩实动感的身影就是您

开创全新生活的自信来源。特拉卡在坎坷的征途中无畏前行，

道路终结的地方是真正挑战的开始。特拉卡众望所归。优雅

的商务气质，与侧围流线相吻合的外饰件，式样流行的车灯

点缀其间，与高强度的底盘一起向您宣布其超凡品质。特拉

卡是一款在任何困难条件下都值得您信赖的忠实同伴。

驱动新境界





蕴藏新科技
在公路上，表现非凡，越野时，不同凡响，特拉卡用时尚和舒适踏平所有崎岖。目光洒向白色底衬的各种仪表，落在有指

南针显示的多功能数字仪表上，看看海拔、气压或者时间。打开天窗享受一下新鲜空气。探察一下两级中央控制的便利，打开

“弹出”扶手可以看到很多储物空间。您还应该关注一下前后座椅的双杯托。在前后座椅处共有三个供笔记本电脑使用的外接

电源，为您提供的贴心设计，无不体现特拉卡是您的移动办公室或者第二个家。

保持空气的清新
    多点通风道不断地把新鲜空气送进车内，以保证

全车厢内部的恒温状态。特拉卡所配置的智能温度调

控系统，使车内永远保持最适合人体的恒温状态。





特拉卡 外面是恶劣的环境 内部是平静的驾乘 具有卓越的通过能力

下一个目的地是哪里？可能是去驾车购物、也可能是长途旅行、还可能是沙漠穿越。无论您做什么，都请尽情享受吧。不

管是在平顺的公路上或是在艰难的路况下，为您的驾驶提供最舒适保障是特拉卡设计的基本宗旨。无论您选择的是5座还是7
座，驾驶者和乘客都能享受放松和舒适的感受。宽大而厚实的座椅，深深的轮廓，即使地面崎岖也能提供良好的支撑和保护。

特拉卡将您的足迹延伸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这些座椅也有不一般的灵活性，如果您需要休息，只需把前座椅完全放平即可。

如果需要额外的行李空间或者需要搭乘更多的人，特拉卡也能提供比一般的旅行车更多的空间或座椅组合方案。后排座椅可以

向车的左右两边折叠，第二排座椅是60:40分开折叠。所以您总能把您的乘客安置到一个舒适的乘坐位置，同时也能为运载的

物品找到合适的放置空间。

为探险而设计的空间

    特拉卡的内部空间设计在同类车里是最佳。

    但它能提供的不仅如此，出色的装备，体贴的设计再结合上佳的

质量，特拉卡还能给您带来一种独特的内在满足感。

单位：mm



特拉卡 果断前行
顶级 SUV蓄势待发







自由新主张
特拉卡2.4MPI集澎湃动力、星级安全等多项优秀品质于一身，凭借优异的经济性获得广泛青睐。采用先进三菱技术，做

工精良。卓越的 MPI（多点电喷）实现了各缸独立供油，提高发动机的燃烧效率。其强大的动力性能，在 3000r/min时即能

输出186N.m的强大扭矩，低速加速度性能出众，在5500r/min时便能达到发动机的最大功率90KW，越野与舒适的并重， 让
特拉卡2.4MPI的加速度在同类车型中首屈一指，宽敞的驾驶空间，让驰骋更显舒适，是一款真正为城市速度爱好者量身定造

的高性价比超值 SUV。

向前，向前

   特拉卡的全时智能四驱系统能助您打破一切阻力，跨越

任何前进的障碍，带给您最畅快淋漓的自由感受。特拉卡的

216毫米的最小离地间隙、大的接近角、大的离去角和大的

爬坡度让你能够游刃有余。在四驱“LOW”模式下的最大爬

坡度，取决于您对其发动机的选择。

41.3°（3.5 V6 双顶置凸轮轴）

40.4°（2.9 CRDi 柴油机）

38.7°（2.5 TCI 柴油机）

※ 在四驱“LOW”模式下

（带保险杠防撞杠）



5连杆加螺旋弹簧式后悬架

   5连杆设计，先进的技术的极至体验，特别

为后排座乘客有效而轻松地吸收了强烈的路面颠簸。

3.5 V6发动机

   安静而强劲，这款汽油动力 V6发动机

具有一个铝合金缸盖，24气门，和为急加

速而配置的双顶置凸轮轴。

全时智能四驱

   这个选配系统利用电子控制的主动扭矩

分配（ATT）在四轮之间进行扭矩分配以达

到最大地面附着力。

双叉形臂加扭杆弹簧式前

悬架

   常见于豪华轿车，双叉臂式前悬保证了

平稳的行驶和精确无误的转向。

LSD
   当一侧车轮打滑时，可使动力全部转

移到另一只未打滑的车轮，并以最大的牵

引力，使你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毫无牵拌的

纵横驰骋。

底盘

   纵梁采用重型钢，可以安全地抗抵越野

驾驶中遇到的各种扭曲，弯曲和挠曲力。



舒适无间
无论你离开道路有多远，特拉卡的设计总能给您带来平稳和轻松的驾乘感受。特拉卡的长

轴距，超宽的轮距和低重心赋予了它高度可靠的保障，从而具有了最佳稳定性。最重要的是，

您驾驶的特拉卡具有先进的悬挂系统，包括前双叉臂和后面的5连杆设计。为了增加稳定和提

高操作性，前后轴都安装了扭力杆。前后都装备了精确校准过的螺旋弹簧，与气压减震器一

起，保证最平稳的驾驶体验。

限滑差速器

   陷进车辙？难以爬上冰封的小丘？限滑

差速器通过监测后轮旋转和向轮子传输更大

的扭矩为您带来愉快的出行。

      全时智能四驱

           购买 3.5升和 2.9升排量的顾客可以选择升

            级版的特拉卡的全时智能四驱系统，释放出

           顶级四轮驱动力。配备了主动扭矩分配系统，

          这个创新的系统使用先进的电子控制扭矩分配，

        结合电子控制的磁性离合器在前后轴之间分配动

     力。在一般情况下，所有的动力都输出到后轴，如果

   探测到后轮侧滑，动力马上分配到前轴，直到状况解

   除。这个系统的自动运作会在不经意间轻松完成，完全

  不会被驾驶者察觉到。

分时四驱

   在低于 80公里 /小时的时候，特拉卡可以在两驱

和四驱之间轻松自如的转换（2H和4H）。4L挡是为在

最复杂的路况下提供慢速和最大牵引力所匹配的。





安全结构

保护性的安全结构位于前舱和后舱吸能区之间，吸收撞击

力以保护驾驶者和乘员不受伤害。

安全新标准
没有人会觉得自己非常有钱，同样，也没有人会觉得自己非常安全。所以在华泰汽车公司，我们一直注重于汽车安全水准

的提高。特拉卡意味着放心驾驶，因为在您被坚固的双重钢结构所包围的同时也被最先进的安全装置所保护着。特拉卡的车身

在传统最薄弱的地方都进行了加固，包括门，保险杠，吸能车架，安全地分散任

何方向来的撞击力。当撞击发生的瞬间，特拉卡的安全带预拉紧装置在瞬间把三

点安全带紧紧地贴在驾乘者的身体上，防止乘员与车内的任何装置发生碰撞。安

全带拉力限制器会释放出一些安全带，在尽最大可能控制的情况下，让乘客的上

半部身体接触到气囊，进一步避免受伤的危险。

气囊

正副驾驶侧面的气囊是选配件，这些气囊可最

大程度的降低驾乘者在行驶过程中受伤的风险。

ABS＋ EBD
先进的电子防抱死装置及前后加大通风盘式制动装置，在制动过程中自

动控制和调节车轮的制动力大小，防止车轮全部抱死，以获得最佳的制动效

果。而四传感器的ABS系统也将让特拉卡在任何路面上都能游刃有余。备

配了EBD（电子制动力分配）装置，它可以根据车的重量和路况变化来控制

制动过程，自动以前轮为基准去比较后轮的滑动率，如发觉前后轮有差异，

而差异程度必须被调整时，它就自动调整汽车液压系统，使前后轮的制动液

压力接近理想化。

司机一人

（正常刹车力分散到前轮、后轮）

司机和乘员

（没有 EBD）

（加强刹车力只到后轮）

司机和乘员

（有 EBD）

（正常刹车力分散到前轮、后轮）实施刹车





特拉卡 众望所归
把豪华轿车的内部空间享受和硬朗的越野表现相结合，

特拉卡为您提供顶级的越野体验。坚固的车体框架结构是特

拉卡值得您信赖的物质基础，长年的优质服务是特拉卡与您

亲密相伴的宝贵承诺。特拉卡：永远不会让你失望。



http://www.huataiautogroup.com

环保新诠释
在华泰汽车厂，绿色的环保世界不只是一个梦想：这是

一个新的事实，感谢新技术的产生和运用，我们正在优化产

品的循环利用，把汽车对环境所产生的不良影响降低到最小。

为保护宝贵的自然资源和减轻大量废弃物占用土地的压力，

华泰汽车一直致力于推进汽车制造本身的再循环以及实现更

清洁的生产概念。

今天，所有的汽车部件，都系统地编号，以利于汽车报

废时的再回收工作。另外，在复杂的组装设计上，特别是塑

料件的组装上，尽量用单一合成物以利于拆卸。因此，公司

所属的工厂都执行了系统措施以减少水的消费量，最大限度

地使用可以回收的包装材料，同时最小限度地使用受到限制

的有害材料例如含镉的复合物和汞。此外，在新车的生产方

面，正在努力使用更多的回收钢材、玻璃、塑料。华泰汽车

的零部件供应商和工程师们正在向新的环境指导方向努力：

提高在新车中的使用回收材料的比重，同时减少使用原始材

料，以及减少在生产环节中的浪费。

如果想得到更多资讯



更多 特 拉 卡



天窗

和蔚蓝蓝天的亲密接触。倾斜和滑动的玻璃天窗

仅通过一个按扭就能让您享受清新空气和自在感受。

玻璃天线

不张扬的姿态，也防止意外的损坏，嵌在玻璃里

的天线是越野和城市道路驾驶的最佳选择。

后扰流板

后扰流板提供有力和有效的下压力，为公路行驶

时增加稳定性，也为特拉卡增加了外观的硬朗印象。

组合可调式前雾灯

嵌入式雾灯配置了射灯型灯罩，提供更长距离和

更强亮度的光柱。

射灯型前大灯

令人耳目一新的前大灯设计，一览无余的卤素灯

泡和晶莹剔透的聚碳酸酯大灯罩，让华泰特拉卡在夜

间行车时能达到最大级的光亮度。

侧踏板

与车身匹配而又造型新颖的侧踏板为实用功能而

设计。不但外观漂亮，也能防止乘客滑倒、增强安全

保障。



座椅背后的口袋

可以把地图、杂志甚至是小孩的玩具放在里面，

非常容易拿到又不会被踩到。座椅后面的口袋方便而

实用。

带除冰装置的前风挡

冬天让人无奈，一个小小的但是非常有效的前风

挡除冰器，保证了我们在冰天雪地中的良好视野，提

高了驾驶的安全性，减少了雨雪天带来的不便。

车载八碟 VCD
此系统契合人体工程学而设计，结构紧凑明快，

会使你体验到前所未有的舒适。

杆式组合控制

灯、雨刷、玻璃冲洗的操作都方便地集中在一个

控制杆上，非常直观并易于操作。

数字式多功能仪表

在头顶的控制台上，这个便利的LCD组合整洁美

观的排列着一个指南针、一个高度计、一个气压计和

一个数字时钟。

仪表板

动感、清晰的白色仪表板体现了特拉卡的探险家

精神，为您提供一切需要的信息。



中心控制台

中心控制台有一个弹出式扶手，长距离驾驶时可

以用来休息胳膊。下面是一个实用的储物空间，可放

置旅途中的必备物品。

后排座椅中间扶手

可折叠放下的后排座椅中间扶手提供了豪华轿车

式的舒适，内部是实用的储物空间和杯架。

外接电源

三个标准外接电源，其中两个分别位于中心控制

台的前面和后面，另一个位于后面行李厢内。能够为

车载冰箱和其他设备提供便利而有效的电力供应。

座椅下面的抽屉

它在您视线以外，但使用时非常容易，座椅下面

的抽屉提供了额外的储物空间，并完全融入到特拉卡

“简洁内空间”的设计理念中。

后座杯架

后座杯架在中心控制台的后面，按下按扭即可折

下打开，可以让您的饮料安安稳稳，不会泼洒。

行李盖板和行李网

行李盖板和行李网不但能让您的行李完全固定

好，也能让特拉卡的内部空间看起来更加规整。



2.5 TCI柴油 发动机

如果要求纯粹的动力和货物牵引能力，

没有比柴油机更有力的了。华泰的基础 2.5
升 TCI柴油机是一款平顺、安静和非常经济

实惠的发动机。它在2000转/分钟的时候提

供235牛.米的扭矩，在3800转/分钟的时

候达到最大功率 73千瓦。

座椅

华泰汽车认为一辆SUV不应该是一个家庭的第二

辆车，所以我们安装了更多的座椅和提供了比其他旅

行车更多的搭载灵活性。比如，把前排座椅放倒，就

可以让您完全躺下并放松休息。

多功能性

有的时候，您可能需要使用所有的7个座椅，有

的时候，您可能同时需要充足的行李空间和乘客空

间，这里给您演示了如何让5个人都舒适地乘坐，同

时还能有足够的空间放置行李和设备。

3.5 V6 MPI DOHC 发动机

汽油燃料的3.5升DOHC V6 发动机提供

绝对的顶级表现。非常精细的制作工艺，这款
选装发动机的高功率性能相对与它输出的能量
来说，显的过于平稳和安静了。装备了多点燃

油喷射系统的这款发动机，由数字引擎管理系
统控制，这款发动机在5500转/分钟达到了最
高输出147千瓦的功率，最大扭矩在3000转/
分钟时达到了 302牛.米。

2.9 CRDi 柴油 发动机

这是一款灵活、强劲并且平顺的 2 . 9
CRDi （共轨直喷）柴油发动机。在3800转/
分钟时功率是120千瓦，在1750-3000转/
分钟的时候达到最大扭矩345牛.米，在同等

产品中它是名列前茅的。

2.4 MPI 4G64 发动机

采用先进三菱技术，做工精良。配有卓越的MPI（多点电

喷）技术，实现了各缸独立供油，提高发动机的燃烧效率。具

有强大的动力性能，在 3000r/min时即能输出186N.m的强

大扭矩，低速加速度性能出众，在5500r/min时便能达到发

动机的最大功率 90KW。



— 因为印刷方法所限，色板显示的颜色可能和实际的颜色有一些出入

— 关于车身颜色的完整信息请咨询您的地区经销商

颜色及座椅样式指南

棕榈绿+暖灰

暖银+暖灰 云母蓝+冷灰 土红+冷灰

乌木黑+冷灰 贵族白+中银 缎纹绿+冷灰

尺   寸 单位：mm

总长：4,765

皮面 米色 布面 米色



● 本目录所描述过的或者图解过的装备可能不是基本配置的设备，如果需要配备的话可能需要额外的费用。

● 如有配置和规格的更改，华泰汽车公司保留不告知的权利

● 因为印刷方法所限色板显示的颜色可能和实际的颜色有一些出入

● 关于车身颜色的完整信息请咨询您的地区经销商



经销商

制 造 公 司：

荣成华泰汽车有限公司

地  址：山东荣成市观海中路 111 号

电  话：0631-7554888  7558999

传  真：0631-7558619

销 售 总 部：

华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门外安苑里 1 号

邮    编：100029

24 小时免费热线：800-810-2066

销售服务热线：010-64978666 转 299

              010-64960330

客户服务中心：010-64957531

网址：www.huataiautogroup.com

Sales Headquarters:

Huatai Automobile Sales Co., Ltd.

Address: No.1 ,Anyuanli, Andingmenwai,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Post Code: 100029

24 Hours Service Tel: 800-810-2066

Service Tel No: 0086-10-64978666-299

                         0086-10-64960330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0086-10-64957531

Website: www.huataiautogroup.com

Manufactory:

Rong Cheng Huatai Automobile Co., Ltd.

Address: No.111, Guanhai Middle Street, Rongcheng,

Shandong Province

Tel: 0086-631-755 4888  755 8999

Fax: 0086-631-755 8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