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行动书写故事
为了打造一款完美座驾，从设计草图开始，Stelvio不断优化。配备最新科技的Stelvio，已成为同级SUV车型
中的标杆。
得益于阿尔法·罗密欧特有的意大利造车哲学，Stelvio带来卓尔不凡的性能表现和绝佳的驾驶乐趣。



开启旅程



远见卓识，                                                 突破陈规





精心设计每条曲线



每款造型都蕴含故事



杰出动力
搭载全铝发动机，满足轻量化的同时达成高性能及高效率，让Stelvio与众不同。 
拥有280匹最大马力2.0T I4 Multiair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Q4智能四驱系统以及全系标配
目前最稳定的ZF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让Stelvio的驾驶体验更加高效流畅。  



卓越性能

ZF 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全系标配的ZF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换挡更快，挡位切换更平顺。舒适性、运动感与效率相结
合，带来全新的驾控体验。

50：50完美配重
完美的50:50前后重量分配及全车身广泛运用铝、碳纤维等超轻材质实现50:50，为您提供非凡
卓越操控性。

碳纤维传动轴
全系标配了运用于赛车的碳纤维传动轴，进一步助力整车轻量化，并有效提升加速度。



得益于一系列独家专利技术，Stelvio代表的是一种超凡愉悦的驾驶体验。 Alfa
底盘域控制（CDC）模块，集成了包括Q4智能四驱系统，综合制动系统 (IBS)在内
汽车的所有主动系统，并以集成的方式进行管理，以便实现最佳动态性能。

Q4智能四驱系统
无需人工切换即可动态调整切换四轮驱动模式，用于增强配备的活性和特定前差速
器。令Stelvio可随时监控路况，调整前后轴的扭矩分配，即使在崎岖道路或恶劣天气
下，也可拥有最佳动能表现。

AlfaTM Link悬架系统
全铝AlfaTM Link悬架系统可确保良好的驾驶体验和优异的操
控性。前悬架包括双叉臂悬挂和半虚拟转向轴，即使在最急剧
的弯道上，也能使车轮与路面保持完美垂直。后悬挂与其带有
4.5连杆的多连杆系统确保在崎岖路面上横向抓地力和舒适性
都可达到最佳状态。

SDC主动悬挂系统
根据驾驶状况和通过Alfa DNA智能驾驶模式动态调整悬架响应状态:更柔和的减震设置以提供 
更舒适的乘坐体验，或更强劲的速度设置以提供更明确的运动驾驶体验。

灵敏操控



时不我待



7英寸彩色TFT仪表显示系统
无需移动视线，即可快速轻松查看重要驾驶数据、警告和通知。 



8.8英寸彩色多点触控中控显示系统

通过触摸操作移动图标

管理小工具

显示直观且灵敏。简单操作即可管理您的应用程序和工具。大尺寸触摸屏现已全
新升级，可轻松查看地图，联系人和车辆性能。

• 互动的小工具

• 可视化全屏地图

• 车辆性能管理

• 改良的界面以提供更直观的操作体验



运动模式 日常模式 高效模式

体验优质的外观和感受，使用Alfa DNA智能驾驶模式选择最适合您和实
际行车环境的驾驶模式：运动、日常以及高效模式。

性能

更快的油门响应，加强的转向反馈，更灵敏的加速
和制动，更快的方向盘响应，带来更加运动的驾驶
乐趣

更注重舒适体验和行车效率，轻松应对日常驾驶
所需。

最大程度地提高燃油效率，降低能耗，减少尾气
排放。

Alfa DNA智能驾驶模式

轻松管理及切换各种应用程序与驾驶模式，无需触屏操作，即可调整驾
驶模式，浏览天气信息和查看已连接的服务。

掌控
人机交互旋钮

最新设计的中控台配有皮革包裹的变速杆，让你随心切换档位，并带来
更多舒适握感。

操控
皮质变速杆

充电
新型无线充电器专为那些随时随地需要出行的人们准备。 无需充电线，

只需将您的智能手机放在充电区域，便可完成手机充电。 无线充电器

一切，尽在掌控
全新升级的中控台完美展现了意大利的设计工艺，
充分的储物空间让你保持物品的有序整洁。高品质
材料的运用，手工打造的细节，让整个中控台更具吸
引力。



曲线之美



前所未有的感官提升
精益求精的细节设计和优质的材料完美结合。每种内饰的选材都经过精挑细选，带来一丝不苟的
奢华体验。 胡桃木或橡木的开孔木质表面和拉丝铝等材料的运用，结合精湛的意大利技艺，营造出
超乎想象的舒适体验。 

最大525升行李箱空间，搭配可折叠式后排座椅，灵活满足承载需求。感应式尾门，解放您的双手，
无需按键，即可打开后备厢。当车辆检测到智能钥匙在附近时，您只需用脚在车辆后保险杠下轻轻
一扫，尾门即可自动打开。



声临其境

Harman / Kardon 剧院式14扬声器（含低音炮）音响系统(900w) ，带来沉浸式的愉悦体验。包括低音炮在内共有14
个扬声器，高达900瓦的大功率和12声道的纯美音质，带来身临其境的享受，成为您旅途中的最佳伴侣。



科技成就驾驭之美

全新阿尔法·罗密欧Stelvio搭载卓越的L2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享受驾驶乐趣同时，感受自动驾驶科技带来的便捷。

阿尔法·罗密欧Stelvio 现已搭载可监测行车环境的智能系统，
让您可以更加专注于享受您的驾驶体验。



车道保持辅助系统(LKA)

车道保持辅助系统(LKA)会在车辆偏离车道
时向驾驶员发出警报并自动纠正车辆的行车
路径。

交通标志识别系统(TSR)

阿尔法·罗密欧 Stelvio 配备先进的交通标志
识别和智能速度监控，实时提醒驾驶员在法
定限速范围内行驶。激活自适应巡航控制系
统，会在超速时自行调节速度， 无需您进行
任何操作。

交通拥堵辅助系统
(TJA)和高速公路驾驶
辅助系统(HWA)

交通拥堵辅助系统(TJA)和高速公路驾驶辅助系统(HWA)让你在驾驶时游刃有余，通过前摄像头和安装在
保险杠上的雷达传感器自动调整安全跟车距离，在高速和城市街道等不同道路环境下，守护驾驶安全。



驾驶员注意力警示
系统(DAA)

大灯远近光自动调节功能

室外的光线会时刻发生变化，无论是在隧
道中还是不同的天气骤变，抑或是从日出
到日落。大灯远近光自动调节功能将快速
切换远光灯和近光灯，达到最佳照明效果。

自适应巡航控制(ACC)

自适应巡航控制(ACC)将设定您车辆的巡航
速度在安全范围内, 当速度变化或与前车的
距离过近，有安全风险时，它也会自动进行
校正。

长途驾驶不可避免会遭遇疲劳，驾驶员注意
力警示系统(DAA)实时监测您是否有睡意，
并通过警报信号和TFT显示屏上提示，提
醒驾驶员注意停车休息。

在后保险杠上的后驻车雷达以及前后传
感器，将持续报备道路障碍物情况 。通过
视听指示及显示屏实时路况提醒，将避免
您在停车时发生事故。

停车辅助



主动盲点监测系统(ABSA)

自动紧急制动(AEB)

当自动紧急制动(AEB)感测到潜在的正面
碰撞时，它会通过视觉和听觉警报通知驾驶
员。如果驾驶员不响应而发生碰撞的风险持
续存在，车辆可以自动制动直至完全停止。

车辆后侧通常存在盲点，在行驶中，有时无
法从后视镜查看到后车，造成行车危险。主
动盲点监测系统(ABSA)会持续监控车辆两
侧后方的盲点，在您试图驶入已被占用的
车道时向您发出警报。此外，系统还有转向
校正功能，让您避免与盲点内的车辆发生
碰撞。



远程控制功能 
根据您的车型能力不同，入口页面将显示不同的
远程车控功能按键。您可通过手机实现车门解
锁、上锁、闪灯操作。 

车内SOS按钮
在您遇到车辆事故等突发状况，造成人身威胁和
伤害时，您可以按下 SOS 按钮，一键发起紧急救
援服务请求，我们会协助联系警方等救援机构抵
达您所处的准确位置，保障您的人身安全。 

车内 ASSIST 按钮 
在您的车辆发生故障时，您可以按下车内 ASSIST 
按键触发救援协助，可直接与救援服务中心建立
语音联系，同时将您车辆的位置数据等同步传输
至救援服务中心，根据您车辆的位置及故障情况
为您提供服务。 

车载WI-FI 
用户购买车载Wi-Fi流量后，其移动设备可通过车
载Wi-Fi热点连接网络。

被盗车辆定位 
在您的阿尔法·罗密欧被盗时获得帮助和协助，
帮您找回爱车。

车辆被盗提示 
此功能用于保障用户车辆的安全，当车辆发生报
警时，系统会立刻发出通知，让您更早了解车辆
的异常情况，以免被盗。

智能互联



多种配置，任你选择



豪华/豪华运动版 配置包括:

豪华版：
19英寸基本型铝圈
豪华真皮座椅
运动铝制踏板 
电动折叠后视镜 
电动双氙气前大灯带随动转向及大灯清洗功能

豪华运动版：
19英寸花瓣型铝圈 
运动真皮座椅
运动铝制踏板 电动折叠后视镜 
电动双氙气前大灯带随动转向及大灯清洗功能

豪华/5FB 豪华运动/5EV

发动机:
2.0 汽油 280 匹 Q4智能四驱

•  全景式电动天窗
•  双氙气前大灯
•  19英寸基本型铝圈
•  黄色喷漆制动钳
•  镀铬侧窗饰条
•  后排私密车窗玻璃
•  电动尾门
•  电子驻车制动系统带上坡辅助
•  方向盘运动换挡拨片
•  Alfa DNA智能驾驶模式
•  豪华真皮座椅
•  真皮方向盘

•  红色启动按钮
•  前排座椅6向电动调节+ 4向腰部调节
•  驾驶席座椅带记忆功能
•  8.8英寸彩色触控式中控显示系统
•  7英寸彩色TFT仪表显示系统
•  Apple Carplay/Baidu Carlife
    智能互联系统，蓝牙功能
•  车联网系统
•  双区自动空调
•  后驻车雷达
•  倒车影像带动态辅助线
•  胎压监测系统
•  盲点监控系统

配置包括:豪华版

发动机
2.0T I4 MultiAir直喷涡轮
增压发动机 

* 具体车型配置请以实物为准



•  Harman / Kardon 
    剧院式14扬声器（含低音炮）音响系统
•  铝制内饰条
•  感应式电动尾门
•  自动紧急制动
•  车道保持辅助系统
•  运动真皮方向盘 
•  真皮换挡杆

* 具体车型配置请以实物为准

•  19英寸花瓣型铝圈
•  红色喷漆制动钳
•  后轴限滑差速器
•  运动真皮座椅
•  电动腰部侧围
•  运动铝制踏板
•  无线充电功能
•  自适应巡航控制
•  交通拥堵辅助系统
•  大灯远近光自动调节功能

配置包括:
基于豪华版，增加

豪华运动版

发动机
2.0T I4 MultiAir直喷涡轮
增压发动机 



忠于纯粹



轮毂

19英寸基本型铝圈 

20英寸亮黑铝圈

19英寸花瓣型铝圈 

20英寸性能铝圈

可选颜色

阿尔法红标准漆 阿尔法白标准漆

皓月白金属漆 银石灰金属漆 斯特龙博利火山灰金属漆

维苏威火山灰金属漆 火山黑金属漆 竞速绿金属漆

蒙特卡洛蓝金属漆 电光蓝金属漆 米萨诺蓝金属漆

赛道白三层漆 竞速红三层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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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E.

F.

G.

G.阿尔法·罗密欧精品四叶草轻薄夹克衫

D.阿尔法·罗密欧精品LOGO签字笔

E.阿尔法·罗密欧精品车模

幸运和实力为你带来双重加持

记录阿尔法·罗密欧相伴的点滴时光

让百年赛道激情常伴左右

F.阿尔法·罗密欧精品赛车帽

圆你一个赛车手的梦

细节创造非凡

B.

D.

B.阿尔法·罗密欧精品旅行笔记本

C.阿尔法·罗密欧精品短柄伞

珍藏竞速旅途中的难忘时光

无惧风雨一路向前

A.阿尔法·罗密欧精品赛车服

用一路征服的赛道精神武装自己



由你选择！



数据、描述、画面以及服务仅供参考，具体车型配置请以实物为准。
阿尔法罗密欧(上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保留对所描述车型进行解释或更改的权利。部分车书中的描述与画面为选装配置。具体信息详见价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