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aufenn能够满足您所需的轮套要求，
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在各种路况条件下

当理性的蓝色和激情的红色结合到一起，
诞生了Laufenn的紫色；Laufenn为万千消费者带
去了更具有竞争力和可选性的优质产品

Laufenn均衡优化了轮胎的各项性能，
将给您带去与众不同的驾驶享受-无论是任何季节任
何路况,  Laufenn仍然表现出色

自信
Laufenn为您提供的各项性能源于我们追求品质的孜孜
不倦。当您驾车上班或外出会友时…当您驾车展开一段
美妙的旅行或者探索一个全新的冒险时…Laufenn仍以
优异的姿态始终伴您左右。

简单
Laufenn追求简单纯粹,  不会给您的驾驶习惯带去任何的
附加因素,  Laufenn保证以最简单的方式满足您对汽车
的驾驭需求。

开放
Laufenn拒绝接受“墨守成规”的生活态度。选择
Laufenn轮胎,  就等于选择了与众不同；请享受生活,  
享受Laufenn给您带去的全新的驾驭体验。

优雅
Laufenn可以满足您的优雅品味。Laufenn能够已优异
的性能表现满足您追求品质的敏锐嗅觉,  并且展现出您非
凡的时尚个性。





Laufenn I FIT IZ冬季轮胎为驾驶者在冰天雪地
的道路上提供舒适和有竞争力的驾驶体验

产品特点

- 在冰面上, 具备卓越的制动 性能

- 冰天雪地里, 提高制动性能和转向能力

- 噪音降低, 舒适的驾乘体验

速度级别：Q,T
断面宽：165~225
扁平比：50~70
英寸：13~18”

冰面 雪地 湿地 制动舒适性

性能信息

抓地力 7

冰面 9

雪地 9

湿地 8

舒适性 8

无钉防滑冬季胎



冰面&雪地

I FIT IZ采用比一般Laufenn更长的雪地切线设计,  
使其在冰雪天气中,  具备更优秀的制动和操控性能

 雪地切线

先进的胎面花纹和特别的冬季橡胶复合配方确保在
冬季冰面和雪地路面上优秀的性能

I FIT IZ采用了3D波浪形的花纹切线设计,  在行驶过程中对
抓地和操控进行改善,  减小花纹板块间的移动。

 3D 切线

Contact

I FIT IZ  普通轮胎

冰面 雪地

雪地缝隙保证了在冰雪路面环境下优秀的抓地性能。

 雪地缝隙



与地面接触微距下的配方

 冬季配方

雪地&湿地

位于轮胎胎面块状花纹内侧的微小孔
洞能够吸收路面的积水,  帮助提升在湿
滑泥泞的道路上行驶性能。

 吸收孔洞

STEP.1 STEP.2 STEP.3

吸收 排出

轮胎接触面中心的斜块设计保证了行
驶过程中能有更高效的排水方式。

 4 凹槽技术

先进的胎面花纹设计和专为适应冬季的橡胶复合配方，
确保轮胎在冬季冰雪路面上优秀的性能

湿地雪地

I  FIT  IZ 通过应用STSF (超级可延伸长钉纤维) 技术保证了雪地的
抓地力和湿地的操控表现。



两种不同的倾斜排列方式降低了噪音等级。

 优化的倾斜排列方式

舒适性
Laufenn I FIT IZ 提供舒适的驾驶体验,  通过3D切线,  
3D胎肩和倾斜排列这些技术实现。

3D 切线块降低了行驶过程中花纹块间的移动。

 3D 切线 块

3D 胎肩块降低了行驶过程中花纹块间的移动。

 3D 胎肩 块

舒适性

Contact

I FIT IZ  普通轮胎



轮胎结构
Laufenn I FIT IZ为适应冰雪覆盖的道路状况,  专门采用新技术为驾驶者提供安全和舒适的驾乘体验。

起到平衡作用的一体化胎身
-
减小滑动变形和确保的胎侧硬度

牢固的单线轮胎钢丝 
-
提升的均匀度和胎圈部分的耐久性

高抓地力的硅化物 
复合配方

-
提升的湿地牵引力 & 

降低的滚动阻力

无接缝式全覆盖
-

    通过螺纹硬度的保证,   
来强化高速耐久性

       宽阔的钢带层
-

确保最优化的胎面硬度和
提升的操控性能



适用型号

规格 适配车型

165/70R13 79Q 威旺205, 长安之星, 福瑞达, 夏利N5, 民意, 海星T20, 福仕达腾达, 五菱之光, 羚羊

规格 适配车型

235/60R18 103T 讴歌RDX, SRX, 豪情SUV, 索兰托, 发现神行, 荣威W5, CX-7, 众泰T600

规格 适配车型

185/60R14 82T E系列, 旗云2, 乐骋, 晶锐, 欧力威, 凯翼C3, 奇瑞E3, 金刚, 海马M3

175/65R14 82T E系列, CX20, Vitz 威姿, SC3, 小霸王, 和悦A13, 思迪, 优优, 陆风 风华

185/65R14 86T EV系列, 幻速H2V, 悦翔, 赛豹III, Rio, 风朗, 标致206, Polo, 欧力威

165/70R14 81T 威旺T205-D, 福瑞达, 东风小康K02, 启辰R30, 星旺L, 海星A9, 精灵, 力帆320, 玛驰

175/70R14 84T 威旺306, 长安星卡, Sail 赛欧, 佳宝V80, 雅绅特, 永源五星, 瑞奕, 力帆T11, 骊威

185/70R14 88T 威旺M20, 风光, 森雅M80, EV系列, 悦翔V5, 奇瑞E5, 昌河Q25, 福美来, 海马M3

规格 适配车型

205/55R16 91T 讴歌ILX, 威旺M50F, A级, 比速M3, 3系, 比亚迪S8, 比亚迪e5, 福瑞达M70, 艾瑞泽M7

215/55R16 93T A4, 绅宝CC, C4 Picasso, MG6, 标致308S, Legacy 力狮, 荣威550, 沃尔沃S60, 君越

205/60R16 92T A4L, E级, 奔腾B90, 元, 瑞虎, 骏派D60, C3-XR, 长城M2, 海马M8

215/60R16 95T 睿骋, 菱智, DS5 LS, 缤智, 力帆820, 天籁, 戈蓝, 欧悦搏, 主席

215/65R16 98T 瑞虎, 景逸SUV, 景逸XV, 驭胜S330, 飞腾, MG GS锐腾, 力帆X60, 柯兰多, 埃尔法

225/70R16 103T 陆铃, 宝利格, 锐铃, BX7, 汉腾X7, 新胜达, 格越, 揽胜极光, 雷克萨斯RX

规格 适配车型

215/50R17 91T 绅宝X35, 思锐, 昌河Q35, 思域, 纳智捷5, 标致408, 标致308, Legacy 力狮, 中华酷宝

225/50R17 94T A4L, C级, 3系, 英朗XT, DS5, 思铂睿, 致胜, 标致3008, 塔利斯曼

215/55R17 94T 君越, 睿骋, 沃蓝达, 奥德赛, 索九, 优6 SUV, Master CEO, 标致508, 速派

225/55R17 97T A4 Allroad, 3系 GT, 迈瑞宝XL, 传祺GA8, Q50, Genesis 捷恩斯, 雷克萨斯LS, 威赛帝

215/60R17 96T 宝骏560, CX70, 瑞虎3, 传祺GS4, 艾力绅, 起亚KX3, 自由客, 逍客, 观致3

225/60R17 99T BJ20, X3, 风度MX6, iX35, 指南者, 奇骏, 起亚KX5, 傲虎, 昂科威

225/65R17 102T 幻速S6, 比亚迪S6, 宋, GX7, 哈弗H6, 雷克萨斯NX, 自由光, 观致5, 傲虎

规格 适配车型

185/55R15 82T CX20, 丘比特, up!, 爱丽舍, 和悦A13 RS, 幻速H2, 捷达, 乐风RV, C2

195/55R15 85T EV系列, Excelle 凯越, Alsvin V7 悦翔, 赛豹III, 海马M3, 蓝瑟, Rio, 利亚纳A6, 幻速H3

185/60R15 84T 幻速H2, 风云2, 乐风RV, 普力马, City 锋范, 江淮iEV, 理念S1 Everus, 标致207, 晶锐

195/60R15 88T 幻速H3, 比亚迪F3, 比亚迪G3, 风神H30, 远景 Vision, 力帆620, 佳乐, 蓝瑟, 五菱宏光

185/65R15 88T 欧尚, 奇瑞X1, C3, 迷迪, 长城C30, 瑞风S2mini, 悦动, 骏逸, 轩逸

195/65R15 91T 绅宝D50, 奔腾B30, 英朗, Cavalier, 菱智, 福睿斯, 骏派A70, 传祺GA3, 陆风

205/65R15 94T 幻速H6, 比亚迪F6, Cruze, 尊驰, 标致2008, CS35, 奔腾B90, C4世嘉, 海马M8

13英寸

18英寸

14英寸

16英寸

17英寸

15英寸



上海韩泰轮胎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钦州北路1001号12幢光启大厦10-12层
邮政编码：200233  /  总机：021-24225888
客户服务中心：800-820-8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