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aufenn能够满足您所需的轮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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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千万消费者带去了更
具有竞争力和可选择性的优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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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体验。

优雅
Laufenn可以能满足您的优雅品味。Laufenn能够以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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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FIT as01是与门为追求顶级驾驶体验及希望追求节
油环保的消费者设计的一款超高性能轮胎产品

速度级别：V, W, Y
断面宽：205~255
扁平比：35~55
英寸：17, 18

超高性能轮胎 特征

- 四季产品：干地、湿地和雪地均
 表现卓越

- 花纹长使用寿命

- 优异的操控及稳定性能

- 安静

性能

磨损寿命操控舒适

磨损寿命 7

操控 10

制动 8

舒适 8

降噪 8



舒适

S FIT as01在设计胎面花纹时，采用了3D振动分析技术，使在均衡优化轮胎驾驶性能、
加强制动性能的分析实验中，更具有预见性及可靠性

 3D振动分析技术

 S FIT as01

 一般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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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块花纹块的刚度分布优化设计，将轮胎的振动及噪音合理降低，同时提升舒适性

 刚度分布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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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FIT as01一般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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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振动控制 舒适平顺的驾驶

S FIT as01通过降低胎噪和缓和震动以保
证您的舒适旅程

肋条花纹块通过有效地阻止来自外界
的噪音以保证驾驶环境的宁静舒适

 降噪肋条花纹块

降噪舒适

倒菱形的设计可以提高花纹块的刚度，同时减少地面接触可以降低噪音的产生，

 倒菱形沟槽

一般产品S FIT as01



高强度中央花纹块的设计，用以强
化操控性能，并确保提供更优秀的
弯道抓地力

 高强度中央花纹条块

四季轮胎
先进的花纹块设计，使轮胎无论在何种路
况跟天气情况下，都能表现卓越

干地 湿地 雪地

4条宽直的排水花纹沟可以提高排
水效率并保证了湿滑路面上的稳定性

 4条宽直的排水花纹沟

加强筋通过连接胎肩部位的花纹
块，来强化胎肩花纹的刚度，最
大化转向抓地力和最小化非正
常磨损

 加强筋

先进的花纹块设计侧胎肩部位加
入半肋状花纹块设计，来强化花
纹块的刚度，确保优秀的操控性
能和驾驶的稳定性

 半肋条花纹块设计

内侧 外侧



S FIT as01采用3R System技术，优化轮胎与地面的接地形状，
确保性能的稳定性

 3R System (Multi-Tread-Radius Technology)

优化轮胎的轮廓设计，防止非正常形变，提高轮胎使用寿命

 SCCT (Stiffness Control Contour Theory)

带束层边缘胶条的使用，有效改进了轮胎在高速行驶过程
中的操控性能

 全新的带束层边缘胶条

S FIT as01 一般产品

安全

维持胎面的轮廓不变，
并均匀分散来自胎面的压力

R1R2R3

S FIT as01

一般产品

5%缩短

S FIT as01为更加注重家庭及轮胎寿命的消费者而设计的

先进的花纹块设计，使轮胎在晴天和雨天，
都能完美制动

 先进的花纹块设计

制动 耐久 操控



无缝尼龙带束层 
-
最大化轮胎与地面的接触面积，来提升操控性
能及胎面寿面（规格不同，带束层会有1层或者
2层的区别）

均衡的胎体帘线设计
-
降低轮胎形变的发生及提高胎侧强度

高硬度三角胶
-
提升轮胎操控性能和转向反应

高强度趾口钢丝
-

提高趾口的稳定性

长里程耐磨配方
-

提升轮胎胎面的磨耗寿命

高强度钢丝带束层
-

确保胎面最佳的刚度，以提升
轮胎的操控性能

全新的带束层边缘胶条
-

提升轮胎在高速转动时的操
控性能

轮胎结构
S FIT as01采用全新的设计，在享受完美的驾驶体验同时，为您带去舒适、安静的旅程享受

* 规格不同的轮胎构造是有所差异的，例图中的轮胎构造所使用的规格是225/40R18W XL



运营规格

规格 适配车型 备注

245/40R17 91W 奔驰 SLK( 后 )/C Class( 后 )

215/45R17 91W XL 起亚K3/K3S/速迈、现代Veloster飞思、ILX ※

225/45R17 90W
标致308、宝马1系/2系/Z4、奥迪A3、凯迪拉克ATS、
奔驰A/B/C/SLK级、雷克萨斯IS、致悦、宝来、传祺GA5、菲翔、高尔夫、
昊锐、明锐、尚酷、速腾

235/45R17 93W 迈腾、帕萨特、尚酷、翼豹、大众CC/EOS、沃尔沃S60L/V60/C70

245/45R17 95W 奥迪A4L/A5/TT、凯迪拉克CTS

255/45R17 98W 奔驰E级

205/50R17 89W 沃尔沃C30/S40/V40、锋驭、骐达/轩逸、秦、思域、雪铁龙C4、逸动、
致尚XT、中华尊驰 ※

215/50R17 91V
标致408、荣威550/750、MG6、MG7、5 Sedan、奔腾B70/B90、
沃尔沃V60、福克斯、观致3、海马M8、杰德、科鲁兹、拉古那、名图、
思锐、雪铁龙C4L

225/50R17 94W 宝马3/4系/X1、奥迪A4L/A5、DS5、DS5 LS、沃尔沃S80/S80L/V40、
科鲁兹、迈腾、思铂睿、雅阁、野帝、英朗、致胜、标致3008

235/50R17 96W 林肯MKZ、皇冠、蒙迪欧

215/55R17 94V
起亚K5、君越、凯美瑞、帕萨特、索纳塔八、天籁、标致407/508、
DS4、雷克萨斯ES、凯泽西、拉古那、比亚迪M6、奥德赛、大7 MPV、
甲壳虫

225/55R17 97V 阿特兹、宝马3系GT/5系、奥迪A6/A6L、君威、君越、凯尊、迈锐宝、
唯雅诺、雪铁龙C5、雅尊、英菲尼迪G系、英菲尼迪Q50

17英寸
规格 适配车型 备注

245/35R18 88Y 宝马1系( 后 ),奔驰 GLK( 后 )

255/35R18 90W 宝马Z4( 后 ),奔驰 C/E级( 后 ),凯迪拉克ATS( R )

225/40R18 92W XL 宝马1/2/3系/Z4、凯迪拉克ATS、奔驰A/B/CLA/C级/SLK/SLK级AMG、
高尔夫、标致308、Evora

245/40R18 97W XL 奥迪A4L/A5/TT、CTS、E级AMG、三菱蓝瑟、M3、S5、沃尔沃S80L、
翼豹 ※

255/40R18 95W 奔驰CLS级、E级、SL级

225/45R18 91W 宝马3系/4系/X1、Countryman/Paceman、DS4、K5、RX-8、V40、
观致3、现代劳恩斯/索纳塔8、Legacy ※

235/45R18 94W
保时捷Boxster/Cayman、DS5、雷克萨斯GS、三菱蓝瑟、林肯MKZ、
沃尔沃S60L、泰卡特T1/T2、甲壳虫、凯泽西、蒙迪欧、帕萨特、锐志、
思铂睿、雅阁

245/45R18 96W 法拉利612、宝马5/6系、奥迪A4/A6L、捷豹XF、大蛇、君威、君越、
唯雅诺、雅尊、讴歌RL/RLX、荣威950

255/45R18 99Y 奥迪A7、奔驰CL级

235/50R18 97W 奥迪Q3、凯迪拉克XTS/CTS、君威、劳恩斯、林肯MKC、途观、雅特、
野马、翼虎

245/50R18 100W 宝马5系GT/7系/X3、Panamera、捷豹XJ、雅科仕、英菲尼迪Q70L

18英寸

* 2015年上半年上市 (※ 计划2015年下半年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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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