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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玛莎拉蒂做出了一项大胆的创新之举：成功将一台V8赛车发动机搭载于一款

造型优雅的大型豪华四门轿车上。这便是第一辆Qua�roporte总裁轿车。Qua�roporte

总裁轿车满足了那些独具慧眼高端人士的特别需求。当时，欧洲的高速公路网络正在兴建，

随之而来的长途旅行为人们开创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新世界。驾驶着这款新型玛莎拉蒂，

驾驶者们可以享受一切——出色的驾驭体验、畅阔舒适感受和令人惊艳的意大利设计

风格。如今，Qua�roporte总裁轿车依然传承了相同的造车理念。Qua�roporte总裁

轿车搭载由法拉利制造并具有赛车血统的V6汽油发动机。3171mm的长轴距营造出宽敞、

优雅和精致的内部空间。从手工缝制的高端意大利皮革到高级驾驶辅助系统，每一寸

舒适，每一分便捷都考虑其中。雕塑感的造型既有攻击性，又保持了美感，满足您对

玛莎拉蒂的期待。玛莎拉蒂正在不断塑造着豪华旅行的未来，而与此同时，传承永续。

奢华座驾的典范
A Grand-Scale I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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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历史，传奇之作

Q u a tt r o p o r t e  |  1 9 6 3年
Qua�roporte总裁轿车是玛莎拉蒂品牌百年历史的参与者，它代表着

坚韧无比的耐力、无惧挑战的勇气和坚持到底的决心，并将这一切

藏于大胆又优雅的意式风格设计中。

从那时起，所有玛莎拉蒂量产车型都遵守着这样一个公式：提供具有

赛车血统的性能、吸睛的意大利设计和高端旅行车所具备的奢华与

舒适。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在玛莎拉蒂Qua�roporte总裁轿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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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6发动机——新Qua�roporte GT，新Qua�roporte Modena Q4 

澎湃动力，纵情驾驭

Qua�roporte总裁轿车既拥有鼓舞人心的强大动力，又具备高端商务功能。因此，

当它提供了堪比驰骋于赛道的超跑性能时，同时又具备了出色的能效。

新Qua�roporte总裁提供强劲动力的V6汽油发动机尽显玛莎拉蒂赛道王者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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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
GT优雅内饰强调了玛莎拉蒂最初的

豪华出行理念，展现出品牌更具城市

精神和当代精神的一面。玛莎拉蒂

新Qua�roporte总裁，优雅细节尽显

奢华精致，独享非凡驾驶体验。

MODENA
赛车是意大利摩德纳(Modena)的一项传统活动。Modena为您的玛莎拉蒂

新Qua�roporte增添更加夺目的运动个性与动感风格。

2022年，玛莎拉蒂新Qua�roporte系列将推出两款车型配置：新Qua�roporte GT,

新Qua�roporte Modena Q4。玛莎拉蒂标志性格栅上傲然呈现玛莎拉蒂三叉戟徽标，

引擎盖上则设计有全新的玛莎拉蒂椭圆形标识，侧通风口处刻有两款车型徽标，尽显

您不羁无畏的个性。车身后部的C柱上傲然呈现玛莎拉蒂全新Logo，动感之美融合

迷人意式设计，各种征途，无畏进取。

两款车型配置，邂逅非一般的玛莎拉蒂

Two new trims for a unique encou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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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Quattroporte GT

最大功率

350HP

0至100 km/h加速时间

5.5sec

发动机配置

V6

最大扭矩

500Nm

最高车速

270km/h

驱动形式

后轮驱动

新Quattroporte Modena Q4

430HP 4.8sec V6 580Nm288km/h Q4智能四轮驱动

专属标志 定义王者The Quattroporte Collection
玛莎拉蒂新Quattroporte系列



Find out more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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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扭矩

500Nm

最大功率

350HP

0至100 km/h加速时间

5.5sec

发动机配置

V6
最高车速

270km/h

驱动形式

后轮驱动

新Quattroporte——演绎意式风雅

大胆创新的设计、强悍的动力，以及一系列高端商务级智能系统，使玛莎拉蒂

新Qua�roporte总裁不仅具备超跑般的澎湃动力，而且具有卓越的操控效率，

华丽且动感十足的夺目外观下蕴藏着奢华大气且宽敞的内部空间。拥有平衡的

重量分布、Skyhook电子控制可变阻尼减振器、双材质铸造制动系统的玛莎拉蒂

新Qua�roporte总裁，是非凡动力与绝对舒适与安全的完美结合。
玛莎拉蒂新Quattroporte总裁 - 侧面通风口和GT徽章

玛莎拉蒂新Quattroporte总裁 - 座椅头枕细节

玛莎拉蒂新Quattroporte总裁 - 格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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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华内饰，纵享旅程

玛莎拉蒂新Qua�roporte总裁轿车拥有魅力十足的座舱，您不仅

能体会到强大的性能，还将感受其精心营造的奢华与舒适、科技

与便利，以及典型的意大利风格。

A distinctive inv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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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动能，奢华之品

High-Powered Luxury



26 27

空气质量传感器：

玛莎拉蒂新Qua�roporte配备智能传感器和

信号分析系统，可计算外部污染水平，防止

受污染的空气和有毒气体进入车厢，提升

车内驾乘者的舒适度。

Q4智能四轮驱动系统：

玛莎拉蒂新Qua�roporte搭载有Q4智能四轮驱动系统，即使天气条件和路况

不尽人意，Q4智能四轮驱动系统仍然能够兼具卓越的驾驶性能与最令人惬意的

驾乘舒适度。玛莎拉蒂自主开发的精密算法可持续监测座驾的动态输入数据

 （比如：车轮转速、车辆转向以及偏航角度等等），甚至可以根据不同的驾驶

风格敏锐监测车轮抓地力。对所有数据进行处理后，智能Q4四轮驱动系统将

立即为每个车轮建立专用的抓地力档案，由此确保在任何路况中行驶时，都能

随时获得更佳动态表现。

电气自吸门与舒适进入功能：

舒适进入功能让您无需触摸遥控钥匙即可打开车门或尾门。电动自吸门可以

安全、轻松、无声地关闭微微半开的车门，增加了车辆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尤其为后座的儿童提供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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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A（玛莎拉蒂智能辅助）多媒体系统: 

玛莎拉蒂全新一代MIA智能辅助多媒体系统基于

安卓汽车操作系统，为您提供富有创意和个性的

用户体验。无边框10.1英寸高清触摸屏，显示比例

16:10，为您呈现新的图形界面。这款显示器特别

采用优雅弧形玻璃边缘。

无线充电器: 

您只需把智能手机放置在玛莎拉蒂手机

充电系统的专属区域，即可为手机充电。

全新的无线充电系统还可以在信息娱乐

屏幕上投屏APP和信息。

电动天窗: 

玛莎拉蒂新Qua�roporte全系标配电动天窗，搭配手动遮阳板。

天窗采用电动控制，可向后方倾斜开启，也可完全敞开。在完全

敞开状态下，天窗会缩回车顶，同时，自动升起一片前翼板，

引导车顶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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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速ZF自动变速箱：

玛莎拉蒂新Qua�roporte轿车系列中精密的8速ZF自动变速箱让您掌控

引擎动力。其先进的变速设计可以确保精准的换挡和卓越的性能。由于

采用了自适应软件，变速箱根据驾驶风格选择适宜的换挡模式，提供更有

价值的专属驾驶体验。其中，最后两档（第七档和第八档）经过特殊调校，

可在长途高速驾驶中降低油耗，并进一步提升舒适度。

可折叠后排座椅：

需要安全存放滑雪装置或滑雪板包？60/40比例可分开折叠

座椅靠背提供多功能的载货能力。当较小一侧的座椅完全向下

折叠时，就可以获得一块连续平整的装载区域，能够容纳大型

设备和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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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精品：

玛莎拉蒂新Qua�roporte总裁的内饰奢华舒适。车内超乎寻常的宽敞空间，

精雕细琢的饰件以及便利的创新科技，演绎无与伦比的意式风雅与奢华舒适的

驾乘体验。高端皮革、杰尼亚丝绸以及匠心打造的内饰工艺，尽显雅致美感，

更是赏心悦目。

座舱内与众不同的奢华感同样彰显了玛莎拉蒂新Qua�roporte总裁的卓而不群。

两种奢华内饰选择为驾驶者带来震撼的感观冲击，同时提供更多个性化选择。

您可以选择立体编织高光碳纤维斜纹饰面，以编织纹理的立体效果进一步彰显

玛莎拉蒂的运动风格，同时让座舱更具专属于您的独特气质。或者，您也可以

选择高光Rovere Veneer木装饰您的内饰。高光Rovere Veneer木由三层不同的

木材组合而成，由意大利工匠精心打造。



Amazon Alexa:
Alexa can help you play music, get directions, 
place calls, check the calendar, play audiobooks, 
control your smart home from the car, and more, 
with just your voice – so you can keep your hands 

Home to Vehicle:
You can use Maserati Connect skill for Alexa, 
as well as the Google Assistant action, to 
interact from home with the vehicle. The 
service enables to ask about the vehicle 

on the wheel and eyes on the road. status, and send a destination to the 
vehicle’s navigation system (Send &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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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性能、舒适与安全的精髓，将每段旅程转变为特别而激动人心的体验。玛莎拉蒂

互联程序可实现车辆与您的习惯和需求的无缝连接，让您尽情畅享驾驭时刻。 

无论您身在何处，玛莎拉蒂始终与您互联。

您的玛莎拉蒂 与您紧密互联

Your Maserati connected to you

36

远程服务：

车辆状态监控 

玛莎拉蒂互联应用程序会显示以下信息：燃油液位、轮胎压力、里程表信息、

机油寿命、车辆健康报告卡（包括动力总成、制动和悬架系统、机油和油液、

安全系统和照明灯等方面信息）。所有信息都是最近一次车辆熄火时的信息。 

（*对应车型配置不同，功能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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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道保持辅助（LKA）

想进一步提升您的行车安全吗？玛莎拉蒂车道保持辅助系统

（LKA）具备安全驾驶辅助功能，可实时监控并识别前方道路标线，

发起一个转向辅助，防止无意越线。这是一个在您行驶过程中

必备的安全配置。

车道偏离预警系统

车内后视镜装备有摄像头，可监测前方道路标线，车道偏离预警

系统帮助驾驶者在高速公路和主干道选定车道内行驶。若车辆

未打转向灯而越过车道标线，该系统会发出警示，降低车道偏离

和横向碰撞的几率。打开转向灯后系统会关闭此警报。

主动盲点辅助功能

您是否希望有电子辅助功能帮助您监视驾驶盲点呢？

当您驾驶变换车道、超车和停车时，主动盲点辅助系统（ABSA）

将检测到进入您侧面及后方盲区的车辆。此项驾驶安全功能将

帮助您避免驾驶道路上最大的危险之一。

360°全景泊车影像系统

此系统可提供车辆周围360°的全方位清晰影像，可辅助泊车以及

帮助驾驶者观察到盲点区域的障碍物。影像来自两个位于车外

后视镜下方的摄像头以及前视和后视摄像头，并且将影像显示在

主显示屏上。

带有自动启停功能的自适应定速巡航系统

当您在高速纵情驰骋，或是于城市穿梭时，想进一步增强安全

性能吗？玛莎拉蒂带有自动启停功能的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

（ACC）能够持续监测与前车的间距，保持预先设置的安全距离。

帮助您提高道路通行能力的同时为您有效减小车辆荷载，提升

安全性能。

前方碰撞预警系统升级版�

想在拥堵的交通状况下仍保持安全驾驶吗？无论高峰拥堵或交通

堵塞时，玛莎拉蒂前方碰撞预警系统升级版将帮助驾驶者降低

追尾事故的风险，以预防或防止车辆损坏。

后部侧方预警功能

这是一项很受欢迎的功能，当驾驶者正在倒车离开车位时，一旦

探测到两侧盲区突然出现的车辆，该系统将发出警告。

前后泊车雷达和后视泊车影像�

为了帮助驾驶者在狭窄空间内轻松泊车，玛莎拉蒂新Qua�roporte

在前后保险杠内均设有泊车雷达。此外，客户还可选配后视泊车影像，

靠近后备箱锁的位置安装，它可在显示屏上显示车辆后部的影像。

交通标志识别

假如您的爱车能提醒您关于限速的标志会怎么样？玛莎拉蒂交通

标志识别系统可监测3种交通标志：限速、临时限速、以及禁止

超车区域，为您行车提供重要帮助。

高级主动式驾驶辅助系统

无论行驶在城市辅道、乡间小路还是高速公路上，这项全新的

驾驶辅助系统都能为各种良好路况驾驶提供支持。 

公路辅助系统（HAS）
玛莎拉蒂新Qua�roporte将自适应巡航控制体系与车道保持辅助

系统完美结合。公路辅助系统（HAS）是二级自动驾驶系统，

旨在帮助驾驶者安全使用驾控、加速、刹车以及保持行驶车道，

尤其是当您在公路或高速路上驾驶时。

新Qua�roporte配备了L2级高级主动式驾驶辅助系统，无论您是在长途旅行，或是穿梭于

城市中的车流，都能一路驾乘随心惬意。

高级主动式驾驶辅助系统

Advanced Driving Assist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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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台玛莎拉蒂都是一件唯巧手匠心方能打造呈现的艺术珍品。我们将根据您的需求，

定制打造唯您专属的玛莎拉蒂Qua�roporte。

个性化定制

Build Your Own

个性化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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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你的独特个性，为你量身定制的玛莎拉蒂专属座驾。�

Fuoriserie是玛莎拉蒂推出的全新私享定制项目，为你打造兼具个性表达与专属尊崇的定制座驾。

释放无畏，自成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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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R S E

FUTURA

UNICA

赛道

Corse（赛道）系列为经典风格、“绅士车手”时代的

爱好者，以及玛莎拉蒂传奇故事的忠实拥护者而专门

打造，其设计灵感源自于玛莎拉蒂辉煌的赛车传统。

个性

Unica（个性）系列面向追求“当下”

的潮流主角。其灵感源自玛莎拉蒂对

瞬息万变的时尚、艺术和文化潮流的

独特诠释。

未来

Futura（未来）系列面向那些充满激情和能量，且乐于

拥抱创新的客户，如未来主义者以及新潮科技和创新材料

的追求者。该系列为对未来充满期待的人士而打造。�

了解更多

三大定制系列释放无限可能。遵从你的内心，无论是卓越性能、现代风格亦或创新科技，

我们探索多样的个性化组合，缔造能代表你的玛莎拉蒂座驾。�

定制系列

Made to measure 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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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Data corresponds to tests executed in compliance with Regulation (EU) 2017/1151, updated as of July 2021. Check MY22 Maserati Connect availability in y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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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

气缸数量和布局

排量

最大功率

最大功率转速

最大扭矩

最大扭矩转速

性能

最高车速

0至100km/h加速时间

燃油消耗量（混合工况）

传动系统

变速箱

驱动形式

尺寸和重量

长

宽（包括后视镜）

高

轴距

最小转向直径

燃油箱容积

整备质量

接近角

离去角

V6 60°

2979 cm3

257 kW

5500 rpm

500 Nm

2000 - 4500 rpm

270 km/h

5.5 s

10.3 L/100 Km

8速ZF自动变速箱

后轮驱动

新Quattroporte GT

5262 mm

2097 mm

1476 mm

3171 mm

11800 mm

80 L

2010 kg

15°

16°

V6 60°

2979 cm3

316 kW

5750 rpm

580 Nm

2000 - 4500 rpm

288 km/h

4.8 s

10.6 L/100 Km

8速ZF自动变速箱

Q4智能四轮驱动

新Quattroporte Modena Q4

5262 mm

2097 mm

1476 mm

3171 mm

11800 mm

80 L

2060 kg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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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世界，无限可能

A world of possi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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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拉蒂大师驾驶课程

全世界的玛莎拉蒂车主都想亲自体验释放指尖的全部潜能，驾驶玛莎拉蒂在赛道

疾驰转弯的激情体验。玛莎拉蒂大师驾驶体验将提供专业指导课程，您可以深入和

安全地体验玛莎拉蒂全系车型的性能边界——MC20，Trofeo系列的Ghibli和Levante。

关于玛莎拉蒂驾驶体验详细信息，敬请访问玛莎拉蒂网站mastermaserati.com，

或者，您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请发送邮件至info@mastermaserati.it。

金融服务

玛莎拉蒂金融服务包将帮助您根据自己的需求定制您的购车计划，最终以市场中的

优越条件购得适合自己的玛莎拉蒂。玛莎拉蒂授权经销商将非常高兴地向您介绍

多样化的支付方式并提供专业化的购车建议，根据您的要求量身定制一套具有高度

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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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参观

参观位于意大利摩德纳的玛莎拉蒂工厂，了解所有新款MC20

超级跑车的生产。此项专享工厂之旅将历时1小时45分钟，其中

包括玛莎拉蒂品牌100多年历史介绍和车型系列展示，以及参观

装配线、发动机实验室、涂装设施以及玛莎拉蒂官方精品店。

参观展厅：展厅之旅历时40分钟，将为您全面介绍玛莎拉蒂的

百年历史及车型系列。如需了解更多关于参观工厂的详细信息，

请发送电子邮件至：factorytour@maserati.com

工厂交付

在展厅享用完迎宾咖啡和饮品后，将由专人及摄影师陪您参观

历史悠久的玛莎拉蒂工厂。全新玛莎拉蒂将在此为您启幕！

在我们告别愉快的工厂参观之前，已为您提前准备好参观之旅

精品照片，我们将以数字相册形式发送给您。所有车型均可在

摩纳德工厂交付，同时，工厂将把您的爱车交付至您当地的

玛莎拉蒂官方经销商。

玛莎拉蒂精品

“玛莎拉蒂精品”包括高品质休闲服/各式物品和三叉戟品牌标识

商品，是为希望分享玛莎拉蒂的激情，与这一出色品牌建立密切

联系的客户而专门开发的。“玛莎拉蒂精品”可通过任意一家

玛莎拉蒂经销商购买，也可在位于摩德纳的玛莎拉蒂展厅中的

精品店购买。

玛莎拉蒂俱乐部

加入尊贵的玛莎拉蒂俱乐部意味着与其他玛莎拉蒂车主一起分享

独到的见解、非凡的经历和激动人心的体验，并且应邀参加在

世界各地举办的别具一格的驾车活动。各个时代的玛莎拉蒂汽车的

拥有者们都有机会参加专门为玛莎拉蒂俱乐部成员举办的一系列

活动，充分享受驾驶玛莎拉蒂汽车的乐趣。玛莎拉蒂俱乐部将

该品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

玛莎拉蒂原装配件

玛莎拉蒂原装配件可谓设计与功能的精妙结合，满足玛莎拉蒂

车主的各项需求。每一款配件都关注细节、风格和品质，充分体现

玛莎拉蒂的品牌精髓，即不懈追求舒适与性能之间的精妙平衡。

秉持玛莎拉蒂最高工艺标准打造，玛莎拉蒂新Qua�roporte配饰

系列既确保了卓越的实用性能，又可提供给专属个性配饰。

客户计划

无论是工作日上下班，还是开启一段难忘旅程，驾驶玛莎拉蒂都是

一生难忘的体验。因此，玛莎拉蒂专门创建了客户计划，确保

您的玛莎拉蒂新Qua�roporte行驶的每一英里都能得到关怀并且

发挥卓越性能。玛莎拉蒂维护计划或延长保修计划让您的驾驶

旅程格外省心。

玛莎拉蒂经典产品

“玛莎拉蒂经典”专为玛莎拉蒂古董车迷和车主而设立，专为希望

体验品牌辉煌历史的人士提供服务。“玛莎拉蒂经典”可为

玛莎拉蒂客户的爱车提供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服务，并可在

玛莎拉蒂历史档案馆内存放。

探索三叉戟品牌天地

The World of the Tr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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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地区

美国

加拿大

中美洲/南美洲

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危地马拉

墨西哥

巴拿巴

秘鲁

波多黎各

乌拉圭 

非洲及中东

巴林

埃及

约旦

科威特

黎巴嫩

摩洛哥

阿曼

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

南非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欧洲
安道尔
奥地利
白俄罗斯
比利时
保加利亚
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
丹麦
爱沙尼亚
法国和摩纳哥
德国
希腊
匈牙利
以色列
意大利
立陶宛
卢森堡
荷兰
挪威
波兰
葡萄牙
罗马尼亚
俄罗斯
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土耳其
乌克兰
英国

亚洲/大洋洲

澳大利亚

中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日本

哈萨克斯坦

马来西亚

新西兰

菲律宾

新加坡

韩国

泰国

越南



本手册作为广告宣传资料供客户了解玛莎拉蒂汽车之用，内容仅供参考，在任何时候都不得视为玛莎拉蒂及其授权

经销商认可的协议、承诺及其组成部分，也不具有任何保证或声明之效力。

本手册中关于产品的图片和文本是印刷时可获得的最新产品信息。玛莎拉蒂有权在不进行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不时

更新手册中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更新产品的颜色、设计和技术特征。

本手册中包含的相关外形、内饰、规格、配置等信息可能仅针对部分特定车型，并非适用于全部车型。如需了解更多

详情及产品最新信息，敬请致电玛莎拉蒂当地授权经销商或浏览www.maserati.com.cn
扫一扫，关注官方微信

WWW.MASERAT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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