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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品牌理念

以先天下之行而行的时代精神为使命

为时代的进取者提供全新的纯电驾驶乐趣体验

www.qiantumotor.com

造车之上，创造纯电驾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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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核心价值

www.qiantumotor.com

我行
挑战创造力责任感

行动
专业执着实干

出行
友善聪明灵动

代表前途品牌以及核心

消费者所具备的共同的

高度自信的精神特点

代表前途品牌独特的

实干气质，以实干改

变世界的决心

代表前途品牌的使命，

将用实际产品和创新

实践，提供有型灵动

的独特驾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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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传统燃油车的力量型形象

前途希望重新定义新能源时代的出行

强调技术、驾趣、环保、友善的理念

因此采用灵巧轻盈的“蜻蜓”作为品牌的象征

作为前途的象征

金属质感的蜻蜓symbol

传达着追求技术与创造的执念，同时蕴含着“平衡与灵动”的东方禅意

动静之间，自成天地

恰如前途带来电力美学的平衡艺术

融灵动、速度、安静、激情、优雅于一体

在造车之上创造独特的纯电驾趣体验

前途标志诠释

www.qiantumo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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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业技术积累

15years

汽车行业经验积淀

30+years

纯电动核心技术研发

8years

前途源自融合、创新与突破

www.qiantumo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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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面向时代进取者
时代进取者

志同道合的人，创造世界的不同

和受过良好教育、靠个人奋斗不断进取的你

——中国城市新中产

一起走在时代的前面

即使没那么容易也不减信心

因为同行，前途才有意义

www.qiantumo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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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qiantumotor.com 先天下之行而行

前途汽车应运而生

www.qiantumo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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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前途品牌亮相

纯电动跑车“前途”概念车亮相北京国际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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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纯电动跑车“前途”工程样车亮相上海国际车展

前途品牌亮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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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车展推出敞篷版&准量产版前途K50亮相北京国际车展

前途品牌亮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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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款不同配色前途K50亮相上海国际车展

前途品牌亮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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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K50及两辆全新概念车K20 & concept 1亮相北京国际车展

前途品牌亮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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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入资质

4月4日，前途汽车进入工信部第306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新增车
辆生产企业名单，前途汽车成为国内第六家正式获得新建纯电动乘用车资质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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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汽车苏州生产基地

⚫ 前途汽车（苏州）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2月

⚫ 总部和生产基地位于苏州高新区

⚫ 注册资本为6亿元

⚫ 一期投资20多亿元

⚫ 初期占地面积23万平方米

⚫ 先期计划产能5万台

厚积薄发

⚫ 前途作为新能源领域的践行者，倡导自然和谐理念，推进环保科技，首家生产基地

立于太湖之滨，通过严格环评，是世界最环保的工厂之一。

⚫ 工厂涵盖RESS可再充电能量储存系统车间、试制研发中心、碳纤维制作车间、铝合

金车身焊装车间、涂装车间、总装车间、白车身及漆后车身存放立体库和成品车立

体库，从设计、研发到生产，严苛每一道工序，在行业中将率先实现规模定制和柔

性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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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品车立体库

立体设计，实现车辆下线入库、用

户现场提车、批量发车、特殊出入

库等功能，可实现随时随机快速出

入库，是国内主机厂较为少见的高

效存放立体库。

⚫ BDC立体库
（车身调度分配中心）

立体设计，综合焊装、涂装、

总装车间的物流路径，布局

合理，物流便捷。

⚫ 工艺突破

铝合金框架车身制造方面，采用国

际高端品牌使用的热熔自攻铆接技

术，并在国内首次采用碳纤维预浸

料模压工艺等，实现了碳纤维覆盖

件在汽车制造领域的自动化、批量

化生产。

⚫ 智慧制造

以先进的柔性化制造系统和精益

生产管理思想支持，依托先进的

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和技术工具，

实现前途工厂工艺车间生产线的

信息化以及透明化管理。

⚫ 数字化工厂

前途工厂将实现工厂内各车间及

库的整车制造系统的数字化，实

现3D干涉检查、工艺验证、物

流分析、3D仿真及漫游等，大

大提高技术与工艺的可靠性。

前途汽车苏州生产基地厚积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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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2 前途核心技术

www.qiantumo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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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打造核心竞争力

新材料与
轻量化

RESS

•电池包热管理

•主动均衡方案

•被动均衡方案

VCU

• 深度贴合整车电气系统架构

• 快速适配各种车型

• 整车热管理

PART 02 核心技术

• 全铝车框架

• 碳纤维车身

• 全新设计

电池管理系统 整车管理系统

www.qiantumotor.com

轻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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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量化设计

技术优势

• 主受力结构件采用高强度铝合金型材,极大降低车身重量，
先比传统钢板材料车身降重25%

• 车身外覆盖件采用碳纤维材料,比传统钢板材料降重约
40%

• 角窗玻璃和后窗玻璃采用PC材质，相比传统钢化玻璃降
重50%

PART 02 核心技术

安全验证

• 针对铝合金车身骨架及碳纤维复合材料，
进行了详细的建模、仿真，与碰撞试验
结果吻合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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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S系统PART 02 核心技术

技术优势

• 产品能够满足各种使用环境工况条件（如：高温、低温、雨雪天气），
保证产品较长的使用寿命

• 产品具备碰撞安全防护措施，能够保证电池在碰撞过程中的安全性

• 产品采用液冷/液热方式，具备较高的防护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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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S系统PART 02 核心技术

热管理系统

针对动力电池的高、低温环境适应性，采用间接式液冷、液热的热管理系统，用以尽可能

的保证电池在充、放电过程处于合理的工作温度区间，进而提高电池的充放电性能、使用

寿命及安全性。同时，通过合理的控制策略，最大程度上降低热管理系统对动力电池组的

能量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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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2 核心技术

VCU对电驱动系统、可充电能源系统、充电系统等进行统筹管理

• 对可充电能源系统进行温度控制管理与协调驱动控制，提升动力性能

• 确保车辆在启动、关闭过程中的上、下电安全性

• 采用微数据库方式，精确记录车辆状态及故障原因，为使用售后、维修环节提供可追溯性的信息数据

整车控制管理系统V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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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2 核心技术

VCU对电驱动系统、可充电能源系统、充电系统等进行统筹管理

• 制动能量回收

能量再生制动由ESP控制，油门踏板释放后激活，可

以由驾驶员选择3种不同的再生策略：没有能量回收、

低能量回收、高能量回收；在制动踏板触发后接管

扭矩水平，持续的减速度表现，与传统的驾驶制动

感受一致。

• 太阳能储能

采用高效柔性薄膜太阳能电池，为动力电池充能，

或者驱动驾驶室内空气流通，确保更好的驾驶环境。

www.qiantumotor.com

整车控制管理系统V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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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qiantumotor.com

PART 02 核心技术

⚫ 信息娱乐系统

15.6寸真色彩触控屏幕， 1920×1080全高

清分辨率，操控更加精准；人机界面符合驾

驶习惯，便捷享受影音体验。

⚫ 远程监控系统

第一时间把行车中的故障上传至服

务器，由专业工程师远程诊断，解

决异常，保障一路顺畅前行。

⚫ 高品质内饰

甄选优质环保材料，配以真

皮仿麂皮拼接座椅， 高保

真环绕立体音场。

⚫ 定制级设计

S型波浪中控台，呼应外部型面曲线，将动

感蔓延至车内。更大视野的中控大屏和悬浮

式液晶仪表盘，带来十足科技驾趣。

人机交互及其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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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3 前途汽车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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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沸腾，不放过每一寸激情

PART 03  首发车型前途K50

www.qiantumotor.com

集合前途汽车核心技术全力打造

27



车身采用全铝合金框架式结构，极大程度

的降低了车身重量。

其80%的车身框架均采用高强度挤压铝合

金型材工艺，有效保证了产品的制造精度，

同时降低了产品制造成本。

车身外覆盖件全部为碳纤维面板，将轻量

化做到极致。

纯电驾趣，轻快感受

www.qiantumotor.com

PART 03  首发车型前途K50 集合前途汽车核心技术全力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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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能者更能

为保证车辆在各种复杂使用工况

下的可靠性、安全性、经济性，

车辆采用了全新整车控制管理系

统（VCU），对电驱动系统、可

充电能源系统（RESS）、充电

系统等进行统筹能量管理。

www.qiantumotor.com

PART 03  首发车型前途K50 集合前途汽车核心技术全力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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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3  小型乘用概念车前途K20

再无拘束 极客年华

年轻趣行，极致自由。全新轻量化紧凑型跑车K20 Concept，与年轻的你一起极致个性，追逐激情。

为年轻群体打造的灵动型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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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3  中大型乘用概念车前途Concept 1

天生钟爱驾趣 兼蓄无限未来

全新四座中型轿跑概念车Concept 1，设置舒适、运动、Boost三种驾驶模式，以高调设计、高级品位，

定义无限可能。

无限设计无限轿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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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4 前途未来规划

www.qiantumo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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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产品平台

PART 04 前途未来规划

前途汽车将以“驾趣”为核心开发理念，基于小型乘用车、中大型乘用车、高性能运动跑车三大产品平台，构建覆盖城市、近郊交通圈，

同时满足1-2人、3-4人、5-7人使用需求的全出行场景纯电动产品家族，为目标用户提供驾驶乐趣、驾乘乐趣和出行乐趣。

构建全出行场景产品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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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体验店为创造者赋能

• 智趣：立足思想前沿、科技智能、艺术设计、驾驶乐趣等多元化体验

• 思享：分享新想法和新生活方式，产生更多维的思想交流

• 空间：拥有品牌展示、艺术展示、生活美学等多情景全新空间

• 2018年，前途汽车将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苏州开设5家体验店

• 前途驿是前途汽车的品牌名片和新兴的城市文化地标，集中体现了前途汽车

与“时代先行者”同行的品牌理念，是时代进取者的智趣思享空间。

• 通过前途汽车品牌展示区、会员活动区等场景板块，提供产品展示、电动车

文化展示、艺术策展、主题书店、咖啡和多功能活动空间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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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线城市为中心，实现全国性战略布局

PART 04 前途未来规划

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苏州除建立品牌名片式的体

验店之外，销售直营店以及产品服务中心也会相应配套，

覆盖京津冀地区、华东地区、华南、珠三角及西南地区。

销售及售后服务网络建设

依据销售目标及产品上市进度，分阶段推进渠道建设，逐步完

善网络布局，扩大覆盖范围，为销售目标达成提供渠道保障。

• 第一阶段：完成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苏州5个直营店；

• 第二阶段：持续完善网络布局，提升网络渠道覆盖率，实现

24个重点市场及省会城市全覆盖；

• 第三阶段：主要新能源汽车市场全覆盖提升渠道密度，缩小

销售服务半径。

www.qiantumotor.com

未来前途触手可及

北京

广州

成都
苏州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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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5 加入前途

www.qiantumo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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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汽车售后服务工作

PART 04 前途未来规划

前途汽车将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苏州除建立五家

直营服务中心，并将以此为源点放射全国。现在为了加速

前途汽车建设，特开放如下岗位招聘实习生。

客户顾问

车辆维修技师

钣金技师

喷漆技师

配件专员

前途汽车从人才培养、人才储备出发，在实习期间服务中心会
根据需求进行轮岗实习，定向培养并开展专项培训。打造出一
只优秀的售后团队，并以散发向全国的售后服务。

www.qiantumotor.com

加入前途汽车

北京

广州

成都
苏州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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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正以后

PART 04 前途未来规划

基本工资：4000元

绩效：根据工时决定

www.qiantumotor.com

薪酬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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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期

基本工资：1500元

绩效工资：800元

房补：800元

饭补：460元

共计：3560元



客户顾问

PART 04 前途未来规划

www.qiantumotor.com

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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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客户顾问 资深客户顾问 前台主管

技师实习技师 资深技师 技术主管

配件专员实习配件专员 资深配件专员 配件主管

服务经理

大区经理

技术支持经理

配件经理

前途汽车为员工提供了足够的发展空间，大家可以在店内

以及总部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除此以为，也可以向

销售等其他岗位转岗。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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