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R22T 中
国

2 0 1 9
基本重量 1064 kg | 可用商载 569kg

装载3小时飞行用燃油和至少45分钟备用燃油时的机舱商载409kg

$844,623

大陆IO-550-K 315马力引擎
西锐整机降落伞系统CAPS
气囊式安全带（前排座椅）
单向油门杆
双侧杆
四个USB接口
哈策尔三叶轻型复合材料螺旋桨
高端机轮整流罩
高性能刹车系统
无内胎轮胎
内/外环境照明
表面照明灯光
遥控钥匙
Spectra翼尖照明
内置氧气系统
60/40折叠座椅 - 可乘坐5人
标配真皮内饰
防紫外线隔热窗
3年整机保修

西锐Perspective+佳明系统驾驶舱
合成视景技术（SVT）
10英寸（25.4cm）显示屏
GMA 350c全数字蓝牙音频面板
QWERTY式输入键盘
双WAAS GPS/通讯/导航无线电
引擎及燃油监控系统
ADS-B Out应答机
406 MHz应急位置发射器
数字四合一备用仪表
佳明机舱无线路由器Flight Stream 5101
佳明GFC700自动驾驶系统：
电子稳定保护系统（ESP）
双ADAHRS：空气数据/姿态航向参考系统
缺氧检查/自动下降模式
蓝色水平按钮
自动驾驶失速保护

航电系统机身及动力装置

培训
3天转机型培训套餐



西锐飞机的结冰感知及除冰保护系统使你的飞行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环境适应能力。西锐飞机的这个功能不是一个依靠加
温控制器 STC（补充型号认证）或事后处理装置进行除冰。而是一套基于 TKS 防冰的创新技术：例如，保障着陆可视性的
双风挡喷雾器，带有自动切换功能的双 TKS 防冻液储存器，以及适用于不同结冰程度的三种防冻液流速选择。最为震撼的
防除冰系统是与西锐 Perspective 佳明座舱显示系统的交联。座舱显示系统可以随时显示现存防冻液的可持续时间及可飞
行距离，以及其它所有的防除冰系统操作参数。此外，此选装还配备 Tanis 引擎预热装置，可确保飞机在严寒条件下飞行
，并最大程度延长引擎寿命 。 重量Δ：28.6 kg

SR22T套餐

西锐尊享  $37,323

西锐优势  $40,833

西锐感知  $36,153

10英寸显示屏升级为12英寸（30.5cm）显示屏，屏幕面积增加35%，情境感知体验更为震撼。杰普逊电子图表Chart-
View和随套装附送的一年导航数据订阅帮助你在进近或身处机场时清楚地了解自己所处的位置。使用地面导航Surface-
Watch2监控你的飞机位置，通过向身处机场航站环境的飞行员发出视觉和声音告警实现增强的情境感知。
重量Δ：1.4 kg

Carbon、铂金和Rhodium设计套装让你无论飞往何处均能获得舒适而超炫的飞行体验。高端真皮加固座椅则为您实现最大程
度的舒适享受，同时以亮丽的外观设计彰显您的独特个性。

GTS套装为SR22T的旗舰套装。以更高的性价比囊括特装飞机的所有配置：西锐尊享；西锐感知；西锐优势；
已知结冰区飞行防护设备；Carbon/铂金/Rhodium外观升级；以及GTS炫目徽标。GTS卓然树立了奢华、技
术和性能典范。

GTS 重量: 1103 kg                                                                                                           $1,055,223

GTS 无防冰版 重量: 1110 kg                                                                                        $1,020,123
(以空调取代FIKI)

FIKI: 已知结冰区飞行防护设备  $70,083

作为西锐SR系列机型的必备功能，偏航阻尼器可以减少爬升时的工作量并实现真正的三轴自动驾驶功能，让飞行员和乘客
享受更加舒适的飞行。强化视景系统（EVS）使用红外线成像技术呈现肉眼所无法看见的画面，让飞行员即使是在夜晚和低
能见度情况下飞行也能通过多功能显示屏幕知晓云高、积云、周边地形、跑道障碍、滑行道和地面标记等情况。
重量Δ：2.7 kg

轻松掌握全局。实时交通信息可盘查附近装有应答机的飞机，实现周边360度全方位探测和感知并在出现潜在交通警报时发
出可视的以及类似塔台的音频警报。近地警告系统（eTAWS）2是一种TAWS-B地形警告系统。它可基于飞行路径，提供预
测地形避让引导。如前方出现地形变化，会提前发出目视及音频警告。重量Δ：6.8 kg

CARBON / 铂金/ RHODIUM外观升级  $40,833

铂金至尊升级版设计遵从传统、优雅
及豪华风格。流线型设计及古朴的外
涂装套色使其更显突出。镍制通风
口、抛光整流罩和净色真皮座椅为新
款西锐飞机塑造完美触感，使其别致
外观更显亮丽。

永恒而精致，Rhodium外观个性升
级版是现代奢华与极简主义的完美融
合。从这三款金属色调中任选一款，
极尽彰显独到永恒色彩。镍制通风
口、抛光整流罩和净色真皮座椅为新
款西锐飞机塑造完美触感，与其亮丽
外观交相呼应。

Carbon外观运动升级版飞机采用运
动轿跑的传奇设计，运用全新重色调
使其成为停机坪上的一大亮点。墨黑
色通风口、碳纤维仪表板和双色高级
真皮座椅等内饰细节则进一步提升了
飞机的外观质感。

CARBON

外观升级 | 动感十足  
PLATINUM

铂金外观升级 | 王者独尊   
RHODIUM

外观升级 | 独具自我 



附加选项

空调系统  $34,983

西锐原装的空调系统让旅途倍感凉爽舒适。
重量Δ：24.9 kg

西锐全球连接  $18,6032

通过Iridium通讯整合的全球气象信息、卫星电话和文字信息，
并传输至机载耳机上，确保整个飞行期间通讯畅通。
重量Δ：2.7 kg

TANIS 航电与发动机预热系统  $2,913

确保您的飞机在严寒条件下按时飞行，并最大程度延长引 
擎寿命。同时包含经过认证的结冰感知及除冰保护系统
重量Δ：1.8 kg

DME: 测距仪  $15,093
重量Δ：1.8 kg

ADF: 自动定向仪  $10,413
重量Δ：4.1 kg

闪电探测  $15,093

感知所有大气对流活动，提供即时的闪电信息，增强气象预警。
重量 Δ: 2.7 kg

保修

$25,623

升级至第四及第五年整机保修

通过增加两年的商保期，西锐将提供业内史无先例的五年整机保
修。该服务为世界上最理想的飞机提供了最完善的承诺。

XI私人订制——任性艺术 彰显真我

西锐飞机享有源自众多拥有者对其质量和性
能的最高盛誉，同时也荣享全球同类飞机的
销冠宝座。而Xi私人订制则将体验进一步升
华：让我们一起绘制只属于您自己的梦想！

为让你的云端西锐与众不同，西锐Xi设计
团队将一对一地度身打造您的专属飞机。材

质、色彩、设计图案均任您选择，实现您的理想构型。选择
Xi，飞机艺术由您做主。

整体Xi私人订制     

外观Xi私人订制       

内饰Xi私人订制

$87,633 3

$52,533 3

$58,383 3

3天转机型培训套餐

5天西锐标准飞行教员套餐 

更多培训/交付方案

$3,393 4

$4,563 4

交付套餐
按地区报价

1需可兼容的设备和软件，可能需要另外定制。2需另外定制。3GTS版升级。4价格不含飞机租赁。



1517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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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O-550-K Turbochar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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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不确保规格、重量、介绍、颜色、设备清单、选材和型号编号的真实准确。实际可用商载将根据飞机安装的选项有所差异。制定飞行计划 时需始终咨
询具体飞机重量和平衡。此宣传册所包含的具体型号或其他产品的照片可能包含选装设备或非标配项目。这些项目如可供选择，可能需另外收 费。个别项
目可能需另外由第三方采购。任何描述和介绍请仅以实际与西锐设计公司签订的合同为准。涉及的西锐商标由西锐工业公司或其子公司所有。 其他所有品
牌、产品名称、商标和服务标记则由其各自所有人所有。2018 西锐设计公司（西锐飞机）保留所有权力。
更多关于西锐及其产品的相关信息，请访问 cirrusaircraft.com。联系：Ben Kowalski，市场营销和宣传副总裁 +1.865.724.1953

咨询请致电: 美国 +1 218.529.7292 中国：+86 1390.1212.889 (蒋力) 联系邮箱: CHINA@CIRRUSAIRCRAFT.COM 或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