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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车辆：XEL进取优雅版车型，佛罗伦萨红，配备选装功能（视市场而有所不同） 
XELˏ豪华运动版车型， 火焰蓝， 配备选装功能（视市场而有所不同）   

车型规格、配件及提供情况因市场而异。详情请与捷豹当地经销商核实。

捷豹XEL

豪华运动轿车
要制作一款具备跑车驾驶乐趣的四门轿车，绝非易事。但是，经过重新定义的XEL完全符合这一标准。启发于
高性能跑车F-TYPE，XEL处处彰显进化、创造和科技。它不仅体现了捷豹享有盛誉的一切特征：别具一格的
设计美感，撩拨感官的驾控体验，人车合一的前瞻科技以及严苛考究的制造哲学，还通过内外饰全面换代，材料
全面革新，科技全面升级，让XEL成为内外兼修、全面进化的豪华运动轿车。

STYLISH 
别具一格的设计美感

SPORTY 
撩拨感官的驾控体验

SMART 
人车合一的前瞻科技

YOUR XEL 
选择您的X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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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ISH 别具一格的设计美感

静俟仍如疾风
像所有的捷豹轿车一样，XEL天生夺目迷人。优雅运动的车身线条，全新
保险杠和前格栅，J-Blade豹锋眼LED前大灯与流水式转向尾灯相互呼应，
运动优雅气质不彰自显。令人一见倾心，驾驭渴望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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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ISH 别具一格的设计美感

乐享游艇式座舱
当您入座游艇式环抱座舱，犹如置身跑车之中，带来燃情驾驭。
车内的真皮多功能方向盘与温莎真皮座椅*简而不凡，手工双针
缝线工艺鲜明可见细节，蕴藏匠心，领衔优雅不凡的豪华
驾驭之旅。

*XEL豪华运动版标配，其他车型选配。

“真皮”材质是由真皮及合成皮革组成，不同材质的真皮和合成皮革的组成比例和包裹
范围有差别，具体情况以中国实际上市产品为准。如对皮质组成比例和包裹范围有疑问
请咨询捷豹授权经销商。 | 9





全新的游艇式环抱座舱带来与众不同的舒适感，凸起的中心控制
台增加了运动感。一切以您为中心，凭借匠心独蕴的设计，运动
换挡系统、捷豹驾驶控制系统和双屏尊享触控系统*，三大系统
合而为一，足以与您心意相通。当您落座并按下启动键，一场非凡
的驾驶正式开始。

*XEL科技运动版和豪华运动版车型标配，其他车型选配。 | 11





STYLISH 别具一格的设计美感

有容有量  随手称心
座舱周围的多个小件储藏空间可以收纳您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如智能手机、太
阳镜或瓶装水。侧面储物空间也很适合收纳您的文件和便签，用起来十分
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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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Y 撩拨感官的驾控体验

点燃您的运动天性
一台强大的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犹如每辆XEL跳动的心脏。 
捷豹INGENIUM英杰力汽油发动机，广泛使用低摩擦力滚针轴承，为您带来精妙、高
效和心驰神往的驾驶体验。



SPORTY 撩拨感官的驾控体验

今天您想如何驾驭？
在开阔道路上驾驶捷豹XEL，让您纵情驾驭，尽享酣畅的体验。
您会发现，驾驶真的让人振奋激昂。这款车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它
让您感到超乎寻常的运动。捷豹已经开创了一系列高级技术，
可以让您随心切换驾驶模式和享受向往的驾驶体验。



全系标配的可调动态模式可对驾驶特性进行单独配置，以契合您的驾驶偏好。
通过可调动态模式，您可以单独调整转向力度、换挡时机和油门响应。

独特的捷豹驾驶控制系统，为您提供标准、经济、动态和雨雪等模式。模式
切换后，车辆会自动调整转向灵敏度、油门反应和变速箱换挡时机，让驾驶
充满乐趣。

可选装的自适应动态系统*通过监控车轮位置和车身运动，带来动态精准和
灵活舒适的驾驶体验。此系统持续地分析加速、转向、节气门和制动踏板的
活动，它的电控减震器以每秒100次的调整速度优化悬架设置，时刻保持车
身动态在舒适、精致与灵敏之间的出色平衡。

*XEL青春运动版和豪华运动版不可选，其他车型作为选装套件的一部分提供。 | 17





SPORTY 撩拨感官的驾控体验

为激情而生
捷豹XEL将捷豹独特的外观设计与出色的操控性能巧妙结合。

铝制双叉臂前悬架实现了跑车级的操控性与超强的抓地性，集成式多连杆后悬架在保持敏锐、
迅捷的操控体验的同时，实现了舒适、奢华的乘坐感受。当您挥洒激情的时候，也能尽享驾乘
的舒适。

XEL采用了扭矩矢量分配系统，它通过控制内侧车轮的制动来减小接近极限的转向不足，使
车辆保持响应灵敏、控制自如的弯道通过能力。

底盘动力

图1. 最大限度减少转向不足。

图2. 持续提供动力，维持外侧驱动轮速度恒定。

图3. 扭矩矢量分配系统独立地施加制动压力，减
缓内侧前后轮。

展示车辆：XEL豪华运动版车型，火焰蓝，配备选装配置（视市场而有所不同）

图3

图2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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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人车合一的前瞻科技

生活随行
告别无休止的菜单，告别繁琐的指令。InControl!OS!2.0系统1作为捷豹触动人
心的车载信息娱乐系统，设计简约且操作直观，您只需触摸一两次按键，即可
完成80%的日常操作。

实时导航2、Wi-Fi热点及数据流量，在线应用服务及数据流量等一系列车载互
联科技，操作直观，让外部世界在您的指尖绽放，乐享愉悦的驾驶体验。

1初始期限结束后，您需要按照捷豹授权经销商的建议，续订联网导航功能。 
2XEL青春运动版车型选配，其他车型标配。
驾驶员应在确保行车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所有车载功能。驾驶员必须始终保持对车辆的完全控制。

展示车辆：XEL豪华运动版车型，火焰蓝，配备选装配置（视市场而有所不同） | 21





双屏尊享触控系统1配备10英寸上屏和5.5英寸空调控制屏。
您可以在查看信息的同时，使用其他功能，提高系统使用灵
活性和效率。例如，您可以在中控屏使用车载导航系统，同
时在下方屏幕展示空调信息。还可通过多功能动态
旋钮直接操控和设置座舱及座椅温度。

12.3英寸交互式数字仪表2，将确保您能畅享娱乐、掌握信
息并与世界畅通互联。您可接收并显示驾驶信息和娱乐功
能，包括导航、电话和多媒体信息等。

平视显示系统3，可以将车速、挡位和导航方向等关键车辆
数据清晰地投射到风挡玻璃上，方便您查看的同时，仍能
让您持续关注前方路况，避免分心驾驶。

"XEL科技运动版和豪华运动版标配，青春运动版不可选，其他车型作为选装套
件的一部分提供。 
#XEL青春运动版车型不可选，其他车型标配。 
$XEL青春运动版和豪华运动版不可选，其他车型作为选装套件的一部分提供。

驾驶者应仅在首先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才能使用所有车载功能。驾驶者必须确
保始终全面掌控车辆。

展示内饰：XEL豪华运动版车，火星红色豪华温莎真皮座椅， 
浅牡蛎色Morzine顶篷，配备选配功能（视市场而有所不同） | 23



SMART 人车合一的前瞻科技

见或不见  不离视线
不同于标配的车内后视镜，捷豹XEL选配的高清超广角流媒体内后视镜*可越过一些阻挡后视镜视野的情况，比如后排有乘客。该配置通过
在车辆尾部上方加装的一个摄像头，将拍得的视频信息显示在车内后视镜内嵌的显示屏上，为您提供更开阔、更出色的后方视野。

*XEL青春运动版和豪华运动版不可选，其他车型作为选装套件的一部分提供。佩戴变焦或双焦眼镜的驾驶者，在将车内后视镜调整到数字模式时有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不过，正常后视镜模
式随时可用，无须烦忧。



SMART 人车合一的前瞻科技

全方位驾驶辅助
为了应对城市交通或高速公路行驶，增强您和乘客的人身安全保障，捷豹XEL为您提供多种搭载创新技术的驾
驶辅助配置。

定速巡航和限速器功能*帮助驾驶者保持预设车速行驶，使得车辆在整个行驶过程中不会超速。

驾驶员疲劳监测功能，实时监测驾驶员疲劳度，并在第一时间发出休息提醒。

倒车影像功能，可大大改善您倒车时的视野。

前后泊车雷达，让您在狭窄的空间内也能信心十足地操控车辆。

车道保持辅助，在检测到车辆意外偏离车道时，会向方向盘施加校正扭矩，从而引导车辆重回车道中间行驶。

*XEL豪华运动版标配自适应巡航控制，其他车型标配定速巡航和限速器。

展示车辆：XEL豪华运动版车型，火焰蓝，配备了选配功能（视市场而所有不同） | 25



SMART 人车合一的前瞻科技

媒体连接
通过InControl 远程遥控APP*，您可使用数据连接功能，该功能可以让您与您的XEL
轻松互动：从油量到门窗状态、远程查看汽车数据、提前设置适宜的车内温度、在车满
为患的停车场快速找到您的XEL。

智能手机套件最适合手机屏幕共享，通过XEL的中控屏操控互动APP。它能够帮助您
在驾驶时与您的智能手机保持联系。

实时导航功能1是选配的导航系统，可以使您持续享受连贯的导航体验，同时使您的行程
更轻松惬意。

您可以规划路线，并与朋友分享您的预计到达时间、查看到目的地的交通情况、获取
旅游提示并在周围地区寻找感兴趣的地方。

*XEL青春运动版选配，其他车型标配。

InControl 智能驭领系统的各功能、可选项及其供应情况均取决于市场，敬请垂询当地捷豹授权经销商，了解其在当地的
供应情况和完整条款。关于InControl 智能驭领系统的信息和图像显示（包括屏幕或操作序列）受软件更新、版本控制和
其他系统的影响，根据您所选功能选项的不同，视觉效果也会有所不同。不保证在所有位置均有移动网络连接信号。需要
从Apple Store下载InControl 智能驭领 高级远程遥控。

驾驶者应仅在首先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才能使用所有车载功能。驾驶者必须确保始终掌控车辆。

展示车辆：XEL豪华运动版车型，配备选装配置（视市场而有所不同）



在行程中，保持畅通互联对您至关重要。InControl!OS!2.0系统的互联网套件1，您可以直接通过XEL车载扬声器欣赏喜欢
的音乐，畅享多种应用程序提供的音频资源。如果配备数据流量套餐，乘客还可以充分体验“Wi-Fi热点及数据流量”功能2，
尽情享受流媒体娱乐服务。无论是浏览社交媒体、玩在线游戏还是观看电影，所有乘客都能乐享其“程”。

1XEL青春运动版选配，其他车型标配。
数据流量前三年免费订购，后续请根据当地捷豹授权经销商的建议进行续订。! 
2XEL青春运动版选配，其他车型标配。公平使用原则适用。InControl!OS!2.0系统的功能、选项及其可用性仍视具体市场而定，请垂询当地捷豹授权经销商了解其可用性和完整

条款。 我们不保证在所有位置均有移动连接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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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人车合一的前瞻科技

MERIDIAN™ 音响系统
我们不是简单地说提高音量，更多的是管理音场；通过使用先进的声学技术与精准
定位扬声器的组合来增强音乐的深度、清晰度和逼真度，创造一个非常适合捷豹座
舱的听觉平台。因此，无论您坐在装有MERIDIAN™音响系统的车中何处——主驾、
副驾还是后座，您都会得到同样不可思议的体验。敲下的琴键、拨动的吉他弦、喇
叭吹响、合唱和旋律，无不显示出其声音的精准和质地，正如艺术家想要的效果。

它是贴心、令人激动的和有感染力的——无论你是在畅享开放道路的迂回曲折还是
交通高峰时被堵截在车流中，都能酣然畅享。

1
捷豹音响系统
通过6个扬声器为您打造出色音域。

2
MERIDIAN™音响系统*
该音响系统通过精心布局在车门内的10个扬声器和1个双声道低音炮，为您带来
清晰透彻的高音和深沉浑厚的低音。

*XEL豪华运动版标配，其他车型不可选。



3
MERIDIAN™环绕音响系统*
该音响系统通过精心布局在车门内的16个扬声器和1个双声道低音炮真正引人入胜、为您带来激
动人心的听觉盛宴。该系统使用Trifield™技术无缝集成，让您可以放松下来品味细节。

数字信号处理
这项技术汇聚音响系统的所有元素之力，营造身临其境般的听觉
体验，特别适合需要较大扬声器的音乐表演。

MERIDIAN™座舱声场矫正技术
MERIDIAN™座舱声场矫正技术采用先进算法，可根据捷豹XEL
座舱的实际音响效果来精准调制音响体验。

MERIDIAN™数字高频脉动成形
为了维持音乐录音的品质，该技术可将它们转换为共同的数字格
式。MERIDIAN™数字高频脉动成形技术可实现数字信号的平稳
流畅转换，从而保留了音乐表演中各种丰富细腻的细节，带给您如
同行云流水般的车内音响体验。

TRIFIELD™
MERIDIAN™独有的Trifield™技术，可将中央及环绕声道与左、
右声道充分融合，从而为驾乘者带来品质持久、音乐会般的听觉
体验。

中心声道扬声器 
为音乐附加深度和生命力——尤其是人声，听起来清脆和纯净，美轮
美奂。因此，当您听到最喜欢的歌手时，仿佛他们正在附耳歌唱。

低音炮
MERIDIAN™音响系统的双输入低音炮带来更深沉、更丰富和更
可控的低音。

*XEL青春运动版和豪华运动版不可选，其他车型选配。 | 29



SMART 人车合一的前瞻科技

安全出行  便捷驾乘
为了减轻在公路驾驶的压力，捷豹XEL配备了一整套驾驶和泊车的辅助科技功能。

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助您驾驶更胜一筹，它可以使用雷达科技自动调节车速，使您与前车保持
安全距离，并在交通拥堵时，让您平稳驻车。

碰撞预防紧急制动系统，在监测到车辆与其他车辆有正面碰撞风险时，它会立即显示前方碰撞预警，
提醒驾驶者及时采取制动措施。如果系统监测到驾驶者未及时采取有效制动措施，它会主动制动
车辆，以减轻潜在碰撞的危害。

盲点监测系统*助您有效避免碰撞。在您开始变更车道时，若系统检测到您的盲点区域有其他车
辆，就会在相应一侧的外后视镜上亮起小警示灯来提醒您。该系统还会向方向盘施加校正扭矩，
帮助您远离来车。

*XEL豪华运动版标配，其他车型不可选。

展示车辆：XEL科技运动版车型，火焰蓝，配备了选配功能（视市场而所有不同）



捷豹XEL配备的倒车广角侦测*、前后泊车雷达和倒车影像功能，帮助
您设法在狭窄的空间内进出，免去停车压力。

| 31

*XEL豪华运动版标配，其他车型不可选。



关怀备至
驾乘人员的健康和安全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XEL配备了最新的安全技术来检测危险情况，然后即刻应对，帮助您远离危险。
动态稳定控制系统（DSC）能监测捷豹XEL的动态行为并进行干预，充分提升车辆行驶的稳定性。该系统会降低发动机扭矩并对相应车轮
施加制动，通过抵消转向不足或转向过度来纠正车辆的行驶方向。

自动驻车功能（AUTO HOLD）可使车辆在等红灯或上下坡停车时自动启动四轮制动，您无需一直脚踩刹车，车子始终处于静止状态，
只需轻点油门即可解除制动。

ISOFIX和安全气囊让安全性进一步提升，后排座椅两侧各安装了两个用来固定婴儿/儿童座椅的ISOFIX接口，并配备驾驶员气囊、乘客
气囊、侧气帘、胸部气囊等全套六个安全气囊，为驾乘人员提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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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款XEL

更契合您的生活
浏览XEL车型系列，探索专属于您的性能、风格和实用性的理想组合。我们汇集了一系列规格套件，
不仅能满足您的个性需求，还能帮您扩展捷豹XEL的功能。

XEL运动版
XEL运动版将XEL的运动能力提升到了新水平—它的亮点包括专用的R-Dynamic车身套件、 R-Dynamic
标识真皮方向盘和运动真皮座椅配撞色缝线。前后保险杠都具有黑色格栅，前格栅也有哑光镀铬饰框。同
时，还采用了车身同色运动侧梁，来突显XEL动感的轿跑风范。

展示车辆：XEL豪华运动版车型，火焰蓝，配备选装功能（视市场而有所不同）
*上述信息中所提及的“真皮”材质是由真皮及合成皮革组成，不同材质的真皮和合成皮革的组成比例和包裹范围有差别，具体情况以中国实际上市产品为准。如对皮质组成比例和包裹范围有疑问请咨询
捷豹授权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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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L优雅版
从绅士优雅的前格栅和棱廓分明的引擎盖，到前卫的车身线条和与众不同的流水式转向尾灯，XEL恰如 
其分地呈现了一辆优雅、精致的豪华运动轿车应有的样子。XEL优雅版打造优雅新境，搭配全哑光镀铬格
栅与抛光铝窗饰框，精致风度，格调非凡。

展示车辆：XEL进取优雅版车型，佛罗伦萨红，配备了选配功能（视市场而所有不同）



展示车辆：XEL曜黑运动版车型，富士白，配备选装功能（视市场而有所不同）

XEL曜黑运动版
XEL曜黑运动版车身线条流畅，其配备的黑色外观套件、黑色撞色车顶、18英寸亮黑色铝合金轮毂、光亮碳
纤维内饰和光亮金属踏板，运动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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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捷豹精装附件
您可通过当地的捷豹授权经销商选购精装附件，不仅可在新购车辆时进行加装，还可在车辆使用寿命内的任一阶段加装附件。 
捷豹精装附件采用与车辆原装配置一致的严苛标准进行设计、测试和制造，品质可靠有保障。

如果想了解更多详情和查看精装附件的完整列表，请访问accessories.jaguar.com/cn/zh。 
当您在jaguar.com.cn网站配置XEL车辆时，也可选配精装附件。

由于地方税收政策，指定的选装件可能会影响车辆效率和定价。请在jaguar.com.cn网站配置或者与当地捷豹经销商确认。

展示车辆：XEL进取优雅版车型，佛罗伦萨红，配备选装功能（视市场而有所不同）



登录jaguar.com.cn，在线定制您的专属捷豹

英杰力发动机

捷豹XEL提供两种马力的英杰力汽油发动机供您选择。 
此发动机经过专门设计，更具燃油经济性，并且搭载智能启停系统。

技术参数
汽油

动力总成系统 P200 P250
变速箱 自动 自动
动力传动系统 后轮驱动 后轮驱动
最大功率（马力/转每分） 200/147 250/184
最大扭矩（牛米/转每分） 320/1,200-4,000 365/1,300-4,500
排量（cc） 1 ,997 1,997
气缸缸数/每缸气门数 4/4 4/4
气缸布局 直列 直列

性能 
0-100公里/小时加速时间（秒） 8.3 7.3
最高车速（公里/小时） 230 240

燃油经济性
城区油耗（升/百公里） 8.7 8.7
郊区油耗（升/百公里） 5.7 5.7
综合油耗（升/百公里） 6.7 6.7
油箱容积（升/百公里） 62 62

重量（千克）
整备质量（千克） 1 ,730 1,730
车辆总重（GVW）（千克） 2,180 2,180

所提供的数据为制造商官方测试的结果，符合中国法规要求。仅用于参考，不应构成您购买车辆决定的基础。CO%和燃油经济性数据可能因轮毂配置、选装的附加设备或者其他因素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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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体验 捷豹路虎冰雪驾驶学院

加入捷豹路虎冰雪驾驶学院，将您的驾驶技巧提升至新高度。瑞典阿尔耶普卢格遍布
冰冻湖泊，捷豹冰雪驾驶学院正位于其中一处。在这里，您的驾驶技巧将面临这个
星球上更严酷、更具挑战性的驾驶赛道的严峻考验。在捷豹专业驾驶教练的指导下，
您将于晶莹剔透的冰面上起舞，于令人叹为观止的弯道上漂移，这样的体验机会可谓
十分难得。在这种严苛环境下，与有着出众潜能的新款捷豹路虎来一场振奋人心的
邂逅吧。

jaguar.com/ice-academy

捷豹世界
捷豹的出众性能皆源自本能驱动，多年的创新设计与精心磨砺则成就了其不凡与精致。 
动力澎湃，灵敏操控，与优雅格调浑然天成，捷豹因此与众不同。为进一步传承与颂扬捷豹精神，我们设计了丰富多样的体验
活动、出版物和捷豹时尚精品系列。更为激动人心的是，我们甚至已通过捷豹赛车重回赛道，角逐光荣与荣耀。 
欢迎您来到性能即艺术的捷豹世界。

还有什么方式比亲自驾驶捷豹更能领略到捷豹精神的呢？捷豹体验驾驶活动，
您可以亲自驾驶捷豹系列，尽享酣畅淋漓的驾驭体验。赶快来我们的体验中心，
加入驾驶体验活动中，或者加入捷豹性能美学之旅吧。全新的感官体验，等您亲
自来发现。

jaguar.com/experience



杰出性能，前瞻科技，出众奢华，捷豹堪称设计与工艺的集大成者。SV部门则时刻
准备着将品牌享誉世界的特性提升至新境界。饰以SV徽章的捷豹荣耀车型及限量
收藏版车型，可谓是捷豹车型阵列中的上乘之作，动力、操控、驾乘体验皆表现非凡。

jaguar.com.cn/about-jaguar/special-vehicle-operations

工厂之旅 SV部门

我们的工厂之旅可以让您亲身体验一辆捷豹的诞生全过程。在屡获殊荣的工艺
背后，离不开我们技艺娴熟的技师和生产机器人之间流畅融洽的无间协作。从一
块块金属板材到最终的汽车成品，我们专业的向导将带您一一领略整个高科技
生产的流程。

jaguar.com/t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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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豹精品系列

我们新的服装和时尚精品系列，自捷豹丰富的传统、赛事经历和经典设计中汲取
灵感，且遵循捷豹以杰出性能为导向的设计风格，款款出众和别具一格，令人印
象深刻。

jaguarlandrover.tmall.com

42 |



赛扬，迅驰，英特尔，英特尔标识，英特尔凌动，英特尔酷睿，Intel Inside，Intel Inside标识，英特
尔博锐，英特尔至强融核，安腾，奔腾，以及英特尔至强是英特尔公司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拥有的
商标。

© Copyright Jaguar Land Rover Limited 2021

竭诚为您服务
我们提供一系列的专属服务和生活产品，在捷豹的世界里，车辆的购买和驾驶都轻松无忧。

售后服务
XEL的设计使其保养成本降低，这得益于车辆的智能设计和先进的润滑技术。

原装配件
捷豹原装配件的设计、测试和制造均遵循极为严苛的质量、安装和耐用性标准。
每个配件都为捷豹专门制造，以保证性能并尽可能延长使用寿命。

捷豹救援
捷豹道路救援为出现紧急情况的车辆提供救援服务，这些紧急情况包括从因故
障或事故而导致的车辆抛锚到爆胎之类的小问题。无论您在何地发生何种情况，
您都可信赖捷豹道路救援服务。

大客户业务
动感而独具格调的捷豹车辆，亦是企业个性和风格的有力表达。我们不遗余力地
提供以客户为中心的售后服务，使每辆捷豹正常运行且保持良好状态，确保他们
能以出色的性能和经济高效的方式为企业服务。
访问jaguar.com.cn/fleet-and-business了解更多信息。

捷豹金融服务
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个人或企业客户，我们都有合适的金融方案可供选择。
详细请咨询当地捷豹经销商。

保险
XEL的关键零部件可获得省时高效的保养和维修服务。为了削减维修成本，捷豹
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保险费率。如需了解捷豹令人信服的商业案例，敬请联系当地
捷豹经销商。

重要说明
手册制作于2021年Ȍ月，是对印刷当时相关车辆的总体性介绍，仅供您做初步
一般性参考，不应构成您购买车辆决定的基础。我们鼓励您在购车前仔细核验车
辆以决定是否购买。您所购买车辆的具体配置、规格以及其它技术指标排他性
以您与捷豹授权经销商签订之车辆买卖合同的条款和条件为准。本手册不构成
车辆买卖合同的组成部分。 

尽管手册中已经标明或者没有明确标明，本手册中介绍的配置或者照片中所示的
配置可能为选配。您应在购车前详细垂询捷豹授权经销商您所要购买的车辆是
否具备本宣传手册中介绍的配置或者照片中所示的配置。

颜色
印刷版和网络上的颜色仅供演示，实际供应情况请垂询当地捷豹经销商。

捷豹环境创新
捷豹致力于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性、对自然资源的使用以及废物产生量，以此
来肩负我们称之为“环境创新”的责任并推进可持续的企业发展之路。

Meridian是Meridian Audio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

AdBlue®是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erband der Automobilindustrie e. V. ，VDA）的注册商标。

蓝牙®文字商标和标识属Bluetooth SIG公司所有，捷豹路虎有限公司对此使用已获得许可。

Bluetooth®字标和徽标属Bluetooth SIG,Inc.公司所有，捷豹路虎对这些标识的使用已获许可。

iPod、iPod touch和iPad是苹果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 

导航系统的使用不得影响驾驶员的安全驾驶或路上其他行人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