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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设计 驾驭科技 全地形能力 卓越性能 精妙多功能 个性定制 路虎的世界

自1947年第一辆路虎问世以来，我们就矢志不渝地致力于设计和制造能够挑战更多可能性的车型。与此同时，我们的开
发成果也驱动着每一位路虎车主去探索未历疆域，去征服奇险异境。路虎汽车传承品牌典范，也承载着设计师和工程师的
信念与价值观。秉承标志性的英伦设计元素，我们专注打造运筹帷幄的实力强大的车型。这正是我们为何能够不断开天 
辟地，突破传统并启发彼此探索更远的关键所在。无论面对何种地形，我们始终伴您左右挑战自我、探索未来并不断超越， 
阅历人生坦途。Above and 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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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设计
路虎揽胜极光L，自信设计彰显不凡。加大的上格栅承袭极光风格，展现路虎揽胜家族血统。StarLite高级灰外观饰件更凸显 
出座驾的别致气度。隐藏式后雨刮器的设计，体现超前的极简理念，兼顾实用与安全性能。悬浮车顶搭配隐藏式车门把手以 
及20英寸轮毂，演绎揽胜极光L与众不同的轿跑轮廓，同时彰显了路虎揽胜家族的设计理念。

展示车辆为路虎揽胜极光L首发版车型，贝尔维亚绿。

打造您的专属路虎座驾

https://lrdx.config.jaguarlandrover.cn/lr2/r/model/_/zh_cn/l551_k21/495g7?_ga=2.268129991.835183060.1642432649-313966113.1633690453&utm_medium=cta&utm_source=ebrochure&utm_campaign=l551my22-buildyourow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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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风尚
路虎揽胜极光L搭载带标志性日间行车灯*(DRL)的LED大灯，前后大灯设计科技感十足。流水式动态转向灯能帮助其他驾驶
者及时判断您的行进方向，柔美的高级灰尾灯勾勒出后部车身，实用之余，更点亮了揽胜极光L独特的细节质感，与中国
市场独有的StarLite高级灰外观饰件相互辉映。

*所示的选项具有关联功能。
展示车辆为路虎揽胜极光L首发版车型，贝尔维亚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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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饰设计
揽胜极光L的宽敞内饰承袭了路虎揽胜家族设计。简约内饰和凝练线条勾勒出高雅的座舱环境，搭配豪华温莎打孔真皮方向盘， 
升级驾驶体验。匠心选用高档内饰材料，提升内部氛围，助您打造专属心仪座驾。

所示为路虎揽胜极光L首发版车型的内饰设计，搭配浅牡蛎色/黑檀木色打孔Luxtec座椅。

打造您的专属路虎座驾

https://lrdx.config.jaguarlandrover.cn/lr2/r/model/_/zh_cn/l551_k21/495g7?_ga=2.268129991.835183060.1642432649-313966113.1633690453&utm_medium=cta&utm_source=ebrochure&utm_campaign=l551my22-buildyourow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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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为路虎揽胜极光L首发版车型的内饰设计，搭配浅牡蛎色/黑檀木色打孔皮革座椅。

内外相互辉映
迎接自然光线，为您的路虎揽胜极光L增添灵动空间感。滑动可开启式全
景天窗， 让您畅意享受车外风情，轻触按钮皆可实现。

打造您的专属路虎座驾

https://lrdx.config.jaguarlandrover.cn/lr2/r/model/_/zh_cn/l551_k21/495g7?_ga=2.268129991.835183060.1642432649-313966113.1633690453&utm_medium=cta&utm_source=ebrochure&utm_campaign=l551my22-buildyourow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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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个性化内饰
提供皮革面料或温莎真皮，以及撞色或互补色配色选择。这些材料秉承可持续原则溯源，而且舒适透气，
提升了整个内饰空间的舒适度和精致感。长轴距版车型为后排乘客营造陆上宁静港湾，电动椅背调节、 
飞翼式头枕和增厚靠背带来更加舒适的乘坐体验。此外，腿部空间加长125毫米，令乘客尽享轻松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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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驭科技
化繁为简，简而不凡
快速找到您所需要的功能，不迷失在繁杂的菜单、屏幕和隐藏功能中。路虎揽胜 
极光L的InControl OS 2.0信息娱乐系统*搭载双10.2英寸高清触摸屏，操作界面简 
单直观。只需轻触主页屏幕至多两次，即可完成90%以上的常用操作。车载人工 
智能技术提供自主学习导航系统等丰富功能。

*订购服务，可根据路虎授权经销商的建议，在初始期限结束后，延长续订联网导航功能。
该车型全面兼容Apple  CarPlay。Apple  CarPlay提供的服务视您所在的国家/地区而定，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apple.com.cn/ios/carplay/
驾驶者应在确保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才能使用所有车载功能。驾驶者必须确保对车辆的全面驾驭。
InControl OS 2.0信息娱乐系统和InControl 智能驭领 系统的各项功能、可选项、第三方服务及其供应情况均视具
体市场而定，敬请咨询当地路虎授权经销商，了解当地的供应情况和完整条款。移动网络信号源以当地信号源为
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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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效变更
的影响，根据您所选的功能选项也会有所不同。

https://www.apple.com.cn/ios/car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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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ntrol 智能驭领 远程遥控功能包含订购服务，可在路虎授权经销商建议的初始期限结束后续订。需要从
Apple App Store/Google Play Store下载InControl OS 2.0高级远程遥控应用。
驾驶员应仅在确保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才能使用所有车载功能。驾驶者必须确保对车辆的全面驾驭。
InControl OS 2.0信息娱乐系统和InControl 智能驭领 系统的各项功能、可选项、第三方服务及其供应情况均视具体
市场而定，敬请咨询当地路虎授权经销商，了解当地的供应情况和完整条款。移动网络信号源以当地信号源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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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效变更的影
响，根据您所选的功能选项也会有所不同。

智享随心，尽在掌握
标配12.3英寸全液晶虚拟仪表盘，为您显示所需信息。选装的第二代高清全彩抬
头显示系统将导航图等关键车辆数据投射到风挡玻璃上，一“幕”了然，助您安
全驾驶。智能重新规划路线功能可以制定适宜路线、实时查找可用泊位、比较燃
油价格、搜索咖啡馆位置、更新路况信息。搭配路虎远程遥控*，更可时刻尊享
路虎揽胜极光L智能用车体验。预设导航、确认车辆位置、检查燃油油位并设置
车内温度，一切尽在掌握。选配的智能钥匙手环可以替代常规钥匙对车辆进行控
制，让您的户外运动时可以“轻装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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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根据公平使用原则使用该功能。标配1年订购期，可根据路虎授权经销商的建议在初始期限结束后进行续订。  
2请根据公平使用原则使用该功能。如果20GB数据流量在一个月内用完，则该月剩余时间内车上的数据传输速度和
功能可能会受限。如需详细了解这个功能的公平使用原则，请参阅InControl Pivi Pro条款，网址为landrover.com/
pivi-pro-terms。播放时长取决于流媒体供应商的视频规格和具体视频内容的清晰度。播放高清视频会大幅增加数
据使用量。驾驶员应仅在确保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才能使用所有车载功能。驾驶者必须确保对车辆的全面驾驭。 
InControl OS  2.0信息娱乐系统和InControl 智能驭领 系统的各项功能、可选项、第三方服务及其供应情况均视 
具体市场而定，敬请咨询当地路虎授权经销商，了解当地的供应情况和完整条款。移动网络信号源以当地信号源 
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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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效
变更的影响，根据您所选的功能选项也会有所不同。

畅通互联，尽享娱乐
路虎深知，在行程中保持畅通互联对您至关重要。通过带数据套餐的InControl 
OS 2.0 信息娱乐系统 互联网套件1，您可以通过路虎揽胜极光L的扬声器，欣赏来自多
方服务的音乐。随行乘客还可以充分体验“利用数据套餐实现选配Wi-Fi畅联”方案2 

带来的便捷。凭借每个月多达20GB的数据流量，一路畅享流媒体娱乐服务。浏览社交
媒体、畅玩在线游戏、观看电影......所有乘客都能乐享其“程”。

https://lrdx.config.jaguarlandrover.cn/lr2/r/model/_/zh_cn/l551_k21/495g7?_ga=2.268129991.835183060.1642432649-313966113.1633690453&utm_medium=cta&utm_source=ebrochure&utm_campaign=l551my22-buildyourow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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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连接，时刻焕新
让生活更加畅通互联，远离烦扰。无论您身在何处，软件更新时刻确保信息娱乐功能和控制模块轻松焕新。承袭强大智能
设计，您的路虎揽胜极光L将在您不觉间不断优化，自动化功能随时随地懂您所需。选配的无线充电2设备带有手机信号增强
功能1，无需使用充电线或充电底座即可为兼容的智能手机充电，让车内空间保持整洁。借助车辆天线，您在车内可以获得
更好的手机信号，享受更清晰的通话体验。

1依车型而定。所示选项具有关联功能。仅限兼容的智能手机。 2无线充电为选装套件“科技控（智能科技包）”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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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音响系统
扬声器、声道放大器、音频均衡器和动态音量控制器相互结合，为您带来纯净
通透的音质享受，让您所喜爱的音乐都如同天籁般呈现。

2.  MERIDIAN™豪华音响系统
精心布置的扬声器和双声道低音炮，为您呈现音色饱满、解析细腻、层次
分明的乐音，天籁之音近在咫尺。

3.  MERIDIAN™豪华环绕音响系统
Trifield™技术无缝集成侧置、前置和后置扬声器，让所有乘员尽享身临其
境般的饱满通透音质。闭上眼睛，便仿佛置身于音乐会现场。

纯净音质，天籁之声
凭借先进声学技术和巧妙布设的扬声器，Meridian™豪华音响系统能够通过管理车内声场，强化音乐的深度、清晰度和保真度， 
营造声临其境之感。无论坐在车内何处，都能聆听到如同现场音乐会般饱满通透的音效。钢琴的每次落键、吉他的每次拨弦、 
号的每次鸣响、每段副歌和旋律，都能如艺术家预期的那样，精准而还原地呈现。无论在户外激情越野时，还是通勤高峰
拥堵时，都有扣人心弦的震撼乐声与您亲密相伴。

6个扬声器 12个扬声器，1个低音炮，400瓦功放功率 14个扬声器，1个低音炮，650瓦功放功率

Meridian™是Meridian  Audio  Ltd.的注册商标。Trifield和“三声场”徽标是Trifield  Productions  Ltd.的注册商标。 
音响配置及其供应情况可能因车辆技术规格和市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配图表示坐在车辆右侧的乘客所感知的音源方位。

了解MERIDIAN™

https://www.landrover.com.cn/meridian-sound-systems/index.html?utm_medium=cta&utm_source=ebrochure&utm_campaign=l551my22-exploremeridia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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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地形能力
卓越功能科技是每辆路虎的核心所在，路虎揽胜极光L也不例外。独特的减震器校正吸收地面冲击和振动，带来卓越的驾乘
舒适感。四轮驱动(AWD)让您无论行驶在公路上还是各种复杂的全地形路面上，都能自信驾驭。在草地、雪地等湿滑路面
上行驶时，四驱系统可平衡前后轮之间的扭矩分配，从而使车辆获得理想的牵引力。在前轮或后轮完全失去阻力的情况下， 
系统甚至可将全部的发动机扭矩分配至有牵引力的驱动轴，从而获得更佳的抓地力。

展示车辆为路虎揽胜极光L首发版车型，贝尔维亚绿。

打造您的专属路虎座驾

https://lrdx.config.jaguarlandrover.cn/lr2/r/model/_/zh_cn/l551_k21/495g7?_ga=2.268129991.835183060.1642432649-313966113.1633690453&utm_medium=cta&utm_source=ebrochure&utm_campaign=l551my22-buildyourown-5


非凡设计 驾驭科技 全地形能力 卓越性能 精妙多功能 个性定制 路虎的世界全地形能力

日常全地形能力
Terrain Response®第二代智能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提供五种地形选项，可根据
不同路况及时调整优化车辆设置，配合全地形进程控制系统，您可以在恶劣天气
条件下设置行驶速度，稳定保持在1.8公里/小时至30公里/小时之间。无论是淤
泥、湿草、冰雪和泥土路段，都能助您无畏前行。多个强大系统协同运作，让您
的车辆无惧恶劣环境。

展示车辆为路虎揽胜极光L 奢享版车型，首尔珍珠银，配备选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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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越野，畅意驾乘
配备3D全方位车身影像系统1，带全地形“透视”技术，全地形“透视”技术2让您可“透视”发动机舱盖观察路面情况，
低速行驶时导航灯将照亮地面，引导您安全驶入狭窄泊位。

1所示的选项具有关联功能。 2影像画面不可代替现实路况。务必谨慎观察周边环境，确保安全。受当地法律法规制约。请在获得全面许可的私人场地上尝试越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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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性能
电动技术让路虎汽车驶入了激动人心的崭新纪元。路虎揽胜极光L P300e插电式混合动力版车型*配备一台1.5升汽油发动机 
和一台电动机，能够提供309马力的总输出功率。其中，电动机既可以与传统发动机一并使用，为汽车提供强劲动力，也可 
在选择纯电动(EV)模式时独当一面，单独为揽胜提供精锐动力。15.5千瓦大容量电池充满电后，在纯电动模式下，其续航里 
程足以胜任大多数短途通勤。

*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数据，系采用量产车在标准路况上行驶时测得。车辆的实际续航里程会因车辆状况、电池状况、实际路况、环境以及个人驾驶风格等因素而有所不同。
展示车辆为路虎揽胜极光L P300e插电式混合动力豪华版车型，富士白，配备选装功能。

打造您的专属路虎座驾

https://lrdx.config.jaguarlandrover.cn/lr2/r/model/_/zh_cn/l551_k21/495g7?_ga=2.268129991.835183060.1642432649-313966113.1633690453&utm_medium=cta&utm_source=ebrochure&utm_campaign=l551my22-buildyourown-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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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度混合动力汽车(MHEV)
路虎揽胜极光L搭载MHEV轻度混合动力技术，利用电池收集并存储车辆减速时
通常会损耗的能量，并对其进行巧妙的回收利用，提供高效动力。路虎揽胜极光
L还配备升级的智能启停系统，在车辆减速制动过程中使发动机自动熄火，回收
更多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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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功能的配置受当地法律法规制约。如果佩戴双焦或变焦眼镜的驾驶员在使用高清数字后视镜影像时难以正确对焦，可以随时恢复到后视镜模。  
2所示的选项具有关联功能。

精妙多功能
无阻视野
每时每刻，轻松掌控。无论后排座椅是否有乘客，行李厢内是否放置了高大物品，高清超广角流媒体内后视镜1都能为
您提供一览无遗的后方视野，助您从容驾驶。

3D全方位车身影像系统2更可扩展您的视界。全新3D外部视角配合360°车辆俯瞰视图，让泊车操控一气呵成。

打造您的专属路虎座驾

https://lrdx.config.jaguarlandrover.cn/lr2/r/model/_/zh_cn/l551_k21/495g7?_ga=2.268129991.835183060.1642432649-313966113.1633690453&utm_medium=cta&utm_source=ebrochure&utm_campaign=l551my22-buildyourown-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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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宜人的车舱环境
开启PURIFY（净化）按钮后，精心设计的滤网便会吸附来自外部空气的PM2.5等细微颗粒，以及灰尘和花粉等过敏原。 
座舱空气净化器可在一分钟内消除95%的PM2.5颗粒，并实时监测和显示PM2.5含量。

双温区自动空调，带第二排空调出风口和温度控制，带来放松和舒适的驾乘体验。无惧外界天气，您的路虎揽胜极光L车舱
内始终保持适宜温度，后排乘客也可享受同等舒适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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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辅助系统

安全控（智能驾驶辅助包）1
盲点辅助系统2— —在您开始变更车道时，若系统检测到有其他车辆位于您的
盲点区域中，则相应外后视镜中的警告灯将会点亮。该系统还会对方向盘施
加一定转向力，避免发生碰撞。

开门防撞安全警示— —通过车门把手上的小警告灯来警告后排乘客有危险正在
接近，提醒后排乘客安全地下车。

倒车广角侦测，带自动刹车功能— —带自动刹车功能— —在您倒车时实时提
示，若有其他车辆、行人或危险物体从任一侧接近，它会向您发出警告。倒
车广角侦测功能在倒车驶离车位时尤为有用。

安全控升级版（智能驾驶辅助包）3
盲点辅助系统— —包含盲点辅助2、倒车广角侦测和后排开门警示功能。

车尾碰撞预警— —如果有车辆从后方接近而没有减速，路虎揽胜极光L会自动
闪烁危险警示灯，以提醒后车驾驶员进行制动。

自适应巡航ACC— —当车辆高速巡航或在交通拥堵路段行驶时，该系统能根
据前车速度动态调整车速，并始终与其保持一定安全距离。如果前车停车， 
您的爱车也会“心平气和”地稳稳停下。

1选装配置。依车型而定。  2盲点辅助系统有助于避免车辆碰撞。在开始变更车道时，如果该系统检测到有另一 
辆车出现在您的视野盲区内，它会自动在方向盘上施加扭力，以提示您修正方向。 3所示的选项具有关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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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车型
路虎揽胜极光L R-Dynamic突破常规范式，以更为前卫大胆、更具运动感的设计彰显鲜明个性，令人怦然心动，并有四
种规格套件供您选择。每种套件均提供额外配置和专属功能。

路虎揽胜极光L R-DYNAMIC

打造您的专属路虎座驾

https://lrdx.config.jaguarlandrover.cn/lr2/r/model/_/zh_cn/l551_k21/495g7?_ga=2.268129991.835183060.1642432649-313966113.1633690453&utm_medium=cta&utm_source=ebrochure&utm_campaign=l551my22-buildyourow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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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虎揽胜极光L首发版
路虎揽胜极光L首发版提供独有的外饰配色组合。纳尔维克黑车顶搭配贝尔维亚绿车漆、罗塞洛红车顶搭配首尔珍珠银车漆， 
或是首尔珍珠银车顶搭配圣托里尼黑外饰车漆，精妙配色成就您的心仪座驾。首发版配备独有的外饰配置。您和乘客皆可
享受带菱形格纹的双拼色皮革座椅带来的舒适感驾乘体验，更多独特的内饰细节魅力待您尽情探索。

路虎揽胜极光L首发版

查找经销商

https://dealer.landrover.com.cn/?_ga=2.46849639.1983982737.1642083977-313966113.1633690453&utm_medium=cta&utm_source=ebrochure&utm_campaign=l551my22-findaretailer-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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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装附件
您可通过当地的路虎授权经销商选购路虎精装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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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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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rover.com/cn/zh。在landrover.com.cn网站上配置路虎揽胜极光L时， 
您也可以选择精装附件。

展示车辆为路虎揽胜极光L首发版，贝尔维亚绿，配备选装功能和附件。

探索附件

https://accessories.landrover.com/cn/zh/?utm_medium=cta&utm_source=ebrochure&utm_campaign=l551my22-exploreaccessories-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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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虎精品系列
路虎对细节的苛求并未止步于汽车本身。您会发现，我们的新款时尚生活精品系列同样制作精良，于细微处见真章。

路虎揽胜皮革托特包— —时尚简约，尽显精致。这款深石榴红十字纹理高档真皮托特包能让您一眼惊艳。它采用人字纹内衬， 
内部钥匙收纳袋易于取放钥匙，设计低调却倍显精致。

路虎揽胜圆形造型钥匙环— —这款别致的钥匙环采用磨砂钢材质，其灵感源自路虎揽胜的旋转拨盘。表面采用黑色镍材质，
外环边缘压印有品牌字标。

路虎揽胜雨伞— —在旅途中为您遮风避雨。这款经过抗风测试的路虎揽胜雨伞配有黑色皮革手柄，点缀压印的Range Rover
字标，采用弹簧式自动开伞结构，伞盖为涤棉材质。

路虎揽胜袖扣— —一套精致的磨砂钢材质弧面袖扣，灵感源自路虎揽胜的旋转拨盘，由精磨钢制成。黑镍表面处理，压印品
牌字标装饰。

路虎揽胜皮革钱包— —典雅的深石榴红十字纹理真皮钱包，人字纹内衬。点缀路虎揽胜旋转拨盘细节，内侧装饰压印品牌 
字标。

路虎揽胜太阳眼镜— —银色轻质飞行员风格太阳镜。由单片日本Seta-titanium钛板加工制成，搭配NXT®偏光镜片，提供强
效紫外线防护，并保证佩戴时所见事物的颜色清晰度。还有其他款式可供选择。

查看路虎精品系列

https://www.landrover.com.cn/branded-goods/index.html?utm_medium=cta&utm_source=ebrochure&utm_campaign=l551my22-explorethecollection-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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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虎的世界
我们设计并制造路虎汽车的初衷是让您的世界更加精彩。其他车辆未能抵达的地方，但路虎汽车却能带您从容探享其境。路虎SV部门以打造更个性
化的车辆为己任，拥有一台该部门设计的座驾，会将您的个性生活提升至崭新境界。为倡导路虎生活方式，我们荟萃了一系列品牌专属体验活动、
潮流前沿读物和生活方式精品系列。精彩世界，等您探索即刻在路虎的陪伴下踏上旅程，行至无疆。

预约体验活动 SV部门 路虎精品系列 路虎探险之旅

https://www.landrover.com.cn/experiences/find-a-centre/europe.html?utm_medium=cta&utm_source=ebrochure&utm_campaign=l551my22-bookanexperience-25
https://www.landrover.com.cn/special-vehicle-operations/special-vehicles.html?utm_medium=cta&utm_source=ebrochure&utm_campaign=l551my22-specialvehicleoperations-25
https://www.landrover.com.cn/branded-goods/index.html?utm_medium=cta&utm_source=ebrochure&utm_campaign=l551my22-landrovercollection-25
https://www.landrover.com.cn/experiences/adventure-travel/index.html?utm_medium=cta&utm_source=ebrochure&utm_campaign=l551my22-landroveradventuretravel-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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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您的专属路虎座驾
使用车辆配置器，打造您心中理想的专属路虎揽胜极光L。

查找经销商
搜索附近的路虎授权经销商

对比车辆
最多可选择三款路虎车型进行比对

预约试驾
您可联系当地的路虎授权经销商安排试驾。

客户服务 路虎尊享道路救援 路虎金融服务 路虎大客户业务

信赖路虎

https://www.landrover.com.cn/ownership/contact-us/index.html?utm_medium=cta&utm_source=ebrochure&utm_campaign=l551my22-customerservice-26
https://lrdx.config.jaguarlandrover.cn/lr2/r/model/_/zh_cn/l551_k21/495g7?_ga=2.268129991.835183060.1642432649-313966113.1633690453&utm_medium=cta&utm_source=ebrochure&utm_campaign=l551my22-buildyourown-26
https://dealer.landrover.com.cn/?_ga=2.46849639.1983982737.1642083977-313966113.1633690453&utm_medium=cta&utm_source=ebrochure&utm_campaign=l551my22-findaretailer-26
https://www.landrover.com.cn/ownership/protect/general-view/roadside-assistance.html?utm_medium=cta&utm_source=ebrochure&utm_campaign=l551my22-landroverroadsideassistance-26
https://www.landrover.com.cn/comparison-tool/index.html?utm_medium=cta&utm_source=ebrochure&utm_campaign=l551my22-compareourvehicles-26
https://www.landrover.com.cn/offers-and-finance/index.html?utm_medium=cta&utm_source=ebrochure&utm_campaign=l551my22-landroverfinancialservices-26
https://forms.landrover.com.cn/home/landRover/testDrive.html?formCode=lr-td-cn-zh&_ga=2.120760776.1983982737.1642083977-313966113.1633690453&utm_medium=cta&utm_source=ebrochure&utm_campaign=l551my22-bookatestdrive-26
https://www.landrover.com.cn/fleet-and-business/index.html?utm_medium=cta&utm_source=ebrochure&utm_campaign=l551my22-landroverfleetandbusiness-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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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说明：图片中展示的部分功能可能因不同年款车型或选配和标配等差异因素而有所不同，此外由于受新冠疫情影响，许多图片尚未及时
更新，未能体现2022年款规格。请参考车型配置器并咨询您当地的路虎授权经销商详细了解2022年款规格。请勿仅参考网站图像下单。捷豹
路虎有限公司不断探索新突破，以持续改善其汽车、零件和附件的参数规格、设计及制造，因此，变更时有发生，我们保留随时作出更改的
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颜色：本宣传手册所示的图像颜色仅用于展示说明目的。这些颜色经过电脑处理和再现，可能与实际饰面颜色略有差异。捷豹路虎公司保留
变更或撤销本手册所展示颜色（车身颜色以及内饰颜色）的权利，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某些颜色可能不面向中国市场提供。请联系当
地路虎授权经销商，确认您能够在中国大陆地区购得的路虎汽车的颜色和规格。路虎授权经销商并非捷豹路虎有限公司代理人，绝对无权代
替捷豹路虎有限公司进行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承诺，亦无权代表捷豹路虎有限公司。
与InControl 智能驭领系统有关的信息和图像显示，包括触摸屏界面、应用界面或操作序列等，会受到软件定期更新、版本控制和其他系统/
视觉效果变更的影响，并根据所选的功能选项而有所不同。

选装配置及其供应情况视车辆规格（车型和动力总成系统）而有所不同，或需要安装其他配置才能使用。请您联系当地的授权经销商以了解
更多信息，或在线配置您的座驾。驾驶者应在确保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才能使用所有车载功能。驾驶者必须确保对车辆的全面驾驭。某些功
能需要配备特定SIM卡并订购相应数据协议，而且需要在路虎授权经销商建议的初始期限结束后进行续订。
路虎推荐嘉实多极护专享机油，全面保护您的爱车。
Android™是Google LLC的注册商标。
Apple®是Apple  Inc.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注册商标。
Meridian™是Meridian Audio Ltd.的注册商标。
“Trifield™”和“三声场”标识是Trifield Productions Ltd.公司的注册商标。
所示车辆来自路虎全球车型系列。技术参数、选装件和供应情况因市场而异，具体情况请与当地路虎授权经销商核实。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燃
油经济性数据可能因轮毂配置和选装的附加设备而异。
图示车辆为路虎揽胜极光L首发版车型，贝尔维亚绿和奢享版车型，首尔珍珠银，配备选装功能和附件。
图示车辆搭载选装配置和附件。

捷豹路虎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Abbey Road, Whitley,
Coventry CV3 4LF United Kingdom.
英国注册编号：1672070
landrover.com.cn
© 2021捷豹路虎汽车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