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虎·全新一代发现
首发限量版



自从1947年第一辆路虎问世以来，我们矢志不渝地致力
于设计制造可以应对各种挑战的车型。与此同时，这些也
鼓舞着我们的车主去探索新的领域，征服各种险峻地形。

路虎车型充分展现了设计师和工程师的信念与价值观。
秉承英国标志性的设计元素，我们专注打造内蕴从容 
在握的强大实力的车型。这正是我们为何能够不断开辟
新天地、突破传统并激励彼此探索更远的关键所在。无论
是何种地形还是人生坦途，我们伴您左右挑战自我、探索
未来并不断超越。 

Above and Beyond



“首发限量版让消费者坐拥一探全新一代
发现独特车款的绝佳良机。 杰出的设计、 
精致的细节和人性化的多功能性重新诠释
了何为吸引力。”

Gerry McGovern 
路虎设计总监和首席创意官

所示车辆来自路虎全球车型系列。所示车辆具有选装轮毂和多种选装配置。技术参数、选装件和供应情况因市场不同而有所差异，具体情况请与附近的路虎授权经销商核实。 
图示车辆为首发限量版，纳米比亚橙。

目录

简介
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  
沿袭光辉历史 4
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的设计理念 5
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 – 概览 6

非凡设计
外观 7
内饰 10
全尺寸 7 座椅 12
座椅智能折叠 12

驾驭科技
全时四轮驱动系统 13
第二代智能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 13
全地形进程控制 13

媒体连接 
娱乐系统、舒适性
路虎 InControl 智能驭领 
Meridian™ 高级音响系统（825 瓦）

14 
17

发动机
发动机性能
汽油发动机

19 
19

订制您专属的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
选择颜色 20
选择轮毂 21
选择内饰 22
标准配置和选装配置 23
路虎认证附件 24

技术参数 26

路虎体验 28



简介 

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 沿袭光辉历史。
自1989年路虎发现诞生以来，足迹遍布公路、泥泞湿地和险恶荒漠。  
从阿拉斯加到赞比亚，从越野险路到城市公路，发现以强大的全地形能力和多功能性闻名于世。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一脉相承发现家族
的探险精神，以多项路虎首创的先进科技，伴您无畏纵驰未知前路。

图示车辆选自英国汽车博物馆所收藏的一系列独特的路虎发现车型，怀托摩灰发现车型，曜黑典藏版，以及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纳米比亚橙。



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的设计理念
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是SUV设计的一个质的飞跃。其稀有性和魅力更展现了限量版车型的吸引力和独特性。它代表着路虎旗下功能最多且越野 
能力最强的SUV。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融合了全尺寸7座椅内饰的精湛工艺与灵活性，体现了首发限量版的细节设计、完美的比例、利落的现代 
线条和动感的外形。

无论您想去的远方在何处，无论您是和谁一起奔赴，无论您要装载多少行囊，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无不忠实伴您左右，一往无前。 

图示车辆为首发限量版，纳米比亚橙。



更巧妙的储物方案

全尺寸 7 座椅，带座椅智能折叠功能 
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标配座椅智能折叠，通过操作后备箱中的开关或使用主触控屏，您可以根据
需要调节第二排和第三排座椅。 

指挥官式驾驶座椅
为了获得更清晰的前方道路视野，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
版的设计采用了带有传奇色彩的路虎指挥官式驾驶座椅。

超强全地形能力
一脉相承发现家族的全能基因，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标配第二代智能全地形反馈适应 
系统和全地形进程控制 (ATPC) 系统，可确保其能随时应对前方突发状况，一往无前。参见 
第 13 页了解详细信息。

该系统为同类领创，它提供了一个乘坐和装载平台，当尾门打开时，它还可用作货物固定挡板。 
电动内尾门

智能钥匙手环
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首次标配智能钥匙手环，让您充分体验生活之美。智能钥匙
手环坚韧耐用，且完全防水，可确保您车辆安全的同时，任您无忧尽享帆船、高空跳伞
等户外活动。

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配备了最现代的技术，包括 InControl 智能驭领、多个 USB 
端口和最新的信息娱乐系统，使您及同行的乘客保持媒体连接并畅享娱乐。

智能媒体连接

从安装在中控后面的折叠式储物装置，到上下手套箱
和中控台杯托之下的宽敞空间，全新一代发现首发 
限量版在您意想不到的位置也具有储物空间。 

每位乘客都享受最佳舒适度和无与伦比的视野。第二排乘客具有954毫米*的腿部空间，而第三排则
可提供851毫米*的腿部空间。

宽敞的腿部空间，剧院式座椅 

超大后备箱容量
后备箱最大容量达到2,000升*以上，包括宽敞的搁板下方储物空间，非常适合存放
脏污或潮湿的装备，加上 7 座椅的灵活性，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正是您所需要
的座驾。

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 – 概览
凌厉的外观、全面的功能设计与精湛豪华的内饰，让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成为路虎最具吸引力的车款之一。 配备电子空气悬架，使内在的强度和全地形能力
与醒目的时尚外形和迷人的奢华感相得益彰。灵活的多功能空间、高水平工艺设计与高品质材料，让车身线条更为大胆流畅，且利落分明。

标配易于调节的7座椅、大量的储物装置、以及巧妙利用的车内空间和舒适的驾乘感受，凸显了座舱的多功能性。

*电子版本技术参数基于欧洲法规标准，中国适用参数将及时更新至印刷版本，敬请期待。请届时垂询当地经销商以获得最新印刷版本。
请参考随附的技术参数和价格指南，或咨询您当地的路虎授权经销商，了解全部配置和选装件的供应情况。 
图示车辆为首发限量版，法拉隆黑。



非凡设计

外观
它革命性的设计将路虎发现的形象带入一个全新高度。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比例优雅，配备时尚 
的环绕式大灯和尾灯，结合较短前后悬，令整体呈现大气精炼的效果。

倾斜的前挡风玻璃更显动感，逐步上升的腰线和流线型车身轮廓，展现出先进的空气动力学设计，不仅 
能提升燃油效率，也带来了同级领先的空间优势。与车身同色C柱，阶梯式车顶和在后牌照板上的非对称 
细节等，无不体现出路虎发现一脉相承的设计基因。

简洁利落的设计细节、动态上升的腰线和环绕式车灯，为整车营造出强烈的现代感。设计巧妙的LED 
车灯环绕车身侧部，使转向指示灯更为显眼，提升了行车的安全性。LED车灯是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
版的标配。

精致而现代的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引人注目，彰显出最时尚的英伦设计，具有三种豪华金属漆： 
纳米比亚橙、硅谷银和法拉隆黑。请参见第20页了解可用的外观颜色。

图示车辆为首发限量版，硅谷银。



图示车辆为首发限量版，纳米比亚橙。



首发限量版外观设计细节
车辆的奢华夺目源自众多让人眼前一亮的配置。标配21”铝合金轮毂，可选配22”铝合金轮毂更具 
运动感。纳米比亚橙车辆标配黑色效果轮毂。黑色格栅、进气口、发动机舱盖字标和尾门字标辅以 
三种豪华金属漆。 

它独有的首发限量版定制徽标低调地置于B柱上，当您在打开驾驶员车门或乘客车门时才会注意到。
它具有与众不同的独特格调，无论何时进出您的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座驾，都会使您感受到它
的特立独行。对于纳米比亚橙外观颜色，加装黑色撞色车顶将进一步突显出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
版的设计水准。

图示车辆为首发限量版，纳米比亚橙。



内饰
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对家族经典设计进行了再创新，打造出富有魅力的豪华内饰。令人 
注目的水平线和垂直线条在中控台果敢交汇，散发出迷人气息。内饰采用高级真皮、实木和 
金属饰面材料，结合一丝不苟的精细工艺，尽展现代风格。

10"前排触摸显示屏帮助您实现与外界的互联，大量的娱乐和信息触手可及。灵活的座椅设计
和储物空间设计，能为您及家人朋友带来同级领先的驾乘空间体验。

图示为首发限量版的黑檀木色/黑檀木色内饰，带乌云灰色细节。



首发限量版内饰设计细节
细节精益求精。为打造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精湛的内饰，路虎设计大师挑选最顶级的材料，以苛刻的 
细节工艺精心打造。内饰采用精致的温莎真皮，并采用三种惊艳的配色方案：乌云灰色/黑檀木色内饰，带乌云 
灰色温莎豪华真皮座椅，带黑檀木色细节；黑檀木色/黑檀木色内饰，带黑檀木色温莎豪华真皮座椅，带乌云灰
色细节；或浅褐色/黑檀木色内饰，带浅褐色温莎豪华真皮座椅，带乌云灰色细节*。以上任一种配色方案都能
完美地衬托内部空间。请参见第 22 页了解可用的内饰配色方案。

整体座舱拥有赏心悦目的设计格调。  
例如：垂直饰板为磨砂铝材，采用三种工艺精制而成，具有奢华的饰面。

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由独有的地图铝合金饰面板装饰，并绘制着发现车辆的旅程，美观地展示在车门上
和仪表板中段的两端。此独特的配置做工精良，继承了该车辆的探险精神和血统，覆盖了英国境内设计并制造
该车辆的很多地方，包括路虎设计总部所在地盖登(Gaydon)、拥有世界一流制造设施的索利哈尔(Solihull)
和英伦设计之都伦敦。

中控台具有定制的蚀刻首发限量版徽标，为内部空间增添了完美的点睛之笔。

*仅提供硅谷银和法拉隆黑外部车漆。 
图示为首发限量版的黑檀木色/黑檀木色内饰，带乌云灰色细节。



全尺寸 7 座椅
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标配全尺寸7座椅，完美演绎舒适性和多功能性。它们分成三排并易于折叠， 
采用如此精良配置的同级车型绝无仅有。例如，第二排座椅具有6/4折叠，带中央取物通道及座椅前后滑动 
（手动）、靠背角度调节（电动）功能。剧院式座椅布置确保每人都能舒适地看到前方道路，同时阶梯式车顶
有利于为第二排和第三排乘客提供更大的头部空间；如此巧妙的空间利用可确保每位乘客都能享受头等舱 
旅行。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标准配置，包括第一、第二排空调座椅，以增强乘员的舒适感和乐趣。

座椅智能折叠
在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上，有多种方法供您利用座椅智能折叠轻松展开座椅：通过触摸屏、后备箱中的
开关或通过您智能手机上的创新应用程序。当您离开车辆时，例如排队购物，您的座驾能实时做好准备，根据
您所携带物品的大小和形状来调整空间。您可以利用此标配功能轻松对座椅进行重新调节。

座椅智能折叠采用了一个可确保座椅（包括头枕）进行无缝折叠的智能控制系统，安全而方便。该系统能感知
座椅上是否有人或物，在进行折叠时，它可以自动调整座椅位置，避免刮擦。



图示车辆为首发限量版，纳米比亚橙。

驾驭科技

全时四轮驱动系统
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配备路虎智能全时四轮驱动系统，具有无与伦比的全天候 
全地形越野能力。标配的双速分动箱加装了一套低速齿轮，在具有挑战性的驾驶条件
下可起到无可限量的作用。此系统的核心部件是中央电子差速器，它在前、后轴之间 
进行 50:50 的扭矩分配，具有在车轮开始打滑之前预防性地锁止车轴的能力。

第二代智能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
秉承路虎超过 65 年的全地形科技。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完美地继承了源自家族的非凡 
全地形能力。发现是首次运用创新的 Terrain Response®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的车辆，而现在 
全新一代发现已引入了我们独一无二的第二代智能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 

该高级系统使驾驶员可以通过选择包括大岩石/圆石慢行模式在内的易于识别的驾驶模式，
对车辆 的发动机、变速箱、中央差速器和底盘系统进行优化，以满足地形的需求。第二代智能 
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监控驾驶条件，并自动匹配正确的驾驶模式，根据驾驶条件设置最佳底盘
和动力系统。 

即使是在非自动模式下，第二代智能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也可为驾驶员提供附加信息，如建议
何时选择低档，或建议越野车身高度。此系统是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的标配。

全地形进程控制
全地形进程控制 (ATPC) 是标配的尖端科技系统，它使驾驶员能够在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下设置
并维持一个稳定的车速。

该系统类似于定速巡航系统，可在 2-30 公里/小时的低速范围内工作，让驾驶员能够专注于转
向并寻找穿越障碍物的路径。

该系统由路虎业内领先的全地形专家研发，可与第二代智能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和全时四轮
驱动系统及制动系统一起无缝协作。

一旦激活 ATPC 功能后，即可使用标配方向盘上的 +/- 定速巡航按钮来设置速度。您仍可通过
制动和加速踏板取代所选设置，轻踩制动即可减速。



图示车辆为首发限量版，硅谷银。 
InControl 智能驭领的功能、选项及其在车型上的适用性取决于不同的市场和不同的动力总成，请与当地路虎授权经销商确认具体市场的可用性与
完整信息。特定的功能需要一张微型 SIM 卡，并适配相应的数据流量，在初始流量使用完毕后，可能需要重新订购流量，具体事宜请咨询当地路虎授
权经销商。不保证在所有位置均有移动网络连接信号。
在 landrover.com.cn 上获得 InControl 智能驭领的更多信息，掌控您的驾驶！

INCONTROL 智能驭领

InControl 智能驭领 尊享触控系统采用全新一代软硬件配置，令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的
连接和娱乐功能发挥到极高水平。

一些关键方面包括：

 – 10" 前排触摸显示屏
 – Meridian™高级音响系统（825 瓦），带 14 个扬声器和 1 个低音炮
 – CD-DVD播放功能
 – 语音识别
 – InControl 智能驭领 尊享触控 导航
 – 电视功能 

 – InControl 智能驭领 保障由SOS紧急呼叫、路虎尊享道路救援和InControl 智能驭领  
高级远程遥控组成

 – InControl 智能驭领 尊享连接由InControl 智能驭领 应用、高级远程遥控和InControl 
智能驭领 尊享服务组成，包括Wi-Fi热点、路线规划应用程序。

媒体连接、娱乐系统、舒适性

路虎 INCONTROL 智能驭领
InControl 智能驭领系统是我们的先进技术套件，可让您和您的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座驾连接到更为广阔的世界。 
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标配 InControl 智能驭领 尊享触控系统。



规划路线
在出发之前，通过车载路线规划应用或在线网站搜索保存当前地址或设置
目的地。  
该应用通过云技术，可将您的目的地自动发送至车辆导航显示屏。

实现互联
在您进入座驾之前，可通过智能手机及 Apple Watch 上高级远程遥控程
序，设定座舱温度。在车辆行驶过程中，车载Wi-Fi热点可提供稳定的网络，
让您可同时连接多台设备。

寻找停车场
当您接近目的地时，InControl 将通过数据库向您发送附近停车场及停车位
信息。只需点击一下，就能添加该停车场并更新行驶路线。到达模式停车是
一种 360° 街景图像，可帮助您找到目的地。 

保持专注
InControl 智能驭领 尊享触控 语音识别系统能理解正常语音指令，让您 
无需分神，专注于前方道路。

InControl 智能驭领功能、选项和它们的供应情况取决于市场和动力总成系统，请
垂询当地路虎授权经销商了解供应情况和完整条款。某些功能需要安装 InControl 
智能驭领 尊享连接系统和带有相应数据协议的微型 SIM 卡，而且需要在经销商建
议的初始期限后继续订购。Apple Watch® 是 Apple Inc.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
的注册商标。不保证在所有位置均有移动网络连接信号。InControl 智能驭领应用
程序可从 Apple/Android Store 下载，请联系附近的路虎经销商，获取详细信息。

在 landrover.com.cn 上获得 InControl 智能驭领的更多信息，掌控您的驾驶！

InControl 智能驭领 
系统助您玩转生活
InControl 智能驭领 尊享触控提供丰富的信息和娱乐。直观
的 InControl 智能驭领科技可帮你轻松找到停车位，按序播放您 
喜爱的音乐，让您的生活更富满足感、尽享顺达畅意的生活。这些
功能都是首发限量版车型的标配。



高速处理器
四核处理器配合集成以太网，InControl 智能驭领 尊享触控带给您更强大的
处理能力。

可个性化的主页屏幕，任您按喜好配置，且提供四种个性化的主页屏幕及 60 
多个快捷功能供选择。

紧急救助
如若发生事故，InControl 智能驭领 保障可自动通知应急服务中心，您也 
可以通过车内按钮手动呼叫。在您需要技术协助时，还可呼叫路虎尊享道路
救援服务。

从门到门
当您泊车时，路线规划应用程序将为您导航至目的地，包括推荐可选乘公共
交通，真正实现从门到门的便捷体验。高级远程遥控应用程序还能让您检查
您的车辆，确保您已锁闭所有车门和车窗。



MERIDIAN™高级音响系统
路虎与全球高性能音频技术与数字音效处理领导者 Meridian™ 合作，共同为全新一代发现首发
限量版研发了一套先进的音响系统。 

Meridian™ 高级音响系统（825 瓦）是标准配置，包含经过精心布置的14个扬声器和1个低音炮，
高音清脆亮丽，低音雄厚有力，为您带来非凡享受。 

它集成了动态音量控制技术，确保顺畅且自动消除车厢内检测到的噪声。

该系统还包含Meridian Trifield™技术，为您带来享誉世界的原音再现，使车中每位乘客如同亲临 
音乐会现场，体验到纯粹的音乐表演。

Meridian™ 是 Meridian™ Audio Ltd.公司的注册商标。 
“Trifield”和“three fields”设备是 Trifield Productions Ltd. 公司的注册商标。



图示车辆为首发限量版，硅谷银。

Meridian™高级音响系统 USB 接口低音炮825 瓦 14个扬声器



澎湃动力

发动机性能
下方扭矩和功率曲线展现了 Si6 发动机独具特色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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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转速（转/分）*

   扭矩 (Nm)
   功率（PS）

500 1500 2500 3500 4500 5500    6500 7500

汽油发动机
Si6 250kW*
双涡流机械增压器安装在两排汽缸之间的 V 形区中以节省 
空间。机械增压提供线性动力传递并使响应速度最大化。这使
其性能可与排量大得多的发动机相媲美，同时获得最佳经济性
并降低了排放。 

V6发动机还配备双独立可变凸轮正时系统，以改变进气门 
和排气门的工作，它与带有极低摩擦力活塞环的活塞一起 
工作，增加了性能和效率。还配备一个对转式平衡轴系统以 
增加精确度。

*电子版本技术参数基于欧洲法规标准，中国适用参数将及时更新至印刷版本，敬请期待。 
请届时垂询当地经销商以获得最新印刷版本。



硅谷银（豪华金属漆）法拉隆黑（豪华金属漆）

纳米比亚橙（豪华金属漆）
标配的撞色车顶颜色
黑色

订制您专属的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

选择颜色 
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可提供三种惊艳的外部车漆颜色，每种颜色都融汇了最新的颜料科技。所有的三种可用
颜色都为豪华金属漆，豪华金属漆改善了颜色和光彩的强度，圆润的金属漆面赋予您的座驾更强的气场。



21" 10 辐黑色效果铝合金轮毂 
 样式 1012

纳米比亚橙车漆的标配轮毂。

21" 10 辐铝合金轮毂 
样式 1012

硅谷银和法拉隆黑色车漆的标配轮毂。

22" 5 辐铝合金轮毂 
样式 5011

硅谷银和法拉隆黑车漆的选配轮毂。

22" 5 辐黑色效果铝合金轮毂 
样式 5011

纳米比亚橙车漆的选配轮毂。

选择轮毂 
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搭配 21" 铝合金轮毂，纳米比亚橙车漆标配黑色效果饰面轮毂。为了使车辆姿态更具 
运动感，您可选择 22" 铝合金升级款轮毂。 



选择内饰 
颜色组合
全新一代发现的座舱彰显时尚生活的精粹。醒目的水平和垂直线条以及极高的舒适性营造出您与家人、朋友共度快乐时光的 
空间。已设计了三种独特的内饰配色方案，以迎合所有口味并衬托外部车漆颜色。

黑檀木色/黑檀木色内饰，带乌云灰色细节 
（适用于法拉隆黑、硅谷银和纳米比亚橙三种颜色车漆）

浅褐色/黑檀木色内饰，带乌云灰色细节 
（适用于法拉隆黑和硅谷银两种颜色车漆）

乌云灰色/黑檀木色内饰，带黑檀木色细节 
（适用于法拉隆黑、硅谷银和纳米比亚橙三种颜色车漆））



外观 – 标准配置*

 – 纳尔维克黑色格栅，带纳尔维克黑色饰框

 – 纳尔维克黑色进气口、后视镜盖和 DISCOVERY 刻字
（发动机舱盖和尾门）

 – 车身同色车门把手 

 – 黑色撞色车顶（搭配纳米比亚橙车漆）

 – 滑动式全景天窗（含电动遮阳帘）

 – 光照衰减、可加热前挡风玻璃

 – 私密玻璃 

 – 外后视镜电动调节、折叠、加热、自动防眩目，并集成
照地灯

 – B 柱上独一无二的首发限量版徽标

 – 豪华金属漆 

 – 前雾灯 

 – LED 前大灯，带标志性尾灯

 – 前大灯自动开启及延迟关闭，带前大灯远光辅助功
能 (AHBA)

 – 21" 10 辐铝合金轮毂 – 样式1012（搭配硅谷银和法
拉隆黑色车漆）

 – 21" 10 辐黑色效果铝合金轮毂 – 样式1012（搭配 
纳米比亚橙车漆）

 – 全尺寸备胎

 – 胎压监测系统 (TPMS)

 – 双速分动箱和电子空气悬挂系统

 – 第二代智能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

 – 全地形进程控制 (ATPC)

 – 感应式尾门

外观 – 选配*

 – 22" 5 辐铝合金轮毂 – 样式 5011（搭配硅谷银和 
法拉隆黑色车漆）

 – 22" 5 辐黑色效果铝合金轮毂 – 样式 5011（搭配 
纳米比亚橙车漆）

 – 非全尺寸备胎和防盗螺栓

 – 全尺寸银色（搭配硅谷银和法拉隆黑色车漆）或黑色 
（搭配纳米比亚橙色车漆）车顶行李架

内饰 – 标准配置*

 – 电控第三排座椅，带座椅智能折叠 

 – 座椅配置包 4 - 温莎豪华真皮座椅，包括前排座椅
16向调节（14向电动 +2向手动头枕）、驾驶员座椅
记忆功能

 – 第二排座椅靠背角度电动调节功能 

 – 首发限量版地图饰面板 

 – 第一、第二排空调座椅

 – 儿童安全座椅固定装置

 – 四温区独立自动空调

 – 车内可调氛围灯 

 – 内后视镜自动防眩目 

 – 可滑动式前排双杯托，附属手套箱，中控储物空间、 
前排中央通道集成冷藏箱和第三排储物空间

 – 碰撞预防紧急制动(AEB)，驾驶员疲劳监测，盲点监
测及倒车广角侦测，车道保持辅助，平行、垂直智能泊
车辅助，自动泊位驶离，360º 泊车雷达和全方位车身
影像系统

 – 免钥匙进入

 – 电动内尾门

 – 825 瓦 Meridian™ 高级音响系统，14扬声器及低音
炮（InControl 智能驭领 尊享触控系统）

 – 前排飞翼式包裹头枕 

 – 电视功能

 – InControl 智能驭领 尊享触控 导航、InControl 
智能驭领 保障、InControl 智能驭领 高级远程遥
控、InControl 智能驭领 尊享服务和 InControl 智
能驭领 应用

 – 手套箱 12V 电源和第二排双 USB 接口

 – 容积式防盗报警

 – 吸烟套件

内饰–选配*

 – 急救箱

标准配置和选装配置

*配置及其可选情况可能随市场不同而有所不同。请联系您所在地的路虎授权经销商了解更多信息。



图示为带旅行设计包的硅谷银首发限量版。

路虎认证附件
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具有强悍的越野能力和适应性，胜任各种各样截然不同的环境和挑战。即便如此，许多车主仍然希望按照特定的需求为其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定制 
时尚而实用的附件来彰显自己的个性，这些附件不仅坚固耐用而且用途广泛，让您的座驾尽显出众个性。 

重要的是，这些附件可由您的路虎授权经销商在车辆使用寿命期内的任何阶段进行加装，而不仅仅是在您购买新车时。这些配件时尚、耐用而又用途广泛，而且在设计、测试和 
制造中，遵循与车辆原装设备同等的标准。



精装附件

行李架 
VPLRR0159

灵活的支架系统方便车顶携带物品。可提供最大有效载荷74千克*。

无线手机充电杯托** 
VPLRV0118

无线手机充电杯托的设计利用了中控台杯托的空间，可在充电的同时使用手机。 这款杯托可容纳
不同尺寸的手机并将其固定到位。充电器在充电时会亮起一个 LED 指示灯，充电完毕后熄灭。

Click & Go 系统†

VPLRS0389 – 通用挂钩 
VPLRS0390 – 可拆卸式衣帽架 
VPLRS0392 – 可拆卸式iPad® Air固定支架‡
Click and Go 系列系统，可供第二排乘客使用多功能座椅靠背。 多功能 Click and Go 底座固
定在头枕安装架之间，可加装不同功能的附件以固定平板电脑、袋子、衬衫或夹克。 不使用时，可
轻松拆下。

固定式侧踏板Δ 
VPLRP0269

使乘客进出车辆更加便利，且方便车主查看车顶情况。设计特点包括抛光不锈钢边饰和橡胶踏垫。

车顶自行车架 
VPLFR0091

可锁定的自行车架可装载单辆重至20千克的自行车。需配合车顶纵梁和横杆套件使用，最多可
容纳2个自行车架。

iPhone® 连接式充电座 
VPLRV0119

iPhone连接式充电座的设计利用了中控台杯托的空间，可在充电时使用手机。连接后，可通过集
成信息娱乐系统访问并控制 iPhone 媒体。当此 USB 接口要用于其他用途时，可轻松将 iPhone 
USB 充电器拔下。  
可用于 iPhone 5、5c、5s、6 和 6s。

*最大有效载荷等于装于车顶的附件的载货能力。   **安装最大宽度为 73 毫米的电话，例如带 Qi 保护外壳的 iPhone 6。  
无线手机充电杯托不提供到 InControl 智能驭领应用程序的连接   †总是需要使用装于前排头枕上的底座 (VPLRS0388)    
‡还可用于 iPad 2、3 和 4 (VPLRS0391)、iPad Mini (VPLRS0393) 和三星 (VPLRS0394)   Δ安装侧踏板或侧管可能会影响车辆的越野能力。
iPhone ®和 iPad ®是 Apple Inc. 在美国及其他国家注册的注册商标。
图示车辆并不代表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内外饰板的颜色和细节。



尺寸与能力*

转弯直径
路缘到路缘 12.3 米  
墙到墙 12.7 米  
圈数，锁定到锁定 2.7 圈

涉水深度
最大涉水深度 900 毫米

总长 4,970 毫米 

第二排之后后备箱 
的长度为 1,119 毫米 

第一排之后后备箱 
的长度为 1,963 毫米 

后轮轮距 1,686.6 毫米

宽度 2,073 毫米（后视镜折叠后） 
宽度 2,220 毫米（后视镜展开后） 

前轮轮距 1,692.4 毫米

A B C

底盘高度 接近角 纵向通过角 离去角
标准模式 26° 21.2° 23.5°

B CA

标准乘坐高度
带车顶天线时高度 1,913 毫米

头部空间
最大前部头部空间带 
全景车顶时为 1,016 毫米  
后部头部空间 991 毫米

后备箱宽度**  
1,273 毫米

图示车辆并不代表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外部饰件的颜色和细节。
*电子版本技术参数基于欧洲法规标准，中国适用参数将及时更新至印刷版本，敬请期待。请届时垂询当地经销商以
获得最新印刷版本。
**当配备四温区独立自动空调



汽油
3.0升 V6 机械增压汽油发动机

自动
功率（kW） 250

座椅 7

发动机数据
最大功率 (kW/rpm) 250/6.500

最大扭矩 (Nm/rpm) 450 / 3,500-5,000

发动机排量 (cc) 2,995

气缸数量 6

每缸气门数 4

气缸结构 V6

制动器
前部直径（毫米） 360

后部直径（毫米） 350

重量（千克）
整备重量 2,155

车辆总重 2,990 (5座) / 3,130 (7座)

车顶载重（千克）
最大车顶载荷（包括车顶行李架重量） 80

性能
最高时速 (km/h) 209

百公里加速（s）0-100公里/小时 7.1

油箱容量– 可用（L） 89

燃油经济性
城区油耗 (L/100km) 14

郊区油耗 (L/100km) 8.8

综合油耗 (L/100km) 10.7

*电子版本技术参数基于欧洲法规标准，中国适用参数将及时更新至印刷版本，敬请期待。请届时垂询当地经销商以获得最新印刷版本。
欧盟官方测试数据。仅用于对比。实际数据可能有所不同。剩余油量低时会发出低油量警报。

技术规格、性能和关键数据*



路虎《Onelife》杂志
路虎车主均能获享《O n e l i f e》杂志三年的赠阅服务。屡获殊荣的
路虎杂志《Onel i fe》每年出版两期，受众遍及40多个国家的车主。  
每期都刊登路虎的新闻和车讯、车型技术和设计背后的洞察、及知名国际 
专家的观点与探享其旅程。

路虎金融服务
超越想象的路虎金融服务，让获享路虎从未如此简单。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
车，个人或企业客户，我们都提供合适的金融方案供选择。请联系当地路虎
经销商了解详情。

请访问 http://www.landrover.com.cn/financial-offer/index.html 了解 
更多信息

大客户业务
通过提供极具吸引力的车型系列和无与伦比的客户服务，路虎致力于成为 
大客户优质汽车制造商。

路虎车系皆承袭与生俱来的路虎基因，款款卓尔不群、力量出众、驾驭非凡。 
不仅如此，路虎更集高效的燃油经济性与更低碳的排放量于一身，具有 
竞争力的二手车保值率、服务、保养和维修成本，实现了较低的总持有成本
（TCO）。

我们还致力于提供完全以客户为中心的售后服务，将确保每一辆路虎始终 
能够竞速疾驰并处于极佳使用状态，以最简单和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为企业
客户服务。

请访问 landrover.com.cn/fleet-and-business/index.html 了解更多信息。

路虎体验
自诞生以来，路虎已经做好迎接各种挑战的准备。路虎的强大能力让其能够
在困难的条件下应对严苛的地形。其灵活多功能的内部空间已成为舒适和 
丰富装载空间的代名词。而路虎“无所不至”的态度让其成为世界上广受欢迎
的车辆品牌之一。

在我们的路虎体验中心，您也可以成为路虎故事的一部分。您可以看到我们
如何制造这些标志性车辆。您可以在越野路道上试驾，以考验自己的驾驶 
技能。您甚至可以参加我们前往坦桑尼亚、冰岛或摩洛哥等国家的探险之旅。

期待您的参与。

路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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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说明：本手册印刷于 2016 年 11 月，当您阅读时产品信息可能已经发生变更。本手册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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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以及其他
技术指标排他性地以您与路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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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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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虎授权经销商您所要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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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虎不就本手册中所可
能包含的（印刷制作）错误、不完整陈述或者其他不准确信息承担任何性质的责任。

所有新车在交付一个月内或行驶1600公里/1000英里内（先到为准），由授权经销商 
装配的经路虎认可通过的附件，其保修期与路虎汽车整车的保修期相同。所有新车 
在交付一个月后或行驶里程在1600公里/1000英里后（先到为准），由授权经销商装配的经
路虎认可通过的附件，其保修期为附件安装之日起12个月。所有路虎授权经销商装配的经路
虎认可通过的附件均依照路虎汽车质量标准经过一系列严格测试，包括极高/极低温度下的
性能、耐腐蚀性、撞击测试、安全气囊测试等，以确保附件耐用及符合现行法律要求。某些附
件并不适用于所有车型。请咨询您当地的路虎授权经销商，了解更多信息。

所有附件在设计之初即为路虎汽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虽然车顶行李架等附件易于安装，
但其他产品的安装可能需要专用工具和诊断设备以确保附件与车体结构和电气系统正确 
连接。附件选项因市场而异，敬请垂询当地路虎授权经销商，他们将很乐意为您提供有关 
目前路虎汽车技术规格的建议，并解答您所有的疑问。

受印刷工艺的限制，本手册展示的颜色可能与实际车辆有细微差别。路虎公司保留不做任何 
通知而改变或撤销本手册所展示的颜色（车身颜色以及内饰颜色）的权利。有些颜色可能 
不会出现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路虎汽车上。请与您的路虎授权经销商确认您能够在自己国家
购得的路虎汽车颜色和规格。路虎授权经销商并非路虎公司代理人，绝对无权代替路虎公司
进行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承诺，亦无权代表路虎公司。

电子版本技术参数基于欧洲法规标准，中国适用参数将及时更新至印刷版本，敬请期待。 
请届时垂询当地经销商以获得最新印刷版本。

路虎推荐嘉实多极护专享，全面保护您的爱车。

本手册仅适用2017年款全新一代发现首发限量版车型，宣传内容只针对该车款车型，具体
参数会根据中国市场实际在售车型有所调整。如您购买的不是2017年款全新一代发现首发
限量版，您应该阅览您所购买的对应年款、对应车型手册。

首页所示车辆为首发限量版，纳米比亚橙。  

路虎精品系列
车，仅仅是一个开始。最新路虎精品系列现在可供您挑选。

对细节无微不至的关注并不止步于汽车本身。您将发现所有路虎精品服装、
旅行用品和高级礼品都具有同等的大师级工艺。所以无论您是为自己还是为
心爱的人选购，均可选到心仪的产品。

路虎精品系列包括男女式服装、各种各样的真皮物件，例如钱包、文件 
夹、iPad和iPhone保护壳以及公文包和周末旅行袋。一系列袖扣和女士丝巾 
为精品系列增添了奢华感。我们还有儿童精品系列，提供儿童专享的多彩 
趣味服装、帽子和汽车模型。

请在 jaguarlandrover.world.tmall.com 上在线选购精品系列*，或联系您
当地的路虎授权经销商了解更多信息。 

路虎道路救援
路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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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爆胎之类的问题。如您的爱车在中国 
大陆境内发生何种情况，您都可信赖路虎道路救援服务。

如需了解具体信息，请查阅您的“路虎紧急道路救援”手册，或咨询路虎救援
热线 400-650-9558。

*送货限制据具体市场而定。
iPad® 和 iPhone® 是 Apple Inc.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注册商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