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款 路虎•揽胜极光 
PURE 风尚版

技术参数
2.0升Si4汽油发动机 综合油耗 (L/100km): 8.1

最大功率 (kW / rpm): 177 / 5,500 最高车速 (km/h): 217

最大扭矩 (Nm / rpm): 340 / 1,750 百公里加速 (s): 7.6

汽缸数量: 4 最大涉水深度 (mm): 500

动态驾驭
9速自动变速器，含换挡拨片及运动模式 侧倾稳定控制系统 (RSC)

智能启停系统 发动机阻力矩控制系统 (EDC)

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 电子停车制动 (EPB)

四轮驱动 (4WD) 紧急制动辅助系统 (EBA)

扭矩矢量分配系统 电子制动力分配系统 (EBD)

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 拖车稳定辅助系统 (TSA)

定速巡航 陡坡缓降控制系统 (HDC)

车速感应式电子助力系统 (EPAS) 坡道启动辅助

动态稳定控制系统 (DSC) 全地形进程控制

牵引力控制系统 (TCS)

外部配置
全景天窗，含电动遮阳帘 车身色车顶

光照衰减前风挡玻璃 前雾灯

雨量感应式雨刷 18“5辐铝合金轮毂 - 样式506

外后视镜 - 电动调节，可加热带电动折叠和含极光图形的照地灯，集成方向灯 18“非全尺寸备胎

氙气前大灯带LED标志灯，含大灯清洗装置 胎压监测系统 (TPMS)

自动头灯

内部配置
可加热前排座椅 免钥匙启动

前排座椅8向电动调节 自动防眩目内后视镜

纹理真皮座椅 自动空调含空气滤清器和自动空气循环

后排座椅中央头枕 后排出风口

后排座椅中央扶手 点烟器与烟灰缸

豪华牛津真皮多功能方向盘 前排遮阳板带照明化妆镜

丝缎银铝合金饰面

安全防盗配置
安全气囊(前排安全气囊，驾驶员膝部安全气囊，前后排头部安全气囊和前排侧安全气囊) ISOFIX儿童安全座椅固定钩

紧急制动警示 安全带未系警示

高度可调式前排安全带 智能钥匙控制：遥控上锁/开锁/双重锁/行李箱开启

舒适、便利装备
后部停车辅助 前部停车辅助

信息娱乐装备
5英寸彩色TFT信息中心 USB接口

8英寸高分辨率触摸显示屏 蓝牙电话、音频连接

InControl 智能驭领 触控 - 路虎音响系统，8个扬声器

标准配置的官方指导价：RMB 398,000



标准配置的官方指导价：RMB 458,000

2017年款 路虎•揽胜极光 
SE 智耀版

技术参数
2.0升Si4汽油发动机 综合油耗 (L/100km): 8.1

最大功率 (kW / rpm): 177 / 5,500 最高车速 (km/h): 217

最大扭矩 (Nm / rpm): 340 / 1,750 百公里加速 (s): 7.6

汽缸数量: 4 最大涉水深度 (mm): 500

动态驾驭
9速自动变速器，含换挡拨片及运动模式 侧倾稳定控制系统 (RSC)

智能启停系统 发动机阻力矩控制系统 (EDC)

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 电子停车制动 (EPB)

四轮驱动 (4WD) 紧急制动辅助系统 (EBA)

扭矩矢量分配系统 电子制动力分配系统 (EBD)

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 拖车稳定辅助系统 (TSA)

定速巡航 陡坡缓降控制系统 (HDC)

车速感应式电子助力系统 (EPAS) 坡道启动辅助

动态稳定控制系统 (DSC) 全地形进程控制

牵引力控制系统 (TCS)

外部配置
全景天窗，含电动遮阳帘 车身色车顶

光照衰减前风挡玻璃 前雾灯

雨量感应式雨刷 自动头灯

可加热前风挡玻璃 19“10辐铝合金轮毂 - 样式103

可加热前风挡喷嘴 18“非全尺寸备胎

氙气前大灯带LED标志灯，含大灯清洗装置 胎压监测系统 (TPMS)

外后视镜 - 电动调节，可加热带电动折叠和含极光图形的照地灯，集成方向灯

内部配置
可加热前排座椅 迎宾饰板

前排座椅12向向电动调节带座椅 镶边地毯

纹理真皮座椅 自动防眩目内后视镜

后排座椅中央头枕 自动空调含空气滤清器和自动空气循环

后排座椅中央扶手 后排出风口

豪华牛津真皮多功能方向盘 车内氛围灯

可加热方向盘 点烟器与烟灰缸

丝缎银铝合金饰面 前排遮阳板带照明化妆镜

免钥匙启动

安全防盗配置
安全气囊(前排安全气囊，驾驶员膝部安全气囊，前后排头部安全气囊和前排侧安全气囊) ISOFIX儿童安全座椅固定钩

紧急制动警示 安全带未系警示

高度可调式前排安全带 智能钥匙控制：遥控上锁/开锁/双重锁/行李箱开启

舒适、便利装备
后部停车辅助 免钥匙进入

前部停车辅助 感应式尾门

后泊车影像功能

信息娱乐装备
5英寸彩色TFT信息中心 USB接口

8英寸高分辨率触摸显示屏 InControl 智能驭领 触控 导航

InControl 智能驭领 触控 - 路虎音响系统，8个扬声器 蓝牙电话、音频连接



标准配置的官方指导价：RMB 498,000

2017年款 路虎•揽胜极光 
SE Plus 智享版

技术参数
2.0升Si4汽油发动机 综合油耗 (L/100km): 8.1

最大功率 (kW / rpm): 177 / 5,550 最高车速 (km/h): 217

最大扭矩 (Nm / rpm): 340 / 1,750 百公里加速 (s): 7.6

汽缸数量: 4 最大涉水深度 (mm): 500

动态驾驭
9速自动变速器，含换挡拨片及运动模式 侧倾稳定控制系统 (RSC)

智能启停系统 发动机阻力矩控制系统 (EDC)

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 电子停车制动 (EPB)

四轮驱动 (4WD) 紧急制动辅助系统 (EBA)

扭矩矢量分配系统 电子制动力分配系统 (EBD)

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 拖车稳定辅助系统 (TSA)

定速巡航 陡坡缓降控制系统 (HDC)

车速感应式电子助力系统 (EPAS) 坡道启动辅助

动态稳定控制系统 (DSC) 全地形进程控制

牵引力控制系统 (TCS)

外部配置
全景天窗，含电动遮阳帘 车身色车顶

光照衰减前风挡玻璃 氙气前大灯带LED标志灯，含大灯清洗装置

雨量感应式雨刷 前雾灯

自动头灯 19“7辐铝合金轮毂 - 样式707

可加热前风挡玻璃 18“非全尺寸备胎

可加热前风挡喷嘴 胎压监测系统 (TPMS)

外后视镜 - 电动调节，可加热带电动折叠和含极光图形的照地灯，集成方向灯，记忆功能和
倒车自动倾斜功能

内部配置
可加热前排座椅 迎宾饰板

前排座椅12向电动调节带座椅记忆功能 镶边地毯

打孔纹理真皮座椅 自动防眩目内后视镜

后排座椅中央头枕 自动空调含空气滤清器和自动空气循环

后排座椅中央扶手 后排出风口

豪华牛津真皮多功能方向盘 车内氛围灯

可加热方向盘 点烟器与烟灰缸

丝缎银铝合金饰面 前排遮阳板带照明化妆镜

免钥匙启动

安全防盗配置
安全气囊(前排安全气囊，驾驶员膝部安全气囊，前后排头部安全气囊和前排侧安全气囊) ISOFIX儿童安全座椅固定钩

紧急制动警示 安全带未系警示

高度可调式前排安全带 智能钥匙控制：遥控上锁/开锁/双重锁/行李箱开启

舒适、便利装备
后部停车辅助 盲点监测带车辆靠近警示和倒车广角侦测

前部停车辅助 免钥匙进入

后泊车影像功能 感应式尾门

信息娱乐装备
5英寸彩色TFT信息中心 CD/DVD播放器

10.2英寸高分辨率触摸显示屏 InControl 智能驭领 尊享触控 导航

USB接口 InControl 智能驭领 尊享触控 - Meridian高级音响系统(380瓦)，11个扬声器含低音炮

蓝牙电话、音频连接



标准配置的官方指导价：RMB 558,000

2017年款 路虎•揽胜极光  
HSE Dynamic 致动版

技术参数
2.0升Si4汽油发动机 综合油耗 (L/100km): 8.1

最大功率 (kW / rpm): 177 / 5,550 最高车速 (km/h): 217

最大扭矩 (Nm / rpm): 340 / 1,750 百公里加速 (s): 7.6

汽缸数量: 4 最大涉水深度 (mm): 500

动态驾驭
9速自动变速器，含换挡拨片及运动模式 侧倾稳定控制系统 (RSC)

智能启停系统 发动机阻力矩控制系统 (EDC)

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 电子停车制动 (EPB)

四轮驱动 (4WD) 紧急制动辅助系统 (EBA)

扭矩矢量分配系统 电子制动力分配系统 (EBD)

防抱死制动系统 (ABS) 拖车稳定辅助系统 (TSA)

定速巡航 陡坡缓降控制系统 (HDC)

车速感应式电子助力系统 (EPAS) 坡道启动辅助
动态稳定控制系统 (DSC) 全地形进程控制
牵引力控制系统 (TCS)

外部配置
全景天窗，含电动遮阳帘 车身色车顶
光照衰减前风挡玻璃 自适应LED前大灯带LED标志灯
雨量感应式雨刷 前雾灯
运动外观套件 20“5辐铝合金轮毂 - 样式508

可加热前风挡玻璃 18“非全尺寸备胎
可加热前风挡喷嘴 自动头灯
胎压监测系统 (TPMS) 外后视镜-电动调节，可加热带电动折叠和含极光图形的照地灯，集成方向灯，记忆功能和 

倒车自动倾斜功能自动前大灯远光辅助功能

内部配置
前排空调座椅和可加热后排座椅 发光迎宾饰板
前排座椅14向电动调节带座椅记忆功能 高级镶边地毯
豪华打孔牛津真皮座椅 自动防眩目内后视镜
后排座椅中央头枕 自动空调含空气滤清器和自动空气循环
后排座椅中央扶手 后排出风口
豪华牛津真皮内饰扩展套件 车内可调氛围灯
豪华打孔牛津真皮多功能方向盘 点烟器与烟灰缸
可加热方向盘 前排遮阳板带照明化妆镜
织纹银铝合金饰面 运动脚踏板
免钥匙启动

安全防盗配置
安全气囊(前排安全气囊，驾驶员膝部安全气囊，前后排头部安全气囊和前排侧安全气囊) ISOFIX儿童安全座椅固定钩
紧急制动警示 安全带未系警示
高度可调式前排安全带 智能钥匙控制：遥控上锁/开锁/双重锁/行李箱开启

舒适、便利装备
后部停车辅助 360°泊车雷达
前部停车辅助 盲点监测带车辆靠近警示和倒车广角侦测
平行和垂直智能泊车辅助及自动泊位驶离 免钥匙进入
后泊车影像功能 感应式尾门

信息娱乐装备
5英寸彩色TFT信息中心 CD/DVD播放器
10.2英寸高分辨率触摸显示屏 InControl 智能驭领 尊享触控 导航
USB接口 InControl 智能驭领 尊享触控 - Meridian豪华环绕音响系统(825瓦)，17个扬声器含低音炮
蓝牙电话、音频连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