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款 路虎•第四代发现
3.0升 曜黑典藏版 HSE 柴油版
技术参数

3.0升SDV6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

综合油耗 (L/100km): 8.4

最大扭距 (Nm/rpm): 600/2,000

0-100km/h加速时间 (s)*: 9.3

最大功率 (kW/rpm): 183/4,000
气缸数: 6

变速箱: 八速自动变速箱

动态驾驭

最高车速 (km/h): 180

最小离地间隙 (mm): 209

最大涉水深度 (mm)*: 700

单速分动箱

电动防侧倾系统 (ARM)

电子空气悬挂系统

HDC 陡坡缓降控制系统 (带GRC坡度释放控制功能)

智能启停系统

Terrain Response® 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四种模式设置，普通驾驶模式、
草地/砂砾/雪地模式、泥沼/车辙模式、沙地模式)
电子驻车制动系统 (EPB)

电子牵引力控制系统 (ETC)

外部配置

动态稳定控制系统 (DSC)
坡道启动辅助

侧倾稳定控制系统 (RSC)

电子紧急制动辅助系统 (EBA)

电动天窗+Alpine全景式观景顶窗

纯色漆

后座私密车窗

19”7辐灰色效果铝合金轮毂 - 样式704

可加热前、后风挡玻璃 (带前风窗喷嘴加热功能)
电动折叠外后视镜

氙气前大灯，带大灯清洗装置，并集成日间行车灯

内部配置

曜黑典藏版外观升级套件
全尺寸铝合金备胎
胎压监测系统

高档纹理真皮座椅

加热多功能真皮方向盘

驾驶员座椅8向电动调节(带记忆功能)，电动腰部支撑

流星金属饰面

第一排/第二排座椅加热功能
副驾驶员座椅8向电动调节

安全装备

前排正面/侧面安全气囊
第一排/第二排头部气帘

舒适、便利装备

方向盘电动调节

容积式防盗报警

车辆防盗报警系统

吸烟套件

后排空调控制

前部/后部泊车距离控制系统

智能免钥进入系统

全自动空调

定速巡航系统
车厢氛围灯光

信息娱乐装备
豪华车载导航系统
车载蓝牙电话功能

标准配置的官方指导价：RMB 888,000
* 基于欧洲法规标准

后倒车可视影像系统
远程泊车加热和定时温控

Meridian高级音响系统 (825瓦) - 17个高保真扬声器(含低音炮)

2016年款 路虎•第四代发现
3.0 曜黑典藏版 SE 汽油版
技术参数

3.0升V6机械增压汽油发动机

综合油耗 (L/100km): 11.6

最大扭距 (Nm/rpm): 450/3,500

0-100km/h加速时间 (s)*: 8.1

最大功率 (kW/rpm): 250/6,500
气缸数: 6

变速箱: 八速自动变速箱

动态驾驭
单速分动箱

最小离地间隙 (mm): 209

最大涉水深度 (mm)*: 700

电动防侧倾系统 (ARM)

智能启停系统

电子空气悬挂系统

最高车速 (km/h): 195

动态稳定控制系统 (DSC)
®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

Terrain Response
(四种模式设置，普通驾驶模式、
草地/砂砾/雪地模式、泥沼/车辙模式、沙地模式)
电子驻车制动系统 (EPB)

电子牵引力控制系统 (ETC)

外部配置

HDC 陡坡缓降控制系统 (带GRC坡度释放控制功能)
坡道启动辅助

侧倾稳定控制系统 (RSC)

电子紧急制动辅助系统 (EBA)

电动天窗+Alpine全景式观景顶窗

纯色漆

后座私密车窗

19”7辐灰色效果铝合金轮毂 - 样式704

可加热前、后风挡玻璃（带前风窗喷嘴加热功能）
电动折叠外后视镜

氙气前大灯，带大灯清洗装置，并集成日间行车灯

内部配置

曜黑典藏版外观升级套件
全尺寸铝合金备胎
胎压监测系统

高档纹理真皮座椅

副驾驶员座椅8向电动调节

驾驶员座椅8向电动调节(带记忆功能)，电动腰部支撑

流星金属饰面

第一排/第二排座椅加热功能

安全装备

前排正面/侧面安全气囊
第一排/第二排头部气帘

舒适、便利装备
吸烟套件

全自动空调

前部/后部泊车距离控制系统

信息娱乐装备
豪华车载导航系统
车载蓝牙电话功能

标准配置的官方指导价：RMB828,000
* 基于欧洲法规标准

加热多功能真皮方向盘

容积式防盗报警

车辆防盗报警系统

定速巡航系统

智能免钥进入系统

Meridian音响系统 (380瓦) - 11个高保真扬声器(含低音炮)

2016年款 路虎•第四代发现
3.0升 曜黑典藏版 HSE 汽油版
技术参数

3.0升V6机械增压汽油发动机

综合油耗 (L/100km): 11.6

最大扭距 (Nm/rpm): 450/3,500

0-100km/h加速时间 (s)*: 8.1

最大功率 (kW/rpm): 250/6,500
气缸数: 6

变速箱: 八速自动变速箱

动态驾驭
单速分动箱

最小离地间隙 (mm): 209

最大涉水深度 (mm)*: 700

电动防侧倾系统 (ARM)

智能启停系统

电子空气悬挂系统

最高车速 (km/h): 195

动态稳定控制系统 (DSC)
®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

Terrain Response
(四种模式设置，普通驾驶模式、
草地/砂砾/雪地模式、泥沼/车辙模式、沙地模式)
电子驻车制动系统 (EPB)

电子牵引力控制系统 (ETC)

外部配置

HDC 陡坡缓降控制系统 (带GRC坡度释放控制功能)
坡道启动辅助

侧倾稳定控制系统 (RSC)

电子紧急制动辅助系统 (EBA)

电动天窗+Alpine全景式观景顶窗

纯色漆

后座私密车窗

19”7辐灰色效果铝合金轮毂 - 样式704

可加热前、后风挡玻璃(带前风窗喷嘴加热功能)
电动折叠外后视镜

氙气前大灯，带大灯清洗装置，并集成日间行车灯

内部配置

曜黑典藏版外观升级套件
全尺寸铝合金备胎
胎压监测系统

高档纹理真皮座椅

加热多功能真皮方向盘

驾驶员座椅8向电动调节（带记忆功能），电动腰部支撑

流星金属饰面

第一排/第二排座椅加热功能
副驾驶员座椅8向电动调节

安全装备

前排正面/侧面安全气囊
第一排/第二排头部气帘

舒适、便利装备

方向盘电动调节

容积式防盗报警

车辆防盗报警系统

吸烟套件

车厢氛围灯光

前部/后部泊车距离控制系统

后倒车可视影像系统

全自动空调

定速巡航系统

信息娱乐装备
豪华车载导航系统
车载蓝牙电话功能

标准配置的官方指导价：RMB 928,000
* 基于欧洲法规标准

后排空调控制

智能免钥进入系统

Meridian音响系统 (825瓦) - 17个高保真扬声器(含低音炮)

2016年款 路虎•第四代发现
3.0升 征峰限量版
技术参数

3.0升V6机械增压汽油发动机

综合油耗 (L/100km): 11.6

最大扭距 (Nm/rpm): 450/3,500

0-100km/h加速时间 (s)*: 8.1

最大功率 (kW/rpm): 250/6,500
气缸数: 6

变速箱: 八速自动变速箱

动态驾驭
智能启停系统

电子空气悬挂系统

最高车速 (km/h): 195

最小离地间隙 (mm): 209

最大涉水深度 (mm)*: 700

动态稳定控制系统 (DSC)
®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

Terrain Response
(四种模式设置，普通驾驶模式、
草地/砂砾/雪地模式、泥沼/车辙模式、沙地模式)
电子驻车制动系统 (EPB)

电子牵引力控制系统 (ETC)
电动防侧倾系统 (ARM)

外部配置

HDC 陡坡缓降控制系统（带GRC坡度释放控制功能）
坡道启动辅助

侧倾稳定控制系统 (RSC)

电子紧急制动辅助系统 (EBA)

越野性能包(P16) (含双速分动箱、主动式后桥电子差速锁、涉水感应系统)

电动天窗+Alpine全景式观景顶窗

征峰限量版外观升级套件

后座私密车窗

纳尔维克黑色外后视镜罩壳

可加热前、后风挡玻璃（带前风窗喷嘴加热功能）
电动折叠外后视镜

前大灯自动远光辅助系统

自适应氙气前大灯，带大灯清洗装置，并集成日间行车灯
金属漆

内部配置

全尺寸亮色车顶行李架

20”5辐铝合金轮毂 - 样式511
全尺寸铝合金备胎
胎压监测系统

温莎豪华真皮座椅

副驾驶员座椅8向电动调节

豪华真皮奢朗选装包(温莎豪华真皮包覆仪表板及门护板，真皮门护板扶手及把手)

方向盘电动调节

第三排座椅

第一排/第二排座椅加热功能

驾驶员座椅8向电动调节(带记忆功能)，电动腰部支撑

安全装备

前排正面/侧面安全气囊
第一排/第二排头部气帘

舒适、便利装备

加热多功能真皮方向盘
亮黑钢琴木饰面

前后排高档脚垫带对比缝线

容积式防盗报警

车辆防盗报警系统

吸烟套件

车厢氛围灯光

全自动空调

全方位车身影像系统

盲点监测及车辆靠近警示，并带倒车广角侦测
前部/后部泊车距离控制系统
自适应定速巡航系统

信息娱乐装备
豪华车载导航系统
车载蓝牙电话功能

标准配置的官方指导价：RMB 1,048,000
* 基于欧洲法规标准 P 表示包含于配置包

后排空调控制

智能免钥进入系统

Meridian音响系统 (825瓦) - 17个高保真扬声器(含低音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