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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凡纵情驰骋者，必当无后顾之忧。

为匹配您的英伦风范并支持您不断探索的精神，

路虎售后服务亦精益求精，态度更升华，内容更进化⸺

依您的个人需求打造，服务个性化；

价格透明，即使爱车已过保修期也无需担心；

互信互赖，优化合作；

全球可追溯原厂质保零部件，安全可靠；

以及我们以客为尊、重视他人的至高理念与实践。

PERSONALISED TRANSPARENT EASY TO DO BUSINESS WITH DEPENDABLE
MAKE ME FEEL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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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您的爱车
不论您去往何处，路虎将始终伴您探享世界。从您踏入路虎授权经销商的那一刻起， 
您的爱车将交由专业团队悉心呵护，确保其保持优良状态，只为您尽享畅意征越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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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专业保养
经过路虎专门培训的技术团队，将为您提供专业、高效的保养服务。
认证技术团队
路虎的技术人员都经过专业培训并通过路虎的官方认证，他们都是SUV领域的专家，我们专业的技术和服务团队将会为您和爱车带来优质的服务。
专业检测设备
路虎授权经销商配备先进的检测设备，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将使用最先进的专业检测设备评估车辆状态，进行车辆安全检测（eVHC）；
原厂纯正配件
路虎所有的授权经销商，都与路虎电子零配件系统以及全区库存系统联网，确保您的服务顾问可迅速查询并获知所需配件的相关信息。路虎保证
使用的所有配件均为路虎官方原厂件。
无忧舒适服务
如您预约了保养服务，您除了可以尽享舒适的售后服务区域，您可以同时要求授权经销商提供相关的交通解决方案（请与当地的授权经销商沟通决定），
确保您将爱车交给专业保养技术团队后，能快速踏上舒适的旅程。
价格标准透明
路虎的任何保养服务都遵从至高标准；我们的价格完全透明，即使您的爱车已过质保期，我们也不会收取任何超过标准的费用；在保养完毕后，保养
手册的保养记录一栏会加盖路虎授权经销商印章。

扫一扫，了解更多保养服务

车辆健康检测
作为路虎尊享服务的一部分，我们很乐意为您爱车的整体车况进行全面评估，并进行车辆健康检测。 

当您把爱车交给当地的路虎授权经销商后，我们的专业技术团队会使用最新的检测设备检查您的爱车，确保车辆保持上佳性能状态。车辆
健康检测耗时约为15分钟，随后将由您的服务顾问为您详细讲解车辆检测报告。

车辆健康检测系统以颜色标示，像信号灯一样简单易懂。

 无需维修或保养

 检测报告及未来需注意的保养事项

 需要立即关注的事项

如果您的爱车需要进一步保养或维修，我们将安排您方便的时间进行。我们想您所想，只为您尽享驾驭路虎的乐趣。

敬请联系您的服务顾问，预约车辆健康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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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透明化基础保养服务包
信赖路虎，不止在翻山越岭之间，也在每一次尽心保养维修的过程之中。我们以专业化方式，为您提供透明、高效的
全新售后保养服务包，让您尽情探索征途。

我们也将一如既往地提供价格统一且透明的工时、配件、机油，使您清晰知晓下一次乃至未来每一次的保养费用， 
让您尽享无忧便捷。

秉承“客户至上”的理念，路虎中国的售后服务体系始终遵循“英式尊享”的高标准，并竭尽所能整合所有可利用的
资源，只为给广大路虎车主提供优质的产品与个性化的贴心服务。

扫一扫，了解全透明化基础保养服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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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厂嘉实多极护路虎专享机油
嘉实多是世界机油制造商的引领者之一，十多年来一直是路虎的技术合作伙伴。

为满足最新规范要求，且实现车辆上佳性能表现，我们推荐您使用迄今为止最高标准的机油 - 嘉实多极护路虎专享机油。

该机油添加了独特的液体钛混合物，可防止破坏油膜并减少摩擦。这意味着，您的爱车在达到上佳性能的同时，还可以
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和油耗。原厂嘉实多极护路虎专享机油，能够与路虎发动机精准匹配，因此我们在所有新车出厂前，
都会加注嘉实多极护路虎专享机油。

您可以立即与路虎授权经销商联系，为您的爱车选择原厂嘉实多极护路虎专享机油。

扫一扫，了解原厂嘉实多极护路虎专享机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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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您的爱车
无论您的爱车遇到了何种损伤，我们都将提供全面的支持，助您将爱车恢复事故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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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虎原厂整车质保
为确保无忧驾驶，我们为您提供3年或10万公里的路虎原厂质保，涵盖因制造瑕疵而导致的返修，确保您的爱车得到最专业团队的养护，所有维修都
由路虎专业认证技术团队完成，且只安装路虎原厂配件。

如需了解质保范围的详细信息，敬请参考您的车主资料包，或联系当地路虎授权经销商。

整车尊护延长质保与核心享护延长质保
“路虎延长质保”可为您的爱车提供专业保护，降低保有成本，让您自信纵横前路。

“路虎延长质保”的优势：

 ‒ 对车辆机械和电子方面的意外故障提供全面质保
 ‒ 获得路虎技师的专业服务
 ‒ 旅行保障

 ‒ 索赔额度高，最高可达车辆购买价格
 ‒ 在所有维修项目中均使用路虎原厂配件
 ‒ 路虎道路救援服务

如需了解购买“路虎延长质保”方面的更多信息，请联系任意路虎授权经销商的工作人员。

扫一扫，了解更多路虎质保详情

路虎专业无忧维修
想您所想，一切如您所愿。路虎经过专门培训的技术团队，将为您提供一站无忧式维修服务。

路虎的任何维修服务都遵从至高标准；我们的价格完全透明，不会收取任何超过标准的费用；在维修完毕后，维修手册的维修记录一栏会加盖路虎
授权经销商印章。

扫一扫，了解更多路虎维修服务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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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虎原厂零部件与附件质保
我们为路虎原厂配件提供12个月的相关质保。该质保涵盖车辆在维修过程中配件的更换或使用成本*。所有维修均在路虎授权经销商进行且仅使用
路虎原厂配件。

每一个路虎认证附件均享受12个月的质保。新车交付一个月内或行驶里程在1600公里/1000英里（以先到者为准）以内且由路虎授权经销商安装的
原厂件，享受与车辆同样的质保。

如需了解质保范围的详细信息，敬请参考您的车主资料包，或联系当地路虎授权经销商。

* 哪些未涵盖在保修内？
由以下原因直接导致的任何维修或更换，路虎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 正常磨损及损耗。
 ‒ 未按照路虎推荐维护零部件或车辆附件。
 ‒ 由于疏忽、意外、不当使用或安装而损坏零部件或车辆附件，或者用于竞争性用途。
 ‒ 零部件或车辆附件经过更改，不符合路虎规格，或者将其用于非预期用途。
 ‒ 因车辆其他零部件故障而导致损坏涵盖在零部件保修范围内的零部件或车辆附件。
 ‒ 使用未经路虎认可的零部件和/或使用或误用路虎未推荐的产品或车辆附件均不在路虎车辆或零部件保修范围内。
此外，由于安装或使用上述零部件、产品或附件导致的任何损坏都不在路虎车辆或零部件保修范围之内。

扫一扫，了解更多路虎原厂纯正配件

扫一扫，了解更多路虎原厂零部件与附件质保

路虎原厂纯正配件
路虎原厂纯正配件体现了我们对质量、匹配度和耐久性的严格标准。维修中使用的所有原厂纯正配件均经过精心设计和极端条件的严苛检测，确保与
您的爱车精准匹配，并经得起时间和环境的考验。

精密加工的路虎原厂配件可与您的爱车精准匹配，即装即用。所有经我们安装的路虎原厂配件都有相应的质保期。部分路虎原厂配件具有以下优势：

 ‒ 制动系统 
精心设计的刹车片和刹车盘经过了远超正常驾驶条件的严苛检测，带来的是灵敏的响应和优良的制动性能

 ‒ 转向和悬架 
转向和悬架相关配件极为结实耐用，在改善操控性和舒适性的同时，优化了您爱车的性能表现

 ‒ 滤清器 
机油滤清器、空气滤清器和燃油滤清器保护您的爱车不受微型颗粒物的损害，而花粉滤清器则将灰尘、花粉和其他致敏物质阻隔于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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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虎车主定制保险
路虎保险专为路虎车主定制。即便不幸遭遇事故，您的爱车也可按照严格的路虎标准得到修理，有助于保留车辆价值，
增加再次销售时的吸引力，恢复原本的驾驶乐趣。 

如需路虎保险报价，请与附近的路虎授权经销商联系。

路虎钣喷维修
无论您的爱车遭遇了刮擦或损伤，我们都将为您提供全面的支持，助您修复车辆至原有的状态，保留其应有的价值， 
保障您安心享受每一段旅程。

扫一扫，了解更多路虎定制车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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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您的爱车
对爱车进行定制装饰非常重要，它能让您的路虎变得独一无二。因此我们研发了一系列
实用且时尚的精装附件，助您运载运动装备，保护您的安全并提升驾乘感受。



22 23

路虎原厂精装附件
路虎原厂附件不仅有助于提升爱车形象，更能提升车辆整体性能。每一个精心设计的路虎原厂附件都历经严苛测试，确保其在极端
环境条件下的耐用性。我们可为每一个附件提供全面保修服务，因为与整车制造一样，我们对附件的研发制造倾注了同样的心血，亦
倍感自豪。

如需了解更多有关路虎附件保修的信息，请查阅本手册的第17页。

扫一扫，了解更多路虎原厂精装附件

路虎精装附件在线浏览
请扫描下方二维码，了解更多路虎100%原厂品质精装附件

路虎 •揽胜
精装附件

路虎 •揽胜运动版
精装附件

路虎 •揽胜极光
精装附件

路虎 •第四代发现
精装附件

路虎 •发现神行
精装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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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安全座椅

适用于刚出生至13公斤重婴儿（刚出生
至15个月）。配备挡风/遮阳棚，座套内含
衬垫，可机洗。
带路虎LAND ROVER标志，安装于后座，
朝向后座椅。

幼儿安全座椅

适用于9公斤至18公斤重幼儿（9个月至
4岁）。配备安全带及一拉式高度可调节
头枕，座套内含衬垫，可机洗。
带路虎LAND  ROVER标志，安装于后座，
朝向前方。

儿童安全座椅

适用于15公斤至36公斤重儿童（4岁至
12岁）。配备安全带及高度可调节、两
部分式座椅，深厚侧翼提供优良防撞 
保护。座套内含衬垫，可机洗。
带路虎LAND  ROVER标志。安装于后座，
朝向前方。

扫一扫，了解路虎原厂儿童安全座椅

路虎原厂儿童安全座椅
安全 让探索更无拘
路虎儿童安全座椅  保护孩子探世界

在陪伴孩子探索世界时，我们最关切的是孩子的安全。当全家人满怀期待踏上旅程，专为不同年龄阶段、不同体重孩子
设计的座椅，不仅能带来舒适感受，更能确保孩子的安全。

路虎原装进口儿童安全座椅，为路虎量身打造，外观时尚精湛，每个座椅及安装底座均通过欧洲测试标准，无论公路
行驶还是户外越野，都能让您尽享安心体验。



26 27

路虎原厂轮毂
路虎原厂轮毂能够显著提升车辆性能和外观。您对高端车轮的要求，我们感同身受，因为车轮可以感受路况从而影响您的驾驶体验。
路虎原厂轮毂经过严苛检验，符合各项严格标准，是高品质的代表。

路虎原厂认证轮胎
路虎为您的爱车选择精心设计、专门研发和严格检验的路虎轮胎。路虎原厂认证轮胎可以接受不同地形和路面的实际考验，所有轮胎
在初始安装时就必须满足多种性能要求，考量操控（干/湿路况）、乘坐舒适度、轮胎磨损和油耗等因素，以期达到完美平衡。 

路虎认证的轮胎具有专门结构和组成成分，且经过特殊调校，满足您对车辆外形和性能的严苛要求。
如需为爱车购买路虎轮胎或路虎冬季轮胎，请与当地路虎授权经销商联系，路虎专业技术团队将为您提供安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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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虎原厂车身防护贴膜
给爱车多一重守护 让探索更随性
路虎原厂定制车膜，科技让出行更安全路虎原厂定制车膜，以核心科技守护爱车

 ‒ 仿荷科技 强力抗污 
先进纳米材质确保车膜表面令灰尘、水滴难以附着，如荷叶般抗污不残留。

 ‒ 修复科技 刮擦无痕 
致密分子结构在车膜表面形成光滑防护涂层，即使形成划痕，也能自动修复如初。

 ‒ 提亮科技 亮出本色 
防腐蚀、防紫外线、防褪色特性，有效守护原厂车漆，保持爱车外观如出厂般璀璨。

提供三大守护性能，让爱车表面更持久、更闪亮、更柔韧，随时随地让探索更随心。

 ‒ 更持久 
强效抗污耐腐，强劲疏水自洁

 ‒ 更闪亮 
守护车漆本色，提升漆面亮度

 ‒ 更柔韧 
抵御碎石撞击，自动划痕修复

扫一扫，了解更多路虎原厂车身防护贴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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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虎原厂行车记录仪
高清宽视界 畅行路无忧

路虎度身订制 全面记录安心一路

勇者不惧 探索不止

路虎原厂进口行车记录仪全新上市，清晰记录路途的每个细节，为每一次探索增添一份安心。

 ‒ 1920x1080超高清画质 纤毫毕现
支持精度高达1920x1080的超高清画质，录像更清新，画面更细腻；并能自动调整过暗或过曝的部份，让细节清晰
显现，无论白天或黑夜，所见即所得。

 ‒ 155°宽景摄影 全面捕捉细节
超宽摄影范围，影像更宽，更清晰还原事件。

 ‒ 事故档案自动锁定*  安心无忧
事故视频紧急锁定，确保视频不被循环录像覆盖，真实还原事件全貌。 

 ‒ 2.31寸彩色LCD  高清逼真
视角广阔，色彩鲜艳，同步播放声音，真实还原。

 ‒ 60fps高画质录影 出色动态效果
高帧速图像让影像更加流畅，效果更逼真，回看时无卡顿，影像动作更流畅。

*开启碰撞侦测功能后，一旦发生碰撞，即启动紧急录像并储存为保护档案。

扫一扫，了解更多路虎原厂行车记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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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虎原厂PM2.5空调滤清器
畅享新鲜空气 时刻健康同行

时刻呼吸新鲜 让活力伴您一同启程

路虎原厂PM 2.5空调滤清器，引入先进滤清科技，以多层过滤设计，为您设立重重保护屏障。让您的旅程尽享安全、 
舒适的体验。

扫一扫，了解更多路虎原厂PM2.5空调滤清器

为什么现在要升级到路虎原厂 PM2.5空调滤清器？
 路虎原厂 PM2.5 
空调滤清器

普通空调 
滤清器

抗过敏源 ✓
阻挡霉菌和细菌 ✓
拦截颗粒物（PM2.5） ✓
吸附有害气体（苯类化合物和氮氧化物） ✓ ✓
过滤细小颗粒（灰尘、花粉） ✓ ✓
*PM2.5空调滤清器适用车型请洽授权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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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尊享服务

您的爱车不仅可享有我们常规的装备、保养及保障等服务，我们为您的爱车准备了更多
尊享服务，让您与您的爱车更享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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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关爱活动
当您的爱车在陪伴您驾驰漫漫长路之后，面对季节更替，又将迎来全新征程。即便驾驶优良如路虎，也需要为TA准备 
一次充分全面的保养呵护，注入满满能量，调整理想状态，焕新强者风范再出发，去克服不同气候挑战，尽情探索。

作为强者后盾，路虎售后服务随时关心您及爱车的需求，为您精心准备周全的换季贴心服务和专业的人员，更有随季节
推出的专属礼遇，等候您来尊享！

扫一扫，了解更多路虎季节关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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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以上车主尊享
厚惠有期 路虎英式尊享

一直以来，可靠、舒适又充满冒险精神的路虎，都是您信任的伙伴。路虎的售后服务，同样是值得您信任的力量，立即
前往路虎授权经销商处，尊享更多增值售后服务，令您无忧尽享驾乘快感。

 ‒ 价格透明固定，用车成本更加优化

 ‒ 路虎授权经销商，配备先进的专业设备

 ‒ 经过专业认证的路虎技术人员全程提供服务

 ‒ 车辆健康检测 (eVHC) 时刻提醒爱车保养时限

 ‒ 选购更多原厂服务，更享安心

全年保养折合最高可享5折优惠

3年以上车主，按照路虎车主手册上推荐的保养里程/时间及内容进店即可尊享全年保养优惠，折合力度最高可达5折。 
*车主可享9折至5折不同程度优惠，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

扫一扫，了解3年以上车主尊享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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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虎取送车服务
探索美好无止无境，路虎关怀您的用车体验，特别推出管家式取送车服务，让爱车尊享专业养护礼遇，更为您省下
宝贵时间探索美好生活。

• 便捷预约   电话或手机APP立即预约，及时应答

• 专业取送   专人取送，严选专业司机上门服务

• 高效省时   方便快捷，及时保养不误事
*仅限全国开展的路虎授权4S店

扫一扫，了解更多路虎取送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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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虎道路救援
当您的爱车因爆胎、故障或事故等任何原因导致无法行驶时，路虎道路救援会现场为您提供帮助，让您安心、舒心。路虎道路救援可在
整个路虎质保期和延长质保期内，为您提供救援服务。

路虎道路救援呼叫中心提供全年全天候服务，且配备了经验丰富、热情友好的专业团队。如需救援服务，请拨400-650-9558或向路虎
授权经销商了解更多信息。

路虎道路救援可在整个新车质保期内为您提供服务，其独特优势包括： 

 ‒ 专业化的路虎技师团队可在事故现场解决大部分问题

 ‒ 如果故障不能现场排除，我们将为您和车内乘客提供其他交通方案，助您抵达目的地

 ‒ 如果您离家很远，我们甚至会为您支付食宿费用

 ‒ 没有特殊情况，您的爱车会被带到路虎授权经销商，获得它应得的专业服务

扫一扫，了解更多路虎道路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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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虎车主专享APP
如同一位与您随行的智能车管家，路虎车主专享APP以专属管理和专享服务让您无所畏惧，勇往直前，陪伴您一路发现车生活之美。

用心服务：保养预约、道路救援、违章查询一键开启

贴心管理：在线客服、车辆维修保养服务全程直播

悦享关怀：车主活动、厂家活动一手资讯，随时了解品牌故事

尊享礼遇：优惠券及时更新，特定活动私信邀约，专享取送车服务

扫描下载路虎车主专享APP，
开启“智在”车生活

敬请垂询路虎贵宾专线，了解更多路虎售后服务信息：400-820-0187
如需更多信息或特定产品和服务的条款，请联系当地路虎授权经销商

路虎贵宾专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