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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底需要什么？

是一辆车，还是一种出行方式？

沃尔沃以爱为原点，

重视每个生命最根本的愿望：

从你在车内小世界的一言、一触、一感、一程，

都能得到心领神会的回应；

到守护车外的大世界，

让每个人、每一代都能健康地生活在这个星球。

因此，我们用科技重新诠释出行，

令每一辆沃尔沃汽车拥有人性、更别具个性，

它是你的个性化数字出行生活中枢，

为你用智能链接一切，让你的精彩更轻松出彩。

从 SUV 到 iSUV
XC60 智慧豪华S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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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ife 生活智能中枢

一人，一世界
一键登录原生智能网络，连通多场景核心应用
并可持续个性化升级，懂世界更懂你



整个世界，围着你转   原生内置安卓车机系统
全球首家量产定制车机Android Automotive OS，启动全球
开放车机生态，功能更全面，操作更流畅；搭配英特尔®

凌 动 ™车规级系统芯片，提供强大计算能力，进一步提升
人机交互体验。

升级的精彩，没有尽头   One Database 原生智能计算中枢
沃尔沃原生智能计算中枢可根据用户使用习惯，实时智能
优化 AI 辅助功能，实现个性化推荐，为你定制专属出行服务。

听你的话，更听你的话   科大讯飞智能语音识别
播放音乐，还能调整座舱温度。此外，提供超过60种真人场景
对话，结合AI语义自学习功能，可满足不同对话需要，是名符
其实的“百事通”。

上车，上手   豪华定制应用服务
系统拥有强大的应用生态，具有拓展性、可迅速迭代，包括
定制高德导航系统、华为应用市场、华为智能助手、天猫精灵
与腾讯爱趣听在内的五大服务方案，无论是在线购物、待办
事项记录，抑或音乐播放，手机能做的，你的车都能，人车
之间更加智趣相投。



你的屏幕，大有内幕   9英寸液晶触摸屏 / 12.3英寸液晶智能数字仪表盘
搭载9英寸全彩触控屏幕，采用与手机一致的纵向布局，手指轻触，即可控制车内
各项功能，即使戴着手套也能操作，不仅便捷直观，更十分流畅，帮助你专注于前方
道路；全系升级12.3英寸液晶智能数字仪表盘，可自适应显示亮度，展现智能科技
视觉氛围，更可与9英寸液晶触摸屏联动，显示导航和媒体界面，信息读取更加
便利。此外，HUD平视显示系统进一步显示关键信息，就像悬浮在车辆前方，让你对
行驶驾驶情况一目了然。

说走，就走   高德地图导航
你只需自然地说出目的地，内置的高德地图导航即会为你
指引、提供信息，帮助寻找最佳路线。随时升级地图，使你的
导航始终保持更新，令旅程尽在你的掌控之中。



*产品以中国大陆市场实际销售为准

iMove 智能驾控中枢

用头脑开车，没有走不了的路
以智能驱动性能

让你更轻松地在所有场景中享受驾控乐趣



* 以上数据为 XC60 RECHARGE 长续航版在特定测试条件下
获得的 WLTC 工况数据。本 XC60 RECHARGE 车型有不同
续航里程版本，不同版本车型存在动力、油耗、百公里加速度
等参数差异。产品参数以中国市场销售实车为准。

一台引擎，两种澎湃   全系混合动力
连续三年沃德十佳发动机升级而来的第三代发动机系统，
48V混合动力实现丝滑、0卡顿启动，带来启停、加速、动能
回收的全面优化。你也可选择RECHARGE T8 插电式混合
动力，335kW的强劲输出，马力高达455匹，从零加速到
百公里仅需5.0秒。

无论什么路面，都能控住场面   新一代全时智能四驱系统
第6代博格华纳全时四驱，采用集成度更高的设计，使得系统
有着更好的轻量化表现，且前后轴动力能够快速、平顺地
分配，在行驶中响应更出色，提升舒适性的同时，增加了崎岖
路面的行驶安全性。



* 以上数据为 XC60 RECHARGE 长续航版在特定测试条件下获得的 WLTC 工况数据。本 XC60 RECHARGE

车型有不同续航里程版本，不同版本车型存在动力、油耗、百公里加速度等参数差异。产品参数以中国市场
销售实车为准。

*产品以中国大陆市场实际销售为准

难走的路，走得漂亮   4C自适应底盘+空气悬架系统
4C自适应底盘以500次/秒*监测路况，减震阻尼进一步主动微调，让车身在
各种起伏路面都能顺利吸收震动，提升车内乘员的舒适；空气悬架进一步
提高行车动态的稳定度，兼顾出色的通过性及舒适性；配合同级唯一铝 合 金
前双叉臂 + 复合叶片弹簧整体式多连杆后悬架，确保驾乘舒适度，并带 来
更精准贴地的驾控感。 

越善变，越擅跑   八速自动变速箱
搭配八速自动变速箱，为你提供高效节能的动力选项，同时降低油耗与二氧
化碳排放量，最低油耗仅2.93L*。

车不停，电已充   行动充电/快速充电
通过制动能量回收系统，车辆可在行驶中自行充电。如欲更快将电池充满，
可接入电源或使用充电桩。



iSafe 个人化安全智能中枢

走你的路，每一条都安全
以先进机器视觉和神经网络科技
打造更强大的5层次全时段全场景智能守护



*产品以中国大陆市场实际销售为准

你的车，多了一位安全副驾   City Safety城市智能安全系统
拥有5层次安全防御机制，实现全时段主动避险干预，与道路偏离预防及保护系统、对向车辆智能避让等守护，让你在各场景里
安行无忧。

出来跑，需要会认路的车   Pilot Assist智能领航辅助系统
0-130公里/小时内，可自主识别道路标线、自动车道居中保持，并且带转向辅助，弯道也可巡航，各种路况皆能轻松驾驭，
不仅为你缓解驾驶疲劳，也为旅途增添更多安全与愉悦。

全方位，保护才到位   全系安全标配
XC60全系标配29％高强度硼钢车身、前排双安全气囊、 

驾驶员膝部气囊、前排侧气囊、前后侧气帘。而当碰撞即将
发生，沃尔沃汽车专利的WHIPS前排头颈保护系统，有
效保护驾乘人员的头颈，将碰撞伤害尽可能降到最低。

你的空间，更亲密无间   人体工程学座椅
瑞典皇家医学院共同研发，按照人体骨骼的特点，不同身高
体态均可最大限度地与座椅接触，达到最为贴合的乘坐感受。



对向车辆智能避让 道路偏离预防系统 车道保持辅助 疲劳警示系统 BLIS 盲点信息系统 倒车车侧警示系统

* 以上数据来源于沃尔沃汽车中国研发总部

满分安全，个性化再加分   个人化安全智能管理
依据你的个人行驶数据，为你定制专属安全智能升级方案，
从此走你的路更安心。

全新一代安全守护，不止多一点   360°鸟瞰视野安全守护
20个超敏传感器，搭配超高速神经网络，打造360°鸟瞰无死角
全景视野守护；采用电控刹车系统，响应速度几乎是传统刹车
系统的2倍，并配备准备驶离通知、向后自动刹车、紧急停车
辅助等智能驾驶辅助功能，高速稳定安全科技更胜一筹。



iRoom 生态出行空间

你的空间，听你的
是健康、适宜出行的生态环境
也是更个人化、由你控制的空间



*产品以中国大陆市场实际销售为准

这个样子，别人无法效仿   北欧美学典范
沿袭斯堪的纳维亚设计，简约短前悬宽体设计，搭配极简
线条与雕塑般侧面，XC 60的最低风阻系数仅0.32 Cd,

是空气力学流体设计的绝佳呈现。

少一点，多一点，真不一样   崭新设计语言
XC60豪华版新增贯穿式踱铭饰条，结合微幅修调的保险杠
与进气格栅、全新镜面徽标，突破原有格局，营造出高级
、犀利，如雕塑般的视觉效果。
而运动版增加格栅点阵面积，配合隐藏式排气管，突显动感 

调性，展现风驰电掣的力量感。

脸盲？不存在的   北欧风格灯组
“雷神之锤”LED前大灯昼夜闪耀，一路烙印鲜明家族印记；

而“维京战斧”LED尾灯与尾门整合相融，激发北欧极地魄力，
令人过目难忘。

眼前，不止一亮   迎宾灯光设计
一旦解锁，车门把手照明灯自动亮起，便于你快捷进入车内。



车的新声，悦耳倾心   Bowers & Wilkins®殿堂级音响系统
XC60搭载的Bowers & Wilkins®殿堂级音响系统，性能高达
1400瓦，配备15个扬声器，结合造型别致的鹦鹉螺扬声器
与刚听能音盆，带来如音乐厅般的纯净音质，无论身处车内
何处，均能沉浸于原音天籁，让愉悦缭绕旅程。

自然，以你为中心   麋鹿之角智慧美学座舱
一体成型的设计灵感源于自然，天然漂流木饰板打造仅此
一辆的爱车，当功能美感极致合一、所有细节清晰排布，一切
以你为中心，让你尽享操控与感官的自然流动之美。

自带“北欧滤镜”的空气   CLEANZONE®北欧清洁驾驶舱
整合四大净化技术，实现PM0.1的纯净空气：CZIS主动式
座舱预净化系统，钥匙解锁即启动车厢换气，换气量可高达
车厢内体积的2倍；IAQS智能空气循环控制系统，自动切换
空气内外循环；AQI空气质量实时监测系统，实时监测车内
PM2.5指数，给你看得到的好空气；AAC双效增强型空气
净化系统，最高可达95%的PM2.5过滤效率；四区自动空调
配合B柱出风口，持续输送清新空气，一路畅享清新。

从工业设计到艺术品   Orrefors水晶换挡杆
将瑞典皇室御用的艺术品，移植到你的车上。来自超过200年的
工坊，Orrefors水晶换挡杆是瑞典材质与精湛工艺的代表，
需多位手工匠人协力，经高温淬炼打造而成；造型优雅，操控
更自如，动静之间，尽显璀璨光能。



XC60 豪华版
兼具优雅与力量，诠释北欧豪华。

XC60 运动版
酣畅驾驭，集型格、响应、掌控于一车。

即刻开启

你的北欧豪华之旅
你可随心定制专属于你的沃尔沃汽车，以彰显个性风采。
为使你拥有一辆满意的XC60，我们提供一系列选装、饰条及
个性化附件。如你期待体验北欧豪华，可选择XC60豪华版；
如你青睐运动格调，不妨考虑XC60运动版。



一体成型麋鹿之角座舱 / 天然漂流木内饰

Bowers & Wilkins®殿堂级音响系统 Orrefors水晶换挡杆 /手机无线充电

人体工程学座椅 / 高级羊毛织物面料

XC60豪华版

直瀑式进气格栅



运动型皮质包裹三幅方向盘、Orrefors水晶换挡杆

*产品以中国大陆市场实际销售为准

“雷神之锤”LED 前大灯 “维京战斧”LED 尾灯

隐藏式排气尾管设计点阵式进气格栅

Metal Mesh金属网格内饰条

人体工程学Nappa+Open Grid织物运动型座椅



备注：
· R471为选装内饰，需收取额外费用；
· RE30、RA30、RG0R、RGAR、RC20、RC30、R471七款内饰使用黑色顶棚；
· RE30，RA30，RC30，RC20四款内饰不能与725车身颜色相匹配，UA00、UC00内饰不能与736车身颜色相匹配； 
· 本目录内容根据印制时车辆配置状态信息编制。鉴于沃尔沃汽车不断对汽车进行改型和改进，因市场客观的变化，
   中国大陆市场实际销售车型的部分配置及规格可能与本目录有所不同， 具体产品以实际销售为准。具体细节请咨询沃尔沃汽车授权经销商。

18 英寸 铝合金轮毂

20 英寸 铝合金轮毂 21 英寸 铝合金轮毂

19 英寸 铝合金轮毂

UC00 RECHARGE T8 插电式混合动力 四驱 长续航 
智雅豪华版
米色内饰 | 人体工程学 米色高级Nappa座椅 |

Drift Wood 漂流木内饰条

RC20 RECHARGE T8 插电式混合动力 四驱 长续航 
智雅豪华版
黑色内饰 | 人体工程学 琥珀色高级Nappa座椅 |

Linear Lime直纹椴木内饰条

RC30 RECHARGE T8 插电式混合动力 四驱 长续航 
智雅豪华版
黑色内饰 | 人体工程学 棕色高级Nappa座椅 |

Linear Lime 直纹椴木内饰条

RD00 B4 智行豪华版 | B5 四驱 智逸豪华版 | 
B5 四驱 智逸运动版
黑色内饰 | 人体工程学 黑色Sakelyx皮质座椅 | 

Iron Ore 拉丝铝内饰条

RA00 B5 四驱 智远豪华版 | B5 四驱 智雅豪华版 | 

RECHARGE T8 插电式混合动力 四驱 长续航 
智远豪华版
黑色内饰 | 人体工程学 黑色Moritz座椅 | 

Metal Mesh 金属网格内饰条

RA30 B5 四驱 智远豪华版 | B5 四驱 智雅豪华版 | 

RECHARGE T8 插电式混合动力 四驱 长续航 
智远豪华版
黑色内饰  | 人体工程学 棕色Moritz座椅 | 

Linear Lime直纹椴木内饰条

RG0R B5 四驱 智远运动版 | 

RECHARGE T8 插电式混合动力 四驱 长续航 
智远运动版
黑色内饰 | 人体工程学 黑色Nappa+Open Grid
织物运动座椅 | Metal Mesh 金属网格内饰条

UA00 B5 四驱 智远豪华版 | B5 四驱 智雅豪华版 | 
RECHARGE T8 插电式混合动力 四驱 长续航 
智远豪华版
米色内饰 | 人体工程学  米色Moritz座椅 | 

Drift Wood 漂流木内饰条

RC00 RECHARGE T8 插电式混合动力 四驱 长续航 
智雅豪华版
黑色内饰 | 人体工程学 黑色高级Nappa座椅 |

Linear Lime 直纹椴木内饰条

RGAR B5 四驱 智远运动版  | 
RECHARGE T8 插电式混合动力 四驱 长续航
智远运动版
黑色内饰 | 人体工程学 灰色Nappa+Open Grid
织物运动座椅| Metal Mesh 金属网格内饰条

RE30 B5 四驱 智逸豪华版
黑色内饰 | 人体工程学 棕色Sakelyx皮质座椅 |
Iron Ore 拉丝铝内饰条

R471 RECHARGE T8 插电式混合动力 四驱 长续航 
智雅豪华版(选装)
黑色内饰 | 人体工程学  浅灰色高级羊毛织物面料运动
座椅 | Drift Wood 漂流木内饰条

725 熔岩红金属漆

723 牛仔蓝金属漆
(豪华版专属 )

735 晨光银金属漆728 闪银灰金属漆

736 星耀沙金属漆

731 蝶贝灰金属漆707 水晶白珍珠漆 717 玛瑙黑金属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