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方精神
因为喜欢，所以专注；因为专注，所以极致。

要么与我无关，要么拼尽全力。平方青年，敢想敢为、敢拼会拼。

设计不止于灵感、内在不止于设定、成就不止于赞美，总想突破再突破！这，就是领克02的平方精神。



高能轿跑SUV
领克02，继承品牌全球基因，演绎独立时尚个性。凭借越级加乘的高智能、高性能

产品实力，为你带来极致的驾驶体验和使用乐趣。

当平方青年遇上领克02，是一见倾心，更是一眼认定。



在黑与白之中，拥有一颗纯粹的心，用鲜明的颜色，缔造内外兼修的出色；

不张扬却成焦点，不追随却被追赶。

纯CLEAR #简单、纯粹 



天赋绽放，为瞩目而生；夜色中，尽显极致态度；高能，将在顷刻间爆发；耀，

像电光火石般绚丽。

耀LOUDER #个性、前卫  



灌注强劲动能，成为速度的代名词，在引擎的轰鸣中，不断引领潮流的

走向；不当别人眼中的小咖，只做道路上的高能玩家。

劲HYPER #运动、极限 
  



你不看我第二眼就算我输设计   = 轿跑设计  X  SUV设计 



James Brant
#02的都市对立美学

都市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对立更是融合。既有底蕴的一脉相承，更有不断创造的无

限可能。02传承了Lynk & Co 都市对立美学基因，更将轿跑元素融入到SUV的设计

中，在不经意间，成为都市焦点。

#02

#Lynk & Co

#CityRoad

#PowerOn

#Clear

#Hyper



全景天窗

反向鲨鱼鳍设计

镀铬双排气尾管

领克02配备全新标志性机甲轮眉，犹如机械战甲般稳固和安全。

机甲轮眉设计

迎合都市年轻族群的全新审美，领克02将都市对立美学融入车身设计中，在下保险杠加入独特的装饰线，让思维划过天际，美感更具张力。

都市天际家族式前脸

领克02配备北极之光LED日间行车灯，

延续家族式车灯设计语言，是天际线尽

头闪耀的极光。

北极之光日间行车灯

尾灯由一组通透感极强的LED晶体构成，

刹车灯点亮时，晶体仿佛被注满能量，昭

示着都市年轻人时刻满格的朝气与活力。

能量晶体尾灯



置身座舱中，领克02多项高科技配置展现于眼前，给予驾乘者全方位包裹的安全感；偏向驾驶侧的设计，给驾驶者带来轻松自如的驾驭体验。

环抱式能量座舱

能量波出风口 D形运动方向盘



三种车型内置不同风格的装饰面板，细致的品质生活绝不忽略每一个细枝末节，由内而外释放出不同气场。

赛车级一体式运动座椅

多风格装饰面板

真皮电子换挡杆

领克02的运动座椅，基于赛车级人体动态反应而设计，打造力量感

的肌体廓形架构。加长的坐垫设计，帮你缓解驾驶疲劳。

领克02电子换挡杆采用真皮材质和立体梯形抓握设计，手感舒适、

操作轻松，时刻开启高能运动状态。

纯 / 最简单的素色搭配，还原最自然本性，在都市嘈杂中化繁为简。  耀 / 黑灰交错的大理石纹络，既前卫又内敛，低调中不失光芒。 劲 / 以暗黑为底色，加以红色蜂巢纹路点缀，强烈的视觉冲击体现热情与冲劲。

#02

#Lynk & Co

#Lifestyle

#Track

#Sporty



开车就该这么自然而然智控   = 驾驶智控 X 全路况智控



CMA是一个高度模块化、可伸缩的全新架构。它具有高度灵活性和

可扩展性，支持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动力系统，适用于多种车身形式

和尺寸，具备领先未来10年的技术储备。

灵活：多样化车身\多样化模块\多样动力源

CMA架构通过极为迅捷的信息传播速度，实现更优异的整车操控性

和更全面的车联网功能。同时也为未来最高级别的自动驾驶系统奠

定基础。

迅速：FLexRay电子架构\双通信通道设计
\10Mbps传输速度

基于CMA架构打造的领克02，参照全球五星安全标准开发，搭载

了多项主被动安全系统，让驾驶零负担。

安全：沃尔沃安全基因\领先的主动安全科技
\以全球五星安全为标准

由沃尔沃主导、吉利与沃尔沃联合开发的CMA基础模块架构，具有高度灵活性和延展性，为领克02出色的智能驾控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持。

“智能魔方”CMA基础模块架构

#02

#Lynk & Co

#CMA

#FlexRay电器架构



豪华高效动力总成

与沃尔沃共享的Drive-E 2.0TD涡轮增压发动机，1400rpm即可达到300N·m的扭矩输出，

兼顾燃油经济性与高效动力性。

            

与沃尔沃联合开发的Drive-E 1.5TD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80Ps，最高扭矩265N·m，

尽享驾驭快感。

            

最高97%的传动效率, 媲美手动变速器；≥35万Km的设计寿命，超欧美设计标准的46%。

既高效经济，又可靠耐用。

            

匹配爱信第三代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传动技术成熟可靠，同时动力传递更加平顺、

经济性更好。

            

领克02匹配与沃尔沃共享的Drive-E豪华高效动力总成，具有强劲动力、超低油耗、长效耐久和极致静谧等特征。

            

Drive-E 2.0TD涡轮增压发动机 Drive-E 1.5TD涡轮增压发动机 7DCT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6AT手自一体变速箱



领克02配备博格华纳第五代智能四驱系统，当车辆打滑时，系统将自动分配动力至后轮， 前后轴最大扭矩分配比可达50:50，无惧任何路况，尽享驾驭乐趣。

博格华纳第五代智能四驱系统默认驾驶模式

惬意的驾驶体验

更轻的转向力

ESP标定：注重低附着路面驾驶性能舒适模式

动力相对较强

方向盘反应更灵敏

操控的乐趣更加明显
运动模式

转向力度适中

陡坡缓降功能开启

发动机和变速器提供最大化牵引力
越野模式

更注重燃油效率的驾驶风格

动力输出调整到最佳节能状态

加热及通风系统设置为最佳节能状态
节能模式



领克02前后共配备12个泊车雷达，能自动识别可泊入的车位，实时评

估环境中潜在的障碍物、计算泊车轨迹，让泊车轻松自如。

SAP+自动泊车辅助系统
 (含自动刹车及泊位驶离功能)

17项智能驾驶科技

领克02采用第四代ACCQA带排队功能的自适应巡航系统，大幅减轻驾

驶负担，提高驾乘舒适性，让开车变得简单、轻松且更安全。

ACCQA 带排队功能的自适应巡航

领克02共配备4个190°广角摄像头，分辨率均达1280*720；且传感器

在弱光条件下感知能力尤为突出，360°全方位无死角。

360°全景影像系统

Oliver Colin
#02的17项驾驶黑科技

行驶在城市中的每一段路上，02都能给我带来及时的驾驶帮助。有了TA，驻车、会车、拥堵，任何情况我都能应对自如。

当两侧相邻车道后方70米范围内，有车辆快速接近时，系统会判断3.5
秒内变道的碰撞风险，并及时通过警示灯闪烁、蜂鸣声示警的方式提醒

驾驶者。

LCW车辆快速接近警示系统

当摄像头探测到车辆已偏离车道线，且驾驶员没有纠正动作时，方向

盘将通过轻微的回旋力辅助，使车辆回到原车道。

LKA车道保持系统

领克02配备了RCTA后方交通警示系统，让你在倒车出库时，及时发

现迅速接近并可能发生碰撞的机动车。

RCTA后方交通警示系统



我的第二台移动设备互联   =人车互联 X 云端互联



无线充电

无线充电功能具有超强实用性及便捷性，即使没有充电线，也能

让你的移动电子设备电力饱满。
领克02采用哈曼Infinity10扬声器豪华音响， 同时配备Logic7®
环绕立体声系统及Clari-Fi   无损音质还原技术，为消费者呈现

Hi-Fi级别的听觉享受。

哈曼Infinity10扬声器豪华音响 

TM

APP远程控制，实现人车互联，无论是定位车辆、监控车辆状态，

还是远程开关车门和空调，都能一手搞定。

APP远程控制

领克02集合多项前瞻科技，实现流畅的三屏互动。车主可以

将手机与10.2英寸智能中央触控屏及10.25英寸全液晶智能

仪表盘进行连接，实现信息交互、远程控制等功能。

Eye-Max三屏互动

时空主题 秘境主题 航行主题经典主题

屏幕采用10.2英寸康宁大猩猩玻璃触控屏，分辨率达1920*1080，给予影院级的视觉享受。多点触控科技匹配

卓越配置性能，让每一次触控都灵动流畅。

10.2英寸智能中央触控屏

承载行驶大数据的10.25英寸全液晶智能仪表盘，直观展示实时信息。经典／时空／秘境／航行 四种仪表

主题设计，随心任意开启。

10.25英寸全液晶智能仪表盘



系统支持1+4个性化账户设置，每个账户均可独立进行账户名、头像、壁纸、座椅位

置、外后视镜位置等设置，即使切换账户也能满足个性化需求。

个性化云账户设置

领克02的全新车机系统支持OTA云端在线升级, 通过车机移动网络或外连Wi-Fi, 实

时更新车机系统及车载APP, 让你时刻畅享前沿科技。

OTA云端在线升级

领克02配备科大讯飞智能语音识别系统，语音识别更高效、准确，支持导航、聊天、

开关空调等多项语音指令，满足全方位语音交互需求。

智能语音云识别系统

领克02全系标配高德地图导航，高配可提供实时路况信息查询、手机位置发送到车、

全程语音控制至目的地及智慧停车等多项人性化功能，出行更高效便利。

高德云导航

Tom Hank
#DVR行车记录仪

旅途上不能辜负美好风景，还好我的02有支持拍摄1080P高清照片和视频的DVR行车记录仪，不但可以记录行车过程，更重要的是我能随时翻看一路上的珍贵回忆。

#02

#Lynk & Co

#Record

#Memory



永 远 有 第 二 手 准 备安全   = 乘员安全 X 行人安全



领克02对标全球五星安全标准，全面的主被动安全配置、80.5%高强度钢使用率以及诸多安全策略，充分体现领克02对安全的重视。

全方位五星安全

#02

#Lynk & Co

#Lifestyle

#Structure

#Safety



领克02搭载的AEB主动式紧急刹车系统，可主动刹停或减缓车速，最大限度降低碰撞事故的发生率；

该系统同时支持行人识别功能，提高行人安全。

AEB主动式紧急刹车系统（带行人识别）

当碰撞无法避免时，领克02配备的主动弹起式发动机盖，将大幅降低事故对行人的伤害。

主动弹起式发动机盖

领克02配备EPB电子驻车及AutoHold自动驻车系统，提升驾驶操作便捷

性，同时节约布置空间、增强车内科技感。

智能驻车系统

领克02采用BOSCH高动态版ESP9.3车身稳定系统，配备高性能四核处理器，反应速度更敏捷；同时还包含HSA坡道起步辅助系统等17项高动态版功能模块，为驾驶安全保驾护航。

博世ESP 9.3 高动态版



23项车身NVH性能技术

领克02配备沃尔沃专利的WHIPS主动式头颈保护系统, 可在后端碰撞中支撑乘坐者的整个后背和头部。

主动式头颈保护系统

领克02在驾驶席、副驾驶、前排、侧面等配备全方位的安全气囊，让驾乘人员获得更多安全保障。

全方位安全气囊

领克02采用先进的发动机降噪技术，从源头上抑制噪声。同时采用23项车身静音设计，配以液压悬挂系统，进一步提升整车静谧性。



Daisy Cosmo
#02的车内环境安全

从上车那一刻起，02就给了我一个放心呼吸的空间。

领克02搭载的AQS空气质量管理系统，在检测到车外有CO、NO等有害气体后，自动将空调切换至内循

环模式，隔绝有害气体进入车厢, 确保车内空气清新。

AQS空气质量管理系统

车辆锁止3小时后，再次解锁时，主动式座舱清洁系统被激活，1分钟完成2倍车厢容积的换气，清除因阳

光暴晒而产生的挥发性物质；领克02用“会呼吸”的前沿理念，预先营造天然氧吧的驾乘空间。

主动式座舱清洁系统

#02

#Lynk & Co

#Lifestyle

#Deep Breath

#Air Quality



从不追热点因为我就是热点创新   = 出行方式 X 商业模式



我们挑战一切惯例，不断改善移动出行方式

我们不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是为了给人们带来更美好的出行体验

我们从来不乏机遇与新的可能

正是因为我们的大胆创新

才能为顾客提供更优质的产品，更无忧的用车体验

我们，正在打破人们关于汽车的固有观念

我们个性、互联、开放

我们是Lynk & Co 领克



欧洲技术

欧洲设计

全球制造

全球销售



#领克空间/领克商城/领克中心

简单便捷的生活 就是一切

随时随地

也能随心所欲

Lynk & Co 领先打造三位一体的创新渠道模式，

领克空间0距离线下体验，便捷感受02科技；

领克商城24小时在线下单，轻松拥有02；

领克中心便捷提车、服务，为你提供全程透明无忧的拥车、用车体验。

一切购车流程与用车旅程，都尽在你的掌握。

#三大终身服务 用车从此零烦恼

我从未想过拥有一辆车还能有这么多种方式，除了一次性购买，还可以选择灵活租用，以及多种金融信

贷方案。可以说Lynk & Co代表了一种全新的都市消费方式。

而且，终身质保、终身数据流量、终身道路救援，还能有比Lynk & Co更贴心的终身服务吗？

Kevin House领 克



4 5订单确认1登录领克商城 2选择心仪车辆 3选择提车

领克中心

领克空间

7物流运输 6
支付订金

9交车 8车辆到店

透明电商及购车模式

#02

#Lynk & Co

#Lifestyle

#Ecommerce

#Anywhere

车辆生产



耀 耀Pro纯 Lite 劲 劲Pro 劲Pro AWD



三种内饰风格

2702mm

4448mm 1890mm

1591mm 1616mm
1890mm

1528mm

201mm

车身尺寸

纯 耀 劲

Lynk & Co 02 车型产品配置表

19英寸轮毂(2.0TD车型可选装)

耀风格黑曜石撞色轮毂 劲风格三叉戟轮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