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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附件



精心设计 
          一丝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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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劳斯莱斯精品附件是位于英国古德伍德的劳斯莱斯总部的工
匠们超凡技能的绝妙展现。每一件精品都展示了劳斯莱斯汽
车精益求精的品质与卓越，承载了 100 多年之久的传统与创
新的所有印记。
凭借一丝不苟的设计，精品附件充分融合艺术、设计和工程
学的优点，使您的车辆更臻完美。每个元素都能让您的劳斯
莱斯汽车更具个性，从而使其成为您个性的独特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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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拥有强劲的姿态和标志性的车身比例，尽显劳斯莱斯
汽车的精髓：对现代豪华汽车的永恒诠释。精品附件旨在
提升您的座驾，增强其美感，让您能创作自己的艺术品。

幻影

幻影精品附件4



个性化定制
持续定制您的劳斯莱斯汽车，在各个细微之处融入您
的个性色彩。从迎宾踏板上的刻字到手套箱盖上的个
性化绣花，您可以设定自己的基调 — 让幻影像您一
样独一无二。 

个性化迎宾踏板
在迎宾踏板上雕刻您喜欢的文字或徽章， 
彰显个人风范。
适用于所有幻影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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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靠枕
这款靠枕填充柔软的鸭绒并包覆最优质的
真皮，有多种颜色、滚边和个性化绣饰供
选择，可为劳斯莱斯汽车的内饰增色。  
适用于所有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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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头枕
用颜色互补的线条或您喜欢的对比色组成
的典雅绣花字体增强头枕的外观，以展现
您的个人风格。您可以用三种字体编写最
多七个字母的一段文字。
适用于所有幻影车型

个性化绣花手套箱盖
使用绣花文字，在手套箱盖内添加您的个
人讯息。
适用于所有幻影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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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发光迎宾踏板
发光迎宾踏板与您劳斯莱斯汽车的车内照
明交相辉映，营造出引人注目的流光溢彩
之感。在迎宾踏板上雕刻您喜欢的文字或
徽章，彰显独特的个性风格。
适用于所有幻影车型



定制室内车衣
我们的定制室内车衣按照最高标准手工制作而成，可完美
贴合您汽车的轮廓。这些定制室内车衣可以从 18 种颜色
中选择一种颜色或两种相互搭配的颜色。为了实现最高水
平的个性化定制，可在车衣任何一侧绣上您的姓名首字
母、姓名、饰章、徽章或劳斯莱斯字母组合。 
适用于所有幻影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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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庆女神 — 24K 镀金版
这款卓然不凡的汽车标志的造型在其发展史上有过细微的
改变。然而，其强大的神秘感却从未减弱。现在，这款光
芒四射的美丽与优雅的化身可提供 24K 镀金版本。
适用于所有幻影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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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饰
通过这些做工精美的外饰选项强调幻影的仪式感和与众不
同。从一系列独家的高级精品中做出选择并由您指定的经销
商进行加装，赋予您的劳斯莱斯汽车独特的个人风格。 

幻影精品附件 — 外饰



欢庆女神 — 发光版
发光版欢庆女神外表采用磨砂效果
处理，营造出十足的现代感，由内
向外散发出的冠状光芒，给人留下
深刻的印象。 车辆在静止状态下
启动迎宾照明系统时，欢庆女神的
照明系统便会随之启动。
适用于所有幻影车型

欢庆女神 — 纯银版
劳斯莱斯的标志性象征可特别采用
实心纯银精心制作而成，成为进一
步提升精致和优雅气质的标志。
适用于所有幻影车型

拉丝钢套件
引擎盖和风挡边框采用与众不同的拉丝钢设计，
具有引人注目的动感外观。
适用于幻影软顶敞篷车和幻影双门轿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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柚木敞篷盖
采用游艇方面的设计元素，这款柚
木敞篷盖由 30 多个单独部件手工
制作、拼接完成，并用一种特殊配
方的油料保护表面。该组件与“后
备箱木地板”选项进行搭配，请参
见第 32 页了解详情。
适用于幻影软顶敞篷车

重新设计的后视镜组件 
该后视镜的设计与车辆外饰完美融合，可为
早期幻影车型增加现代感并提供更大的视野
范围。

请咨询您的指定经销商了解汽车的兼容性。

外露排气管 
这些镀铬排气管凸显您的幻影的动感和强劲
动力，而排气噪音却几乎听不到，真正做到
了两全其美。

请咨询您的指定经销商了解汽车的兼容性。

牌照边框 
完美的点睛之笔，设计上适合前端标准牌照
和美国标准牌照。

适用于所有幻影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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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斯莱斯汽车公司设计了
一系列备选的轮毂选项，
让您能随意更新和美化自
己的座驾。

细条纹轮胎
为您的座驾增添一抹优雅的色彩。细条纹
轮胎的灵感源自时尚界，是经典设计的魅
力在当代的完美呈现。
适用于所有幻影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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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英寸式样 422 
合金车轮 – 锻造

另外也可采用：  
全抛光、深色漆面

21 英寸式样 173 
合金车轮 – 镀铬

另外也可采用：  
喷漆

21 英寸式样 471 
合金车轮 – 部分抛光

另外也可采用：  
锻造、深色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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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漆合金轮毂示例

21 英寸式样 267 
合金车轮 – 全抛光

另外也可采用：  
喷漆、部分抛光、全抛光、深色漆面

21 英寸式样 289 
合金车轮 – 深色漆面 

另外也可采用：  
喷漆、部分抛光、全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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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饰
简洁是最纯粹的美。对细节一丝不苟的关注与绝妙的设计完美结
合，共同打造出幻影奢华的内饰。通过以下为您度身定制的完美
附件打造您的私人殿堂，帮助您更好地工作、娱乐或放松。 

星光顶
将您的汽车车顶幻化为繁星点点的夜空。这种特殊的顶
饰材料利用数百个光纤灯营造出一种梦幻般的氛围。 
您可以使用乘客舱内的控制按钮调节“星光”的亮度，
创造适合您的良好氛围。 
前顶饰面板采用黑色真皮装饰，与星光顶完美搭配。 
请咨询您的指定经销商了解汽车的兼容性。

幻影精品附件 — 内饰



加粗方向盘
这款方向盘融合了更好的抓握感和动
态美感，营造出更加运动的感觉，并
且有多种不同的颜色供您选择。
适用于所有幻影车型

木饰面板的方向盘轮辐
为了确保整体协调的外观和感觉，方
向盘轮辐可以采用优雅的木饰面板，
以与车辆内饰相匹配。 
适用于所有幻影车型

全木饰面板仪表盘
仪表盘上部可与您车辆的木饰面板完
美匹配，包括驾驶者控制台后部的出
风口镶边。
适用于所有幻影车型

手套箱中的雪茄盒
这款带衬木的雪茄盒采用抛光铝和真皮
装饰，可以妥善地收藏在手套箱中。
适用于所有幻影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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羔羊毛脚垫
这款特别制作的脚垫可令您感受到自己脚下羔
羊毛奢华的柔软感觉。从一系列颜色中选择与
您内饰风格搭配的颜色。另外还提供了羔羊毛
后备箱垫，请参见第 37 页了解详情。 
适用于所有幻影车型

剑麻脚垫
为幻影软顶敞篷车特别设计的这款剑麻脚垫能
够唤起经典的航海感觉。

适用于幻影软顶敞篷车和幻影双门轿跑车

织花脚垫
这款特别制作的脚垫极为舒适、耐磨，并提供
一系列与您的车辆内饰相匹配的颜色。

适用于所有幻影车型

后部窗帘套件
特别制作的后车厢和后车门电动窗帘可以为后座乘客
提供极高的隐私保护，二者可以单独选择，也可以搭
配选择。从一系列颜色中选择能为您的内饰风格提供
补充的颜色。 
请咨询您的指定经销商了解汽车的兼容性。

幻影精品附件 — 内饰



单人座椅冰箱
该冰箱设计用于冷藏两只标准规格的香槟酒瓶或类似物
品，可供放松或庆祝之用。冰箱在两位后座乘客伸手可
及的范围内，并保持 4°C/39°F 的最佳冷藏温度，打
开冰箱门时可提供照明。 
适用于幻影和幻影加长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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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铝饮料杯架
由纯铝研磨和抛光而成的这款双饮料杯架
不仅具有美观的设计，而且兼具实用性和
时尚性。仅用于配备座椅冰箱的车辆。
请注意，图片中的香槟酒杯仅供参考。
适用于幻影和幻影加长版

幻影精品附件 — 内饰

独立座椅酒柜
这款酒柜由两个储物格组成，采用缝嵌真
皮装饰，安装在幻影的两个独立后排座椅
之间，取用方便。这款酒柜可容纳两个香
槟酒杯、两个威士忌酒杯以及两个酒瓶，
兼顾了实用性和时尚感。
适用于幻影和幻影加长版

带劳斯莱斯车标的头枕
可在头枕上绣上重叠的劳斯莱斯字母组
合，绣花线的颜色可以是头枕颜色的配色
或对比色。 
适用于所有幻影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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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与科技
尽情体验和发现。我们的“旅行与科技”精品是工程与设
计的完美结合，能无缝贴合您的生活方式，成为您生活的
轻松扩展。 

遮阳伞
这款手工打造的精美遮阳伞由乳白色
棉制斜纹伞盖和形成鲜明对比的灰褐
色饰边组成，既能在夏日为您遮蔽炎
炎烈日，其优雅外形也适合您带到任
何场合。
适用于所有幻影车型

幻影精品附件 — 旅行与科技



野餐箱
劳斯莱斯野餐箱让户外用餐成为一种极致体验，变得与驾乘一样
充满乐趣，而不只是长途旅行中的随便应付。
野餐箱采用油柚木、鞍革和抛光铝材手工制成，包含铅晶酒
杯、Wedgwood 陶器和手工打造的不锈钢餐具，可为四人带来
完美的野餐体验。
适用于所有车型

精工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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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真皮装饰冷藏袋
这款可拆卸的便携式冷藏袋将与您的行程有关的
每一项便利因素都考虑在内。该冷藏袋采用与车
辆内饰相匹配的真皮装饰，由车辆通过后备箱中
的一个 12V 辅助电源插座供电。
适用于所有幻影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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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备箱木地板
这款奢华、具有柚木敞篷盖风格的木地板赋
予您的幻影软顶敞篷车或幻影双门轿跑车后
备箱独一无二的古典风格，它是柚木敞篷盖
的完美伴侣。关于“柚木敞篷盖”的详情，
请参见第 17 页。
请咨询您的指定经销商了解汽车的兼容性。

真皮装饰的后备箱
做工精细至每一个细节的这款后备箱（包括
铰链盖）采用真皮装饰，以与幻影的内饰颜
色相匹配。
请咨询您的指定经销商了解汽车的兼容性。



幻影行李包
劳斯莱斯幻影行李包源自古德伍德设计工作室的完美制
作，甄选经典棕褐色顶级鞍皮，以纯手工定制而成。 
这款实用且不失时尚的行李包可整洁地放入幻影的后备
箱中，采用精致的劳斯莱斯细节装饰，包括刻有字母组
合的搭扣和绣花内衬。
您既可单独订购幻影行李包，也可通过以下套装获取：
6 件套：  
包含 4 只周末旅行者行李包、 1 只附件包和 1 只鞋包
5 件套：  
包含 4 只周末旅行者行李包和 1 只附件包
如对页所示

4 件套：  
包含 4 只周末旅行者行李包
适用于所有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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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自有风范

幻影精品附件 — 旅行与科技

附件包 周末旅行者行李包 鞋包



保险杠保护垫
这款保护垫由手工制作而成，在装载过程中可以保
护保险杠和后部漆面免受损坏，不使用时还可轻松
卷起以免造成阻碍。

请咨询您的指定经销商了解汽车的兼容性。

后备箱网
通过将小件物品安全存放在后备箱网中来防
止其滑动，该后备箱网固定在后备箱地板和
侧面。

适用于幻影和幻影加长版

羔羊毛后备箱垫
这款奢华的羔羊毛软垫能够为易碎物品提供
一个保护面层。请参见第 25 页了解与“羔羊
毛脚垫”相关的信息。

适用于幻影和幻影加长版

后备箱橡胶垫 
这款用橡胶处理过的防滑垫可为后备箱地板
和您的行李提供额外保护。 

适用于幻影和幻影加长版

36 37幻影精品附件 — 旅行与科技

行驶中的物品安全



多功能遥控器
可无缝地轻松进出家门，这些按钮安装
在后视镜上，您可为其编程遥控功能，
例如打开/关闭车库门或大门、打开及
关闭车灯或车辆的其他电器。 
请注意：某些国家或地区存在有关遥控器的使
用限制。 
请咨询您的指定经销商了解详细信息。
适用于所有幻影车型

嵌入式电话适配器
这些便捷的嵌入式电话适配器可将您的手机连接至
车辆的外部天线，从而增强接收效果，同时还可为
手机的电池充电。适用于包括 Apple* 在内的一系列
设备。
请咨询您的指定经销商了解汽车的兼容性。

随时保持互联
整洁的内饰令您完全无法想象到用自己的指尖便可轻松控制的幻影所采用
的大量技术。所有的设计都遵循易操作性与互联动感性相结合的原则，以
在行驶过程中为您带来轻松驾驶乐趣。为了使您的每次行程更有乐趣，我
们提供了一系列的车内装饰供您选择。

*Apple Computers Inc. 的商标。 
† 图片仅供参考。

媒体适配器电缆
Apple iPhone* 可通过中央控制台中的 USB 音频接
口连接至幻影的音响系统。该电缆在使用时还可为
设备充电。适用于各种 iPhone* 机型†。

请咨询您的指定经销商了解汽车的兼容性。

38 39幻影精品附件 — 旅行与科技



冬季车轮和轮胎
即使在最危险的冬季条件下，也丝毫不会影响舒适和优雅。在
低于 7℃/44℉ 的温度条件下能够提供增加高达 20% 的抓地
力，在泥泞、结冰以及积雪或融雪路面上能够提供更大的牵引
力。在潮湿路面上的遇水打滑风险也降低。
适用于所有幻影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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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保养及养护
每一辆劳斯莱斯汽车都能得到 60 多位技艺精湛的工匠和
技师的专业呵护。这种同样对细节一丝不苟的关注一直都
是我们设计汽车养护产品的灵感之源。

幻影精品附件 — 汽车保养及养护



雪地防滑链
劳斯莱斯雪地防滑链能够改进车辆在冰雪路
面上行驶时的牵引力、制动距离和行驶稳定
性，是滑雪旅行或在较寒冷气候条件下行驶
的必要装备。
请咨询您的指定经销商了解汽车的兼容性。

灭火器
灭火器位于车内不显眼但触手可及的位置，
有意外发生时可随手取用。

有关具体国家或地区的灭火器要求，请咨询您的指定
经销商。

养电器
这款通过家用电源供电的养电器带有 LED 
指示灯，可确保始终保持最佳充电水平。
适用于所有幻影车型

42 43
*某些国家或地区存在使用限制。请咨询您的指定经销商了解兼容性。

室外车衣
这款室外车衣可以保护您的汽车免受日晒雨
淋。车衣的每一侧都带有精致的劳斯莱斯字母
组合，一条固定带将车衣完美地固定在位。 
适用于所有幻影车型

带通风系统的车衣
在无尘、无垢、干爽的环境中使您的劳斯莱斯
汽车保持纯净状态。这种耐磨的可充气车衣通
过一对风扇使空气围绕车辆不停地循环，从而
创造出一种干燥的微气候。
适用于所有幻影车型

幻影精品附件 — 汽车保养及养护

室内车衣
这款室内车衣在前端带有劳斯莱斯字母组合的
绣花图案，可用于保护您的劳斯莱斯汽车漆
面。个性化室内车衣同样任君选择，请参见第 
10 页了解详情。
适用于所有幻影车型

Swissol 汽车保养套件*

这款精心挑选的 Swissol 汽车保养产品套件
包含使劳斯莱斯汽车保持纯净状态所需的一
切用品。所有用品都方便地收纳在一只带有
劳斯莱斯字母组合的手提袋中。 
适用于所有幻影车型

幻影软顶敞篷车的专用清洗产品*

该产品专门设计用于维护幻影软顶敞篷车
的专用元件，包括柚木、不锈钢和软顶清
洁剂。

适用于幻影软顶敞篷车



 

富有动感而又不失平稳，采用先进技术但又简约而富有
魅力，古思特让您体验静谧却又动力非凡的旅程。同样
的设计特点也反映在古思特的精品附件中。每一种附件
都尽显品质和精确性，为您提供了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
度身定制车辆的独一无二的绝佳机会。 

古思特

44 45古思特精品附件



个性化定制
设计是功能、外观和情感的融合。从迎宾踏板上雕刻的文
字到绣花的雅致头枕和靠枕，我们的古思特个性化附件让
您可以度身定制自己座驾的个性风范 — 实现劳斯莱斯久负
盛名且不可超越的细致程度。

个性化迎宾踏板
在您座驾的迎宾踏板上雕刻您喜欢的文字或徽章，彰显个
人风范。增添抛光不锈钢踏板护板，打造炫酷且富有现代
感的气息。请参见第 48 页了解详情。 
适用于所有古思特车型

46 47古思特精品附件 — 个性化定制



定制室内车衣
我们的定制室内车衣按照最高标准手工制作而成，可完美贴合您汽
车的轮廓。这些定制车衣可以从 18 种颜色中选择一种颜色或两种相
互搭配的颜色。为了实现最高水平的个性化定制，可在车衣任何一
侧绣上您的姓名首字母、姓名、标志、徽章或劳斯莱斯字母组合。 
适用于所有古思特车型

49古思特精品附件 — 个性化定制

抛光不锈钢踏板护板
这款抛光不锈钢饰件可为车辆内饰和后备箱门
槛板护面增添炫酷的现代气息。作为高度个性
化的点睛之笔，也可安装个性化迎宾踏板，以
进一步增强古思特的动态特性。请参见第 47 
页了解详情。 
适用于所有古思特车型

个性化头枕
用颜色互补的线条或您喜欢的对比色组成的典
雅绣花字体增强头枕的外观。您可以用三种字
体编写最多七个字母的一段文字。
适用于所有古思特车型

个性化靠枕
这款靠枕填充柔软的鸭绒并包覆最优质的真
皮，有多种颜色、滚边和个性化绣饰供选择，
可为劳斯莱斯汽车的内饰增色。 
适用于所有车型

48

个性化靠枕

个性化头枕抛光不锈钢踏板护板



丝锻银套件
丝锻银套件富有动感而又不失平稳，包含引擎盖、
挡风玻璃和格栅，完美体现古思特的动态特性。 
请咨询您的指定经销商了解汽车的兼容性。

50 51

外饰
再也没有其他汽车能够像古思特这样充分体现劳斯莱斯的
精髓所在。我们选择的外饰选项仅用于强调这款散发简约
力量的永恒经典车型充满动态感且不拘礼节的特性。

古思特精品附件 — 外饰



欢庆女神 — 24K 镀金版
这款卓然不凡的汽车标志的造型在其发展
史上有过细微的改变。然而，其强大的神
秘感却从未减弱。 现在, 这款光芒四射的
美丽与优雅的化身可提供 24K 镀金版本。

适用于所有古思特车型

欢庆女神 — 纯银版
这一标志性象征（包括标志）可采用实心
纯银精心制作而成，以进一步增添优雅含
蓄之感。

适用于所有古思特车型

欢庆女神 — 飞天女神 
含向上照明的“飞天女神”车标会从底
座周围投射出一圈白光，为雕像营造出
迷人的光环。车辆在静止状态下启动迎
宾照明系统时，欢庆女神的照明系统便
会随之启动。

适用于所有古思特车型

52 53古思特精品附件 — 外饰

欢庆女神 — 发光版
发光版欢庆女神外表采用磨砂效果处理，营造
出十足的现代感，由内向外散发出的冠状光
芒，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车辆在静止状态下
启动迎宾照明系统时，欢庆女神的照明系统便
会随之启动。
适用于所有古思特车型

优雅的小女神



20 英寸式样 274 
合金车轮 – 高光黑色
另外也可采用：喷漆、镀铬

19 英寸式样 273 
合金车轮 – 喷漆

21 英寸式样 603 合金车轮 – 黑色，部分抛光
惊艳的 21 英寸 7 轮辐部分抛光合金车轮，为您的劳斯莱斯
座驾增添新的设计元素。 
适用于所有古思特车型

54 55

21 英寸式样 615 
合金车轮 – 部分抛光
另外也可采用：喷漆、全抛光

古思特精品附件 — 外饰

20 英寸式样 420 
合金车轮 – 全抛光
另外也可采用：部分抛光



5756

外露排气管
镀铬排气管凸显您的古思特的动感和强劲 
动力，而排气噪音却几乎听不到，真正做到
了两全其美。
适用于所有古思特车型

重新设计的后视镜组件
天衣无缝地融入到车辆的外部线条中，同时仍
然保持较大的视野范围，这组尺寸经过重新设
计的后视镜是 2011 年 9 月之前制造的古思特
车型上安装的标准后视镜的替代之选。 
请咨询您的指定经销商了解汽车的兼容性。

21 英寸式样 603 合金车轮 – 银色，部分抛光
通过 21 英寸 7 轮辐的反射银合金车轮为您的古思特
进一步增添活力。
适用于所有古思特车型

古思特精品附件 — 外饰



羔羊毛脚垫 

这款特别制作的脚垫可令您感受
到自己脚下羔羊毛奢华的柔软感
觉。从一系列颜色中选择与您内
饰风格搭配的颜色。 
适用于所有古思特车型

织花脚垫
这款特别制作的脚垫极为舒适、
耐磨，并提供一系列与您的车辆
内饰相匹配的颜色。 
适用于所有古思特车型

全天候脚垫
这款脚垫不仅能为您爱车的内部
空间赋予豪华时尚的气息，其采
用撑压工艺的边缘设计还能防水
防污，确保时刻精心呵护您的爱
车。
适用于所有古思特车型

5958

内饰
踏入古思特，掌控随心。现代化的内饰在每个细微之
处都尽显舒适，营造出精致、静谧的空间。通过精品
附件中的内饰选项，不论旅途通向何方，您都可以享
受时尚和舒适。

羔羊毛脚垫

全天候脚垫织花脚垫

古思特精品附件 — 内饰



野餐桌
凭借优雅的折叠操作和相配的真皮饰件，这款野餐桌是
工作和休闲的完美之选。后座乘客尤其能够享受到这款
时尚且使用方便的附件的便捷性。 
请注意：后座娱乐系统不包括在内。
请咨询您的指定经销商了解汽车的兼容性。

带劳斯莱斯车标的头枕
可在头枕上绣上重叠的劳斯莱斯字
母组合，绣花线的颜色可以是头枕
颜色的配色或对比色。
适用于所有古思特车型

冰箱
这款冰箱作为劳斯莱斯汽车的顶级
附件之一，在带照明和整体镜面的
内部提供可容纳两只 0.75 升香槟酒
瓶以及两个香槟酒杯的空间。两级
制冷设置可使饮品和食物保持最佳
温度。此外，为了提高便捷性和宴
饮乐趣，还可在后座扶手中的杯座
上固定一个杯架。
适用于所有古思特车型

后部窗帘套件
这款电动窗帘可以提升后排乘客的
私密感，并可从后排座椅中或驾驶
者车门上简单地进行控制。作为后
风挡窗帘或整套后车厢窗帘（包括
侧窗）提供。
适用于所有古思特车型

61古思特精品附件 — 内饰60

精致的静谧空间

后部窗帘套件

冰箱带劳斯莱斯车标的头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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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与科技
古思特配备操作简单的尖端技术，在纷繁芜杂的世界里为
您提供静谧、轻松的驾乘体验。技术的进步带来前所未有
的更多智能，我们的“旅行与科技”系列附件旨在增强古
思特在任何场景中的潜能。 无线耳机

这款无线耳机专为古思特后座娱乐系统设计，质量上乘的轻盈耳垫为您
呈献卓越的音效和佩戴舒适性。先进的技术意味着可在耳机上直接调整
音量和选择频道，并且每个耳机都配有绣有图案的坚硬保护壳，方便在
不使用时收纳。 
请注意：无线数码耳机兼容 2013 年 9 月后生产的古思特汽车。2013 年 9 月前生产的古
思特汽车可使用红外线耳机。
请咨询您的指定经销商了解汽车的兼容性。

古思特精品附件 — 旅行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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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遥控器
可无缝地轻松进出家门，这些按钮安装在后视镜上，您可为其编程遥控功
能，例如打开和关闭车库门或大门、打开及关闭车灯或车辆的其他电器。
请注意：某些国家或地区存在有关遥控器的使用限制。
请咨询您的指定经销商了解详细信息。

适用于所有古思特车型

便携式真皮装饰冷藏袋
这款可拆卸的便携式冷藏袋将与您的行程
有关的每一项便利因素都考虑在内。该冷
藏袋采用与车辆内饰相匹配的真皮装饰，
由车辆通过后备箱中的一个 12V 辅助电源
插座供电。
请咨询您的指定经销商了解汽车的兼容性。

嵌入式电话适配器
这些便捷的嵌入式电话适配器可将您的手
机连接至车辆的外部天线，从而增强接收
效果，同时还可为手机的电池充电。适用
于包括 Apple* 在内的一系列设备。
请咨询您的指定经销商了解汽车的兼容性。

古思特后座娱乐遥控器
古思特后座娱乐遥控器提供轻松的乘车体
验，拥有与集成的旋转控制器相同的功
能，让您只需轻触按钮就能使用后座娱乐
系统。
适用于所有古思特车型

媒体适配器电缆
Apple iPhone* 可通过中央控制台的 
USB 音频接口连接至古思特的音响统。
该电缆在使用时还可为设备充电。适
用于各种 iPhone* 机型。
适用于所有古思特车型

古思特精品附件 — 旅行与科技

*Apple Computers Inc. 的商标。

无线汽车热点
无论车辆静止还是在行驶中，您都可以轻松、可靠地浏览互
联网及阅读电子邮件。安装在前排中央扶手中的无线汽车热
点可同时连接多部WLAN设备，并且会在不同网络之间自动
切换，确保最佳网络连接效果。
请注意：某些国家或地区存在使用限制。
请咨询您的指定经销商了解详细信息。
适用于所有古思特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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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保养及养护
古思特在工程设计、优雅的外观和动感上均达到巅峰。
保持车辆的完善无损至关重要，对此方面一丝不苟的关
注为我们带来灵感，由此设计出能为您的座驾提供保护
和维护的产品。 

带通风系统的车衣 
在无尘、无垢、干爽的环境中使您
的劳斯莱斯汽车保持纯净状态。这
种耐磨的可充气车衣通过一对风扇
使空气围绕车辆不停地循环，从而
创造出一种干燥的微气候。
适用于所有古思特车型

室外车衣
这款室外车衣可以保护您的汽车免
受日晒雨淋。车衣的每一侧都带有
精致的劳斯莱斯字母组合，一条固
定带将车衣完美地固定在位。 
适用于所有古思特车型

室内车衣
这款室内车衣在前端带有劳斯莱斯
字母组合的绣花图案，可用于保护
您劳斯莱斯汽车漆面。个性化室内
车衣同样任君选择，请参见第 49 页
了解详情。
适用于所有古思特车型

带通风系统的车衣

室内车衣室外车衣

古思特精品附件 — 汽车保养及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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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地防滑链
劳斯莱斯雪地防滑链能够改进车辆
在冰雪路面上行驶时的牵引力、制
动距离和行驶稳定性，是滑雪旅行
或较寒冷气候条件下的必要装备。
仅适用于 19 英寸合金车轮。 
适用于所有古思特车型

冬季车轮和轮胎
即使在最危险的冬季条件下，也丝
毫 不 会 影 响 舒 适 和 优 雅 。 在 低 于 
7℃/44℉ 的温度条件下能够提供增
加高达 20% 的抓地力，精巧设计
的胎面在泥泞、结冰以及积雪或融
雪路面上能够提供更大的牵引力。
在潮湿路面上的遇水打滑风险也降
低。适用于 19 英寸和 20 英寸合金
车轮。
适用于所有古思特车型

灭火器
灭火器位于车内不显眼但触手可及的
位置，有意外发生时可随手取用。
有关具体国家或地区的灭火器要求，请咨询
您的指定经销商。

古思特精品附件 — 汽车保养及养护

雪地防滑链

灭火器冬季车轮和轮胎

*某些国家或地区存在使用限制。请咨询您的指定经销商了解兼容性。

Swissol 汽车保养套件*

这款精心挑选的 Swissol 汽车保养产品套件包
含使劳斯莱斯汽车保持纯净状态所需的一切用
品。所有用品都方便地收纳在一只带有劳斯莱
斯字母组合的手提袋中。
适用于所有古思特车型

养电器
这款通过家用电源供电的养电器带有 LED 指
示灯，可确保始终保持最佳充电水平。
适用于所有古思特车型



 

魅影是有史以来动力最强劲的劳斯莱斯汽车，是力量、
时尚和戏剧性的集中体现。 
这在魅影的精品附件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每件附件的
设计都一丝不苟，专注于细节，您可以根据需求让魅影
更具个性并彰显个人魅力。 

魅影

7170 魅影精品附件



个性化定制
超越传统。通过此精品附件系列，您可以让自己的魅影
更具个性，并且可以借助这些附件不断改变和更新座驾
内与您密切相关的细微之处。

72

定制室内车衣
我们的定制室内车衣按照最高标准
手工制作而成，可完美贴合您汽车
的轮廓。这些定制室内车衣可以从 
18 种颜色中选择一种颜色或两种
相互搭配的颜色。为了实现最高水
平的个性化定制，可在车衣任何一
侧绣上您的姓名首字母、姓名、标
志、徽章或劳斯莱斯字母组合。 
适用于魅影

刻字的个性化迎宾踏板
在迎宾踏板上雕刻您喜欢的文字或
徽章，彰显个人风范。
适用于魅影

个性化头枕
用颜色互补的线条或您喜欢的对比
色组成的典雅绣花字体增强头枕的
外观，以展现您的个人风格。您可
以用三种字体编写最多七个字母的
一段文字。
适用于魅影

定制室内车衣

个性化头枕刻字的个性化迎宾踏板

73魅影精品附件 — 个性化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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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饰
魅影的诱人外观，无疑总是十分吸引眼球。使用我们做工精
美的外饰精品附件凸显戏剧感，为魅影赋予您的个性特色。

欢庆女神 — 纯银版 
这一标志性象征（包括标志）可采用实心纯银
精心制作而成，以进一步增添优雅含蓄之感。
适用于魅影

75魅影精品附件 — 外饰



欢庆女神 — 24K 镀金版
这款卓然不凡的汽车标志的造型在其发展
史上有过细微的改变。然而，其强大的神
秘感却从未减弱。现在，这款光芒四射的
美丽与优雅的化身可提供 24K 镀金版本。 

适用于魅影

欢庆女神 — 飞天女神 
含向上照明的“飞天女神”车标会从底座
周围投射出一圈白光，为雕像营造出迷人
的光环。车辆在静止状态下启动迎宾照明
系统时，欢庆女神的照明系统便会随之启
动。

适用于魅影

欢庆女神 — 发光版
发光版欢庆女神外表采用磨砂效果处理，
营造出十足的现代感，由内向外散发出的
冠状光芒，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车辆在
静止状态下启动迎宾照明系统时，欢庆女
神的照明系统便会随之启动。

适用于魅影

77魅影精品附件 — 外饰

21 英寸式样 603 合金车轮 – 黑色，部分抛光
惊艳的 21 英寸 7 轮辐部分抛光合金车轮，为您的劳斯莱斯
座驾增添新的设计元素。 
适用于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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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英寸 5 轮辐合金车轮 – 部
分抛光

20 英寸 7 轮辐合金车轮 – 经
过金刚石切削处理

21 英寸 7 轮辐合金车轮 – 全
抛光

所有车轮均专为魅影设计，每个式样均可采用各种不同的抛光。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您的指定经销商。

21 英寸式样 602 
合金车轮 – 部分抛光

20 英寸样式 462 
合金车轮 – 经过金刚石切

削处理
另外也可采用：喷漆、镀铬

21 英寸式样 593 
合金车轮 – 全抛光

另外也可采用：喷漆

21 英寸式样 603 
合金车轮 - 银色部分抛光
通过 21 英寸 7 轮辐的反射银合金车轮为您的魅影进
一步增添活力。
适用于魅影

79魅影精品附件 — 外饰78

鲜明的视觉冲击



80 81

内饰
汽车的外饰散发出强烈的目的性，而魅影内饰的流线则带给人以
绝对的舒适感。我们大师级工匠的杰作在所有细节中得到充分体
现；就我们各类旨在增强魅影内饰理念的附件而言也是如此。 

带劳斯莱斯车标的头枕
可在头枕上绣上雅致重叠的劳斯莱斯字母
组合，绣花线的颜色可以是头枕颜色的配
色或对比色。
适用于魅影

魅影精品附件 — 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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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顶
将您的汽车车顶幻化为繁星点点的夜空。这种
特殊的顶饰材料利用数百个光纤灯营造出一种
梦幻般的氛围。您可以使用前座乘客舱内的控
制按钮调节“星光”的亮度，创造适合您的良
好氛围。
适用于魅影

魅影精品附件 — 内饰

织花脚垫
这款特别制作的脚垫极为舒适、耐
磨，并提供一系列与您的车辆内饰相
匹配的颜色。
适用于魅影

羔羊毛脚垫
这款特别制作的脚垫可令您感受到自
己脚下羔羊毛奢华的柔软感觉。从一
系列颜色中选择与您内饰风格搭配的
颜色。
适用于魅影



85魅影精品附件 — 内饰

Canadel 面板装饰的仪表盘
这款令人震撼的粗纹理木材在保持魅
影动态感的同时，提供令人平静且奢
华的内饰。 
适用于魅影

Canadel 木饰面板
手工打造的木饰面板拥有明快的亮光
打磨表面，保持着木材的自然纹理，
为魅影营造温暖的现代氛围。表层饰
板完全贴合，曲线轻柔地包裹勾勒出
车门的轮廓，使整个后厢平添木材软
纹的优雅味道。
适用于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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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的现代风格



无线汽车热点
安装在前排中央扶手中的无线汽车
热点可同时连接多部WLAN设备，
无论车辆静止还是在行驶中，您都
可以轻松、可靠地浏览互联网及阅
读电子邮件。
请注意：某些国家或地区存在使用限制。请
咨询您的指定经销商了解详细信息。
适用于魅影

嵌入式电话适配器
这些便捷的嵌入式电话适配器可将
您的手机连接至车辆的外部天线，
从而增强接收效果，同时还可为手
机的电池充电。适用于包括 Apple* 
在内的一系列设备。
适用于魅影

媒体适配器电缆
Apple iPhone*可通过中央控制台
中的USB音频接口连接至魅影的音
响系统该电缆在使用时还可为设备
充电。适用于各种 iPhone* 机型。
适用于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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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与科技

魅影是迄今为止技术最先进的劳斯莱斯汽车。我们的旅行
与科技精品附件可增强驾乘体验，实现与您的生活方式的
无缝连接。

无线汽车热点

媒体适配器电缆嵌入式电话适配器

*Apple Computers Inc. 的商标。

魅影精品附件 — 旅行与科技



魅影行李箱包
劳斯莱斯魅影系列行李箱包由古德伍德设计团队倾力
打造，完美贴合品味非凡的旅行者的出行需求，是劳
斯莱斯品牌卓绝工艺的完美呈现。
融合传统与现代手工工艺精制而成的箱包材料与双色
调内饰的魅影车型相得益彰，由劳斯莱斯专为您的爱
车精心设计，尽显创新、便捷和独特的行李箱包理念。
您既可单独购买魅影行李箱包，也可通过以下套装获
取：
6 件套：  
包含两款 Grand Tourer、三款 Long Weekender 和
一款 Garment Carrier
5 件套：  
包含两款 Grand Tourer、三款 Long Weekender
适用于所有车型

89

终极旅行必备

Garment Carrier Long Weekender Grand Tourer

魅影精品附件 — 旅行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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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保养及养护
魅影从一开始就专门为驾乘而设计；这是一件集优雅和简
洁于一体，展现力量和平静的杰作。我们精挑细选的产品
同样强大，旨为保护和保养您的魅影。

冬季车轮和轮胎
即使在最危险的冬季条件下，也丝毫不会影响舒适和优雅。在低
于 7℃/44℉ 的温度条件下能够提供增加高达 20% 的抓地力，精
巧设计的胎面在泥泞、结冰以及冰冻或融雪路面上能够提供更大
的牵引力。在潮湿路面上的遇水打滑风险也降低。适用于 19 英寸
和 20 英寸合金车轮。 
适用于魅影

魅影精品附件 — 汽车保养及养护



92

雪地防滑链
劳斯莱斯雪地防滑链能够改进车辆在冰雪路面上行
驶时的牵引力、制动距离和行驶稳定性，是滑雪旅
行或在较寒冷气候条件下行驶的必要装备。仅适用
于 19 英寸合金车轮。
适用于魅影

93魅影精品附件 — 汽车保养及养护

室外车衣
这款室外车衣可以保护您的魅影免受日晒雨
淋。车衣的每一侧都带有精致的劳斯莱斯字
母组合，一条固定带将车衣完美地固定在位。 
适用于魅影

室内车衣
这款室内车衣在前端带有劳斯莱斯字母组合
的绣花图案，可用于保护您劳斯莱斯汽车漆
面。定制室内车衣同样任君选择，请参见第 
73 页了解详情。
适用于魅影

带通风系统的车衣
在无尘、无垢、干爽的环境中使您的魅影保
持纯净状态。这种耐磨的可充气车衣通过一
对风扇使空气围绕车辆不停地循环，从而创
造出一种干燥的微气候。
适用于魅影

带通风系统的车衣

室内车衣室外车衣



养电器
这款通过家用电源供电的养电器可确保始终保持最佳
充电水平。凭借磁力耦合器和一个 LED 指示灯，可以
方便地连接到魅影位于后备箱中的充电点。 
适用于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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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国家或地区存在使用限制。请咨询您的指定经销商了解兼容性。

魅影精品附件 — 汽车保养及养护

柚木清洗剂
劳斯莱斯柚木清洗剂是获得批准的清洗
剂，可用于清洁 Canadel 木饰面板独特
的打磨表面。
适用于魅影

Swissol 汽车保养套件*

这款精心挑选的 Swissol 汽车保养产品套
件包含使劳斯莱斯汽车保持纯净状态所需
的一切用品。所有用品都方便地收纳在一
只带有劳斯莱斯字母组合的手提袋中。 
适用于魅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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