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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	

	 驰骋
夜幕降临，传世经典被赋予现代外观，并焕发暗黑魅惑。白昼
褪去，暮色笼罩大地，Black Badge 款款登场。

Black Badge 融合动感美学与强劲动力，以颠覆性的方式诠释
劳斯莱斯古思特、魅影和曜影的迷人魅力。无处不在的设计，
只为带来令人血脉偾张的驾驶体验。匠心独运，人车合一。

它是灵魂的宣言，是探索未知的魅力。沉浸在无边的黑暗中，
尽情感受	Black Badge 的无畏力量。





黑色不仅是一种颜色，更是自信叛逆的心境，也是
一种无畏探索的决心。

鲜明的外观彰显出令人无法忽视的强大气场。暗黑
漆面散发黑夜之美，光泽闪耀，独具魅惑。黑色元
素的大胆搭配，尽显幽暗精髓，加上质感的亮黑色
光泽，个性感十足。

动感奢华，大胆无畏，为独具个性的您量身打造。
非凡品味，此刻尽显。

美是一种	

	 态度



果敢	

	 超越非凡
强劲动力，神秘深邃，这正是	Black Badge	的独特所在。

Black Badge 车型由内到外散发出傲人魅力，这些都来自
于与生俱来的优雅气质及强大性能。精雕细琢的外观，
源源不断的动力，敏锐灵动的操控，令感官体验再度升
级。Black Badge，强劲非凡，颠覆想象。

暮色微启，逐夜之旅即将启程。释放内心的一切渴望，与
暗夜共舞。

	







傲立于车头的欢庆女神，别具一格的风姿令人一见倾心。
作为劳斯莱斯的品牌象征，欢庆女神化身为魅惑女郎，以
深邃的黑色惊艳出场，焕发出别样的果敢气质，引领着	
Black Badge	徜徉在夜晚迷人的都市中。

不仅如此，劳斯莱斯品牌标志性的帕特农神庙式进气格栅
也延续了这一设计风格，以黑色为主色调，融入高光暗黑
色镀铬元素，与	LED 前大灯形成鲜明对比，赋予全车更为
强大的气场。

以复合碳纤维打造的	21 英寸专属轮毂，于驰骋之间，摄人
心魄。亮黑迷人的光晕衬托着劳斯莱斯徽标，动感神秘。
白昼将息，夜幕降临，冒险即将开始。	

一见倾心	

	 无可抗拒



深邃迷幻	

	 与夜色共舞
黑色，暗藏着丰富的内涵：神秘，力量，叛逆。

细微灵动的色调变化令观者为之惊叹。

劳斯莱斯工匠精心喷涂每一层漆面，再运用特别调配的	
Xirallic®	车漆及高光材质，终为 Black Badge 呈现出深邃迷幻
的黑色。

每一辆劳斯莱斯 Black Badge 都要经过手工抛光工序直至无瑕。







奇幻探秘之旅亟待开启。劳斯莱斯	Black Badge 和您一起勇闯
暗夜，探寻无限可能。

它的魅力让人无法抗拒，大胆颠覆，毫不妥协。置身	
Black Badge 之中，精致的内饰饱含大胆前卫的饰面设计、丰
富的创意，以及精湛的技艺。

座椅完全符合人体工程学标准，为您带来贴心舒适的驾乘
体验。皮质手感细腻柔滑，采用以黑色调为基础的艳丽配
色方案，展现出大胆前卫的时尚设计风格。

后座中央及独有的时钟上都饰有设计精妙的“无极限”标
志，透出深刻的寓意。它无时无刻不在向人们传达着一种
讯息：不断超越、打破极限，令勇者独具风范。

高科技碳纤维仪表盘是驾驶室的核心元素，采用铝螺纹复
合碳纤维材质，覆盖面一直延续至车门内侧，大气风范呼
之欲出。如同打造稀世珠宝一般，以精湛工艺缔造传世经
典是我们永恒的追求。

幻化	

	 无限可能









Black Badge，打破常规，大胆无畏。驰骋之间，一切尽在掌控。

车厢设计赋予了奢华更为深刻的定义。车内布局呈马蹄流线
型，选用上乘真皮打造，带给您全方位的舒适体验。前排座椅
可选择按摩功能，让您消除疲乏，时刻保持活力充沛；后排座
椅可提供充裕的空间及私密性，畅享休闲舒适。

Black Badge 时钟镶嵌在仪表盘中，橘色的指针与整体内饰风格
形成鲜明对比。

独具特色的星光顶赋予魅影别样风情，1,340 个光纤的精致
排布打造出专属您的繁星夜景。您可以随心变换星光的亮
度：Black Badge，夜空尽由您掌控。

它是敢于冒险、无所畏惧之士的大胆宣言，他们充满冒险精
神，敢于打破常规，颠覆传统，追逐自由。

神秘	

	 魅惑



在气宇轩昂的外表下，蛰伏着强大的动力系统。

凭借	6.6	升	V12	发动机及全新升级的变速箱，Black Badge	系列的动力更
加充沛，操控更加灵动，顷刻释放激情。

纵情驰骋，直觉先行。步伐稳健，驾乘出色。Black Badge	动力传动系统可
及时配合您的一切操作，操控表现更加稳健。重新调校的转向系统，配
合反应更为敏锐的悬挂系统，为 Black Badge 营造出更为出色的加速性能。

心旌神驰，无法抗拒。古思特	Black Badge	凭借	840 牛米的惊人扭矩释放
出更加强劲的动力，成为古思特系列中最速车型。魅影 Black Badge	是
劳斯莱斯家族的速度之王，它的扭矩输出更为惊人，高达	870 牛米，百
公里加速度仅为	4.5 秒。曜影	Black Badge，将优雅美学与强劲动力相结
合，扭矩输出为	840 牛米。
8 速自动变速箱可实现更低的齿轮比、更高的转速，体验非比寻常的驾
驶乐趣。

Black Badge 系列是劳斯莱斯汽车的大胆力作，为您带来非同一般的驾乘
体验。

激情	

	 驾驭







创新科技为您带来更安全、更敏锐的驾乘体验。

劳斯莱斯	Black Badge 让您尽情体验人车合一。

遵循便捷的设计理念，舒适入车系统	（Comfort Entry System）
应运而生，开启车门，即刻享受；只需轻点带有欢庆女神
标识的旋钮控制器（Spirit of Ecstasy Rotary Controller），就
能完成从旅程规划到查找通讯录等各项操作；先进的卫星
辅助传动系统（Satellite Aided Transmission）可全方位扫描
前方路况；而平视显示系统（Head-Up Display）则可将与
行程相关的重要信息直接投射到驾驶者的视野中。

暮色降临，夜视辅助系统借助红外热成像技术探测体温变
化，令驾驶更加安全；360 度摄像头提供更全面的车外信
息。不畏未知旅途，始终从容应对。

从容尽享	

	 驾驶乐趣



为	Black Badge 精心打造的车载娱乐系统，彻底颠覆您的想象。
感官释放一触即发，别样精彩由此绽放。

劳斯莱斯定制音响系统（Bespoke Audio System），为您带来震
撼心底的听觉盛宴。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均将通过自适应技
术自动调节音调及音量。此外，还可自动调校音源输出，为
您带来无可比拟的纯净音质。

通过集成无线热点和互联网应用程序等选配功能，车内乘客
可轻松保持网络互联。此外，借助手机地图导航功能，您只
需将所选目的地直接发送至汽车的导航系统，便可在启动时
即刻获得线路规划。

沉浸其中	

	 畅享自我











您的劳斯莱斯座驾是您独特个性的表达。无论您的灵感来自于
何处		——	一个标志性的时代，一座心仪的城市，抑或是一处
瑰丽的自然美景	——	我们的定制团队都能让它在您的爱车中
再现，诠释您超然脱俗的品味。

发挥您的想象力，由我们来为您实现。

灵感	

	 无处不在



古德伍德手工精制，灵感因您而生。

借助我们专有的定制计划，打造专属于您的劳斯莱斯	Black Badge。

不论您的想法多么天马行空，对细节的要求何其繁复，劳斯莱斯
工匠均将尽己所能为您呈现，无论是从手工绣饰头枕到定制迎宾
踏板，抑或是与车身腰线融为一体的个性化手绘双字母标识，所
有细节都如您所愿。

您的 Black Badge 只为您所代言。

特立独行	

	 彰显自我





 PORTO CERVO	

	 世无其二
Porto Cervo 魅影	Black Badge 特别版，令人无法抗拒。它由
劳斯莱斯夏日展厅特别定制，灵气十足的配置是对非凡创意
的礼赞。在夜色中驰骋，揭开	Porto Cervo 更黑暗、更狂野
的一面。

高贵典雅的气质，让	Black Badge 更显卓尔不群。哑黑和亮黑
两种色调，形成神秘魅惑暗影，强大气场扑面而来。内饰方
面，编织皮革的车门内衬和雕刻专属徽章的迎宾踏板，于细
节处彰显	Black Badge 的非凡气度。





尺寸
车长		 5467 mm
车宽		 1948 mm
车高（空载）	 1556 mm
轴距	 3295 mm

重量
空载重量		 2460 kg

发动机
发动机/气缸数/气门数	 V / 12 / 48
燃油管理	 直接喷射
最大扭矩，对应发动机转速	 840 Nm，对应转速 1650 rpm
输出功率，对应发动机转速		 603 bHp / 612 PS / 450 kW ，	

对应转速	5250 rpm

性能†

最高车速	 250 km/h
0-100 km/h	加速	 4.8	秒

油耗
市区	 23.2 L/100 km
市郊	 10.3 L/100 km
综合油耗	 15 L/100 km
CO2	排放量（综合）	 358 g/km

	 †		制造商测试结果。实际加速效应可能因车辆规格、路况、环境条件、测试流程及驾驶风格的差异而有所
不同。所述结果仅可用于同类车辆比较，不可在公共道路上进行测试。

古思特 Black Badge 
技术规格	

5467 mm

3295 mm

1948 mm



魅影 Black Badge 
技术规格	

	 †		制造商测试结果。实际加速效应可能因车辆规格、路况、环境条件、测试流程及驾驶风格的差异而有所
不同。所述结果仅可用于同类车辆比较，不可在公共道路上进行测试。

尺寸
车长		 5295 mm
车宽		 1947 mm
车高（空载）	 1509 mm
轴距	 3112 mm

重量
空载重量	 2445 kg

发动机
发动机/气缸数/气门数	 V / 12 / 48
燃油管理	 直接喷射
最大扭矩，对应发动机转速	 870 Nm，对应转速	1700 rpm
输出功率，对应发动机转速	 624 bHp / 632 PS / 465 kW，	

对应转速	5600 rpm

性能†

最高车速	 250 km/h
0-100 km/h	加速	 4.5	秒

油耗
市区	 23 L/100 km
市郊	 10.4 L/100 km
综合油耗	 15 L/100 km
CO2	排放量（综合）	 358 g/km

1947 mm 5295 mm

3112 mm



曜影	Black Badge	
技术规格	

性能†

最高车速	 250 km/h
0-100 km/h	加速	 4.9	秒

油耗
市区	 22.9 L/100 km
市郊	 10.5 L/100 km
综合油耗	 15 L/100 km
CO2 排放量（综合）	 358 g/km

尺寸
车长		 5295 mm
车宽		 1947 mm
车高（空载）	 1506 mm
轴距	 3112 mm

重量
空载重量	 2640 kg

发动机
发动机/气缸数/气门数	 V / 12 / 48
燃油管理	 直接喷射
最大扭矩，对应发动机转速	 840 Nm，对应转速	1650 rpm
输出功率，对应发动机转速	 593 bHp / 601 PS / 442 kW，	

对应转速	5250 rpm

†		制造商测试结果。实际加速效应可能因车辆规格、路况、环境条件、测试流程及驾驶风格的差异而有所
不同。所述结果仅可用于同类车辆比较，不可在公共道路上进行测试。

5295 mm

3112 mm

1947 mm







所有插图和规格都基于截至 2017 年 7 月的可用信息。颜色可能会有所差异。

劳斯莱斯汽车有限公司保留随时进行更改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图片上展示的可能是可选设备，在特
定国家或地区可能会有所不同。引用的速度和加速度可能有所差异。对任何特定车型指定的车型年份可
能长于或短于 12 个月。劳斯莱斯汽车有限公司竭力提供准确信息，产品如有更新，请以最新产品介绍
为准。	

劳斯莱斯汽车有限公司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更多信息可从您的劳斯莱斯汽车授权经销商处获取。

© 2016 劳斯莱斯汽车有限公司版权所有。禁止复制或传播。劳斯莱斯名称和标志均为劳斯莱斯汽车有
限公司所有或获许使用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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