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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和封底图片：图中为 UX海外车型。澳大利亚车型规格与配置可能有所差异。详情请垂询雷克萨斯经销商。雷克萨斯澳大利亚已尽最大努力确保本手册付印时信息准确。所有信息均须在
订购时与雷克萨斯经销商确认，因为参数和细节可能因时而异。图中颜色仅供参考，可能由于印刷 /显示流程而与实物有所出入。雷克萨斯澳大利亚保留更改和停用当前车内外的颜色、装饰
以及颜色 /装饰 /型号组合的权利。订购时请与雷克萨斯经销商确认您想要的颜色 /装饰 /型号是否有货。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雷克萨斯澳大利亚对因依赖本文信息和图片而导致的任何损害、
损失或开支概不负责。本册已由翻译服务机构译为中文以助理解文中信息，内容应准确无误。如发现手册内容有任何问题，请电邮与我们联系：enquiries@lexusenquiries.com.au。在法律允许的
范围内，雷克萨斯澳大利亚对译文中任何信息的准确性、可靠性与时效性不作任何保证，对其导致的任何损失亦概不负责。此外，一些图形图像无法翻译。本文提及的其它产品与公司名称分
别属于各自所有者的商标。印刷时间：2020年 11月。PROOF HQ：L2020-000652.

中文宣传册



U X  ——  以 人 为 尊
UX是一款专为都市探索者而设计的车型。时尚大胆，灵活多变，兼具掀背式轿车的灵动和SUV的力量，提升您的日常驾享体验。
造型优雅，座舱为满足您的体验精心设计——这就是全新的UX。

1  驾驶辅助功能， 仅在特定条件下启动。具体条件限制请
参阅操作说明书。请安全驾驶。 

2  产品名与公司名均为其各自所有方的商标。 
3 EV 模式仅在满足特定条件下才可使用。
4  实际耗油量可能依驾驶条件 / 方式、车况和安装的选项 /

配件而异。
5  排放情况依驾驶条件 / 方式、车况和选项 / 配件而异。
   图中为海外车型。澳大利亚车型规格与配置可能有所差
异。详情请垂询雷克萨斯经销商。

UX SPORTS LUXURY
UX Sports Luxury 是 Luxury 的升级版， 在激情澎湃的
跑车中融入优雅气息。配备舒适顺滑的高档真皮座
椅、独一无二的内装和 Sports Luxury 专享的 18 英寸
轮毂。配备 13 只扬声器的 Mark Levinson®2 音响系统，
为您营造清快悦耳、层次丰富的听觉体验。此外，
车中还体现了“以心至诚”的日式待客之道，包括
前座通风功能、10 向电动驾驶座椅（带记忆功能，
能根据您的体型量身调整角度）。

UX LUXURY
全 新 UX 在 驾 驶 乐 趣 中 融 入 了 一 款 跨 界 车 应 有 的 一
切安全特性。搭载 2.0 升汽油发动机， 该款式还配备
LSS+ 雷克萨斯智能安全系统 1，并且提供三种驾驶模式

（经济、标准和运动）。尾灯、轮眉保护罩和全球首款
五辐 17 英寸空气动力轮毂均经过精心设计，精度达到
毫米级， 彰显极致空气动力性能。内室宽敞， 脚部空
间和门把手均配备照明系统， 设计体贴， 驾驶座椅和
副驾座椅均提供加热功能。为您呈现宾至如归的驾驭
体验。

UX F SPORT
不同于其他车型， 它沿袭了 F 系列一贯以来的
强悍性能，采用立体纺锤形车身架构，融合独
一无二的 F 系列设计元素， 包括 F 系列专属的
网状格栅、前后镀铬保险杠设计、运动座椅和
18 英寸合金轮毂。其他亮点包括 8 英寸 TFT（薄
膜晶体管）彩色显示屏，在不牺牲雷克萨斯标
志性的舒适感和精致感的前提下，为您带来更
为酣畅淋漓运动驾享体验。

雷克萨斯混动技术
全新的 UX 250h 引入了第四代混动系统，搭载
新型 2.0 升汽油发动机和电动无级变速系统。
进入近乎无声的 EV 电力模式后 3，UX 250 就
不再使用汽油 4，实现零排放 5。搭载雷克萨斯
自充电混动系统， 不需接线亦可充电。此外，
由于配备高科技混动系统控制器，车辆的驾驶
性能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更好地呈现标准汽
油发动机带来的驾驶感受和动力输出。该车的
动力系统也带来了绝佳的燃油效率 4， 车速提
高时，发动机转速亦能达到同步。实现平稳而
迅速的加速过程，为您带来干净利落的愉悦驾
驭享受。



专属功能
亮点包括全景天窗、智能车钥、Mark Levinson®1 音响系统和 UX 豪华真皮内饰——其
灵感源于日本传统绗缝工艺“刺子绣”。功能强大的仪表盘将驾驶座和副驾座融为
一体，UX 亦是第一款采用日式“和纸”纹理精致内饰的雷克萨斯车型——另外还配
备了座椅加热功能和通风功能，进一步提升舒适享受。全新的镍氢电池体积小巧，
可轻松安装于后座下方，带来额外空间，并贴合 UX 的低重心设计理念。其他开创
性的功能包括全新的一键通风功能以及无线系统 2。

惊艳的设计，前卫的技术，触手可及的奢华——这便是雷克萨斯UX。坐上驾驶座椅，您便可亲身感受到座舱无微不至的体贴设计。符合人体工程
学的仪表盘设计合理，将所有重要操控界面部署于驾驶席周围，操作起来得心应手。周到的细节还包括语音指令和先进的安全技术，令您尽享充
满惊喜的流畅驾驶体验。 

勇于创新的设计
UX 的核心设计理念就是颠覆成规。车身紧凑有力，与流畅的线条和高桃的腰
线形成对比，展现力量与灵巧之美。车身比例出众，带来优越的操控性，转弯
半径仅为 5.2 米。纺锤形格栅采用全新的网格设计，交错的线条以雷克萨斯徽
标为中心向外辐射延伸，呈现出随视角而变化、灵动立体的观感。UX 的设计
灵感源于传统的日式设计理念，力图将车内外空间融为一体 ；造型紧凑精悍，
设计自然和谐，实现外观与内室的无缝衔接。造型迷人，处处彰显动感气息。
标志性的箭头图案和 L 形日间行车灯与从格栅中心外展的前后侧翼完美融合，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尾灯由 120 只 3 毫米的 LED 灯组成，从两侧向中心逐渐收
束，成为全球首创的雷克萨斯标志性设计之一。以人为本的内室设计，营造优
雅舒适、以驾驶员为中心的驾舱氛围，路面视野通透开阔。充足空间可为乘客
带来舒享体验，载物更是绰绰有余。

先进的安全技术
全新的 UX 配备 LSS+ 雷克萨斯智能安全系统，包括 PCS 

预碰撞安全系统 3。全新的 PCS 系统在具备车辆和行人
探测辅助功能的基础上，还可在日间侦测骑行者，从而
满足当代都市道路行车中日益增长的安全需求。此外，
PCS 系统还提升了侦测雷达的敏感度和动态范围，具有
更强大的夜间行人探测能力。除 RSA 路标辅助系统（仅
限限速标识）、 LTA 车道跟踪辅助系统和雷达自适应巡航
控制系统之外，UX 还配备远光灯自动控制系统， 探测
到前方车辆时会自动开关远光灯 3。

强劲的性能
雷克萨斯 UX 采用两款动力系统，提供绝佳燃油效率 4 

的同时为您带来行云流水般的驾享体验。UX 200 搭
载 2.0 升发动机，并配备全新的直接换挡无级变速器。
UX 250h 则采用最新的雷克萨斯混动技术，搭载全新
的 2.0 升四缸汽油发动机、电动机和混动变速器， 在
不牺牲性能的前提下实现安静而环保的行驶。

1   产品名与公司名均为其各自所有方的商标。
2 并非所有车型提供都配备全部的功能。
3  驾驶辅助功能，仅在特定条件下启动。具

体条件限制请参阅操作说明书。请安全驾驶。 
4  实际耗油量可能依驾驶条件 / 方式、车况

和安装的选项 / 配件而异。
   图中为海外车型。澳大利亚车型规格与配
置可能有所差异。详情请垂询雷克萨斯经
销商。



�此处图中颜色和内装仅供参考，可能由于印刷/显示流程而与实物有所出入。订购时请与雷克萨斯经
销商确认您想要的颜色/装饰/型号是否有存货。�
大多数车型的金属/云母珍珠白涂漆为可选项，需另付费购买。
雷克萨斯澳大利亚保留更改和停用当前车内外的颜色、装饰以及颜色/装饰/型号组合的权利。

1  驾驶辅助功能，仅在特定条件下启动。具体条件限制请参阅操作说明书。请安全驾驶。
2 覆盖范围依车辆位置而异。 
3  仅兼容Qi设备。请参阅设备说明以确定是否兼容。有些设备可能需要购买Qi支持配件才能启用无线充电功能。
4  产品名与公司名均为其各自所有方的商标。�
5  需要兼容设备、USB连接、移动数据、网络信号和GPS信号。移动通讯费用由用户承担。APP如有改动，恕不另行通知。详情请见lexus.com.au/connectivity。CarPlay®是苹果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注册的商标。Android AutoTM是谷歌公司的商标。所有图片均仅供参考。

标准豪华配置：

UX 200专用

10.3英寸多媒体显示屏
17英寸合金轮毂
2.0升汽油发动机
3种驾驶模式：
经济、标准和运动
提供两轮驱动
10向电动可调驾驶座椅
8向电动可调副驾座椅
驾驶座椅和副驾座椅加热功能
迎宾灯
真皮方向盘和变速杆
LSS+雷克萨斯智能安全系统包括：
•  路标辅助系统（仅限特定限速标识）
• 远光灯自动控制系统
• 车道跟踪辅助系统
• 预碰撞安全系统（具备行人检测功能）1 

• 雷达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 
• 卫星导航2 和8扬声器音响系统
• Apple CarPlay® 与 Android AutoTM 5

与Luxury相比的不同或额外配置： 

5种驾驶模式：
经济、标准、运动增强、运动增强+和自定义 
AHS远光灯自动控制系统
AVS自适应可变悬架系统
提供两轮驱动和全轮运动
（全轮驱动仅限UX 250h）
驾驶座椅和副驾座椅通风功能
F Sport 18英寸合金轮毂
F Sport高档真皮座椅
F Sport独特车身造型
前后保险杠、格栅、徽章
F Sport独特内饰
F Sport座椅、变速杆、方向盘、踏板
前后横向稳定杆
感应式电动后备箱
隐私玻璃
无线充电器3

增强套件1：
天窗

增强套件2：
13扬声器Mark Levinson®音响系统 
抬头显示屏
天窗
PVM全景影像监控系统 
智能车钥

与Luxury相比的不同或额外配置： 

13扬声器Mark Levinson®音响系统
AHS远光灯自动控制系统
提供两轮驱动和全轮运动 
（全轮驱动仅限UX 250h）
感应式电动后备箱
Luxury 18英寸合金轮毂
PVM全景影像监控系统
隐私玻璃
Luxury高档真皮座椅
无线充电器3

增强套件1：
抬头显示屏 
天窗
智能车钥

LUXURY F SPORT SPORTS LUXURY

增强套件1：（仅限UX 200）

LED雾灯
车顶行李架
PKSA停车辅助报警系统
PKSB驻车辅助制动系统
盲点监测系统
智能无匙进入系统
DAB+

增强套件2：（UX 200 & UX 250h）

2.0升汽油发动机或带雷克萨斯混动技
术的2.0升汽油发动机
电动后备箱
无线充电器3

弯道辅助照明灯
合金防擦条
头灯清洁系统
后窗隐私玻璃
脚踢感应器（仅限UX 250h） 

增强套件3：（UX 200 & UX 250h）

天窗

外漆 内装 饰件

晶亮白
(仅限F Sport）

钛白

超音速石英白
（仅限Luxury和

Sports Luxury）

高端银

石墨黑 炽红

灰白
（仅限Luxury和Sports 

Luxury）

黑色（仅限
Luxury和 
F Sport）

F Sport白色
(仅限F Sport）

日式“和纸”纹理/
棕色（仅限Sports 

Luxury）

赭黄
（仅限Sports Luxury）

浓郁奶白
（仅限Luxury和Sports 

Luxury）

棕色  
（仅限Luxury）

F Sport烈焰红
(仅限F Sport）

和风蓝 
（仅限Sports 

Luxury）

日式“和纸”纹理/
钴蓝 （仅限Sports 

Luxury）

深邃金属铜
（仅限Luxury和

Sports Luxury）

玛瑙红
(仅限F Sport）

钴云母蓝
(仅限F Sport）

金属褐

天青蓝
（仅限Luxury和

Sports Luxury）

F Sport黑色
(仅限F Sport）

黑色
（仅限Luxury和

Sports Luxury）

日式“和纸”纹理/
黑色 （仅限Sports 

Luxury）

水银灰 玛瑙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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