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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ORI ORIGINALI



超越期待。
自 1963年以来，兰博基尼汽车一直致力于在Sant’Agata Bolognese打造传奇性的超级跑车。	
每一辆兰博基尼都经手工打造，融合了尖端技术以及对完美的不懈追求。这种价值观不仅贯穿于车辆生产，
更体现在"Accessori Originali"（原装附件）的打造过程中。
每一个配件都拥有卓越的品质，突破性的技术，兰博基尼的标志性设计，以及对微小细节的最大关注。
我们的目标从未改变：超越客户对质量与服务的期待。
兰博基尼汽车"Accessori Originali"（原装附件）让您充分表达自己的个性，让您的兰博基尼变得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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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的塑造
始于
细节。



运动套件
让您的兰博基尼彰显尊
贵设计和赛车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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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锁系统

电镀红

电镀金

电镀黑

中央锁轮毂

光亮黑

运动座椅
适用于真正赛车环境的完美座椅，同样确保对风格和安全性的追求。

灭火器套件
在任何驾驶环境下，都要首先确保安全。

中央锁转换和轮毂套件
这款中央锁转换套件以及独家7轮辐轮毂，由兰博基尼汽车精心挑选的轻盈且耐
磨的铝合金锻造而成，为Aventador打造与众不同的运动型外观。
该套件可用于所有版本的Aventador，并与标准轮胎相搭配。无需额外的类
型认证。	

运动轮胎
倍耐力的百年传承，为您的Aventador带来完美的轮胎。
仅有侧面标有独家"L"标志的轮胎才能代表倍耐力和兰博基尼的合
作项目和伙伴关系。

无论在赛道还是公路上，赛车科技都能得到完美应用。兰博
基尼和倍耐力在赛车界的合作伙伴关系对于赛车运动和
轮胎生产的技术知识转移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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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最佳遥测体验：
•安装简单
•56条预载环形线路，以及线路创建器功能
•Aventador个性化仪表板
•高清视频录制，遥测数据自动同步	
•"Ghost"	对比功能
•全面表现分析	

赛车散热器
更先进的发动机冷却系统意味着更高的性能
表现。无论何时，无论阴晴风雨。	

TRACK AND PLAY
独家"Accessori Originali"（原装附件）"Track and Play"为您呈现

仅属于您的遥测追踪装置和视频录制中心。
您可以轻松地将这款功能强大且轻盈的控制单元安装在您的车辆上，

您也可以从苹果商店上下载应用程序。
创建或选择您的赛道，并通过分析您驾驶技能的各个方面来衡量您的全方

位表现。	
加速度、时速、挂入档位、G力、转向角、轮胎压力和转速仅是"Track and Play"能

够为您读取、记录和分析的一部分数据。借助数据同步功能，您可以向全世界展示您
的兰博基尼驾驶技巧。



外观
采用碳纤维材质制成的杰作。
凝聚了120个小时的高精度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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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进气口
这套由坚固且轻质的可见碳纤维制成的固定进气
口，可代替标准进气口，成为Aventador V12发动机
冷却的关键。
可选择光亮或哑光外观效果。

SV品牌徽标
专为Aventador SV护栅开发的镀铬钢质徽标能够抵御车尾区域的高温，	
为正在找寻更多细节来定制自己的超级跑车的车主带来独具品味的选择。

碳纤维空气动力学套件
全新的高科技空气动力套件将为您的Aventador增加强劲的碳纤维车前分离
器以及独特的碳纤维车尾分流部件，通过对细节的极致关注，带来更加尊贵
的气质。
精确的空气动力学分析和测试在任何条件下均能保障极高性能，确保
安全性和驾驶性。本品对于Aventador S Coupé和敞篷版可作为标准
或附加套件，并带有碳纤维外观全套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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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后视镜
这套后视镜有光亮或哑光效果可供选择，能够为Aventador

带来碳纤维的坚固、轻盈和动感。

碳纤维车前百叶片
车前百叶片的设计适用于每个版本的Aventador，	
为车辆的整体外观带来更具魄力的效果和碳纤维的质感。

碳纤维发动机部件	
"Accessori Originali"（原装附件）为您的发动机舱画龙点睛，
提供全套发动机舱防护罩、T型发动机盖和X型框架支架。
所有部件均由碳纤维制成，采用耐热透明涂层保护，带来极具
动感和科技感的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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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毂套件
在Sant’Agata厂区设计和精心打造的兰博基尼轮毂，代表着单件

铝材铸造而成的完美典范。
更薄、更坚固同时又更加轻盈的轮毂由此诞生。

DIONE

哑光银

光亮黑

IPERIONE

光亮银

光亮黑

哑光黑

哑光钛

哑光金

钻石效果

DIANTHUS

光亮银

光亮黑

哑光钛

NIREO

LEIRION

古铜色

光亮黑

7RAZZE

光亮黑	
及金色螺栓

光亮黑	
及红色螺栓

光亮黑

光亮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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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外观套件
兰博基尼拥有悠久的手工制作传统，同时在碳纤维等高科
技材料的使用方面也经验丰富。
每个配件都用于提供卓越的品质、尖端的技术和兰博基尼
的标志性设计，对每个微小细节都给予极大的关注。

碳纤维硬顶
作为Aventador敞篷版的重要元素，硬顶的两个部分由
碳纤维制成，确保最高的部件坚固度和极轻的重量。
选用下列材质，让您的Aventador更加完美无缺。

光亮黑

哑光黑

碳纤维

锻造复合材料

碳纤维发动机罩
轻盈、坚固和鲜明的外观是这款碳纤维引擎发动机

罩的标志，但还有更多特性等待您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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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复合材料外观和内饰套件
经改良且极具魄力的全新独特编制工艺，能够在坚固度和轻盈度方面确保最优化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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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毂中心盖
由专业工匠手工制作的宝石般的中心盖，有多种不同设计、颜色和
徽标可供选择，为轮毂平添一份魅力，让您的爱车更显独特。
兰博基尼汽车”Accessori Originali”（原装附件）致力于推广
限量版产品，结合碳纤维的创新科技和钻石级的尊贵特性，
重新定义奢华概念。

徽标阀盖
经”Accessori Originali”（原装附件）特别设计，这款精致的铝

制阀盖带有公牛标志，并经过喷涂工艺和激光雕刻。

装饰性中央网格套件
一组耐热的车尾运动型网格，能够疏导尾气排放并使
车体边缘免受灰尘和脏污的影响。

透明发动机罩
毫无疑问，Aventador中功能强大的吸气式V12发动
机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值得受到关注。

因此，透明发动机罩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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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尾扰流部件
借助尾翼，您可利用科技的力量。
现在，即使车辆处于停止状态时，您也可以调整尾翼。

彩色制动卡钳套件
减轻车重是我们不断努力的目标，因此我们采用了碳陶瓷制动器，
它拥有更长的使用寿命，而且比传统制动器轻得多。

红色		

黑色	

银色	

蓝色	

黄色

苹果绿

橙色

减震器套件
彩色的弹簧可与标准或舒适型减震器配合使用。

黄色

黑色	



内饰
我们车辆的内饰中蕴含着	
一种独特的元素：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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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安全带
仅可在皮革、Alcantara®（欧缔兰）和碳纤维之间进行定制选择，可能依然无法满
足所有客户的需求。兰博基尼安全带提供多种颜色选项，在确保最大安全性的
同时，为乘客舱增加一抹鲜亮的色彩。

碳纤维地垫
“Accessori Originali”（原装配件）关注您兰博基尼的所有
细节，因此，您甚至可以定制地垫。

定制版地垫接头套件
使用您车辆的名称或您选择的任何徽标，此
配件将使您的地垫更具个性化风格。

定制饰边地垫
这款由碳纤维、皮革和缝线搭配而成的个性化配件，能够与兰博基尼

的配色和饰材完美呼应。
但如果您更偏爱经典搭配，也可选择带有定制皮革饰边的标准地垫。

杯架套件
释放最大性能的同时也无需放弃车内舒适性。

可充电电筒
可使用12V电源端口充电的高效电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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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内饰套件
碳纤维具有高弹和极轻的特性，被汽车行业视为代表着未来的材质。
在我们的两家研究中心里，设计师不断地开发新型的构造及生产方法，	
以减轻车辆的重量，从而提高其性能。	
我们的碳纤维部件包括中控台、仪表板、踏板、把手等，且均有碳纤
维和锻造复合材料两种类型可供选择。

碳纤维

锻造复合材料

电动加热座
椅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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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踏板
每次打开车门时，都让您见证兰博基尼的DNA。

手机架
手机架的设计在保证美观效果的同时，又提高了Aventador车辆内部的实用性。

定制版碳纤维踏板
这套碳纤维踏板将彰显个性化风格，根据您的需求定制您的兰博基尼。

现有珐琅工艺或水切割铝制装饰可供选择。

定制版方向盘
作为兰博基尼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向盘可通过”Accessori 

Originali”（原装附件）进行定制。



多媒体
创新绝不是巧合，而是
不懈努力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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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B套件
为您的兰博基尼带来最高端的音频质量。
我们的数字音频广播系统不会受到模拟系统的干扰，确保出色的信号质量。

HOMELINK
兰博基尼Homelink（车库远程控制）有三个易于操作的按键，可用于
在不同的位置打开或关闭三个不同的车库门。方便、安全又易用。



实用套件
兰博基尼驾驶者的体内涌动
着无限动力。
激情在他们的心中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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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顶收纳包
一套优雅时尚的包袋，可用于收纳Aventador敞篷版的硬顶。

行李箱套件
这款行李箱套件与Piquadro合作设计，与您的Aventador
完美搭配，代表着对细节和材质的高度关注。

文件袋
结实耐用，可用于收纳兰博基尼的所有车辆文件，并完好地存放于手套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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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
除了标准和运动轮胎外，倍耐力还拥有百年经验传统，为您的兰博基尼带来完美的冬季轮胎。
即使在寒冷的天气和潮湿的道路上，这些特殊的轮胎也能在确保安全性的前提下，让您充分享受车辆的性能。	

“L”标志轮胎的重要性
倍耐力OE轮胎是兰博基尼唯一批准和认可的轮胎。	
	
您可以通过轮胎侧面独有的”L”标志进行轻松识别。	
	
带有”L”标志的轮胎是兰博基尼和倍耐力之间18个多月密切的技术合作和测试的结果。	
带有兰博基尼专用轮廓和胎面设计的倍耐力”L”标志轮胎，为您确保：

•前轮胎和后轮胎间的常规尺寸公差，以及兰博基尼4轮驱动变速箱（前后差速器）	
					的正常运行；
•通过兰博基尼主动车辆动态系统和倍耐力轮胎的结合，无论在公路还是赛道上，	
					车辆均能展现最佳性能、突出的驾驶性和最大的安全性。

置物网
释放最大性能的同时也无需放弃车内舒适性。

升降系统
只需按下按钮，您的Aventador就会启动升降系统，抬升车辆的前

轴，使其更容易越过障碍物。



护理与安全
一辆经过精心打造的车辆，值得
用心呵护。
此套量身定制的产品，为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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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车辆护理套件
此套件既拥有实用性又表现了对环境的关注，其包含以下产品：
外部清洗及打蜡液，哑光表面清洗液，皮革及欧缔兰护理液，轮胎釉
液。套件还包括方便的包装、手套和柔软的毛巾。

防碎石保护膜
兰博基尼汽车设计了这套隐形薄膜，出厂时已直接贴附，可
用于各种型号、规格、材质和版本，以确保您的Aventador自
始至终免受损害

蓄电池充电器
对于适用于尊贵场合的车辆来说，电力充足的蓄电池至关重要。

此设备让您车辆的蓄电池保持电力，随时准备出发。



护理与安全	/	55

碳外观车衣
对于期待最完好保护的客户，”Accessori Originali”（原装附件）提供由碳外观
面料制成的尊贵车衣，具有可拉伸、透气、防水防油、阻挡紫外线且防火的功能。
所有这些都和外观饰面相互搭配，尽显动感优雅的风格。

室内车罩
由螺纹针织面料制成的室内车罩能够完美地保护您的车辆。此车
罩具有防尘和防刮效果，带有兰博基尼标志，适合在长时间存放车
辆时对其进行保护。

座椅套和方向盘套
Aventador的座椅和方向盘由专业工匠精心

打造，凝聚了数小时的辛勤劳作，这也是为什么
Aventador的这些部件在室内也必须受到保护。

方向盘套和座椅套由耐磨的弹力织物制成，带有兰博基
尼标志，对于不使用车辆时也想要对其精心呵护的车主来

说，无疑是完美选择。



护理与安全	/	57

卫星防盗系统
这套安全可靠的跟踪系统，可在发生盗窃时远程阻止发动
机点火系统的启动。
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防盗系统。

数字压力计
此压力计采用了电镀黑色的铝制机身，易于使用和设置。
用它来检查轮胎的压力，确保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发挥最佳性能。

硬顶支架透明保护膜
用于对硬顶支架进行保护的薄膜，使其表面免受重复拆装硬顶造成的刮磨。

为您的Aventador敞篷版带来必要的保护。
紧急状态套件和急救箱

该套件经过特殊设计，易于运输，包含了应对紧急情况时所需的一切。



确保为您的爱车选用兰博基尼原装配件。
兰博基尼对因使用其他零件或附件造成的损坏不承担任何责任。
请注意，并非所有国家/地区都允许或提供所有替换零件和附件。
某些配件的安装后情况取决于您车辆上的标配设备及其制造年份。

千千万万种方式，用以表达对您的兰
博基尼的偏爱。

有关详细信息，请联系您的兰博基尼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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