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轮胎 / 车轮
前轮胎 ITP Terracross 26 x 8 x 14 英寸

（66 x 20.3 x 35.6 厘米）
 

后轮胎 ITP Terracross 26 x 10 x 14 英寸
（66 x 25.4 x 35.6 厘米）

14 英寸铸铝防脱圈

 

车轮

尺寸 / 容量
长 x 宽 x 高 94 x 48 x 53 英寸

（238.8 x 121.9 x 135 厘米）
 

轴距 59 英寸（149.9 厘米）

离地间隙 11 英寸（27.9 厘米）

座椅高度 34.5 英寸（87.7 厘米）
发动机 / 自重* 850：874 磅（396 千克）

1000R：900 磅（408 千克）
储物架容量 前：100 磅（45 千克）

后：200 磅（90 千克）
 

储物容量 后：5.7 加仑（21.4 升）

牵引能力 1,650 磅（750 千克）

发动机 850 1000R
类型 78 匹马力 Rotax 854 cc，

V 型双缸，液冷
91 匹马力 Rotax 976 cc，

V 型双缸，液冷
燃油输送系统 具有电子燃油喷射 (EFI) 的智能电控节气门 (iTC)

变速箱 CVT，P / R / N / H / L，标准发动机制动
传动系 可选两驱/四驱，配备 Visco-Lok‡ QE 自动锁定前差速器
动力转向 三模式动态动力转向 (DPS)

悬架
前悬架 配备前防倾杆的拱型双 A 臂

9.2 英寸（23.3 厘米）行程
 

前减震器 FOX 1.5 PODIUM QS3

后悬架 扭力摆臂独立悬架 (TTI)
9.9 英寸（25.1 厘米）行程

后减震器 FOX 1.5 PODIUM QS3

制动器
前 液压双活塞钳式双 214 毫米通风盘式制动器

后 液压双活塞钳式 214 毫米通风盘式制动器

套装亮点
• Rotax® V 型双缸发动机选项
• 前、后 FOX† 1.5 PODIUM† QS3 减震器
• 具有驾驶模式的智能电控节气门 (iTC™)
• 具有发动机制动的无级变速箱 (CVT)

 • 三模式动态动力转向 (DPS™)
• 3,000 磅（1,361 千克）WARN† 绞盘及
导绳器  

• 14 英寸铸铝防脱圈车轮
• 26 英寸 ITP† Terracross 子午线轮胎
• 涂漆塑料件，外观抢眼，质感十足
• 带护手套的铝制锥形把手

 

• 重型前、后保险杠
• 多功能数字仪表
• 配备 LinQ™ 系统的可转换货架
系统 (CRS)

 

• 符合人体工学的设计确保舒适
乘坐体验

•
 
多位置乘客把手

20
20OUTLANDER™ MAX XT-P

 炭黑色 & 浅阳光黄 / 850 / 1000R

特性
仪表 7.6 英寸宽数字显示：

车速表、转速表、里程表、
行程和计时表、档位表、4 x 4 指示器、
水温和发动机指示灯、油量表、时钟

 仪表装置 中控台内设的点烟器型直流电源插座，
后面的标准接头（15 安培）

照明 两个 60 瓦投射器和两个 55 瓦反射器产生
的 230 瓦灯光，和尾灯 / 刹车灯

 

座椅 可转换的货架系统 (CRS)
绞盘 3,000 磅（1,361 千克）WARN 绞盘及导绳器 防盗系统 射频数字编码安全系统 (D.E.S.S.™)
保护装置 重型前 & 后保险杠、带全包式护手套

的铝制锥形把手、挡泥板

保修期
厂家 6 个月有限保修
延保 B.E.S.T.保险可延长至 36 个月

©2019 Bombardier Recreational Products Inc (BRP)。保留所有权利。™
、

® 和 BRP 徽标是 BRP 或其子公司的注册商标。产品由 BRP US Inc. 
在美国经销。*图中展示的是基本车型的自重。‡Visco-Lok 是 GKN Viscodrive GmbH 的商标。†

所有其他商标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 
鉴于我们不断致力于产品质量和创新，BRP 保留随时停用或更改任何规格、价格、设计、性能特点、车型或设备的权利，且无须对您承担任何责
任。当一名有责任感的驾驶员。BRP强烈建议所有 ATV 驾驶员参加培训课程。有关安全和培训信息，请咨询当地经销商；若在美国，可致电 ATV 安
全研究所，电话：1 (800) 887-2887；若在加拿大，可致电加拿大安全委员会，电话：1 (613) 739-1535 分机 227。操作 ATV 可能存在隐患。为了您自身
的安全：驾驶员和乘客均须佩戴头盔、护目镜和其他防护衣物。请记住饮酒/吸毒后不可驾车。不得在铺砌路面或公路上驾驶并排座椅式车辆。切
勿进行特技驾驶。应避免速度过快，在条件差的地形中应尤其谨慎驾驶。建议发动机规格大于 90cc 的 ATV 仅供年满 16 岁及以上的人使用。对于未
专门设计用于搭载乘客的 ATV，切勿将此等 ATV 用于搭载乘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