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拓者 MAX XT-P

凤凰橙 + 碳黑 / 850 / 1000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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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电控节气门 (iTC)，

带电子燃油喷射 (EFI)
变速箱 CVT，P/R/N/H/L 挡位，标准发动机制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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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力拖臂独立式 (TTI) 

9.9 英寸（25.1 厘米）行程
后减震器 FOX 1.5 PODIUM QS3

轮胎和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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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轮 14 英寸铸铝防脱圈

制动器
前轮 液压双活塞钳式双 214 毫米通风盘式制动器
后轮 液压双活塞钳式单 214 毫米通风盘式制动器

尺寸和承载能力 850 1000R
估计自重* 874 磅（396 千克） 900 磅（408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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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架载重量 前：100 磅（45 千克）/后：200 磅（90 千克）
储物容量 后：5.7 加仑（21.4 升）
拖载能力 1,650 磅（750 千克）
燃油容量 5.4 加仑（20.5 升）

特性
仪表盘 7.6 英寸宽屏数字显示屏：车速表、转速表、

里程表、行程和计时表、档位、
4 x 4 指示器、水温、发动机指示灯、

电子油量表、时钟
配套器件 中控台内设点烟器型直流电源插座， 

后面为标准接头（15 安培）
防盗系统 射频数字编码安全系统 (D.E.S.S.™)
照明 两个 60 瓦聚光灯和两个 55 瓦反射式车灯，

共 230 瓦车灯以及尾灯/刹车灯
绞盘 3,500 磅（1,588 千克）绞盘
座椅 可转换货架系统 (CRS)
保护装置 重型前、后保险杠 

铝制锥形把手，
带全包式护手板 

挡泥板

产品亮点
• 多款 Rotax® V 型双缸发动机可选
• 前、后 FOX† 1.5 PODIUM† QS3 减震器
智能电控节气门 (iTC™)，具有多个驾驶模式 •

• 无级变速箱 (CVT)，带发动机制动
• 三模式动态动力转向 (DPS™)
• 3,500 磅（1,588 千克）绞盘
• 14 英寸铸铝车轮
• 26 英寸ITP† Terracross† 子午线轮胎
• 涂漆塑料件，外观抢眼
• 重型前、后保险杠
• 铝制锥形把手，带全包式护手板
• 多功能数字仪表
•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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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位置乘客舒适把手
• 升高底板

保修和延保服务
工厂保修 6 个月 BRP 有限保修
延保服务条款 依据 B.E.S.T. 条款最高可延长 3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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