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行侠 X3 X rc TURBO RR
产品亮点
傲视群雄
动力强劲
精准控制
平台特点

X rc TURBO RR
套件的特定特点

发动机
类型

燃油输送系统
变速箱
传动系
动力转向

悬架

前悬架

前减震器

后悬架

后减震器
轮胎和车轮
前轮胎
后轮胎
车轮

制动器
前轮

后轮

2021

• 标志性的 Can-Am 血统，兼具新一代设计特色
• 低座椅设计
• Ergo-Lok 驾驶座舱，配备四向可调座椅

• 业界领先的 195 匹马力涡轮增压及中冷 Rotax® ACE
发动机
• 先进的气流动力
• QRS-X 变速箱
• TTX 悬架，具备业界领先行程
• 超高效轻质底盘
• 最犀利的操控特性
• 车宽 72 英寸
• 轴距 102 英寸
• 离地间隙 16 英寸
• 高扭矩动态动力转向 (DPS™)
• 最大悬架行程 24 英寸
• 后拖钩

• 195 匹马力 Turbo RR 发动机
• Smart-Lok* 前差速器
• FOX† 3.0 PODIUM† RC2 减震器（带旁路）
• 15 英寸铝制车轮（带防脱圈）
• 32 英寸Maxxis† Liberty† 轮胎
• 前保险杠、半门、铝制顶棚、护杆
• 前拖钩
• HMWPE 差速器和保险杠下方保护板
• HMWPE 前、后悬架臂
• UHMWPE 侧面防护杆
• 4,500 磅（2,041 千克）绞盘带合成绳索
• 带肩垫的四点式安全带
• X 套件图形/座椅
• 7.6 英寸数字显示屏带键盘
• Can-Am LED 标志
• 漆面颜色
TURBO RR

195 匹马力，Rotax ACE（先进燃烧效率）
900 cc 涡轮增压三缸发动机，液冷式，
内置中冷器和高性能空气过滤器
智能电控节气门 (iTC™)，
带电子燃油喷射 (EFI)

具有高气流通风的快速响应系统 X (QRS-X) CVT，
挡位：L/H/N/R/P
可锁定的动态前差速器，
采用独有的 Smart-Lok 技术。
真正的四模式牵引系统：
两驱/四驱带前差速锁/四驱砾石/四驱拖车
高扭矩三模式动态动力转向 (DPS)
带防倾杆的 Trophy 卡车型拱形双 A 臂/
22 英寸（55.9 厘米）行程

具有旁路、双速压缩和回弹调整功能的
FOX 2.5 PODIUM RC2 背驮式减震器

带防倾杆和拱形下连杆的 4 连杆扭力纵臂 X (TTX)/
24 英寸（61 厘米）行程
具有双速压缩和回弹调整功能的
FOX 3.0 PODIUM RC2 分离式减震器

白垩灰 + 岩浆红 / TURBO RR

尺寸 / 容量
估计自重

底盘/车架

长x宽x高
轴距

离地间隙

货架载重量
储物容量

燃油容量
特性

仪表盘

配套器件
防盗系统
照明

绞盘

保护装置

Maxxis Liberty 32 x 10 x 15 英寸（81.3 x 25.4 x 38.1 厘米）
Maxxis Liberty 32 x 10 x 15 英寸（81.3 x 25.4 x 38.1 厘米）
15 英寸（38.1 厘米）铸铝（带防脱圈）

液压双活塞钳式双 262 毫米通风盘式制动器
液压双活塞钳式双 248 毫米通风盘式制动器

保修和延保服务
工厂保修

延保服务条款

1,811 磅（821.5 千克）
双相 980 钢

134.5 x 72.8 x 68.5 英寸（341.6 x 184.9 x 174 厘米）
102 英寸（259.1 厘米）
16 英寸（40.6 厘米）

200 磅（91 千克），配 LinQ™ 快速连接器
合计：2.5 加仑 （9.4 升）
手套箱：1.6 加仑 （6.2 升）
中控台：0.8 加仑 （2.8 升）
杯架：0.1 加仑（0.4 升）
10.5 加仑（40 升）

7.6 英寸（19.3 厘米）宽数字显示，带键盘：
车速表、转速表、里程表、行程和计时表、
油量表、档位表、SPORT/ECO™ 模式表、
座椅安全带指示表、4 x 4 指示器、
前后差速锁指示器、诊断仪、时钟、电池电压、
发动机温度、DPS 模式指示器
中控台轻型直流电源
带开始/停止按钮的射频
数字编码安全系统 (D.E.S.S.™)

LED 头灯和尾灯，
配备独特的 Can-Am LED 标志

4,500 磅（2,041 千克）绞盘带合成绳索

前保险杠
半门
铝制顶棚
护杆
带肩垫的四点式安全带
UHMWPE 侧面防护杆
HMWPE 保护板：
带差速器/保险杆下方/前、后悬架臂保护的重型全保护板
后拖钩
6 个月 BRP 有限保修

依据 B.E.S.T. 条款最高可延长 30 个月

© 2020 Bombardier Recreational Products Inc. (BRP)。保留所有权利。®、TM 和 BRP 徽标是 Bombardier Recreational Products Inc. 或其关联公司的注册商标。在美国，产品由 BRP US Inc. 经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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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他司法管辖区，请向您当地的经销商了解细节。BRP 保留随时停用或更改任何规格、价格、设计、性能特点、型号或设备的权利，且无须对您承

担任何责任。文中展示的部分车型可能包含可选设备。驾车之前，请阅读排座式全地形车 (SSV)《操作指南》并且观看安全操作 DVD。为了您自身的安全，请佩戴头盔、护目镜和其他保护装备。请始终系上侧面防护网和
安全带。请记住饮酒/吸毒后不可驾车。排座式全地形车仅限越野用途。不得在铺砌路面或公路上驾驶排座式全地形车。驾驶员必须年满 16 岁。乘客必须年满 12 岁，在乘车时能够背靠座椅靠背，抓牢把手，双脚紧踩地
板。请勿尝试特技驾驶。避免超速驾驶。请文明驾驶。*Smart-Lok 由 BRP 与传动系行业市场领袖 TEAM Industries 联合开发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