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zzy Select® 6

最大承载重量
最大速度

１３６ＫＧ（３００磅）

Jazzy Select® Elite 2

Jazzy® Elite ES

Jazzy® 600 ES

１３６ＫＧ（３００磅）

１３６ＫＧ（３００磅）

１３６ＫＧ（３００磅）

达到４英里（６．４公里／小时） 达到４英里（６．４公里／小时） 达到４英里（６．４公里／小时） 达到４英里（６．４公里／小时）

离地间隙

4.6 cm (1.81”)

3.81 cm (1.5“”) 至防倾轮

3.81 cm (1.5“”) 至防倾轮

7 cm (2.75”)至电池底盘

转弯半径

55.56 cm (21.88”)

62.87 cm (24.5”)

62.87 cm (24.75”)

52.1 cm (20.5”) with front riggings

车身长度

89.85 cm (35.375”)
不带脚扣

87.3 cm (34.375”)
不带脚扣

88.27 cm (34.75”)
不带脚扣

90.2 cm (35.5”)
不带脚扣

车身宽度

59.69 cm (23.5”)

61 cm (24”)

57.79 cm (22.75”)

62.2 cm (24.5”)

ＡＴＸ避震器

有限的

有限的

两个直列式马达，
中间驱动轮

两个直列式马达，
中间驱动轮

两个马达，
中间驱动轮

40A, PG GC3

40A, PG GC3

40A, PG GC3

50A, Dynamic Shark

3.5 amp 外置充电器

3 amp 外置充电器

3 amp 外置充电器

可达到２４公里（１５英里）

可达到２４公里（１５英里）

U-1

U-1

避震器
驱动系统

标准电子原件
充电器
充满电最大行程
２个电池规格

(Active-Trac®具备额外稳定性）

两个直列式马达，
中间驱动轮

可达到２４公里（１５英里）
U-1

电池重量

１１．１１ＫＧ（２４．５磅）每个

车身重量

４５．４５ＫＧ（１００磅）

１１．１１ＫＧ（２４．５磅）每个

５１ＫＧ（１１２．５磅）

座椅
■ 高靠背带有头枕座椅
■ 高靠背带有实板座垫座椅
■ 杯架

5 amp 外置充电器
可达到２６．８公里（１６．６５英里）
NF-22

１１．１１ＫＧ（２４．５磅）每个

１６．９ＫＧ（３７．２磅）每个

３１．０７ＫＧ（６８．５磅）

５６．１ＫＧ（１２３．６磅）

颜色

选项
■ 深度可调节，折叠高靠背带有头枕

ＡＴＸ避震器
(Active-Trac®具备额外稳定性）

■ 后车篮
■ 氧气瓶支架
■ 拐杖托
■ 拐杖

红色

蓝色

■ 防雨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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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包含的信息在出版时是正确的。我们保留更改规格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速度和行使范围会根据使用者重量，地形类型，电池充电状态和轮胎压力而变
化。由于制造公差和产品的持续改进，长度，宽度，转弯半径和离地间隙可以
承受的公差为（＋／－ ３％）。特殊订单或非村准尺寸座椅不会折叠，因深度可调。

Mobility Products Limited

特征
®

Jazzy Select Elite 2 实现了一个可靠的
混合动力，性能和风格。直列式马达，

前轮驱动技术，给出了精锐杰出的稳
定性和机动性，及稳健的室内和室外
表现。

■

直列式马达，前轮驱动技术

■

４０ＡＭＰ，ＰＧ ＧＣ ３控制器
简单的主车架结构设计，更便
于维修。
新款舒适型高背座椅带头枕
Jazzy® Armor 包含有控制器盖能
更好保护日常的磨损及撕破。
基本的 Jazzy ® Armor 印花胶壳

■
■
■
■

TM

TM

特征
®

Jazzy Elite ES 实现了一个可靠的混合
动力，性能和风格。直列式马达，前

■

轮驱动技术，给出了精锐杰出的稳定
性和机动性，及稳健的室内和室外表
现。

■

■

■
■
■

直列式马达，前轮驱动技术
４０ＡＭＰ，ＰＧ ＧＣ ３控制器
简单的主车架结构设计，更
便于维修
新款舒适型高背座椅带头枕
Jazzy® Armor® 制器盖能更好 		
保护日常的磨损及撕破。
基本的 Jazzy ® Armor 印花胶壳
TM

特征
特征
®

Jazzy Select 6 提供了卓越的前稳定性，

■ ６＂的前后脚轮给予最大的稳定性

并结合直列式马达技术上的优势。舒

■ 直列式马达提高了效率，扭矩和

范围

适的避震系统和 ６＂前后脚轮为室内及
室外提供了卓越的性能，一个令人印象

■ 可选电动升降座椅

深刻的精选标准，便利的功能使人更加

■ 后脚轮横杆与关节连接

容易操作这款电动轮椅。

■ 轻松进入充电接口和电流保护器
■

车架２年有限保修期，电子产品
及驱动马达１２个月有限保修期

The Jazzy® 提供了卓越的前稳定性，

并结合直列式马达技术上的优势。
舒适的避震系统和前后脚轮为室内
及室外提供了卓越的性能，一个令
人印象深刻的精选标准，便利的功
能使人更加容易操作这款电动轮椅。

. ＯＭＮＩ－脚轮（尼龙，球形脚轮）		
在前面和后面可防止悬空

. 侧面安装设计，更方便操作 		
刹车离合器

. Active-Trac ＡＴＸ避震器超强的
®

.

性能适应更多不同地形
轻松进入前充电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