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K-4-FM.ai 1 26/12/2013 16:34:45

TAK-4 独立悬挂系统
TAK-4 ® 独立悬挂系统性能规格
15 英寸（38.1 厘米）转子
－Pierce ® 标准
45°（22,800 磅 /10,342千克，
使用 425/65R22.5轮胎）

前轮转角

24,000 磅 /10,886千克

前桥额定载重

（使用 445/65R22.5轮胎）

时速 60 英里（97 公里）
时的刹车距离
C

刹车使用里程

（大约）

17 英寸转子（43.2 厘米）
－Pierce ® TAK-4 IFS
40°（24,000磅 /10,886千克，
使用 445/65R22.5 轮胎）
22,800 磅 /10,342千克

（使用 425/65R22.5 轮胎）

配备 TAK-4 独立悬挂：比使用 15英寸转子（38.1厘米）的同等载重的
直轴卡车短 60英尺（18.3米）
标准： 9,000英里

（14,484 公里）

TAK-4 独立悬挂： 50,000 英里

（80,467公里）*

M

Y

车辆使用寿命内预计
维护成本

标准：16,000 美元

TAK-4 独立悬挂：3,500美元

CM

MY

行驶品质加速度计读数
（相同车身）

CY

0.51 g

（g＝垂直重力加速度）

CMY

K

* 所有刹车磨损因驾驶员输入及辅助刹车装置而异。

6 5 6 9

2 6 6 6

0.15 g

（比行驶品质高 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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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坑洞，持续全天的拥堵，忙着手机通话、漫不经心的驾驶者。前往
现场并不容易。因此，匹尔斯开发了 TAK-4 ® 独立悬挂系统 (IFS)，能够更
加快速地制动，更加出色地转向，提高操控性，改善行车体验，其灵活机
动性更超过市场上的各类直轴消防车。
来自匹尔斯的 TAK-4 独立悬挂系统让您在基地和现场之间轻松往返，在千
钧一发之时分秒必争，实现绝无仅有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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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制动。灵活转向。顺畅行驶。
刹车距离大幅缩短。

在各种交通状况中灵活操控。

当您坐在重达 34 吨的消防车上，以每小时 60 英里

也许这一点显而易见，但 TAK-4 独立悬挂系统的

（97 公里）的速度飞驰在高速公路上时，幸运的是

确能够让您的消防车更加灵活机动 — 其灵活性远

您无需为 TAK-4 独立悬挂系统而担忧。如何在短
®

短的 200 英尺（61 米）内为匹尔斯消防车全力制动？
如何比同等尺寸的直轴消防车缩短 60 英尺（18.3
米）的刹车距离？您无需考虑这些问题，只需专心
奔赴现场，完成任务。仅此而已。
然而，当满载着孩子的轿车突然变道，唯一重要的

远超过任何直轴消防车。
许多消防车的前轮转弯角度和转向半径受到直轴设
计的限制。而 TAK-4 独立悬挂系统却能缩短转向
半径，提高对车辆的控制，同时改善操控性，助您
顺利通过基地和现场之间的施工道路、拥堵路口和
重重阻碍。

是让消防车立即停下时，一个念头将闪现在您的脑
海中：谢天谢地，我有 TAK-4 独立悬挂系统。它
能够更迅速地完成制动。
60 英里 / 小时（97 公里 / 小时）

降低垂直重力，轻松逾越崎岖。

60 英尺（18.3 米）

凭借 TAK-4 独立悬挂系统，刹车距离能够比同等重量、采用 15 英寸（38.1 厘米）转子的直轴消防车缩短 60 英尺（18.3 米）。

我们当然还会向您展示 TAK-4® 独立悬挂系统如何
让您和您的队员以及设备享受更为理想的行车体

换言之，10 英寸的悬挂行程是标准悬挂系统的两
倍，因此，TAK-4 独立悬挂系统能够让您获得更
类似于 SUV 的行车体验，而不是仿佛在货车上颠
簸。

验。这也是您对我们的期望。而且您同时期望我
们以精确严谨的数据来加以证明。

带着您和您的队员以及全部所需设备奔赴现场。

于是，我们测量了垂直重力 — 当行驶在崎岖路

TAK-4 独立悬挂系统不但能够承载车辆载重，并

面或根本无路可走时，垂直重力让您和您的设备

且绰绰有余。如今，和同类消防车相比，您可以

在车厢内遭遇颠簸。在加速计测试中，采用标准

用匹尔斯消防车装载更多消防队员和设备，第一

锥形钢板弹簧悬挂系统的消防车测量结果为

时间前往现场。采用 445/65R22.5 轮胎时，最大

0.51g。而配备 TAK-4 独立悬挂系统的同一车辆

前桥额定载荷为 24,000 磅（10,886 千克），而采

测定值则为 0.15g，行驶品质提高 340%，令人难

用 425/65R22.5 轮胎时可达 22,800 磅（10,342

以置信。

千克）。额定载荷的增加让您能够为配备 TAK-4
的消防车添加更多功能和设备，诸如空调系统和
前进气口等，同时又不会超出车辆总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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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减振器
双转向齿轮

铸造式上方控制臂

转向摇臂

17 英寸（43.2 厘米）开孔转子

侧板总成

制动钳
铸造式转向节

横梁

铸造式下方控制臂
避震器

TAK-4® 独立悬挂系统代替您承受重击。

TAK-4 独立悬挂系统加大了刹车踏板和刹车转子的

完美的道路状况少之又少。因此，匹尔斯在俄亥俄

尺寸（17 英寸 /43.2 厘米），可减少刹车系统的更

州 East Liberty 设立交通研究中心，让 TAK-4 独立

换次数，从而缩减维护支出。假设某一消防部分拥

悬挂系统经历了振动颠簸、交替颠簸、高路拱的路

有一台配备变速箱阻尼器和 TAK-4 独立悬挂系统

口、车辙、坑洞等各种复杂路面状况的考验。他们

的泵浦消防车，那么只需每 50,000 英里（80,467

让一台消防车的前桥承载 24,000 磅（10,886 千克）

公里）更换一次刹车踏板和刹车转子即可，在这台

的重量，严格挑战它的悬挂、转向和制动系统。然后，

消防车的整个使用寿命中，该消防部门可节省约

还必须经历 17,700 英里（28,485 公里）的实际行

12,000 美元。

驶测试里程。而 TAK-4 独立悬挂系统的最终表现
无可挑剔。

TAK-4 独立悬挂系统的设计还能简化自身的维护流
程。前桥上没有 U 形螺栓，只有锁紧螺母，只需

拥有 TAK-4，让您的维修工程师高枕无忧。

15 分钟即可完成高度调节。脚轮角度无需调整，

TAK-4 IFS 不仅能够让消防车实现最大性能，还能

也无需为球窝接头上油。您的消防车可以减少在修

尽可能降低设备的损耗，减少维护需求，节省制动

理厂内停留的时间，将更多时间投入行驶和作业。

系统的大量运转。

工作原理
TAK-4 独立悬挂系统专为匹尔斯底盘定制，能够在各类路面上确保更完美
的行驶体验、更灵活的操控性和更顺畅的行车。采用机械液压转向系统，
两个转向齿轮为转向联动装置提供动力。扭杆装置类似于众多 SUV，但是
更加坚固，也有助于实现卓越的操控性。采用铸钢合金和韧性铁的上下控
制臂能够让前轮先后通过坑洞。而独立悬挂系统减少弹簧比率，与直轴消
防车相比，能够让路面行驶更加顺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