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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顺业船舶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上

世纪七十年代，在历经逾四十年的商

海磨砺，顺业船舶设备有限公司已经

发展成为专注于休闲船艇及船用设

备市场开拓和分销的企业，在其

涉足的行业中打下扎实的基础。

顺业船舶设备有限公司致力于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等地区的发

展，除香港本部以外，在广东、上海

和海南等地均设立联络处。凭借其对

于本土市场的认识，为商业合作伙伴

提供有效开拓本地市场的成熟平台。

顺业船舶设备有限公司自二零零二年

起成为加拿大庞巴迪动力休闲产品

在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地区的

官方独家总代理，已在国内不同

省份搭建完善二级代理商网络。顺

业船舶设备有限公司立志于为区域市场

带来最优质的庞巴迪产品和服务，以

适应大陆和港澳地区各种商业环境。



Sea-Doo喜度摩托艇：享受水上乐趣的梦幻选择
欢迎家族新成员，最新突破性Sea-Doo Spark摩托艇，让你的家庭一起探寻水上运动魅力。

Sea-Doo Spark摩托艇拥有符合生活方式的设计。结构紧凑、质量轻巧的设计让你轻松拥有和运输，完全值得你去体验。此外，它拥有众多的颜色和个性化选择，让您打造一辆具有

个人特色的摩托艇。

新款Sea-Doo Spark摩托艇延续了实用、创新和技术的传统。每一位骑手都能在Sea-Doo喜度系列中找到属于他的摩托艇。Sea-Doo摩托艇拥有全球唯一水上制动系统——智能制动

和倒车系统(iBR)。这仅仅是骑手们多年体验的性能之一。 

所以翻开此页，了解更多关于Sea-Doo摩托艇产品信息，寻找Sea-Doo喜度摩托艇成为全球最受青睐产品的原因。

目录

发现Sea-Doo的与众不同 4-5

找到属于你的Sea-Doo喜度 6-7

技术 8-9

ReC LITe  10-11

Sea-Doo Spark摩托艇 12-15

Sea-Doo Spark配件 16-17

休闲系列 18-19

GTS™ 130 / GTI™ 130  20-21

GTI SE 130 / 155 22-23

GTI 限量版155 24-25

滑水系列 26-27

滑水155 / 滑水PRO 215 28-29

豪华系列 30-31

GTX 155 / GTX S™ 155 32-33

GTX限量版215 / GTX限量版iS™ 260 34-35

竞速系列 36-37

GTR™ 215 38-39

RXT™ 260 RS 40-41

RXT-X™ 260 RS / RXT-X aS™ 260 RS 42-43

RXP™-X 260 RS 44-45

零件，配件和服饰 46-47

规格 48-50

体验了解  51

1 来源：制造商网站 
价格根据产品配置不同而改变 3



发现

Sea-Doo喜度的与众不同
Sea-Doo喜度是全球青睐的摩托艇。试驾一下你就能知道原因。我们独有的技

术向你提供绝无仅有的水上体验，容易操控，充满乐趣。 

轻松拥有
Sea-Doo喜度摩托艇提供史无前例的水上运动。新型、实惠Sea-Doo Spark摩托

艇让你和你的家人一起在水上驾驶，享受乐趣。你能轻松操控Sea-Doo Spark，

它的重量只用其他摩托艇的一半。它是市面上最省油的摩托艇。此外，紧凑的设

计让很多轿车都能拖动放入车库。众多的颜色和个性化选择为你打造一辆具有个

人特色的摩托艇。Sea-Doo Spark摩托艇拥有独家iBR和Rotax ACE系列发动机的

技术与设计。只有Sea-Doo可以提供像这样性价比极高的摩托艇。

全球唯一的水上制动系统
近五年来，Sea-Doo喜度是唯一拥有水上制动的摩托艇。只要握紧手把左侧的

制动杆，带iBR的摩托艇刹车距离就比普通摩托艇缩短30米。 摩托艇停下后，反

方向移动制动杆。这样靠泊码头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也更具安全性。你越好

得操控摩托艇，你就能拥有更直接的驾驶体验，从而受人瞩目。我们的制动系

统享誉世界航海领域，包括想要改善船舶安全的美国海岸警卫队。

值得信赖，值得拥有
相比于业内的其他品牌，Sea-Doo喜度的可靠性是客户推荐它的原因之一。事实表

明，在过去十年间购买Sea-Doo喜度摩托艇产品的客户仍然在使用。Sea-Doo摩

托艇驾驶时间长久，需要少量维护。在你第一次更换机油前，你可以使用近50个小

时。之后你仅需每12个月更换一次。

1 基于BRP庞巴迪内部测试。在相同情况下测试竞争者型号。/  
2 适用于选择型号上/基于BRP庞巴迪内部测试。以80.47 km/h驾驶。/  
4 来源：Brandspark International / 5 基于Infolink编制的船只注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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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你的
Sea-Doo摩托艇
SEA-DOO摩托艇适合每一个水上运动的爱好者，

无论是带领全家探寻水上运动的魔力，还是收获

大量摩托艇比赛奖杯的你，亦或是普通的水上运

动已经满足不了你的猎奇心理，SEA-DOO摩托艇

是你不二的选择。 

了解不同类型的摩托艇，找到属于你风格的那一

款，翻阅至那一栏，了解更多有关Sea-Doo摩托

艇的信息

现在挑选你的
Sea-Doo摩托艇吧！
上网选择适合你的Sea-Doo摩托艇，
访问sea-doo.com寻找属于你的那一款。

ReC LITe
充满乐趣、结构紧凑、色彩缤纷。让你和你的家人享受
水上运动乐趣的最佳座驾。

如果您适合ReC LITe型号摩托艇，翻阅至第10页。

竞速系列
兼备尖端科技和竞赛特色的高性能座驾。

如果您适合竞速系列型号摩托艇，翻阅至36页。

休闲系列
具有更多标准功能，多功能、灵活、稳定型座驾。

如果您适合休闲系列型号摩托艇，翻阅至18页。

滑水系列
运动型经典款，将你的水上运动驾驶体验提升到全新的高度。

如果您适合滑水系列型号摩托艇，翻阅至26页。

豪华系列
拥有最佳奢华、舒适和技术的便利型风格座驾。

如果您适合豪华系列型号摩托艇，翻阅至30页。

6



创新推动行业的发展

Sea-Doo喜度是第一个真正拥有悬架系统的摩托艇。配有我们独有的独立悬挂系

统(S)，可调节悬架系统(aS)和智能悬架系统(iS)，你能够享受更长的驾驶，并有

信心在颠簸的情况下不会妨碍你无与伦比的水上体验。

拥有高舒适度和最佳性能的多功能Sea-Doo摩托艇让你觉得物超所值。你拥有全球唯一水上制动系统，唯一

的悬架系统和用于不同驾驶条件的特定模式。我们的技术让新手很快学会水上驾驶，并成为专业选手赢得冠

军。

第一款S3 船壳也是唯一一款船壳，它减少阻力，紧贴

于水面稳定骑行，同时提高燃油效率。它难以置信的

坚固源于肋骨结构，而你将拥有更好的操控。

适用于RXT, GTX 和滑水 PRO型号

专用于Sea-Doo RXP-X型号，形状如深V型的船型

帮助你以尖锐的角度破浪前进。Ergolock系统的使

用帮助你锁定手，膝盖和双脚的位置。进行大转弯

时，减少疲劳度。

通过采用业内唯一封闭式循环冷却系统使得Sea-

Doo摩托艇发动机保持在理想温度下运作，避免海水

的侵蚀或碎片的损坏。这项尖端的技术应用在汽车和

其他现代化的发动机上，提高了摩托艇的可靠性，令

人放心。

每一台Sea-Doo摩托艇由享誉世界航海的BRP庞

巴迪ROTAX发动机提供动力，加快提速，速度更

快。Sea-Doo摩托艇上首次使用全新Rotax ACE 900

和 Rotax ACE 900 HO 发动机，是市场上结构最紧

密，质量最轻盈的发动机，我们引以为豪。这款发动

机帮助我们研发了业内节能高效、最佳功率重量比的

水上摩托艇，并在所有转速下优化了功率。

30 m (100 ft.)

Sea-Doo 喜度对比竞争者

本手册中独有的技术都会标示在Sea-Doo型号上。

带iBR的摩托艇刹车距离比普通摩托艇缩短30米，这款独有水

上制动系统让你感受最佳操控，将靠泊码头变得前所未有的容

易。

智能油门控制（iTC）技术拥有许多优点，例如仅有的空挡启动功能。它让你可以从

码头开始安全驾驶，具有简单、轻松的操控性。因为采用电子信号代替电缆响应节流

阀体，发动机能够精确校准，提供更好的燃油经济性和更低的运营成本。

节油模式（eCo模式）

Sea-Doo摩托艇独有的ECO模式将燃油

效率提高46%。这样你拥有超长的驾驶

时间，Sea-Doo摩托艇从另一方面增加

你的驾驶价值。

巡航控制

可随心所欲设定的巡航模式，滑水运

动、无浪区域航行等模式。

1 基于BRP庞巴迪内部测试。每个型号和发动机的燃油消耗范围。/ 2 来源：制造商网站。仅四冲程发动机小型艇。/ 3 参考免责声明第5页。

图示 S3 船壳

与众不同的精准操控

唯有SEA-DOO喜度提供独有的水上制动和悬架系统。

突破性、省油发动机 全球唯一水上制动系统可以缩短30米刹车距离

创新船壳技术，提高驾驶体验

滑行模式

提高每个人驾驶能力，帮助每个骑手在

短时间内成为专家。在驾驶旅程中，选

择5个不同的个性化加速，展现完美启

程和稳定的速度。

运动模式

仅需触动按钮，选择不同的节流阀体，

符合你的驾驶风格。 

智能制动和倒车系统（i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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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 LITe 
享受水上休闲生活不再遥不可及。轻松拥有Sea-Doo Spark摩托艇使全家人参与水上休闲新生活。独一无二的水上体

验源于结构紧凑、质量轻巧的设计，让驾驶和操控更富有乐趣，简单拥有、运输便捷。此外，这是一款可以让你个性

化定制的摩托艇，众多颜色选择和配件的搭配让你的摩托艇脱颖而出。无需犹豫，驾驶你的 Sea-Doo Spark 摩托艇，

和家人一起度过休闲的水上时光。

3人座Spark 
图示泡泡糖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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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乐趣休闲方式
毋容置疑 Sea-Doo Spark 摩托艇将给你带来无限

乐趣。独一无二的风格和设计带来轻松有趣的驾

驶体验，因此全家人都会爱上水上的休闲时光。

轻松拥有和运输
Sea-Doo Spark摩托艇性价比极高1，也是市场上

质量最轻的摩托艇2，很多紧凑型轿车都可以轻松

拖动。另外，Sea-Doo Spark 摩托艇可以轻松放

入任何一个车库。

节能环保
正因为安装了Rotax ACE 900发动机，Sea-Doo 

Spark摩托艇是市面上最省油的摩托艇。这项突

破性的发动机技术，质量轻盈，比起同类产品的

油耗，最低可达到35% 3。发动机上使用了不少可

回收再造的零部件，环保性能更佳。

来自业内证明的领导企业
Sea-Doo喜度在过去超过25年中保持在摩托艇

行业领导的地位。Sea-Doo喜度是第一家也是唯

一一家摩托艇制造企业提供水上制动系统和悬架

配置，至今依然研发生产众多以人为本的设计特

点。Sea-Doo喜度突破性特点还包括首家使用四

冲程发动机和封闭式循环冷却系统，以延长发动

机的使用寿命。Sea-Doo Spark 摩托艇是最创新

的产品。

1 来源：制造商网站。价格根据产品配置不同而改变。/  2 来源：制造商
网站。仅四冲程发动机小型艇。/ 3 基于BRP庞巴迪内部测试，在完全

相同情况测试最接近的四冲程竞争者型号。



登录SEA-DOO.cOm，创造属于你的SPARK摩托艇。
1 特色仅限于Sea-Doo Spark2人座不带智能制动和倒车系统(iBR)。/ 
2 参考免责声明第5页。/ 3 基于BRP庞巴迪内部测试。/  4 基于BRP庞巴迪内部测试：iBR不适用于配Rotax 
900 ACE发动机的Spark2人座摩托艇。  

在Sea-Doo摩托艇上加装流行的选购项目，前
储物箱可以放置私人物品，踏脚梯让登艇变得容
易。

从米白色、橙色、泡泡糖色、凤梨黄色或者甘
草色中选择符合你品味的颜色。

通过选择众多20中不同的艇身姿态图案让你的Sea-
Doo Spark摩托艇与众不同。只有我们能够让你的摩
托艇充满个性。查阅16-17页参考更多Spark摩托艇
附件和服装。

Sea-Doo Spark2人座
（承载：2人/160公斤）

Sea-Doo Spark3人座
（承载：3人/205公斤）

Rotax 900 ACE 1 ——市场上最省油的发动机 2 。每小
时油耗仅7.3升 3 。

Rotax 900 HO ACE——一款马力更大、提速更快的发
动机。每小时油耗仅使用9升 3 。

配备Sea-Doo独家智能制动和倒车系统（iBR）4，
Spark摩托艇的制动距离将比普通摩托艇缩短30米，
提高驾驶机动性及停靠码头的简易性。

6步打造属于你的

图示可供选择配件Sea-Doo喜度移动拖车在某些地区为提供销售。

1

选择  
乘员数目

2

选择你的发动机
3

加上独有的
水上制动系统

4

加装
便利套件

5 6

个性化

1514



准备好装备，
打造你的
SEA-DOO SPARK
摩托艇

使用大量的配件来定制你的Sea-
Doo Spark摩托艇以符合你的驾驶
方式。在水上支起凉伞，休闲放
松，用按扣护舷垫和系索装置保护
你的座驾。无论在水上还是岸边，
都有一系列的驾驶装备，运动装潜
水服，手套，沙滩裤，帽子和卫衣
供你选择。Sea-Doo喜度为所有
人提供了不同款式的运动装。每一
件都与你，你的新款Spark以及你
的水上体验相符合。 

登录seadoo.com.了解全部信息。

艇身姿态图案

前储物箱

SEA-DOO脚踏 网袋

按扣护舷垫

凉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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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闲系列 
多功能摩托艇即使在平静水域也拥有良好稳定性。拥有标准配置的它让你的家人以实惠的价格，轻松享受
水上乐趣1。此外，独有的水上制动系统让你安心驾驶。休闲系列，在众多型号中脱颖而出，唯一的问题是

谁先驾驶它。

GTI限量版155

GTI SE 130

GTI 130

1 大多数型号都可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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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选择：     幸运绿         黑色和白色（仅限GTI 130）

智能制动和倒车系统(IBR)
Sea-Doo喜度专有。紧握制动杆停住摩托艇——靠泊码头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也更具
安全性。（适用于GTI 130型号）

可选择的按扣护舷垫
简单安装和拆卸的按扣护舷垫为保护摩托艇而设计。

学习钥匙
针对初学者限制速度，按照每个人的经验水平编制程序。

节油模式
以最节省的方式产生动力，达到最佳燃油经济性。

存储
超大存储空间（116.6升/30.8加仑），让你存放足够的物品。

GTS 130 / GTI 130
出人意料的价格，适用于整个家庭多功能、充满乐趣的座驾。

通常只能在高价位型号上才能拥有的有趣、灵活和可靠摩托艇，现在让你轻松拥有。它具有高效燃油、多型号选择，同时你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驾驶喜好开启不同运行模式。

图示黑色和白色相间的GTI 130型号

其他颜色选择：幸运绿

20



可拆卸式滑水牵引绳
特有测位仪手柄和绳索存放位置。

可变平衡系统（VTS）
可调节摩托艇船首高度，高角度（高速稳定性），低角度（滑行运动
和快速启动）。

登船脚踏
享受水中乐趣后容易登上摩托艇。

巡游座椅 
豪华人体工学设计提供骑手和乘客最大的舒适和支撑。

GTI Se 130 / 155
最受青睐的家庭式摩托艇

GTI SE型号拥有多种标准特性，使它成为最受家庭欢迎的摩托艇，一起享受水上无与伦比的乐趣。其特色有巡游座位、VTS、
登船脚踏等。同时，我们独有的智能制动和倒车系统(iBR)让你体验水上制动，使你的驾驶充满自信，更易掌控。

智能制动和倒车系统(IBR)
Sea-Doo喜度专有。紧握制动杆停住摩托艇——靠泊码头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也更具
安全性。

图示幸运绿色GTI SE 130

颜色选择：     幸运绿（仅限GTI SE 130型号）         黑色和阳光色

其他颜色选择：黑色和阳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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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航控制
可随心所欲设定的巡航模式，拖拽运动、无浪区域航行等模式。

限量版型号
定制的船罩，可拆卸干货储存包，求生套包和独有的颜色。另
外还配有时间/距离清空装置和高性能VTS。

滑水牵引眼
用这个简单的装置，带着你的朋友和家人开始滑行运动。

高性能可变平衡系统（VTS）
根据骑手喜好，海水条件和乘客数量，对手柄进行快速微调。

巡游座椅
豪华人体工学设计提供骑手和乘客最大的舒适和支撑。

GTI限量版 155
最大家庭乐趣

你将在GTI限量版中体验到独一无二的特性，其中包括独特的颜色设计。同时，你仍然能进行智能制动和倒车系统(iBR)操作。
这款与众不同的摩托艇让你拥有无限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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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水系列
为钟爱水上运动的爱好者量身定做。这是唯一致力于水上滑水运动摩托艇，它的多功能让水上滑板、冲浪变成
可能，充满乐趣。它具有体育运动必不可少的独特功能，设计创新的细节和风格，Sea-Doo滑水系列摩托艇为
骑手们开创了尖端，不断前进。

滑水155

滑水PRO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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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行模式
独有的Sea-Doo喜度功能帮助每个骑手在短时间内成为专家。5个不同的个性化加速让你像
专业选手一样驾驶。

可选配的干货储存包
大量的存储空间填充你的装备。

尾部波板架
标准配置。可移动式，带着你的波板去你最理想的驾驶点。

3位滑水牵引绳
不用时可拆卸储存，特有测位仪手柄和绳索存放位置。

登船脚踏
享受全天的水上滑板乐趣后容易登上摩托艇。

滑水 155 / 滑水PRo 215
独树一帜的滑水运动

两款Sea-Doo滑水系列型号都拥有高拖拽眼的可拆卸滑水牵引绳，高拖拽眼让绳子高于水面。此外，你还能享有滑水模式和可移
动式尾部波板架。为了让你更好地进行滑水运动，滑水 Pro 215 拥有增压发动机和 S3 船壳设计，为水上滑板增加稳定性。我们与
耐克 Wakeskate 团队合作，致力于给你专业的水上运动。

1 仅限滑水Pro 215型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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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系列
为那些寻求最高水准舒适度，技术和性能的骑手所设计的豪华系列摩托艇。它们能在各种条件下长时间行驶，拥有高

质量特性的现代、精美大型摩托艇。由于它的稳定性、可预测性能以及业内唯一悬架选择，你可以进行自由选择。这

就是你所期待的豪华系列摩托艇，我们能帮助你驾驭它。

GTX S 155

GTX限量版iS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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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架
14cm的减震行距。可调节悬架在任何条件下都能提供舒适平缓的航行。

智能制动和倒车系统(IBR)
Sea-Doo喜度专有。紧握制动杆停住摩托艇——靠泊码头变得
前所未有的容易，也更具安全性。

可倾斜式方向盘
运用人体工学，让你的水上驾驶符合你个人的喜好。

巡航控制
将你的速度设定为巡航模式，滑水运动、无浪区域航行等。

节油模式
改善燃油消耗，更久的水上体验，经济实惠。

GTX 155 / GTX S 155
豪华价值，风格体现

舒适、功能、新色彩，两款突出的摩托艇让你骑得更远，骑得更久，享受水上无与伦比的乐趣。GTX S 155型号拥有可调节悬架设
计，为你的驾驶增值，体验更舒适。

前储物箱
大量的存储空间，存放你的装备。

图示GTX S 155型号

1

1 适用于GTX S 155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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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X限量版 215 / GTX限量版 iS 260
标准化座驾

限量版型号是所有Sea-Doo喜度产品中性能最齐全的摩托艇。拥有几项独有性能的新款GTX限量版215带你进一步感受奢华摩托
艇。GTX限量版iS 260配有智能悬架系统和强大的发动机。驾驶时间更久，在所有情况下都能体验终极水上驾驶。 

智能悬挂系统1

15cm可调节悬架提供的顶级舒适度，自动调节，将你与颠簸的冲击隔离

独家限量版型号
定制的船罩，可拆卸干货储存包，求生套包和独有的颜
色。此外还有测深仪，系索装置，手套箱和高性能VTS。

巡游座椅
豪华人体工学设计提供骑手和乘客最大的舒适和支撑。

巡航控制
可随心所欲设定的巡航模式，滑水运动、无浪区域航行等模式。

快速系索装置
可拆下的停泊绳索，不用时可收存。一条位于船头，一条位于
船尾。

1

1 仅限GTX限量版iS 260型号

图示GTX限量版iS 260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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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速系列
此款摩托艇的每一处性能让你体验水上最大刺激。超强的马力重新定义了速度，操控和性能的概念，并为你
的驾驶创建优势。就像 James Bushell 驾驶 Sea-Doo 摩托艇连续四届赢得USBA公开专业赛冠军。无论是
在公开水域或有导航浮标的水域，摩托艇让你享受优越的操控和加速度。

RXP-X 260 RS

RXT-X aS 260 RS

RXT 260 RS

GTR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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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可变平衡系统（VTS）
根据驾驶条件对摩托艇进行快速调整。

SEA-DOO短靴和骑行护目镜
氯丁橡胶的短靴阻止碎石进入鞋中，内设足弓支撑
物，带来更多的舒适感。坚固、轻盈的护目镜能漂浮
在水上，设计符合脸型，并提供100%紫外线保护。

前储物箱
大量的存储空间填充你的装备。

增压式发动机
比Yamaha VXR 和VXS发动机提供更多的动力。1

智能制动和倒车系统(IBR)
Sea-Doo喜度专有。紧握制动杆停住摩托艇——靠泊码头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也更具安全性。

GTR 215
灵活性能，巅峰价值

它是所有摩托艇中性价比最高的。它配备的增压式发动机不仅比Yamaha VXR 和VXS发动机提供更多的动力1，还能带你体验更多的
性能。其原因是它容易地与售后市场配件进行调整。

1 来源：空气资源局网站

图示左侧为GTR 215型号，右侧为RXT-X 260 RS型号

38



驾驶中心
26位功能数字信息中心，配备运动/巡航模式，巡航控制和节油模式。

可选配FORcE救生衣和
男士X-TEAm骑行上装
救生衣加大的袖口、采用氯丁橡胶的外层和嵌入式软
泡沫的内衬，为你提供最大的舒适度。多功能骑行上
装设有口袋和长绒帽，穿在救生衣外或单穿。

大功率发动机
可靠，高性能发动机不管在海水还是淡水中都能更高效更有力。

可倾斜式方向盘
运用人体工学，让你的水上驾驶符合你个人的喜好。

智能制动和倒车系统(IBR)
Sea-Doo喜度专有。紧握制动杆停住摩托艇——靠泊码头变得前所未有
的容易，也更具安全性。

RXT 260 RS
优越的性能满足即时加速

它具有所有高价位型号拥有的高性能，现在以合理的价格让你轻松拥有。在1.7秒内从空挡加速到48 公里/时。阶梯设计的S3船壳保
持紧贴水面，稳定骑行。它时时校准，拥有高性能。

1 基于BRP庞巴迪内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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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可调节悬架 1

由FOX生产制造的高档、高性能减震，配合完整预加载、压缩和手动调节。

独一无二的X型号
X型号配有速度计，单圈计时器，测风计，高性能VTS，X型座椅和带可
调节人体工学(A.E.S.)的X型方向盘。

船艏稳定器1

在颠簸水面中提供侧向稳定，再加上防俯冲功能减少船艏俯冲。

可调节平衡翼片 1

根据个人喜好调整摩托艇高度，旨在提高水上平衡度。5个不同位置设置进行全面调整，在任
何水面保持最大程度舒适度。

可调节后船定翼
提高横向稳定性，为你的技能水平和驾驶环境进行三个不
同位置可调性。

RXT-X 260 RS / RXT-X aS 260 RS
极佳的离岸性能。

摩托艇在宽广的水面上不知道会碰擦到什么物体。在苛刻驾驶条件下，这些超强性能摩托艇可提供大小，速度，力量和稳定性的
信息。Sea-Doo RXT-X aS摩托艇备有可调节的悬架系统，你可以进一步定制驾驶操作。

图示RXT-X aS 260 RS型号

1

1 仅限RXT-X aS 260 RS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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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 船壳
尾部为极其硬朗的舭缘线，船艏具有线条柔美舭缘线的革命性设计。提供更精
准的转弯，增强倾斜度，波浪效果更好。

可调节后船定翼
提高横向稳定性的高效设计，为你的技能水平和驾驶环境进行三个不
同位置可调性。

平衡翼片
根据个人喜好调整摩托艇高度，旨在提高水上平衡
度。

可调节人体工学驾驶系统(A.E.S.)
各角度可调节手把为你量身定制驾驶体验。

锁定系统
狭窄的赛车座椅，特别设计的搁脚空间和可调节人体工学驾驶(A.E.S.)使你和摩托艇成为一
体。当你的身体锁定时，你就能完全掌控摩托艇。

RXP-X 260 RS
难以置信的动力和操控

它在速度，灵活性、动力、操控、转弯和设计方面突破了竞赛型驾驶的极限。红色外形让它脱颖而出，为你创造所有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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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动态SEA-DOO SPARk产品                 
请登录SEA-DOO.COm

FORCE套头救生衣，
男款灵控X-TEAm保暖衣和前储存箱男款、女款VIBE救生衣和潜水服

骑行装置：
原厂配件
完美生活方式的刺激体验

完整的骑行装配帮助你突

破仅限于摩托艇的刺激体

验。当你离开水面，你依然

能享受生活中的美好乐趣。

拥有最好的骑行配件和装

备会增加驾驶体验的快感，

穿上运动装，你不仅仅是骑

行生活的乘客。无 论是在

水上 还 是岸边，新款整套

2014 Sea-Doo骑行装备和

配件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

快去当地的Sea-Doo喜度

经销商了解更多信息。

女士比基尼文胸
和沙滩裤

男款、女款SANDSEA弹力紧身服
和mOTION救生衣

NAVIGATOR救生衣
和SEA-DOO护目镜

青少年款SANDSEA弹力紧身服
和防晒衣

男款FREEWAVE救生衣，防晒衣
和SPIRIT专业滑板短裤

滑水PRO 215艇罩

SEA-DOO经典POLO衫和短裤SEA-DOO靠岸系索装置

男款、女款AIRFLOW救生衣
和豪华款潜水服

全指骑行手套

SEA-DOO骑行护目镜
和男款灵控X-TEAm套头夹克

NAVIGATOR救生衣，
男款、女款FREEWAVE救生衣

SEA-DOO SPARk休闲服

凉伞

网袋
介绍
Sea-Doo SPaRK
生活方式

豪华系列 竞速系列

休闲系列 滑水系列ReC LITe

每位骑手都与众不同，这就是我们提供5种不同类别骑行装置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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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Rec Lite 休闲系列

Spark2人座 Spark3人座 GTS 130 GTI 130 GTI SE 130  GTI SE 155 GTI 限量版 155

概
况

可选颜色
米白色、甘草色、凤梨黄色、泡泡糖色、橙色 幸运绿 幸运绿 黑色和阳光色 幸运绿 黑色和阳光色 煤灰色

乘员 2 3 3 3 3
承载重量 160 kg 205 kg 272 kg 272 kg 272 kg 

尺
寸

长度 279 cm 305 cm 336.8 cm 336.8 cm 336.8 cm
宽度 118 cm 123.1 cm 123.1 cm 123.1 cm 
高度 104 cm 111.8 cm 111.8 cm 111.8 cm
干重 184 kg 191 kg 355 kg 359 kg 359 kg 359 kg 
燃油容量 30升 60升 60升 60升

性
能

与
操

控

Rotax发动机 900 ACE
或900 HO ACE 900 HO ACE 1503 1503 1503 NA 1503 NA

燃油种类：最低 
                  推荐

87 辛烷 
 87 辛烷 87 辛烷 

 
87 辛烷 

 
船壳类型 Spark GTI GTI GTI
可变平衡系统 选配 标准 高性能
平衡翼片
后船定翼 √ √ √ √

便
利

设
备

仪表总数 15（900 ACE）或16（900 HO ACE） 18 20 23 29
iTC-节油模式 √ √ √
iTC-巡游/运动模式 √（运动模式：HO发动机） √ √ √
iTC-滑水模式 选配 选配 选配
iTC-巡航控制/慢速控制 选配 选配 √
测深仪 选配 选配 选配 选配
海拔高度 √
水温
指南针 √ √ √
时间/距离清空 选配 选配 √
速度计 √ √ √ √
最高/平均速度计时器 选配 选配 选配
储物容量 手套箱：1.6升  选配前储存箱：28升 1大型前储物箱和手套箱：116.6升 大型前储物箱和手套箱：116.6升 大型前储物箱和手套箱：116.6升

拖拽形式 拖钩 拖钩 拖钩 滑水牵引眼
登船方式 选配Sea-Doo脚踏 选配登艇梯 登艇梯 登艇梯
可拆卸尾部波板架 选配 选配 选配
反射镜 √ √ √

带
来

舒
适

驾
驶

装
置

制动、空挡、倒车系统 选配手动倒车
或选配电子iBR系统（HO发动机） 电子iBR 电子iBR 电子iBR

发动机冷却装置（闭路冷却系统）
√ √ √ √

Sea-Doo悬架
座椅 Slim 标准 巡游 巡游
可调节方向盘
带A.E.S.的X型号方向盘
闭阀辅助操控 √ √ √ √
学习钥匙 √ √ √
数字编码安全系统（D.E.S.S） √ √ √
D-Sea-Bel消音系统 √ √ √ √

生
活

方
式

套包 选配便捷套包 SE  限量版

规格

滑水系列 豪华系列

滑水WAkE155 滑水WAkE PRO 215 GTX 155  GTX S 155 GTX 限量版215 GTX 限量版IS 260

概
况

可选颜色 WAkE 晨光色 WAkE 晨光色 橙色 煤灰色
乘员 3 3 3 3
承载重量 272kg 272kg 272 kg 227 kg 272 kg  227 kg

尺
寸

长度 336.8cm 353.5cm 353.5 cm 353.5 cm 
宽度 123.1cm 122.4cm 122.4 cm 122.4 cm
高度 111.8cm 116.6cm 116.6 cm 111.4 cm 116.6 cm 111.4 cm
干重 363kg 379kg 371 kg 436 kg 375 kg 446 kg
燃油容量 60升 60升 60升 70升 60升 70升

性
能

与
操

控

Rotax发动机 1503 NA 1503 SCIC 1503 NA 1503 SCIC 1503 HO
燃油种类：最低
                  推荐

87 辛烷 87 辛烷  
91 辛烷

87 辛烷 87 辛烷  
91 辛烷

船壳类型 GTI S3 船壳 S3 船壳 S3 船壳
可变平衡系统（VTS） 标准 高性能 标准 高性能
平衡翼片
后船定翼 √ √ √ √

便
利

设
备

仪表总数 26 27 25 30 34
iTC-节油模式 √ √ √ √
iTC-巡游/运动模式 √ √ √ √
iTC-滑水模式 √ √ 选配 选配
iTC-巡航控制/慢速控制 √ √ √ √
测深仪 选配 选配 选配 √
海拔高度 √
水温 √
指南针 √ √ √ √
时间/距离清空 选配 选配 选配 √
速度计  √ √ √ √
最高/平均速度计时器 选配 选配 选配 选配
储物容量 大型前储物箱和手套箱：116.6升 防水，可拆卸储存箱和手套箱：52升 防水，可拆卸储存箱和

手套箱：52升
防水，可拆卸储存箱、
手套箱和游泳平台储
存：62升

防水，可拆卸储存箱和
手套箱：52升

防水，可拆卸储存箱、
手套箱和游泳平台储
存：62升

拖拽形式       3位滑水牵引绳 3位滑水牵引绳 滑水牵引眼 滑水牵引眼
登船方式          登艇梯 登艇梯  登艇梯 登艇梯
可拆卸尾部波板架            √ √ 选配 选配
反射镜            √ 可调节  可调节 可调节

带
来

舒
适

驾
驶

装
置

制动、空挡、倒车系统 电子iBR 电子iBR 电子iBR 电子iBR
发动机冷却装置（闭路冷却系统）

√ √ √ √

Sea-Doo悬架  S悬架 智能悬架
座椅 标准 标准 巡游 巡游
可调节方向盘 √ √ √
带A.E.S.的X型号方向盘
闭阀辅助操控 √ √ √ √
学习钥匙 √ √ √ √
数字编码安全系统（D.E.S.S） √ √ √ √
D-Sea-Bel消音系统 √ √ √ √

生
活

方
式

套包 WAkE WAkE 限量版

了解全部型号规格，登录sea-doo.com

图示Spark3人座型号 图示GTI 130型号 图示GTI SE 130型号 图示GTX 155型号 图示GTX 限量版iS 260型号

了解全部型号规格，登录sea-d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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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Doo喜度与你同在
即使Sea-Doo喜度摩托艇停靠岸边，Sea-Doo的拥有者仍然会获得收益。因为你要为下一次骑行做好
准备。下列是几种方法你可以为你的Sea-Doo喜度摩托艇所能做的。

登录博客

将你真正地享受拥有Sea-Doo喜度的生活方式中，了
解关于这款革新摩托艇的方方面面。从购买期间到之
后的长时间维护，登录sea-doo.com博客了解更多内
容。

在你最喜欢的社交平台上了解Sea-Doo 喜度。

现在总有新的方式分享我们的展销产品，新产品和
Sea-Doo生活方式的各种方面。时时查看我们的更
新内容。

facebook.com/sea-doo

+Sea-Doo

@BRPSeaDoo

pinterest.com/brpseadoo

youtube.com/seadootv
从今天开始体验了解吧
• 查看Sea-Doo喜度展销摩托艇，发现其与众不同之

处。详情登入sea-doo.com。

• 与经销商取得联系，了解价格。登录sea-doo.com，
在页面上方了解更多信息。

规格

竞速系列

GTR 215 RXT 260 RS RXT-X 260 RS RXT-X aS 260 RS RXP-X 260 RS

概
况

可选颜色 橙色 橙色 红色 红色
乘员 3 3 3 2
承载重量 272 kg 272 kg 272 kg 227 kg 182 kg

尺
寸

长度 336.8 cm 353.5 cm 353.5 cm 331.6 cm
宽度 123.1 cm 122.4 cm 122.4 cm 122.7 cm 
高度 111.8 cm 116.6 cm 118.1 cm 114.7 cm 
干重 363 kg 375 kg 379 kg 443 kg 368.3 kg
燃油容量 60升 60升 60升 70升 60升

性
能

与
操

控

Rotax发动机 1503 SCIC 1503 HO 1503 HO 1503 HO
燃油种类：最低 
                  推荐

87 辛烷 
91 辛烷

87 辛烷 
91 辛烷

87 辛烷 
91 辛烷

87 辛烷 
91 辛烷

船壳类型 GTI S3 船壳 S3 船壳 T3 船壳
可变平衡系统（VTS） 高性能 高性能 高性能 高性能
平衡翼片 可调节 固定
后船定翼 √ √ 可调节 可调节

便
利

设
备

仪表总数 24 26 30 30
iTC-节油模式 √ √ √ √
iTC-巡游/运动模式 √ √ √ √
iTC-滑水模式 选配 选配 选配
iTC-巡航控制/慢速控制 选配 √ 选配 选配
测深仪 选配 选配 选配 选配
海拔高度
水温
指南针 √ √ √ √
时间/距离清空 选配 选配 √ √
速度计 √ √ √ √
最高/平均速度计时器 选配 选配 √ √
储物容量 大型前储物箱和手套箱：116.6升 防水，可拆卸储存箱和手套箱：52升 防水，可拆卸储存箱和

手套箱：52升
防水，可拆卸储存箱、
手套箱和游泳平台储
存：62升

大型前储物箱和手套箱：116.6升

拖拽形式 拖钩 滑水牵引眼 滑水牵引眼 拖钩
登船方式 选配登艇梯 登艇梯 选配登艇梯 选配登艇梯
可拆卸尾部波板架 选配 选配 选配
反射镜 √ 可调节  可调节 √

带
来

舒
适

驾
驶

装
置

制动、空挡、倒车系统 电子iBR 电子iBR 电子iBR 电子iBR
发动机冷却装置（闭路冷却系统）

√ √ √ √

Sea-Doo悬架 aS 悬架
座椅 巡游 巡游 带X着色的竞赛型 配Ergolock竞赛型
可调节方向盘 √ √
带A.E.S.的X型号方向盘 √ √
闭阀辅助操控 √ √ √ √
学习钥匙 √ √ √ √
数字编码安全系统（D.E.S.S） √ √ √ √
D-Sea-Bel消音系统 √ √ √ √

生
活

方
式

套包  X竞赛型 X竞赛型+ Off shore 配Ergolock X型竞赛

图示RXT aS 260型号

了解全部型号规格，登录sea-doo.com

2013 BRP 庞巴迪公司，版权所有。BRP 庞巴迪商标属于 BRP 庞巴迪公司及其相关公司所有。产品的分布取决于BRP庞巴迪欧洲分销公司、BRP 庞巴迪美国公司、BRP庞巴迪澳大利亚企业有限公司和 BRP 庞巴迪娱乐产品公司的地理位置。GTX 是按照 Castrol Limited 的商标许可使用。因为我们致力于产品的
质量和创新，BRP 庞巴迪在任何时候停止或改变规格、价格、设计、功能和设备保留权利，无须承担责任。某些型号的可选配配件可能在不同地区 BRP 经销商中会增加额外费用。产品的性能取决于环境温度、高度、驾驶能力和骑手/乘客的重量。所有产品比较，业内和市场索赔都是参照新款配备4冲程发动
机进行。手册中的部分图片是由专业选手或者在理想状态下进行滑板执行演练。如果你的驾驶能力不及他们，对摩托艇的性能了解不透彻，不要试图尝试任何高风险操作。在挑选符合你需求的个人摩托艇时，咨询当地的经销商部门。仔细阅读操作指南、观看教学视频和摩托艇上的标签指示。安全责任驾驶。
忽略警告、不遵循指示或不当使用产品会导致严重损伤。运用驾驶常识并遵循礼节。遵守适用的当地法律法规。与其他同行者保持安全的距离。根据不同条件，例如天气、驾驶条件、年龄、驾驶能力等，穿戴合适的保护服饰。同时穿带合适的飘浮设备。所有人应该穿上潜水衣或底部带有氯丁橡胶服饰，防止
因摩托艇喷射推力导致受伤。谨记，普通泳装不能提供相同程度的保护。不要再喝酒或嗑药的情况下驾驶摩托艇。保持船体下方有9米深的水，避免碎石或其他物体进入叶轮。作为行业联盟的重要一员，在促进运动发展时，我们承认并支持他人的努力。Sea-Doo 骑手知道驾驶责任安全比寻找乐趣更重要。理
智的 Sea-Doo 骑手会穿戴合理的保护性服饰，并从不酒后驾驶。驾驶期间，保持与他人之间的必要距离。每辆 Sea-Doo 喜度摩托艇都有安全教学视频和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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