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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故事更像是一次旅行，
因为我们从来都不会乖乖地坐着不动。
毕竟，虽然我们没有狂野的外在，但我们有着狂野的灵魂。
四十年来，Yakima值得信赖的车载解决方案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在同行
业中，我们是将传统、安全、设计感和街头智慧融入每一款产品的引领者。在
Yakima位于美国西北部的总部，在家门口就能参加多种多样的户外活动。从
山谷、山峰，到河岸、荒原，我们漫步其中，宾至如归。Yakima给予每个人
游荡的自由，随心所欲的权利，以及肆无忌惮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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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Tour™
格兰德 车顶箱

LockNLoad™
多功能洛克装载平台

RoadShower™
OnRamp™

路德 户外加压储水箱

斜坡 拖钩式助力自行车支架

钓竿支架

三种产品都是为了保护钓鱼竿的安全而设计的。

BackRoad™
背道 拖钩式支架

• DoubleHaul 双拉线 车顶飞竿支架
• TopWater 水面系 车顶钓竿箱
• ReelDeal 小精灵 车顶钓竿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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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搭建你的车顶横杆系统

①

你的车顶形态决定了选哪种塔形架
塔形架是将车顶横杆/行李架连接到车辆上的脚座。因为并非所有的车顶都是一样的，我
们提供4个不同的塔形架来适配各种车顶，有些塔形架需要Clip卡扣系统来辅助它。
RAISED SIDERAILS

FLUSH SIDERAILS

GUTTERS
Naked
裸顶

Raised Rail

Flush Rail

Fixed Point

Factory

没有指定连接点的
光滑车顶

分离式纵轨

一体式纵轨
车顶带有两根平行于门的
齐平轨道。当然手也伸
不进去

带安装孔车顶
车顶有四个隐藏的安装点，
通常被盖子或塑料门掩饰。
也可以在一些一体式或分离
式纵轨上找到

带原厂行李架
在购买汽车时已预装在车
顶分离式纵轨上的横杆

②
③

车顶带有两根与门平行的
凸起的栏杆。有足够的空
隙让你把你的手放在下面

你中意的风格决定了选择的横杆
每个人喜欢的东西都会有点不同。所以这里提供4种横杆选项可供选择，从材料到推
荐实例，颜色和长度。分别是 JetStream Black, JetStream Silver, HD Bar, CoreBar
and RoundBar。

你的生活方式决定了车顶装备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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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好车顶横杆/行李架后，是时候添加附件和装备架了。例如，SKS锁芯或扰流板，以
减少风噪声。

顶架系统-塔形架
将车顶行李架连接到车辆上

StreamLine™ 塔形架

BaseLine™ Towers 基准线 塔形架

RidgeLine™ Towers 背脊线 塔形架

• 适合于裸顶车型
• 无风险的扭矩装置安装方式，内含工具
• 横杆角度可调整以符合空气动力学
• 选配Yakima SKS锁芯系统（单独出售）
• 需与BaseClip卡扣搭配安装

• 适用于原厂一体式纵轨车型
• 无风险的扭矩装置安装方式，内含工具
• 横杆角度可调整以符合空气动力学
• 选配Yakima SKS锁芯系统（单独出售）
• 需与RidgeClip卡扣搭配安装

4只装 #8000146

4只装 #8000145

需另配4只装锁芯 #8007204

需另配4只装锁芯 #8007204

没有纵轨？没问题。BaseLine基准线 塔形架多功能设计可根据各种车顶
进行调整，打造时尚安全的贴合感。

坚固且多功能的RidgeLine背脊线塔形架容易安装，圆滑的设计，充分适
配车辆的空气动力学外形。

搭配BaseClips卡扣安装

搭配 RidgeClips卡扣安装

SkyLine™ Towers 天际线 塔形架

TimberLine™ Towers 树林线 塔形架

• 适用于带原厂安装孔或固定轨道车型
• 无风险的扭矩装置安装方式，内含工具
• 横杆角度可调整以符合空气动力学
• 选配Yakima SKS锁芯系统（单独出售）
• 需与LandingPad卡垫搭配安装

• 适用于带分离式纵轨的车型
• 无风险的扭矩装置安装方式，内含工具
• 选配Yakima SKS锁芯系统（单独出售）

4只装 #8000148
2只装 #8000152

需另配4只装锁芯 #8007204

搭建一套通用并易于使用的车顶横杆系统，运载你广泛兴趣爱好所需的装
备。

搭配 Landing Pad卡垫安装

TimberLine Towers 树林线 塔形架能扩大您车辆的承载能力，实现更多
的车顶多功能性。安全、安静、易于安装。

4只装 #8000147
2只装 #8000151

需另配4只装锁芯 #8007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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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架系统-横杆
携带装备的安装点

银色和黑色两色可选

JetStream 急流 横杆
™

铝合金横杆非常符合空气动力学，坚固，重量轻，非常安静。T形槽兼容
采用SmartFill技术的填充胶垫，有效提升空气流通性。成对出售。
银色
黑色
小号 50" (127cm) #8000428 小号 50" (127cm)
中号 60" (152cm) #8000429 中号 60" (152cm)
大号 70" (178cm) #8000430 大号 70" (178cm)

#8000425
#8000426
#8000427

CoreBar™核芯 横杆

YAKIMA唯一一款由轧制成型的镀锌钢制成的空气动力学横杆，表面包裹
乙烯基以防腐蚀。既可负重，又静音。 成对出售。
小号 50" (127cm) #8000421
中号 60" (152cm) #800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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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号 70" (178cm) #8000423
特大号 80" (203cm) #8000424

HD Bar 重载横杆

YAKIMA粗犷形的横杆。工程铝结构提供优越的支撑，带T形槽，端盖集
成捆绑点。成对出售。
如果需要在StreamLine顶架系统中使用HDBar重载横杆，需购买HDBar SL
适配器（#8003541，含4只适配器和4只端盖，用于一套完整的车顶架）。
小号 55" (140cm) #8001156
中号 60" (152cm) #8001157

大 号 68" (173cm) #8001158
特大号 78" (198cm) #8001159

RoundBar™圆杆

YAKIMA经典圆杆。采用镀锌钢轧制成型，表面包裹乙烯基以防腐蚀。
与StreamLine系列塔形架搭配时需购买圆杆SL适配器（#8003536）。
*小号 48" (122cm) #8000408

*大 号 66" (168cm) #8000410

*中号 58" (147cm) #8000409

*特大号 78" (198cm) #8000411

顶架系统
高端外观和特殊用例

FlushBar™ 齐平式横杆（YAKIMA标）

银色和黑色两色可选

RailBar™ 侧轨式横杆（YAKIMA标）

单根发售，锁芯另购
FlushBar齐平式横杆与您的车辆线条无缝融合，卓越的承载性能，安静的
驾驶体验和极小的风阻。它可固定在您车辆的固定点，或搭配车辆专用安
装包固定一体式纵轨上。

单根发售，锁芯另购

银色
XS #8000439
SM #8000440
MD #8000441
LG #8000442
XL #8000443

银色
SM #8000432
MD #8000433
LG #8000434
XL #8000435

黑色
XS #8000454
SM #8000455
MD #8000456
LG #8000457
XL #8000458

需另配4只装锁芯 #8007204

银色和黑色两色可选

体验无与伦比的空气动力学，流线型、精致的美学。RailBar 侧轨式横杆集成
了塔形架和横杆，专为原厂分离式纵轨车型设计，安装容易，不需要额外的安
装包。

黑色
SM #8000446
MD #8000447
LG #8000448
XL #8000449

需另配4只装锁芯 #8007204

1A Raingutter™ Towers 1A 雨水槽塔形架
将其扣牢在你的老式雨槽上，然后架上Yakima经典圆杆，为您搭建一个
安全、多功能的复古车顶横杆系统。
• 只可与Yakima经典圆杆搭配
• 压铸金属件有利于稳固安全的安装
• 可搭配SKS锁系统（锁芯另行选配）
• 主要针对带老式雨槽的经典车型而开发
4只装 #8000101
1A高塔形架间隔器 4只装 #8001101

需另配4只装锁芯 #8007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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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

提高通用性的解决方案

轨道套件

永久性固定基架
(玻璃纤维车顶安装点)

永久性固定基架

最适合皮卡平盖，帐篷拖车，房车，或面包车，这个永久连接的基地提供了
天际线塔形架的安装点。

Landing Pad 6
用于玻璃纤维车顶安装或有底部轨道的车顶。
2只装 #8000226

Landing Pad 7
用于金属车顶安装或没有底部轨道的车顶
2只装 #8000227

Jeep安装方案

为硬顶4门和2门吉普车提供全套安装方案。

4门版-工具包
1. 2根 54"(137cm) 玻璃钢材质车顶轨道
2. Landing Pad 1 卡垫(2套)
3. SkyLine Tower 天际线塔形架(4只装)
4. 横杆 (3种样式可选)

2门版-工具包
1. 2根 42" (107cm)玻璃钢材质车顶轨道
2. Landing Pad 1 卡垫((2套)
3. SkyLine Tower 天际线塔形架 (4只装)
4. 横杆 (3种样式可选)

轨道套件

组合Yakima轨道和SkyLine天际线 塔形架，再加上1套Landing Pad 1卡
垫，你就有了一个多功能的，可调的顶架系统底座。
金属车顶安装
54"(137cm) 金属车顶 # 8001127
42"(107cm) 金属车顶 # 8001126
玻璃钢车顶
60"(152cm) 玻璃钢车顶 # 8001135
54"(137cm) 玻璃钢车顶 # 8001138

更多信息请访问网站：
yakima.com/custom-i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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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通用配置
以大众需求为后盾

玻璃钢车顶固定点

金属车顶固定点

永久性安装

永久性安装

你需要：
车顶基础配件 Landing Pad卡垫 6 (x2)
2 只装 #8000226

车顶塔形架 SkyLine 天际线 塔形架
4 只装 #8000148 或 2 只装 #8000152

车顶横杆
你可以自行选择喜欢的款式并适合你车辆宽度的横杆。

金属车顶轨道
永久性轨道安装 -车顶横杆位置可调

你需要：

你需要：
车顶基础配件 Landing Pad卡垫 21 (x2)
2 只装 #8000247

车顶塔形架 SkyLine 天际线 塔形架
4 只装 #8000148 或 2 只装 #8000152

车顶横杆
你可以自行选择喜欢的款式并适合你车辆宽度的横杆。

玻璃钢车顶轨道
永久性轨道安装 -车顶横杆位置可调

你需要：

带正螺母的轨道套件 42"或54"

带正螺母的轨道套件 54"或60"

54"(137cm) 金属材质车顶 #8001127

60"(152cm) 玻璃钢材质车顶 #8001135

车顶基础配件 Landing Pad卡垫 1 (x2)

车顶基础配件 Landing Pad卡垫 1 (x2)

42"(107cm) 金属材质车顶 #8001126

2 只装 #8000221

车顶塔形架 SkyLine 天际线 塔形架
4 只装 #8000148 或 2 只装 #8000152

车顶横杆
你可以自行选择喜欢的款式并适合你车辆宽度的横杆。

54"(137cm) 玻璃钢材质车顶 #8001138

2 只装 #8000221

车顶塔形架 SkyLine 天际线 塔形架
4 只装 #8000148 或 2 只装 #8000152

车顶横杆
你可以自行选择喜欢的款式并适合你车辆宽度的横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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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架系统-附件

WindShield™ 扰流板

Same Key System Locks 锁芯系统

降风噪扰流板，可附加在大多数横杆上。

多套支架，一把钥匙
一把钥匙即可锁定和解锁你的所有Yakima 系统的支架，并将装备锁到支架
上，支架锁到汽车上。

34" ( 86cm )
#8005016
40" ( 102cm ) #8005017
46" ( 117cm ) #8005018
52" ( 132cm ) #8005019

2只装
6只装
10只装
12只装

#8007202
#8007206
#8007210
#8007212

4只装 #8007204
8只装 #8007208

车顶横杆/行李架适配器等

HD Bar SL Adapter重载横杆SL适配器

RoundBar™ SL Adapter圆杆SL适配器

将StreamLine系列塔形架与HD重载横杆连接的必要适配件。

将StreamLine系列塔形架与Yakima经典圆杆连接的必要适配件。

4 只装 #8003541

4 只装 #8003536

更多信息请访问网站： Yakim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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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顶横杆/行李架重量
车顶具有特定的额定载荷-所列为YAKIMA车顶横杆/行李架部件的重量
车顶行李架，加上你的装备支架，不应该大于你的车辆的最大车顶重量负荷限制。
请参阅您的车辆的用户手册，以找到车顶重量限制。

+

车顶横杆/行李架

=

装备支架*

车顶重量限制

* 装备支架是指用于自行车支架、雪上运动装备支架、货物
箱和货物筐、皮划艇和冲浪板支架、车顶帐篷和遮阳篷等。

车顶行李架 横杆
(一套两根)

车顶行李架 -脚座 (一套4只)

尺寸(长度)与重量(kg)
3xs

s

m

l

JetStream™

3.8

4.7

5.6

CoreBar

3.6

4.5

5.4

6.3

RoundBar

3.3

3.8

4.7

6.3

2

2.1

2.2

2.3

2.14

2.5

1.8

2.0

2.2

2.3

2.5

2.6

FlushBar

1.7

xxs

1.9

RailBar

xs

Clips, Kits, and Landing pads

重量（KG）

BaseClips (一套4只)

0.7

RidgeClips (一套8只)

0.5

Q Clips Set of (一套4只)

0.5

Landing Pads (一套4只)

0.9

FlushBar Fitting Kit (一套4只)

1.8

xl

xxl

3xl

2.6

重量（KG）

BaseLine

2.3

SkyLine

1.8

RidgeLine

2.3

TimberLine

2.3

1A Raingutter Tower

2.3

Q Tower

3.2

Q Tower, with Stretch Kit

6.8

RailGrab

1.4

Control Tower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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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你的皮卡支架系统

①
②
③

选择适合你生活方式的支架
OverHaul™ HD - 彻查 重载支架 - 高度可调，19-30"(48-76cm)，重型，车斗上方

	OutPost™ HD - 前哨 重载支架 - 固定高度，13"(33cm)，重型，车斗上方
BedRock™ HD - 基石 重载支架 - 固定高度，与车斗边缘齐平，重型，可调

选择你的横杆长度
HD Bars 重载横杆是另外单独出售的，最适合越野风皮卡。
有4种长度——SM:55"(140cm)、MD:60" (152CM)、LG:68" (173CM)、
XL:78" (198CM)
你可以从中选择最适合的。

开始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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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很容易。一旦你安装上适合的支架，那就可以为将来的出行增加更多装备了。

OverHaul™ HD 彻查 重载支架
可调节的重型皮卡车支架

对于周末冒险和辛勤工作的工作日来说，OverHaul HD彻查 重载可调皮卡支架提供一流的有效载荷和无与伦比的多功能性。搭载
HD Bar 重载横杆可达到500磅（225kg），并通过了Yakima的300磅（135kg）越野路况评级，OverHaul HD彻查 重载支架
是重载需求的理想基础支架。横杆的高度可以根据您的需要进行调整：向上或向下，运载装备时调至不高于驾驶室的位置，以减少
风阻。拆卸仅需几分钟，所以完全可以只在需要的时候再安装支架。OverHaul HD彻查 重载支架通用Yakima任何尺寸重载横杆，
并可加装SideBar侧边护栏用于连接越野中需要的各种附件。具备多点绑定的功能以适应大多数皮卡车斗——包括Tonneau后斗
盖——能将这款超功能皮卡支架的功能充分发挥。

• Yakima HD 重载横杆，单独出售
• 各种专为皮卡车后斗设计和测试，采用BedGripTM 技术的脚座固定设计，可适配安装在后斗边缘或Tonneau后斗平盖
• 采用工程铝材质，持久的粉末涂层
• 兼容所有Yakima支架，可携带皮划艇、冲浪板、自行车、车顶帐篷、木材等
• 包括集成的SKS锁芯系统，以将全套装备固定到皮卡车斗
• 内置开瓶器。干杯！
普通路段承载：500磅（225kg）
越野路段承载：300磅（135kg）
#8001151

集成的系紧点有助于轻松固定任何
负载。

可19-30"（48-76cm）高度区间
轻松调节。

带QuickChangeTM 专利的支架附
件，帮助你轻松地在数分钟内完成支
架装卸

Yakima HD 横杆单独出售-60"/ 68"/
78"（152cm/173cm/198cm）多
种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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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ost™ HD 前哨 重载支架
中等高度的重型皮卡车支架
OutPost HD前哨 重载支架专为在偏远地区搬运重物而设计，为崎岖不平的陆地冒险而生。中等高度的设计可降低重心，易于附加装
备，从而成为SkyRiseTM车顶帐篷的完美搭载平台。搭载HD Bar 重载横杆可达到500磅 （225kg） 的普通道路承载能力，并通过了
Yakima的300磅 （135kg） 越野路况评级，OutPost HD前哨 重载支架相当于一套完整的道路运载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基础，可搭配最
适合您皮卡后斗长度的HD重载横杆来运载更多装备，还可额外添加SideBar侧边护栏，Yakima装备，和任何以适应皮卡冒险之旅的附
件。

• Yakima HD 重载横杆，单独出售
• 专为各种皮卡车后斗设计和测试，采用BedGripTM 技术的脚座固定设计，可适配安装在后斗边缘或Tonneau后斗平盖
• 采用工程铝材质，持久的粉末涂层
• 兼容所有Yakima支架，可携带皮划艇、冲浪板、自行车、车顶帐篷、木材等
• 包括集成的SKS锁芯系统，以将全套装备固定到皮卡车斗
• 内置开瓶器。干杯！
普通路段承载：500磅（225kg）
越野路段承载：300磅（135kg）
#8001152

集成的系紧点有助于轻松固定任何
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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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的13"（33cm）中等高度可降
低重心，易于附加装备。

带QuickChangeTM专利的支架附
件，帮助你轻松地在数分钟内完成支
架装卸

Yakima HD 横杆单独出售-60"/ 68"/
78"（152cm/173cm/198cm）
多种长度

BedRock™ HD 基石 重载支架
低装载高度的重型皮卡车支架
BedRock HD基石 重载支架兼顾轻巧和强劲，可达到350磅（135kg）的普
通道路承载能力，并通过了Yakima的180磅(81kg)越野路况评级-这些完全
不需要在皮卡车斗上钻孔。可搭配最适合您皮卡后斗长度的HD重载横杆来携带
自行车、滑雪板、车顶货物箱或SkyRiseTM车顶帐篷，同时还能在保留下方宝
贵的冷藏柜空间。这款身强力壮的支架既提供足够的强度和安全性，同时还具
有易于使用的系紧点，T形槽连接件更易于增加装备。

• Yakima HD 重载横杆，单独出售
• 采用工程铝材质，持久的粉末涂层
• 为各种常见款皮卡车后斗设计并测试
• 包括集成的SKS锁芯系统，以将全套装备固定到皮卡车斗
• 内置开瓶器。干杯！
普通路段承载：350磅（135kg）
越野路段承载：180磅（81kg）
#8001160

T形槽附件使加装装备支架和附件更
加快速方便。

低高度的安装位置，更容易装载支架
和装备。

简单、免工具，安装、拆卸，以及调
整横杆位置轻而易举。

Yakima HD 重载横杆单独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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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 Bar重载横杆
Yakima有史以来最魁梧的横杆，HD Bar重载横杆能担起沉重的负载，面
对崎岖的地形发挥完美的效用。它是Yakima皮卡支架所需的重要部分，也
可与StreamLine急流系列塔形架组合，以实现重载功能。工程铝结构提供
卓越的支撑力，集成的系紧点简化了负载安全性，T形槽连接技术使装备的安
装更快速、更简单。

OverHaul HD彻查 重载支架、OutPost HD前哨 重载支架、
BedRock HD基石 重载支架必备
小号SM (55" / 139cm)

#8001156

中号MD (60" / 152cm)

#8001157

大号LG (68" / 172cm)

#8001158

特大号XL (78" / 198cm) #8001159

端盖集成系紧点便于固定装备

18

顶部和底部有T形槽，方便加装
Yakima或其它兼容的装备支架

顶部T形槽包含橡胶填充物，用于负
载保护及降低风噪

搭配Yakima HD Bar重载横杆SL适
配器后可与所有StreamLine急流系
列塔形架兼容
（单独出售 #8003541）

OutPost HD前哨 重载支架和HD Bar重载横杆
搭配重载型车顶帐篷
19

皮卡支架附件

LoadStop™ 装备定位架
带系紧点的重型负载固定防滑装置
一套四只 #8001161

Recovery Track Mount 脱困板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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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 Hook Straps 重载钩带
重型，钢制，带固定插销的货物绑带
一套两根 #8001165

Rotopax Mounting Kit

用于携带脱困板/沙板的重载支架
#8001164

RotoPax安装套件
用于装载Rotopax™
水桶或燃料包的T型槽附件
#8001167

WearStrips™ 耐磨胶条
适配Yakima HD Bar重载横杆的特
厚橡胶填充条
一套两根 #8001166

EyeBolts™ 环型螺栓
在T型槽位置增加重载固定点
一套两只 #8001162

Ladder Roller 梯子滚轴
610cm长的T型槽负载辅助滚轴
#8001163

AceO'Spades™ 王牌铲子支架
T形槽式齿轮架,
方便携带桨、铲子和斧头
#HB80-00-335-F

SideBar™侧边护栏 短款
SideBar重载型侧边护栏显著提升OverHaul HD彻查 重载支架和
OutPost HD前哨 重载支架的实用性，增大运载空间。伸缩设计可完美适
合不同车斗长度。通体带T形槽，承载达100磅（45kg），易于附加更多
的配件和装备。您可以定制属于您的Yakima皮卡后斗支架系统，安全驾
驶的同时带来更广泛的户外乐趣。
一套两根 #8001153

工程铝结构保证足够的强度

可承载45kg的装备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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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dTrack™ Kit 1
车斗轨道套件 1

适配OverHaul HD彻查 重载支架或OutPost HD前哨 重载支架安装在丰
田和日产的原厂轨道上。
一套四件 #8001168

Tonneau Kit
后斗盖套件1
适配OverHaul HD彻查 重载支架或OutPost HD前哨 重载支架安装在
带Tonneau后斗盖的皮卡车型。如Retrax XR 系列, Pace-Edwards
UltraGroove 系列( 2004+ F-150除外), 和福特Embark LS 系列。
一套四件 #800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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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Rise™ HD
斯凯瑞斯 重载车顶帐篷
SkyRise HD重载车顶帐篷是终极移动露营方案的亮点。这款最新版本的车
顶帐篷的主要特点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升级和改进，特别是重载能力的
改进。首先，我们创造了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改进提升的几何结构可以
提供更多可用的空间，扩大的窗户、门和天窗提供更壮观的景色和更好的
通风条件。
•60mm厚的海绵床垫
•海绵睡垫外层可拆卸，便于清洗
•梯子卡扣自动调节功能
•梯子有中等高度的调整点，便于安装
•适用四季气候，600D防撕裂涤纶面料，3000mm防水PU涂层
•帐篷盖布采用210D防撕裂涤纶面料，33000mm防水PU涂层
•在有风的情况下，在帐篷床板上用拉线和D形环挂起装备或绑紧帐篷
•耐磨的帐篷床板，表面有纹理，增加耐用性
•易于部署的设计意味着花更少的安装时间
•网格面板改善通风，让你看到星空
•铝制帐篷架轻巧、坚固，预先设置好，使之能随风摇摆
•自带Yakima专用脚座（KT6001873），包含SKS锁芯，可锁到基础架上，
以增加安全性

专用脚座安装在车顶横杆上
收纳在耐用拉链袋里

车顶帐篷 中号
车顶帐篷 小号

SkyRise HD
244cm

215cm

124cm

147cm

小号- 8007436

中号- 8007437

适用人数

2人

3人

梯子高度

260cm伸缩铝合金长梯

260cm伸缩铝合金长梯

帐篷承载重量

181kg

272kg

产品净重

52kg

60kg

打开尺寸

124x215x107cm

147x244x119cm

包装尺寸

125x110x29cm

148x125x29cm

安全性能

含SKS锁芯系统

含SKS锁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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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Rise™
斯凯瑞斯 车顶帐篷

红色

绿色

迷彩

不论去哪里露营，带上SkyRise车顶帐篷总没错。这是一间终极营地避难
所，它将扩大你的视野，远离蜘蛛与蛇，而且给你带来一种
阁楼式的隐私保护——至少不用担心被偷窥。另外，这款车顶帐篷，我们
改进了设计，增加了一些智能特性，提高了宜居性、使用方便
性和气候保护性。轻便、坚固和易于开启关闭，SkyRise车顶帐篷让你远
离坚硬的地面，更加贴近星星。
• 易于搭建设计，从而获得更多的玩乐时间
• 加厚，6cm的泡沫床垫提供轻松舒适的躺卧体验
• 帐篷底板上的凹槽轨道和D形环为悬挂装备提供了更简便的方式，
即使是在大风中也能迅速系好帐篷
• 包含梯子和所有安装到车顶的配件，安装简便
• 床垫外层可拆卸，便于清洗
• 与野外帐篷相同的轻量级和透气材料- 210D尼龙材料
• 网格窗改善通风，并提供了观赏星空的可能
• 210D尼龙及Rainfly PU涂层外罩提供了耐久与防水性
• 铝质帐篷杆轻且坚固，可抵挡微风
• 免工具安装，不需要螺栓即可迅速撑起
• 适配Yakima全系横杆及Whispbar HD重载横杆
• 自带Yakima专用脚座（KT6001873），包含SKS锁芯，可锁到基础架上，
以增加安全性

专用脚座安装在车顶横杆上
收纳在耐用拉链袋里

车顶帐篷 中号
车顶帐篷 小号

244cm

215cm

124cm

24

147cm

中号- 8007406红色 / 7432迷彩

SkyRise

小号- 8007407红色

适用人数

2人

3人

梯子高度

230cm伸缩铝合金长梯

260cm伸缩铝合金长梯

帐篷承载重量

200kg

300kg

产品净重

42kg

50kg

打开尺寸

123x210x126cm

143x240x126cm

/ 7434绿色

包装尺寸

125x115x25cm

145x125x25cm

安全性能

含SKS锁芯系统

含SKS锁芯系统

露营 附件
车顶帐篷附件
兼容所有Yakima帐篷型号

SideKick™ 搭档 鞋袋
外接车顶帐篷底板滑轨的鞋袋
产品尺寸： 38cm * 30cm * 18cm
#8007423

SkyLoft™ 空中楼阁 装备网兜
装备吊床、安装在车顶帐篷内或是下方
产品尺寸：102cm * 43cm * 1cm
#8007424

双面露营毯
面料：380T 20D*20D 全涤防绒尼丝纺
展开尺寸：130*180cm
包装尺寸：44*23cm
重量： 约430g 填充量：170g
填充物：GB-WDD8020/W
(国标白鸭绒8020)
#KT-950000-1700Y

SkyHook™ 天空 装备挂钩
外接车顶帐篷底板滑轨的挂钩
一套4只 #8007425

SunBelt™ 阳光地带 灯带
带尼龙搭扣的柔性LED 灯条（不含电源）
产品尺寸：81cm * 2.5cm * 1.3cm
#8007426

羽绒睡袋
面料：380T 20D*20D 全涤防绒尼丝纺
展开尺寸：210*80cm
包装尺寸：20*30cm
重量： 约810g 填充量：400g
填充物：GB-WDD8020/W
(国标白鸭绒8020)
#KTHB-ACTIVITY

Annex 围帘
3面墙的围帘在帐篷下圈出一间更衣室或储物间。
小号尺寸：107cm * 122cm * 218cm
中号尺寸：122cm * 142cm * 244cm
小号 #8007421 中号 #8007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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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mShady™

200CM

放松。SlimShady侧帐为你免受阳光灼晒和骤雨侵袭提供了庇护。露营者必
备的基础装备。我们为你最爱的户外桌椅提供了片瓦遮头。
它能简便快速地安装在车顶行李架上，并只占15cm的横杆空间，所以不会
挤到你的其他装备。
• 420D尼龙面料，PU涂层，轻巧耐用，防水
• 容易使用——只要把它拉出来，撑起来，然后安顿下来
• 不使用时卷在一个细长的盒子里，从而给车顶架上留下大量的空间用于其他装备
• 含地钉、防风绳
• 超级简单的附件——不需要工具
• 自带Yakima专用脚座（KT6001878），包含SKS锁芯，可锁到基础架上，
以增加安全性

专用脚座安装在车顶横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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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在一个长盒子形的耐用拉链袋里

250CM

斯莱姆 车边帐篷

200CM

250CM

名称

材质

帐篷布料

420D防撕裂涤纶格子，防水防火加印花布

防尘罩

680gsm 1200D PVC

支架

22/25mm 伸缩 铝支

SlimShady

小号- 6001905

中号- 1701B

大号- 1700B

安全性能

含SKS锁芯系统

含SKS锁芯系统

含SKS锁芯系统

打开尺寸

200x200cm

200x250cm

250x250cm

包装尺寸

205x12x13cm

205x13x13cm

255x12x13cm

产品净重

10kg

11kg

12kg

适配横杆形态

露营桌椅
竹质可调桌6545

高背椅

展开尺寸：65*45*(6~70)cm
收合尺寸：65*45*8
架
杆：高级钢制烤漆支架，壁厚1.1mm
桌
面：竹面板10cm防烫、不易开裂、
支重性好
重
量：5.2kg

布
料：牛津布600
架
杆：烤漆钢管
展开尺寸：59*69*95cm
收合尺寸：13*15*109cm
重
量：3.9kg
#KTHB0007

#KTHB-TABLE6545

NEW!

RoadShower™
路德 户外加压储水箱
满脚的沙子，宠物的脏爪子，泥泞的自行车。
为了方便在偏僻的地方使用加压水，RoadShower 路德 户外水箱是你值
得信赖的伙伴。
可靠的通用安装附件，无论汽车或拖车都能带上它自由漫游。当你出去玩的
时候，水箱里的水在太阳光照射下升温。检查一下温度计，你就可以享受一
次温暖的太阳能淋浴。
•专利设计，焊接铝结构，喷粉涂层
•黄铜水管接头和顶帽
•通过Schrader空气阀或花园软管给水箱加压
•通过水管压力或加压泵加压-65 psi（最大值），带减压阀盖
•水箱外部的粘棒式温度计显示条，帮助识别箱内水温
•两个出水口
•包含软管和喷嘴
•不锈钢通用型安装件，将水箱固定到各种横杆上
•1年有限保修

特点

小号-8004109

中号-8004110

大号-8004111

容量

4 加仑

7 加仑

10 加仑

重量(满)

24kg

38kg

54kg

长度

140cm

140cm

208cm

软管长度

140cm

140cm

206cm

水管接头

黄铜

PSI (max)

448 千帕

安全性能

内置锁环可供您自行锁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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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GrandTour™
格兰德 车顶箱

对于那些将旅行当做一种生活方式的人，GrandTour格兰德 车顶
箱提升了车顶行李箱的外形设计，采用高级、时尚外观的同时，绝
不会牺牲卓越的功能及非凡的容量。它的性能就像Yakima值得信
赖的SkyBox系列一样值得信任，但通过技术升级和充满汽车光泽
的外表，装在您的车上，看起来太棒了！升级后易于安装及使用，
扭矩旋钮完全可拆卸，拆卸后平坦的内部底板，更有助于充分利用
内部空间。美丽的外形，如同汽车表面的光滑，使得GrandTour
成为汽车的完美补充，是否更加期待下一次旅行？

可拆卸的扭矩限制旋钮确保安装安全可靠

GrandTour 16
#8007394

重量: 23.3kg
容量：450升
尺寸: 长 201cmx 宽 89cm x 高 46cm
最小横杆间距: 61cm
最小横杆间距: 91cm

无障碍的平坦底板为您所需的装备提供了更多的可用空间

GrandTour 18
#8007395

重量: 27.4kg
容量：500升
尺寸: 长 231cmx 宽 94cm x 高 43cm
最小横杆间距: 61cm
最小横杆间距: 97cm

GrandTour Lo

带Super LatchTM 技术的金属手柄易于使用，并可将装备锁在车顶箱内部

#8007398

重量: 27.4kg
容量：425升
尺寸: 长231cmx宽94cm x高29cm
最长可装载雪板：215cm
• 优化的底部间隙，更适合大多数车辆
• 内盖加强筋经久耐用，易于打开和关闭
• 金属易开手柄
• 包括SKS锁以增强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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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开口，便于在车辆两侧使用

SkyBoxTM Carbonite
天空盒-碳纤质感
Yakima的传说。结合空气动力学性能和久经道路实测的耐用性，最
畅销的SkyBox是家庭和徒步旅行冒险者的完美选择。多种尺寸意味
着绝对有一款适合你的需要。

SkyBox 16 天空盒 16
年度使用量冠军
#8007335

重量: 21.3kg
容量：450升
尺寸: 206cmx 91cm x38cm

SkyBox 18 天空盒 18
家庭冒险首选
#8007336

重量: 23.6kg
容量：500升
承重：75kg
尺寸: 234cmx 91cm x41cm

SkyBox Lo 天空盒低风阻款
地下停车场友好型、安放滑雪板最佳选择
#8007338

重量: 23.6kg
容量：420升
承重：75kg
尺寸: 234cmx 91cm x29cm

SkyBox Net 车顶箱弹力拉网
用于防止装备在箱内滚动
尺寸：81cm*51cm （未拉伸）
#8007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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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带超级安全锁技术的SKS锁芯确保箱
内物品存放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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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于安装和拆卸，无需工具或组件

双面开口方便您从汽车两侧拿取物品

圆润的空气动力学原理设计，碳纤质
感表面处理可减少阻力和风噪声

RocketBox Pro
火箭盒专业版
火箭盒专业版系列提供了两种尺寸选择，功能足够，性价比高。
重量：18.1KG
容量：400升
承重：75KG
适合横杆间距：61CM-101CM
尺寸：188CM*84CM*41CM

重量：13.6kg
容量：340升
承重：75kg
适合横杆间距：61cm-81cm
尺寸：147cm*91cm*41cm

RocketBox Pro 12 火箭盒专业版 12

RocketBox Pro 14火箭盒专业版 14

#8007191

#8007192

按钮式开启

双面开口方便您从汽车两侧拿取物品

车顶箱与车尾门打开后相对位置提示：
要找到最适合您的车顶箱，请按下图所示测量数据来确定所选产品所需的距离。根据测量数据可适当调整横杆位置。
不可调整BaseLine塔形架的位置。
可调整位置的顶架系统：TimberLine塔形架，安装在轨道上的SkyLine塔形架，RidgeLine塔形架，OverHaul HD彻查 重载支
架，OutPost HD前哨 重载支架，BedRock HD基石 重载支架，以及大部分原厂横杆。
测量距离
测量从前杆中心点到打开的车尾门边缘的距离，确保测量在水平位置。
测度距离

产品

最

小

距

离

GrandTour 16

48"

114.3 cm

GrandTour 18

50.75"

137.16 cm

SkyBox 16

47"

132.08 cm

SkyBox 18 and 21

57"

144.78 cm

SkyBox Lo

57"

144.78 cm

RocketBox 12

40"

101.6 cm

RocketBox 11 and 14

45"

114.3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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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Grid
断网系列 车顶筐
OffGrid断网 车顶筐具备了Yakima所有优良性能与新的特点，采用
先进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增加横杆以携带自行车、船、滑雪板和更
多的装备。这款优质的车顶筐工作卖力，承载力一流，让你的车顶
看起来棒极了。
• 重载钢结构在恶劣天气下也能胜任工作
• 易用带钳装置适合匆忙的自驾旅途
• 添加装备安装横杆，创造多功能运动装备运载系统
• 完全可调整的辅助杆确保您的运载、安装和附件
• 定制的导流罩能够减少噪音和风阻
• 延长支架可扩展附加空间
• 可加装SKS锁芯以保持车顶筐的安全（另行出售）
OffGrid 断网车顶筐 中号 #8007138
OffGrid 断网车顶筐 大号 #8007139

102cm

112cm

尺寸： 112*102*18cm +延伸支架：157*102*18cm
产品重量： 18kg

135cm

OffGrid 断网车顶筐 中号

124cm

offgrid 中号

#8007138

191cm

157cm

offgrid 大号
中号+延伸支架
大号+延伸支架

OffGrid 断网车顶筐 大号

124cm

尺寸： 135*124*18cm +延伸支架：191*124*18cm
产品重量： 22kg
#8007139

重载钢结构在恶劣天气下也能胜
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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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可调整的辅助杆确保您的
运载、安装和附件

简单易用的带夹式脚座能快速安全
固定车顶筐

包含扰流板能够减少噪音和风阻

断网系列车顶筐附件

Extensions 延长支架

TopGrip OG 附加边缘握把

Cargo Nets 弹性货物网兜

为你的OffGrid断网车顶筐增加40%
的容量，以便携带更多的东西

将货物固定在断网系列车顶筐范围内
适用OffGrid 中号 #8007072
适用OffGrid 大号 #8007081

OffGrid 中号 #8007108
OffGrid 大号 #8007109

将它固定在OffGrid断网车顶筐外格
栅上，可携带船桨、斧子或铲子
尺寸：10.8CM*5CM*8CM
重量：0.4KG
#8007355

SmarT-slot Kit T型槽转换套件

在OffGrid断网车顶筐上为装备安装
提供额外的连接处

Accessory Bar 附加横杆
不起眼的转换套件，用来将OffGrid断网车
顶筐固定到JetStream急流横杆的T型槽
4只/套 #8007356

尺寸：102CM*2.8CM*2.8CM
重量：1.2KG
OffGrid 中号 #8007353

SKS Lock Cores 锁芯

OffGrid 断网车顶筐适合4只装SKS
锁芯，帮助将车顶筐锁在车顶横杆上
4只/套 #8007204

尺寸：124CM*2.8CM*2.8CM
重量：1.6KG
OffGrid 大号 #8007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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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rior Series
战士系列 车顶筐
不用管你的朋友用什么车顶装备，你选战士系列车顶筐准没错。从木柴和到垃圾
箱，或是行李箱，低音提琴或家具，这些统统都能装上车。安装快速简易，通用
夹脚几乎适合任何横杆。

• 重载钢结构在恶劣天气下也能胜任工作
• 添加装备安装横杆，创造多功能运动装备运载系统
• 定制的扰流板能够减少噪音和风阻
• LoadWarrior 装载战士与MegaWarrior 终级战士都可搭配延长支架来扩展
附加空间

SkinnyWarrior™瘦身战士车顶筐
尺寸： 147*58*17cm 产品重量： 10.4kg
横杆最小距离：61cm 横杆最大距离：97cm

SkinnyWarrior

#8007014

LoadWarrior™ 装载战士车顶筐 中号
尺寸： 112*99*17cm +延伸支架：157*99*17cm
产品重量： 11kg
#8007070

LoadWarrior

122cm

LoadWarrior 装载战士

MegaWarrior™ 终级战士车顶筐 大号
MegaWarrior 终级战士

#800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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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cm 157cm

尺寸：132*122*17cm +延伸支架：188*122*17cm
产品重量： 16kg

装载战士+延伸支架

终级战士+延伸支架

122cm

132cm

112cm

99cm

战士系列车顶筐附件

Stretch Nets 弹性货物网兜

SkinnyWarrior Extension

将货物固定在战士系列车顶筐范围内
适合SkinnyWarrior #8007018
适合LoadWarrior 中号 #8007072
适合MegaWarrior 大号 #8007081

瘦身战士延伸支架

LoadWarrior Extension
装载战士延伸支架

SkinnyWarrior瘦身战士长度增加了16"(41cm),
增加了28%的货物容量
尺寸：41CM*58 CM*17CM
重量：2KG

提升你的货物装载空间高达40%
LoadWarrior装载战士长度增加了18"(46cm)
尺寸：99CM*46 CM*17CM
重量：3.2KG

#8007016

#8007074

MegaWarrior Extension

Axe Shovel Bracket

Hi-Lift Jack Carrier千斤顶支架

终级战士延伸支架

斧头/铲子支架

提升你的货物装载空间高达40%
MagamWarrior终级战士长度增加了22"(56cm)
尺寸：122 CM*56CM*17CM
重量：7.3KG

将1只铲子或斧头装载到车顶筐上
尺寸：11 CM*5CM*4CM
重量：0.8KG
#8007078

轻松将你的直立式千斤顶固定在车顶筐上
尺寸：17 CM*10CM*5CM
重量：2KG
#8007077

#8007082

Spare Tire Carrier 备胎支架
将备胎装到车顶筐上，空出车内空间
适用备胎的轮胎外径最大35"(89cm)
尺寸：13 CM*2CM*30CM
重量：2.9KG
#8007076

Locking Brackets 篮筐支架锁
将车顶筐锁在车顶横杆上
重量：0.5KG
2只/套 #8007064

Light Mounting Bracket 灯具支架
安装灯具的重型钢支架， 一套可安装两只圆灯
尺寸：8 CM*10CM*22CM
重量：1.7KG
2只/套 #800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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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顶筐对比
MegaWarrior

Loadwarrior

Skinnywarrior

OffGrid MD

OffGrid LG

188CM
终级战士
+延伸支架

157CM

装载战士
+延伸支架

132CM
112CM

瘦身战士
+延伸支架

断网车顶筐 大号
+延伸支架
装载战士中号
+延伸支架

MegaWarrior + extension

终级战士

装载战士

瘦身战士

装载战士中号

断网车顶筐 大号

Loadwarrior + Extension

122CM

99CM

58CM

102CM

124CM

MegaWarrior

LoadWarrior

SkinnyWarrior

OffGrid MD

OffGrid LG

终级战士

装载战士

瘦身战士

断网中号

断网大号

cargo bags 车顶包

CargoPack™
帕克

适合各种交通工具和旅行者的车顶行李包。耐用材质装备免受恶劣天气的
影响。为您的汽车增加16立方英尺（453升）的存储空间。
• 无论是否装有顶架系统，都可以安装于车顶
• 高品质、重载弹道尼龙材质保护车顶
• 用于增加结构的泡沫塑料成型板
• 尺寸：118 CM*91CM*43CM
• 重量：3.9KG
• 容量：453升
#8007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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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yTop™
托普
耐候存储空间，可快速方便地装载到大多数车辆上，无论是否有车顶行李
架。相当于为汽车增加16立方英尺（453升）的存储空间。
• 耐用材质保护装备免受恶劣天气影响
• 调节带可以压缩并稳定货物包以适应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
• 尺寸：102 CM*97CM*46CM
• 重量：2.7KG
• 容量：453升
#8007404

适合QR 9MM和thru-axles12MM，15x100/110, 20MM

1

HighSpeed™ 高速 叉式自行车支架
Yakima最先进的叉式自行车支架，低调的HighSpeed，流线型、坚固、
多功能。 它可以轻松地运载山地车、公路车以及胖胎自行车，并能够快速
拆卸。 自行车使用新型易操作TorqueRight™ 旋钮进行安全保护，可做到
精准且坚固的保护。 时尚的HighSpeed托盘设计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打
开后备箱时的干扰。 通用安装组件适合大多数车顶架。集成锁定功能，锁
芯另售，兼容T型槽。
• 适合大多数轮胎宽达5"的自行车。可容纳高达48"的轴距
• 含两根后轮带，分别为30CM和40CM长
• 承重：18.1KG
• 重量: 4.4 KG
• 尺寸: 138CM*23CM*12CM
#8002115

光滑，低调的托盘可最大限度地减少
舱口干扰，并可容纳5"宽的轮胎

将SKS锁添加到TailWhip™钢缆及横
杆附件，以固定您的自行车并安装到
车顶架上

需另配4只装锁芯 #8007204
另配SmarT-Slot Kit 1后可适用于T型槽横杆 #8002122
*胖胎车锁定前叉需要另配专用锁钩 #8002120

新的TorqueRight™旋钮快速，轻松
地固定自行车到更细精度

完美携带快拆（9mm）和通轴
（12mm，15mm，20mm）
两种自行车

37

HighRoad

™

1

公路 固定前轮式自行车架

安全，时尚，简单易用，HighRoad是Yakima最高端的固定前轮式自行
车支架，几乎适合任何自行车款型，与车架零接触。 免调节轮箍，利用
TorqueRight™紧固旋钮可快速方便地装载各种自行车。 HighRoad通过
车轮固定自行车，实现极限自行车保护，而低调设计可最大限度地减少打
开后备箱时的干扰。 通用安装组件适合大多数车顶架，兼容T型槽。
• 适用26"到29"轮胎尺寸和胎宽1.5"至4"，650c 23-52C ，700c 21-52C
• 含两根后轮带，分别为30CM和40CM长
• 承重：20KG
• 重量: 8.2KG
• 尺寸: 142CM*24CM*11CM
#8002114

将SKS锁添加到TailWhip™钢缆及横
杆附件，以固定您的自行车并安装到
车顶架上。 （SKS锁芯另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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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TorqueRight™旋钮快速方便地
固定自行车

需另配2只装锁芯 #8007202
另配SmarT-Slot Kit 1 后可适用于T型槽横杆 #8002122

流线型、圆滑的低调托盘可最大限度
地减少打开后备箱时的干扰

不使用时，可折叠收起，平放

ForkLift™
前叉式固定支架

1

ForkLift前叉式固定支架可在不接触任何涂漆表面的情况下固定自行
车。快速装载，安装简捷。开箱即可使用，装上你的自行车，然后出
发。
• 适用 20" - 29" 轮胎尺寸和胎宽 3"
• 承重：16KG
• 重量: 3.2 KG
• 尺寸: 136CM*18CM*6CM
#8002098
需另配2只装锁芯 #8007202
可另配不同的通轴适配器，以装载通轴车:
12mm X 100 #8002116
15mm X 100 #8002099
15mm X 110 #8002113
20mm X110 #8002096

通过前叉固定自行车，不会碰到您自
行车漆面

宽型轮托位置易于调整以适用多种尺
寸自行车

低剖面设计有效降低风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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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Loader™
前轮式固定支架

1

装载超级容易，特安全，最受用户欢迎的自行车顶架，FrontLoader前轮
式固定支架让您无需拆卸前轮即可运载自行车。通用安装夹脚几乎适合任
何横杆，免工具安装。
• 适用 20" - 29" 轮胎尺寸和胎宽 3"
• 承重：18KG
• 重量: 5.9 KG
• 尺寸: 142CM*18CM*19CM
#8002103
需另配2只装锁芯 #8007202

易于使用的旋转旋钮帮助紧固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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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20"-29"轮胎，胎宽在3"以内

不使用时可折叠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风
阻和风噪

宽型轮托位置易于调整以适用多种
尺寸自行车

1

Raptor Aero
猛禽-Aero
这款强大的自行车顶架紧紧抓住自行车斜杠，绝不松手。适配大多数横
杆，可装载各种菱形车架自行车，不需要拆下前轮，所以非常容易装载自
行车。
• 承重：13.6KG
• 重量: 3.4 KG
• 尺寸: 132CM*23CM*65CM
#8002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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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顶自行车支架对比

HighSpeed™

前叉

1

HighRoad™

车轮

1

ForkLift™

前叉

1

FrontLoader™

车轮

1

5.9

Raptor Aero™

车架

1

3.4

7.2
10.8

N/A

3.2

⭑ 适配的SKS锁芯单独出售

HighSpeed ⭑

HighRoad ⭑

ForkLIft ⭑

FrontLoader ⭑

Raptor A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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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顶自行车支架附件

WheelHouse™ 车轮叉架
把前轮放在自行车旁边车顶横杆上
适合29"内的轮胎，胎宽3"内
重量: 1KG
尺寸: 48CM*13CM*23CM

ThruAxle Skewer 通轴扦子
与WheelHouse™ 车轮叉架配套使用，
固定15或12MM的通轴车轮
#8002110

#8002108

SmarT-slot Kit 1 T型槽组件 1
用于HighSpeed及HighRoad连接T
型槽的配件

QR Locking Skewer QR带锁扦子
适合任何前叉式自行车支架的带锁QR扦子

#8002122

通用款 #8002118

胖胎用标准款 #8002120

Thru-Axle Fork Adapters
通轴前叉适配器
将通轴自行车装载在前叉式自行车支架上

WheelHouse

12mm X 100 #8002116
15mm X 100 #8002099
15mm X 110 #8002113
20mm X 110 #8002096

Meet Yakima RackPacker

Rachel Strait

Rachel is a professional mountain biker who
specializes in Enduro-style racing. Starting off at
a young age as a cross country racer, she quickly
realized that gravity made things a whole lot more
interesting; cue the downhill racing.
Follow along as she crushes
women’s downhill @RachelStrai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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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OnRamp™ 斜坡 拖钩式助力自行车支架
适合电动自行车等重型自行车

2

• 可调车架附件意味着您可以轻松携带电动自行车、山地、公路、混合动力、女
子专用、BMX、儿童自行车和带挡泥板的自行车。
• 可容纳3.25 "宽和27.5x 4.5 "的轮胎
• 越野路段限定每辆自行车不重于18公斤
• 装载于房车上时，限定每辆自行车不重于18公斤
• 容量：2辆自行车
• 承重：每辆重量可达30KG
• 重量: 19.3KG
• 尺寸: 86CM*132CM*114CM
#8002706

集成坡道设计，便于装载

装载胖胎车需要另配胖胎绑带
一套两根 #8002470

装载自行车时可向后倾斜，
以便打开后备箱

包含SKS锁芯，将自行车与支架锁住
并将支架固定到车辆拖钩上

可调自行车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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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BackRoad™

2

4

背道 拖钩式支架
无论你是要进行一次家庭越野公路旅行，还是在一个适合骑行的周末外出骑
行，BackRoad一定是最轻松的选择。随着自行车间距的增加，BackRoad可以
轻松地带上更多的自行车。防晃摇篮式设计和衬垫可为自行车提供适当的舒适
度和保护性能，同时完全可拆卸的ZipStrips™ 技术让装载更加轻松。包含SKS
自行车锁芯系统可为旅行带来一些安心。
• 集成SKS缆绳锁可将自行车锁定在支架上
• ZipStrips™技术将自行车固定在车架上，并可完全拆卸
• 适用2"方口
• 集成Yakima开瓶器
装载2辆自行车 #8002703
装载4辆自行车 #8002702

自行车间隔距离达17.8CM，
便于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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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使用时支臂可向下折叠

支架杆可向下倾斜，
便于打开汽车后备箱

防晃摇篮可消除自行车之间的碰擦

6

4

HangOver™
传承 垂直悬挂山地车支架
6

4

非常适合俱乐部、团体出游和大家庭骑行聚会。由重型钢制成，Yakima有史以来第一个垂直挂载的拖钩式自行车支架，
可安全挂载多达六辆山地自行车。通过MOOG震动实验室和上路测试，它完全满足苛刻的Yakima标准。易于操作的倾
斜结构可以调整两种桅杆角度，确保自行车不会撞到汽车，皮卡或SUV，也能轻而易举打开尾门。可选择4辆或6辆自行
车，HangOver的垂直方向设计能够以更少空间承载更多的自行车。准备好下一步吧！
装载4辆自行车 #8002484 | 与BackSwing 兼容
装载6辆自行车 #8002485

脚踏式倾斜结构便于调整支架位置，
便于装卸

用叉顶牢牢支撑自行车；仅适用于悬
挂前叉式自行车

旋转轮盘可容纳各种轴距的自行车

可将您自己的自行车锁穿进集成锁环
中，以提高自行车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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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Up™ EVO
托架式支架 升级版
2
快速，安全，易于使用，HoldUp EVO建立了装载自行车的新标准，连胖
胎车和带增压轮毂的自行车也能轻易携带。StrongArm强力臂钩用于固定
自行车的轮胎，保护碳框架和车漆表面。只需使用易于触及的倾斜杆及带
KickStart™技术的脚踏板，便可在装载自行车的情况下倾斜车架，快速打
开后备箱。超级简单的SpeedKnob™锁定旋扭，免工具安装，含SKS自行
车锁，让您大大放心。
• StrongArm强力臂钩将自行车固定在车轮上，保护碳框架和车漆表面
• 在装载自行车的情况下倾斜车架，快速打开后备箱
• 适合20至29英寸的车轮尺寸和5英寸宽的轮胎，可携带单辆自行车限重23KG
• 可容纳碟刹车、通轴车、带助力自行车和全避震自行车
• 重量: 23.1KG
• 尺寸: 85CM*107CM*30CM
适用2"方口 #8002479

适用胖胎车、山地车、公路车、儿童
自行车

超级简单的SpeedKnob™锁定旋扭，
免工具安装

EVO +2 升级版延长支架
HOLDUP EVO 托架式支架升级版适用的延长支架
非常适合家庭出行，双人骑行约会， HoldUp EVO+2延长支架将HoldUp
EVO 从运载两辆自行车的托架升级成可运载四辆自行车的超级托架。
重量: 16.5KG
尺寸: 67CM*107CM*20CM
只适配HoldUp EVO 托架式支架2"款
#8002482

46

易于触及的倾斜杆

带KickStart™技术的脚踏板

HoldUp™
托架式支架

2

真正的Yakima经典。加强支臂枢轴让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增加
的侧对侧调整减少了自行车之间的干扰机会。这是一款可用终身的公路旅
行伴侣，甚至可以倾斜下来便于装载自行车后打开后备箱。
• 可装载自行车数量：2辆
• 承载：每辆自行车最重27.2KG
• 加装HoldUp +2后，可装载自行车数量4辆，总承重90KG
• 重量: 22.2KG
• 尺寸: 87CM*163CM*30CM

• 适合20-29"轮胎
• 可装载最大胎宽3"，每辆自行车最重27KG

适用2"方口 #8002443

HoldUp +2

HOLDUP 托架式支架延长架
可为HoldUp托架式支架多装载2辆
自行车。仅适用于HoldUp2"款。
• 重量: 22.2KG
• 尺寸: 144CM*163CM*30CM
集成锁芯将可自行车固定在支架上

轮胎托盘位置可调

#8002446

SingleSpeed™
单速 托架式单车支架

1

轻便，坚固，可以随时准备出发，SingleSpeed 单速 托架式单车支架专
为单人旅行而设计。 适用于任何类型的自行车，满足你一时冲动的骑行
需求。
适用2"方口 #8002481

• StrongArm挂钩将自行车固定在车轮上，保护表面涂漆和碳纤维
车架
• 可装载盘刹，通轴，增压轮毂和全悬挂式自行车
• 仅重9.5KG
• 尺寸: 144CM*163CM*30CM
集成SKS锁芯系统，保障自行车安全

无需工具的锁定技术SpeedKnob™使
安装和拆卸变得快速，简单和安全

• 适合20-29"轮胎
• 可装载最大胎宽3"，每辆自行车最重27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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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Timer™
定时器四车款 托架式支架

4

适合家庭使用的车尾托架式自行车支架，最多可容纳4辆各种形状和尺寸的
自行车。可转换成适用2辆自行车的支架。软胶垫钩设计将自行车固定在支架
上，装载自行车时也可向下倾斜，以便于打开后备箱。
• 承重：每辆自行车的最大负载为20KG。最大负载82KG。
• 适配胎宽：最大宽度轮胎为4.5"
• 重量: 30KG
• 尺寸: 127CM*119CM*46CM

装载胖胎车需要另配胖胎绑带
一套两根 #8002470

适用2"方口 #8002469

TwoTimer™
定时器双车款 托架式支架

2

几乎对任何自行车都能完美匹配：胖胎车，带挡泥板的自行车，
女士专用车等。软胶垫钩设计将自行车固定在支架上，装载自行
车时也可向下倾斜，以便于打开后备箱。
• 承重：每辆自行车的最大负载为20KG。最大负载41KG。
• 适配胎宽：最大宽度轮胎为4.5"
• 重量: 17.7KG
• 尺寸: 127CM*61CM*46CM

装载胖胎车需要另配胖胎绑带
一套两根 #8002470

#8002468

BackSwing™
拖钩式摇摆转接件
BackSwing拖钩式摇摆转接件将普通的拖钩式支架升级为一款易于使用的摇
摆式支架，有了BackSwing，即使在自行车满载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轻松打
开汽车尾门。
• 不兼容拖车、露营车或房车。
• 不兼容HangOver 6 传承6。
• 重量: 16.1KG
• 尺寸: 51CM*76CM*20CM
#8002483

可兼容的Yakima拖钩式支架
HoldUp EVO & HoldUp EVO +2
SingleSpeed
HoldUp & HoldUp +2
Twotimer / FourTimer
LongHaul (仅限货车及客车)
RoadTrip (仅限货车及客车)
HangOver 4

可轻松旋转90°并锁定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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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负载能力113KG

拖钩式支架安装提示
确保与拖钩方口的完美配合
利用本指南，以确保拖钩式支架与您的汽车完美适配。

1. 国内拖钩方口的标准尺寸：

美标2英寸

2"

2. 拖钩装置等级标识
• 检查拖钩装置上的标签以确定其等级，确保为2英寸(5.08CM)
• 2英寸拖钩方口的额定拉力为3500磅(1575KG)，舌重(即通过拖车钩传递到汽车轮轴上的重量)为350磅(159KG)。
• 有关拖钩装置的更多信息，请咨询汽车专业人员或联系拖钩方口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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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钩支架适配测量
参考以下图表，比较测量值，以查看哪些拖钩支架适用于特定车型。测量值必须等于或大于列出的产品测量值。

适配测距A

适配测距 B

适配测距 C & D

将直尺插入方口中，从拖钩安装孔的中心测量到

确保保险杠不会干扰Yakima拖钩式支架。

安装在后备箱位置的备用轮胎，可能会干扰拖钩

与障碍物接触的点。

测量拖钩装置安装孔中心到保险杠末端的距离。

式支架的安装。测量方口安装孔中心到备胎末
端的距离。

方口内的末端
保险杠

安装孔

安装孔

C
备用轮胎

D

备用轮胎
安装孔

适用方口

适配测量
A

B

C

73mm起

210mm以内

165mm以内

✓

DoubleDown

51mm起

232mm以内

229mm以内

✓

FourTimer

70mm起

340mm以内

368mm以内

✓

BackSwing™
™

™

D

2英寸（5cm）

76mm起

222mm以内

171mm以内

✓

FullTilt™ 4/5

35mm起

241mm以内

248mm以内

✓

HangOver 4

76mm起

203mm以内

330mm以内

254mm起

✓

HangOver 6

76mm起

203mm以内

330mm以内

305mm起

✓

HoldUp 2"

73mm起

229mm以内

248mm以内

✓

HoldUp EVO 2"

76mm起

127mm以内

216mm以内

✓

LiteRider™ 2/3

70mm起

229mm以内

229mm以内

✓

LongHaul

79mm起

111mm以内

114mm以内

✓

35mm/70mm起

23mm/203mm以内

254mm以内

✓

FullSwing

™

™

™

RidgeBack 2/4/5
™

RoadTrip

73mm起

111mm以内

260mm以内

✓

SingleSpeed™

41mm起

197mm以内

305mm以内

✓

SwingDaddy

76mm起

165mm以内

171mm以内

✓

48mm起

318mm以内

318mm以内

✓

70mm起

216mm以内

254mm以内

✓

™

TwoTimer
LongArm

™

™

HangOver 4 254mm起
HangOver 6 305mm起

D 测距是方口安装孔到地面的距离

拖钩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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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孔

™

HoldUp™ EVO 2"

2

HoldUp 2"

2

SingleSpeed™

1

TwoTimer™

2

FourTimer™

4

可
倾
斜
的
自
行
车
不
用
额
外
安
装
工
具
把
自
行
车
锁
到
架
与
上
自
行
车
零
接
触
适
用
胖
胎
车

拖
钩
支
架

运
载
自
行
车
数
量
可
将
自
行
车
架
锁
到
可
车
添
上
加
延
长
支
架
开
瓶
器

托盘式拖钩支架比较

◆

**

◆
**
**
**

◆在HoldUp上添加延长架HoldUp +2 ，或在HoldUP EVO上添加 HoldUp EVO+2，
可再装载两辆自行车（仅限2英寸）
**请检查车轮和轮胎尺寸，可能需要另配额外的宽胎绑带。

HoldUp EVO

SingleSpeed

HoldUp

TwoTimer

FourT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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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ngDaddy™ 摇摆老爹
4

摇摆式拖钩自行车支架
容量：4辆自行车
承重：每辆自行车的最大负载为18KG
最大负载68KG
重量: 25KG
尺寸: 100CM*28CM*112CM
#8002464

装入自行车后向侧面移动可开启车
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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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使用时支臂可放下

SpeedKnob技术可免工具迅速收紧
并锁定在支架上

ZipStrips技术让你轻松固定自行车

FullSwing™ 摇摆秋千
高端摇摆式拖钩自行车支架

4

在装载自行车的情况下，可以轻易移开自行车，以便打开后备箱。全胶垫臂
和可调摇篮装置为自行车提供卓越的保护。易于使用的ZipStrips绑带用
于固定自行车，完全可拆卸，便于装卸。
容量：4辆自行车
承重：每辆自行车的最大负载为18KG
最大负载68KG
重量: 25KG
尺寸: 110CM*66CM*44CM
#8002465

ZipStrips技术让你轻松固定自行车

整合了SpeedKnob™技术，无需任何
工具即可安装

包含SKS锁芯，将自行车与支架锁住

不使用时支臂可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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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Tilt™完全倾斜
高端倾斜式拖钩自行车支架

4

5

开箱直接使用，通过AutoPin自动定位装置及SpeedKnob锁定旋钮即可
固定并锁定在车尾拖钩位置。ZipStrips技术让你轻松固定自行车，完全
可拆卸，便于装卸，臂钩保护垫安全呵护你的自行车。
FullTilt™ 4
承重：每辆自行车的最大负载为18KG
最大负载68KG
重量: 18KG
尺寸: 112CM*30CM*41CM

FullTilt™ 5
承重：每辆自行车的最大负载为18KG
最大负载68KG
重量: 19KG
尺寸: 112CM*32CM*42CM

装载4辆自行车 #8002462

装载5辆自行车 #8002463

不使用时支臂可折叠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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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dKnob™ 技术可免工具迅速收紧
并锁定在支架上

可以将主杆倾斜，让你轻松打开后
备箱

可调的ZipStrips绑带让你轻松固定
自行车

RidgeBack™山脊
倾斜式拖钩自行车支架

2

4

5

UpperHand控制杆可将支架倾斜，以便打开后备箱，支臂可向下折叠成扁
平状，便于存放。ZipStrips技术让你轻松固定自行车，并可完全拆卸，便于
装卸。
RidgeBack™ 2
承重：每辆自行车的最大负载为18KG
最大负载36KG
重量：15KG
尺寸：112CM*30CM*41CM
装载2辆自行车 #8002457

RidgeBack™ 4
承重：每辆自行车的最大负载为18KG
最大负载68KG
重量：15.9KG
尺寸：112CM*30CM*41CM
装载4辆自行车 #8002458

RidgeBack™ 5
承重：每辆自行车的最大负载为18KG
最大负载68KG
重量: 16KG
尺寸：112CM*30CM*41CM
装载5辆自行车 #8002459

HandCuff 支臂锁可将自行车锁定在支架上 #8002466

ZipStrip 技术让你轻松固定自行车，
防止摆动

SpeedKnob™技术可免工具迅速收紧
并锁定在支架上

不使用时可折叠收起支臂

可以将主杆倾斜，
让你轻松使用后备箱

拖钩式支架安装提示
检查确认方口安装孔的深度
如果您选择山脊拖钩式支架，需要测量方口安装孔的深度，以确定插销插到山脊的哪个安装孔。
•如果测量X的宽度在1.5"（3.81CM）和2.375"（6.03CM）之间，则使用安装孔B
• 如果测量值X大于2.375"（6.03CM），则使用安装孔A
• 如果测量值X小于1.5"（3.81CM），则不适合安装山脊

适配测距 X

注意
山脊不可用在RV房车上。
请勿在Yakima产品中使用拖钩方口延长器。

方口边缘
安装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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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eRide™

2

备胎式支架

轻松连接到您的车尾备胎位置，助您携带2辆自行车，操作简便，无需工
具。标配新款SuperCush防晃架，以及可移动的ZipStrips绑带，SKS
锁芯。

容量：2辆自行车
承重：每辆自行车的最大负载为16KG
最大负载31KG
重量：9.8KG
尺寸: 102CM*33CM*48CM
#8002599

橡胶胎面垫保护你的备胎

无须使用任何工具，
SpeedKnob™ 红色旋扭快速安装

不使用时，支臂可以折叠起来

ZipStrip 技术使得自行车装载之后可
前后移动调节

Spareride 备胎式支架安装提示
适合你的车吗？
• 轮胎前缘和安装面之间的距离必须在1.75"（4.45CM）和6.25"（15.89CM）之间
• SpareRide 适合大多数原厂备胎和底座
• 适合大多数12.5"（31.75CM）宽的后装备胎
• 适合所有常见的5号和6号轮胎螺栓
• 可能会挡住备胎上安装的后视摄像头

内侧安装面
备胎的外立面

备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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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Back™
后卫 后备式支架

2

3

充满现代感的设计，完美匹配汽车、自行车。FullBack 后卫 后备式支架使用
简单，安装方便，可折叠平放。ZipStrips™ 专利使得装卸自行车分外简单。
FullBack™ 2
重量: 9.9KG
承重：每辆自行车的最大负载为16KG
最大负载32KG
尺寸: 76CM*64CM*56CM

FullBack™ 3
重量: 10.4KG
承重：每辆自行车的最大负载为14KG
最大负载41KG
尺寸: 76CM*64CM*56CM

装载2辆自行车 #8002634

装载3辆自行车#8002633

集成SKS锁芯可将自行车与FullBack
完好锁住

不使用时支臂可平折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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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Joe Pro™
国王乔专业版支架

2

3

使用简单，易于安装，可折叠后扁平存储，与你的汽车完美匹配。采用
SuperCush技术的橡胶衬垫与ZipStrip专利使得装卸自行车分外简单。
• 窄臂设计适用于广范围的自行车架
• 最适合用于掀背车、小型货车和SUV
• 配有掀背挂钩，适用于玻璃车厢或者掀背门支架
KingJoe Pro™ 2
KingJoe Pro™ 3
产品承重：40KG（每辆不超过20KG） 产品承重：40KG（每辆不超过14KG）
产品重量：7.7KG
产品重量：8.3KG
装载2辆自行车 #8002624

装载3辆自行车 #8002625

SuperJoe Pro™

2

超级乔专业版支架

3

使用简单，易于安装，可折叠后扁平存储，与你的汽车完美匹配。采用
SuperCush技术的橡胶衬垫与ZipStrip专利使得装卸自行车分外简单。
• 适合于三厢车
• 稳定的整块式衬垫脚完美呵护您爱车的表面烤漆
• 配有掀背挂钩，适用于玻璃车厢或者掀背门支架
SuperJoe Pro™ 2
SuperJoe Pro™ 3
产品重量：5.7KG
产品重量：5.9KG
产品承重：40KG（每辆不超过20KG） 产品承重：40KG（每辆不超过14KG）
装载2辆自行车 #800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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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载3辆自行车 #8002630

HalfBack™
中卫 后备式支架

2

3

这款自行车支架设计前卫，功能性、耐用性、简洁性和美观性完美结合，
专为喜欢骑自行车的骑手而设计。安装简单，装卸方便，装载自行车后保
证行驶安全性，折叠平整，便于存放。
HalfBack™ 2
承重：每辆自行车的最大负载为16KG
最大负载32KG
重量: 9.5KG
尺寸: 76CM*64CM*56CM
装载2辆自行车 #8002636

HalfBack™ 3
承重：每辆自行车的最大负载为14KG
最大负载41KG
重量: 10 KG
尺寸: 76CM*74CM*56CM
装载3辆自行车 #8002635

HangOut™
大本营 后备式支架

2

3

超级简单的装载方式，新款HangOut采用最新自行车携带技术，适用于
几乎任何类型车辆。装卸小菜一碟，不使用时，可折平以便紧凑地存放。

承重：每辆自行车的最大负载为14KG
最大负载41KG
重量: 6.4 KG
尺寸: 72CM*55CM*23CM
装载3辆自行车 #8002638

自行车支架附件

TubeTop™ 上管
在独特的自行车车架（如童车和女式
车）上搭建一个临时支撑架。可将自
行车装载于倾斜或摇摆式支架上
承重：20KG
伸缩范围：36-76CM
重量: 1.6 KG
尺寸: 56CM*2.5CM*2.5CM

PlateMate牌照伙伴
自行车支架的牌照架，露出牌照
尺寸: 33CM*19CM*0.3CM
#8002713

#8002531

HitchLock™ 拖钩锁
将无锁定功能的拖钩式支架锁定在
拖钩接口上
#8007235

9' SKS Locking Cable
274CM钢缆锁绳
加长钢缆锁，可将自行车锁住。
需另配SKS锁芯
#8007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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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Swing™

4

FullTilt™

5

RidgeBack™ 2

2

⭑

RidgeBack 4

4

⭑

RidgeBack 5

5

⭑

SwingDaddy™

4

⭑

⭑ HandCuff 支臂锁可将自行车锁定在支架上，单独出售： #8002466

FullSwing

FullTilt

LiteRider

RidgeBack

SwingDaddy

2

FullBack 3

3

HalfBack™ 2

2

HalfBack 3

3

HangOut 3

3

KingJoe Pro 2

2

KingJoe Pr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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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Joe Pr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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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竿支架
这是收紧绳索的最快方法

生活在山间，无论是在溪流中追踪鳟鱼， 划动皮划艇追逐鲈鱼， 还是与咸水湖中带鳍的敌人纠缠不清，
Yakima首推的钓竿解决方案专为渔获满满而来。我们花时间设计、构建、测试每一款产品，确保您可以轻
松且充满信心地装载钓具。

DoubleHaul™
双拉线 车顶飞竿支架

TopWater™
水面系 车顶钓竿箱

ReelDeal™
小精灵 车顶钓竿支架

高端款车顶飞钓竿支架
可装4根305cm长的飞杆，含2根Spey杆

钓竿行李箱
在这个专门装渔具的车顶货物箱里，最多可
携带8根完全装配好的鱼竿

车顶钓鱼竿支架
在任何车辆车顶行李架上都可以轻松携带多
达8根钓鱼竿。

•
•
•
•
•

•
•
•
•

•
•
•
•
•
•

● 可定制的车顶飞竿支架
● 可配置为全长335cm，或183cm
● 兼容通用款车顶行李架与T形槽
● 可将支架锁定在横杆上，将钓竿锁在里面
● 带塑料衬里棒型铝管提供足够的强度

● 杆长：244cm
● 通用安装硬件
● 含Yakima SKS锁芯系统
● 橡胶固定带将竿固定到位
● 竿架可拆卸，适合四季使用

● 通用安装硬件
● 合上的同时锁住鱼竿
● 带橡胶垫的夹持装备可保护鱼竿
● 在淡季可以用来装载滑雪单板和双板

#8004087
#8004089

#8004088

4
钓竿容量

使用半长配置时需拆解钓竿

8

8

长达244cm

✓

✓

✓

✓

✓

完全锁定

元件保护

钓竿始终在封闭空间中

✓
装载已装配好的钓竿

包括竿、卷线轮和飞蝇

钓竿始终在封闭空间中

✓

✓

包括竿、卷线轮和鱼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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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Haul™
双拉线 车顶飞竿支架

像电影中完美的演员阵容一样，豪华的DoubleHaul™双拉线 车顶飞竿支架让您在拂晓或傍晚到达特定的水上钓点，并带上完美的飞钓装备——最多4根已
连接好的钓竿，最长10英尺。不管晴天还是下雨，你的钓竿都被稳稳地固定好，得到足够保护。拨禾轮箱式设计用于保护和安装大多数尺寸的拨禾轮，空
间最多可容纳2根Spey竿。为了让携带钓竿变得更简单，DoubleHaul™的通用横杆附件可简单、无工具地安装在大多数车顶行李架上。现代风格和可选的
半长配置，它将完美适配任何大小的车辆。
• 可运载4根完全连接的飞钓竿，最长305cm
• 特制的毡垫，提供温柔的飞轮保护
• 顶部2个飞轮槽适合大多数12-wt飞轮，底部2个飞轮槽适合大多数10-wt飞轮
• 拨禾轮箱可容纳常见单手竿
• 四根独立的带塑料衬里棒型铝管提供足够的强度并加以隔离，有助于防止钓竿磨损
• 飞轮侧面放置可减少钓竿剥线导板和孔眼的磨损
• 通用安装适配件适用于所有Yakima横杆和其它大多数车顶横杆
• 配合Smart Slot™套件3可连接到T形槽横杆，外形更流畅（单独出售）
• 重量：21.1KG
• 尺寸：长333CM*宽35.6CM*高22.9CM
#8004087

可定制的车顶飞竿支架，可配置为335cm或183cm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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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禾轮箱在上槽中最多可容纳2根
Spey竿

包含Yakima SKS锁芯系统以锁定
DoubleHaul™内的安全杆，并将
DoubleHaul™锁定至车顶行李架

TopWater™
水面系 车顶钓竿箱

TopWater™的设计适合大多数车顶行李架、皮卡行李架和拖车，它是第一款专门为钓鱼竿设计的车顶箱，用于确保鱼竿的安全、有序和随时可用。嗯，
没有类似品。
TopWater™是一个专门为钓鱼竿设计的封闭式钓鱼竿箱-可装载多达8根钓鱼竿，长达244cm，有序，置其于车辆以外。从纺车轮到水滴轮到飞竿，保
护性泡沫垫、固定带能保证竿与渔轮安全地悬挂在适当位置，不会碰撞或缠绕。而鱼竿下方位置为工具箱或其他潮湿的装备腾出空间。这款坚固耐用的鱼
竿箱在美国制造，配有Yakima SKS（锁芯系统）锁，可牢固锁住您的装备。为了增加便利性，通用附件可将TopWater固定到几乎所有的车顶行李架或
Yakima的EasyrRider™和RackandRoll™拖车上。
• 最多可携带8根完全装配好的任何类型的鱼竿，最长可达244cm
• 湿漉漉的钓竿远离车辆，带来一整天的有序体验
• 保护性泡沫垫设计有单独的竿槽
• 小排水孔有助于防止箱内底部积水
• 竿架可拆卸，需要时可用于4季的滑雪板和其他长型装备运载
• 美国制造，光滑的空气动力学Carbonite®碳纤质感上盖
• 通用安装硬件适用于所有Yakima横杆和大多数其他车顶支架
• 添加Smart Slot™套件5可连接到T形槽横杆，从而获得更流畅的外形（单独出售）
• 最大承重22.5kg
• 总宽46cm，在您的车顶上给皮划艇或其他装备留出足够空间
• 重量：14KG
• 尺寸：长259CM*宽46CM*高23CM
#8004088

侧开口便于拿取装配好的鱼竿

橡胶固定带将竿固定到位

内置竿保护罩能保证竿尖免受损坏

随附的Yakima SKS（锁芯系统）
锁将竿固定在TopWater™内，并将
TopWater™ 锁在车顶行李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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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lDeal™
LOC
K

CK TO V
RA

EA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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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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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CLE
EH

LOC
K

小精灵 车顶钓竿支架

ReelDeal™小精灵 车顶钓竿支架安装简单紧凑，可安全地将多达8根几乎任何类型的全长钓鱼竿放在车顶行李架上，而不是堆挤在车内。这是一个安全，
易行的解决方案，用于运载已完全装配好的钓鱼竿，随时准备开始钓鱼。单键侧面操作方便快速装卸，附带的SKS锁芯可确保钓竿的安全。
• 可携带多达8根完全装配好的几乎任何类型的钓竿
• 38cm的全长衬垫牢固地固定和保护钓竿
• 免工具夹具设计使安装和拆卸变得轻而易举
• 通用安装硬件适用于所有Yakima横杆和大多数其它车顶架
• 集成的SKS（同一钥匙系统）锁增加了安全性
• ReelDeal™ 还可以运输多达2块滑雪单板和/或4对雪橇双板
• 重量：2.9KG
• 尺寸：56CM*15CM*17CM
#8004089

可携带多达8根完全装配好的几乎任何类型的钓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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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垫保护钓竿并将其牢牢固定住

集成的SKS锁芯系统增加了安全性

船艇运载方式选择
对于船艇或桨板，我们有简单的运载解决方案
有多种方式来运送不同类型的船艇或桨板。
以下为您快速分析可用选项：

类别：皮划艇

类别：皮划艇

款式：J形摇篮型

款式：马鞍型

如何：将船靠装在它的一边

如何：将船朝上安装

优点：在车顶行李架上为其他装备支架留出空间

优点：更容易装载更重的船只，无需将其转向一侧

类别：皮划艇和冲浪板/滑水板

类别：独木舟

样式：负载辅助型

样式：船头朝下型

方法：将船或桨板从腰部高度扶上车顶

如何：把船倒过来安装在车顶

优点：无需多人即可将装备装载到车顶上

优点：低风阻、唯一的独木舟选择

类别：冲浪板/滑水板
款式：平顶
方法：把桨板倒过来
好处：可带上多块桨板，或长款桨板，不再需要把它们塞进
后备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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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杆附件

SmarT-slot Kit 4
智能T形槽套件4
适配BigCatch丰渔 钓鱼艇支架以安
装在T形槽横杆上。
#8004092

RoundBar Kit
圆杆套件

T ROOF
OS

一套四只 #8004093

CKS
RA

1

FITS
M

适配BigCatch丰渔 钓鱼艇支架以安
装在圆杆上。

BigCatch™
丰渔 钓鱼艇支架
BigCatch丰渔 钓鱼艇支架能运载高达150磅（67.5KG）重的大船。介绍一
下Yakima第一款通用马鞍型皮划艇支架，这是为在车顶运载重型钓鱼艇而设
计。橡胶垫马鞍型底座贴合皮划艇的船身设计，提供超级安全的全接触式运载
体验，便于将船安放在车顶。简易、免工具安装，快速搭载在车顶横杆位置，
以便有更多的时间追逐下一条大鱼。如果你已有T形槽横杆，别忘了可另配
SmarT-slot Kit 4智能T形槽套件4（单独出售）以确保外观更清爽完整。
一套四只 #8004091

特别设计，以运载超重的钓鱼艇和独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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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的摇篮式底座能保护船体，贴合各种
船体形状

通用安装附件可适配Yakima StreamLine系
列，圆杆，HD重载横杆等，另外还包括大多数
其它横杆

FITS
M

1

CKS
RA

SweetRoll™

T ROOF
OS

冲浪船固定架
装载你的船从来没有比这更容易！前后两两相对的马鞍型底座与集成的滚轴可将船
艇稳固在适当的位置。装载时，弹簧装载底座会自动调整以贴合船体。
一套四只 #8004074
需另配4只装锁芯 #8007204

光滑的胶垫完美保护多种船只类型

平坦龙骨型船架

1

弹簧加压的底座自动调节最佳位置

配备毡垫后可完美保护船体
（单独出售 #8004080）

T ROOF
OS

CKS
RA

EvenKeel™

FITS
M

内置滚轴有助于将船艇滑动到位

多才多艺、节俭、安全。
EvenKeel™ 平坦龙骨型船架为您的船提供一流的保驾护航。
四只装 #800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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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划艇支架

FITS
M

2

T ROOF
OS

CKS
RA

JayLow™ 杰雷

多功能，适应性强，超低维护费用，JayLow皮划艇支架以超省事的态度
提供最大的负载能力。采用易于使用的虎钳夹，免工具安装。采用J型摇
篮形态可携带一艘皮划艇，垂直堆垛形态可携带两艘皮划艇。
重量：5KG
尺寸：17CM*15CM*51CM
#8004073
需另配2只装锁芯

#8007202

集成坡道，便于船艇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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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于使用的杠杆使调整安装轻松

不使用时，可以折叠放平

J型摇篮式装载1艘船只；垂直摆放船
只，则可以装载2艘

FITS
M

1

CKS
RA

BowDown™

T ROOF
OS

下折式船架
为了心爱的船，你只想给它最好的东西，而BowDown就为此而来。表面
的HullGuard橡胶保护垫给予船足够的舒适度。
重量：7KG
尺寸：27CM*14CM*53CM
#8004042
#8007202

1

杰伊 J型皮划艇支架

T ROOF
OS

CKS
RA

JayHook™

FITS
M

需另配2只装锁芯

简单、坚固和可靠。JayHook杰伊 J型皮划艇支架是Yakima经典船架造型的
复刻版，可携带任何类型皮划艇。易于装载，同时也不会占用您的顶架空间。
重量：4.7KG
尺寸：24CM*14CM*48CM

叠加式船架

4

T ROOF
OS

CKS
RA

BigStack™

FITS
M

#8004084

叠加式船架容量足够大！最多可在车顶上堆放4艘艇，或者额外的空间也可用
来运载其它运动装备。HullGuard橡胶保护垫保证船只安全。
#8004041
需另配2只装锁芯

#8007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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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ShowDown™
摊牌 负载辅助船架
这款支架使装载和卸下重型船艇和桨板变得轻而易举。轻便的安装架可以从
车顶架下倾斜2英尺（0.6米）以上，减少船只45％重量，并可将其提升到
车顶。采用易于使用的虎钳夹，免工具安装。
• 80磅（36KG）的承载量可以轻松地携带一艘大型的皮划艇或两套滑水板
• 从车顶架高度向下降低了26"（66CM）
• 提供30-45％的重量辅助（取决于船宽）
• 摇篮造型弯曲并带毛毡垫片，以保护船体安全运输
• 不使用时，可平放折叠以减少阻力和噪音
• 包含所有需要绑带，开箱即用
重量：9.5KG
尺寸：107CM * 23CM * 23CM
#8004081
需另配2只装锁芯

#8007202

SHOWDOWN安装提示
• 先把卷尺找出来
• 所需的最小横杆间距为24"（61CM）
• 最大建议横杆间距为42"（106.7CM）
• 装载SUP桨板类，最大宽度为36"（91CM）
• 装载标准马鞍式船艇，最大宽度为28"（71CM）
• 最大承载船重80磅（36KG）
• 最多带2套SUP桨板
• 每辆车最多可装2套ShowDown，要求：60"（152CM）横杆或更长
• 为了让你的车能装载ShowDown，请通过Yakima.com/fit查询车型方案
• 不兼容Q式塔形架

适配要求
A

• 塔形架外侧至横杆顶端的距离–最小4"
（10CM）

B

• 塔形架外侧到ShowDown夹脚内侧的
距离–最大4"（10CM）

C

• 从车门到ShowDown降下后位置的距
离（空载状态）-最小4"（10CM）

B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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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Boat™ 66
展示船艇型船架
这种巧妙的装载辅助滚轴延伸到车尾的设计，方便船艇从车尾滑入车顶，
有利于协助你装卸你的船艇。
• 橡胶衬垫保护你的皮划艇或独木舟
• 两侧可调节，有利于大多数皮划艇的装载
• 抗腐蚀的不锈钢主体和黄铜五金件
• 含2根66"（168cm）Yakima圆杆
重量：8KG
尺寸：112CM *15CM *5CM

船头朝下型船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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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lOver™

FITS
M

#8004068

KeelOver是用于运载一艘大型独木舟的紧凑型解决方案。它直接连接到任
何车顶行李架上，以便快速、免工具地安装在车顶。
重量：1.6KG
尺寸：36CM *19CM *8CM
一套四只 #8004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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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Dawg™
滑水狗 滑水板支架
可以容纳并运载两套宽达36"（91cm）的站立式滑水板。SUPDawg无
需组装，开箱即用，带有集成滚轴便于装载滑水板，含SKS锁芯系统，可
锁住支架及滑水板。
绑带长度：165CM
重量：6.4KG
尺寸：102CM *15CM *15CM
#8004075

使用带钢缆的尼龙绑带确保携带滑水
板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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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紧后可有效安置绑带，防止绑带行
驶过程中迎风拍打

采用易于使用的虎钳夹

集成滚轴便于装载滑水板

RipCord™ 绑绳锁
锁住绑带以固定您的船艇或桨板
把冲浪板，船只，自行车，以及所有介于两者
之间的东西都用这12英尺（3.7米）的绑绳锁
锁住。
成对装，含SKS锁芯
容量：背负式装运3块桨板
#8004048

水上运动装备横杆垫
车顶行李架桨板和装备保护装置
我们的防滑横杆垫可用于携带SUP、冲浪板或皮划艇。几乎可配用任何类型的横杆。

Aero Crossbar Pads
翼形横杆垫

30"（76CM）
重量：0.3KG
尺寸：79CM *8CM *5CM
#8007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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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Grip™ 桨板固定架
把你的船桨放车顶上，丝毫不碍事。安全又简易，智能且多功能，TopGrip利
用软垫紧紧夹持住船桨。不需要带船桨？那就用它挂铁锹或斧头吧~
#8004086
需另配2只装锁芯 #8007202

船艇/桨板 安装附件

Heavy-Duty Strap 重载绑带

Boat Locker 船艇锁

SoftStrap™ 软绑带

超强系紧带，拉扣外包有软橡胶，用于保护汽车
及装备表面
16英尺（4.87米） 一套两根 #8005006

10英尺（3米）长的锁绳将船只紧锁
到支架上
#8007237

内置氯丁橡胶软绑带，坚固耐用，可保护桨板、保
温箱和车顶免受切割、凿伤和划伤
16英尺（4.87米 ）一套两根 #8007419
8英尺（2.44米） 一套两根 #8007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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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Cat™ EVO

我们最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的高端款雪地运动装备支架。宽大的底座可以
放置单板或双板，黑色和银色可选。针对T型横杆，可以加装SmarT插槽
套件（另售）。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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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猫升级版雪板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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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颜色
FatCat EVO 6 黑色
#800309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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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slot Kit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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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带4对双板，或2只单板 #8003095
可带6对双板，或4只单板 #8003096
可带6对双板，或4只单板 #8003097

FatCat EVO 6银色
#8003097

T型槽组件 2
T型槽组件用于适配肥猫雪板支架安装到
T形槽横杆上，例如JetStream横杆。

即使戴着滑雪手套，也可轻松打开的
大按钮设计

OverHangTM 悬挑式安装位置使装
载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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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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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3098

整合了SkiLift设计，可以给滑雪板或
者较高捆绑物留足空间

FatCat EVO 4 黑色
#8003095

通用安装系统，适用圆杆、方杆、原厂
横杆和大多数空气动力学原理横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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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shTrack™
新赛道 雪板支架
无需工具即可简单地安装在几乎任何车顶架上——超级简单易用！这对滑
雪新手来说非常棒。 一键式操作适合寒冷冬天戴着手套拿取雪具，内置的
SKS锁可以保护您的装备安全。

雪板支架
FatCat EVO 6

FITS
M

6

5.8KG
4.5KG

FreshTrack 6

3.6KG

FreshTrack 4

2.7KG

HitchSki™
拖钩式雪板支架
夏天骑车，冬天滑雪。HitchSki™ 拖钩式雪板支架可以轻松地将您的4车款
倾斜或摇摆式自行车拖钩架转换为滑雪板携带架。

#8002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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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重量

FatCat EVO 4

产品尺寸：61CM*44CM*79CM
产品重量：13KG

4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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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带4对双板，或2只单板 #8003092
可带6对双板，或4只单板 #8003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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