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動安全系統

THE NEW LF
極緻卓越 運輸贏家

全新LF車系，搭配強化的性能，不只確保駕駛和其它用路人最高的安全性，同時也有助於車輛的穩定
性、油耗率及舒適度，不論您從事什麼行業皆能滿足。

基隆拖拉庫 (02)2455-2349 基隆市七堵區俊賢路11之3號
汐止達升 (02)8648-3134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三段381-1號

本型錄不得任意轉用。

汐止錦菖 (02)8648-5011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三段369巷40號

本公司保留更改產品規格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台塑林口 (03)397-5858#106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41之1號

若需確實與最新的資訊，請聯繫授權的DAF經銷商。

桃園長榮 (03)325-2065 #3651 桃園市經國路899號

本型錄所有圖片僅供參考，規格配備以實車為準。

梧棲山隆 (04)2639-2151#265 台中市梧棲區自立路568號
大雅道成 (04)2567-0575 台中市大雅區民生路三段155號

1.主動車距控制巡航系統

草屯翔盛

台中豐鼎 (04)2425-6901 台中市西屯區中清路三段215巷139號

                        

台中達富 (04)2355-3166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五段224號
台塑台中 (04)26398200#100 台中市梧棲區向上路九段310號

能自動調整卡車的速度以便和前車保持安全
距離。

彰化瑞益 (04)8323-077 彰化縣大村鄉美港村中興街34巷46號
草屯翔盛 (049)235-9021 南投縣草屯鎮上林里草溪路129之57號
台塑麥寮 (05)681-6156#6158 雲林縣麥寮鄉台塑工業園區一號

2.前方碰撞預警系統

西螺聖立 (05)587-0788 雲林縣西螺鎮新豐里8之46號

服務專線：0800-666-666

西螺鼎豐 (05)588-1880 雲林縣西螺鎮振興里116-8號

               

歡迎參觀台塑達富網站：www.daf.com.tw

台塑嘉義 (05)238-3695#7045 嘉義縣太保市北港路二段241號

     



會發出警告聲響並在儀表板上發出視覺警告，
驅使駕駛採取應變以免碰撞。

佳里南興 (06)7225730 台南市佳里區民安里同安寮72-18號
台南福興 (06)259-7826 台南市府安路5段201號
鹽水慶泓 (06)652-2582 台南市鹽水區忠孝路212號
台塑路竹 (07)696-0250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1571號

3.緊急剎車輔助系統

台塑仁武 (07)371-4721#608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304號

                              
在緊急狀況時會介入並降低卡車速度。

仁武聯新 (07)3716387 高雄市仁武區水管路三段389號
小港振立 (07)7917559 高雄市小港區中安路202號
小港惠鋒 (07)788-7058 高雄市小港區桂圓路67號
小港山隆 (07)8716691#70 高雄市小港區沿海三路26-3號
屏東友銘 (08)723-3839 屏東縣長治鄉香楊路39號

4.車道偏離警示系統

宜蘭同興 (039)387-971 宜蘭縣壯圍鄉壯濱路二段62號

                            
在駕駛員疏失、睏倦或分心而使車輛開始偏出
車道時警告駕駛人。

花蓮東見 (038)539-771 花蓮縣吉安鄉南濱路一段170號
台東福錄 (089)321-493 台東市大勇路16號

5.車輛穩定控制系統
                         
電子剎車系統功能改良了車輛穩定控制系統，
以防失控和翻覆。

環保處理系統

6.胎壓偵測系統
                                
胎壓偵測系統可持續不間斷地偵測所有輪胎
的壓力與溫度。當某個輪胎的壓力過低或溫度
過高時，系統會發出警告，讓駕駛員能夠迅速
採 取 應 變 措 施。由 於 降 低 油 耗 與 減 少 輪 胎 磨
損，因此可提高您的運輸總體收益。

Choose the Right, Drive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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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型

運輸效率的標杆，完美的工作夥伴

代號
款式

卓越境界，包括多種傳動系統強化項目、豪華的新內部裝飾、迷人的新外觀設計、全
新的中文儀表面板以及更寬廣的駕駛視野。這一切都讓NEW LF超出Euro 6同級卡車的

更有效的載重

LF45 260 12噸

最大馬力 hp

290hp(211kw)/2,300rpm

260hp(189kw)/2,300rpm

最大扭力 kg

1100Nm/1000-1700rpm

1000Nm/1000-1700rpm

離合器

單片乾式，氣壓輔助，自動調整

單片乾式，氣壓輔助，自動調整

變速箱

ZF 12AS1010 (10.37-0.81) 智慧型12速自手排變速

後軸差速器

SR1132 單減速差速器+機械式防滑鎖定

SR8.22 單減速差速器+機械式防滑鎖定

第一軸

拋物線葉片彈簧 + 油壓避震器 + 平衡桿

拋物線葉片彈簧 + 油壓避震器 + 平衡桿

第二軸

的後軸比率讓引擎轉速更低，在引擎的進一步調

舒適的駕駛體驗及高質感內裝

最先進的安全系統

◆新的時髦內裝

NEW LF提供最新的六大主動安全系統，包括主動

New LF以時髦的內裝為特色，座椅、窗簾和自選坐墊上都採用暖色的新布料，這一

車距控制巡航系統(ACC)、前方碰撞預警系統

切的設計都是為了讓駕駛人一踏進車子即感到如同在家般舒適。

(FCW)、緊急剎車輔助系統(AEBS)、車道偏離警

◆人體工學設計

示系統(LDWS)、車輛穩定控制系統(VSC)及胎壓

可調整的多功能方向盤，能夠讓駕駛取得絕佳的駕駛位置。

偵測系統(TPMS)，是中型貨車中最安全的標杆。

新的時髦內裝

Once DAF,

人體工學設計

11,500 kg (最大11,500 kg 原廠設計)

8,000 kg (最大8,500 kg 原廠設計)

車輛總重

18,500 kg (最大19,000 kg 原廠設計)

12,000 kg (最大13,000 kg 原廠設計)

載重再多50公斤

卓越的運輸效率

卓越的舒適性

最節能最環保

7,895 mm

9,360 mm

8,240 mm

7,110 mm

2,500 mm

2,500 mm

2,300 mm

尺

全高 mm

2,920 mm

寸

軸距 mm

煞
車
系
統

主煞車

四輪通風散熱碟式 + ABS + EBS電子控制剎車系統 + 來令片自動調整

四輪通風散熱碟式 + ABS + EBS電子控制剎車系統 + 來令片自動調整

駐車煞車

氣壓彈簧式

氣壓彈簧式

輔助煞車

引擎排氣剎車+ 排氣煞車+駐車煞車

引擎排氣剎車+ 排氣煞車+駐車煞車

主動安全系統

ACC、FCW、AEBS、LDWS、VSC、TPMS

ACC、FCW、AEBS、LDWS、VSC、TPMS

其他安全系統

上坡輔助系統(Hill Hold)、轉彎及倒車警報裝置、行車視野輔助系統(3鏡頭)、總電源安全開關

上坡輔助系統(Hill Hold)、轉彎及倒車警報裝置、行車視野輔助系統(3鏡頭)、總電源安全開關

電瓶

2x 12V 130Ah

2x 12V 130Ah

發電機

28V/80A

28V/80A

配
備

卓越的主動安全

9,985 mm
2,500 mm

可調整的座椅

省油再多6%

11,345 mm

3,880kg

全寬 mm

件

Always DAF 作 ． 夥 ． 賺 ． 錢 ． 的 ． 好 ． 朋 ． 友

3,850kg

後軸負載

配
12噸及18.5噸全車系配備「車側盲點視窗」

4,095kg

載

性
能

可調120毫米，配合不同身高的駕駛人都能調整到完美的駕駛位置。

5,010kg

拋物線葉片彈簧 + 油壓避震器 + 平衡桿

4,000 kg (最大4,500 kg 原廠設計)

電
系

NEW LF備有極舒適的駕駛座椅，可做多種調整。縱向最多可調180毫米，高度最多

5,400kg

氣囊懸吊+油壓避震器+平衡桿

7,100 kg (最大7,500 kg 原廠設計)

安
全
系
統

◆可調整的座椅

5,475kg

拋物線葉片彈簧 + 油壓避震器 + 平衡桿

ZF 6AS1000 6速自手排/ZF 6S1000 6速手排

前軸負載

車

教下，使得燃油得以比五期車節省高達6%。

氣囊懸吊/拋物線葉片彈簧 + 油壓避震器 + 平衡桿

ZF 6AS1000 (6.75-0.78) 智慧型6速自手排變速

負

全長 mm

用性和車輛靈活性上妥協。

DayCab座艙(三人座)

6,692 c.c.

全

有現代化、強韌且輕的底盤，NEW LF並不會在堅固耐

ExtendDayCab座艙(三人座)

6,692 c.c.

遙遙領先，這意味著能為您的事業經營爭取獲利。擁

下，引擎得以更低的速度啟動，而更新、更快速

豪華型/標準型

排氣量

高優質底盤具備高負荷能力，使NEW LF在同等級車中

在新軟體和優化的熱氣與氣體管理、最大的扭力

SleeperCab座艙(二人座)

豪華型

擎

空車重
LF55 290 18.5噸

DayCab座艙(二人座)/(三人座)

LF45-AL39E6D(0001)/LF45-ML39E6D(0001)

PX-7柴油直接噴射，EGR廢氣再循環系統，中間冷卻器，符合歐盟EURO 6 最新STEP D法規

吊
系
統

NEW LF–贏家的選擇。

NEW LF提供六缸6.7公升的PACCAR PX-7引擎，

SleeperCab座艙(二人座)

旗艦型

LF45-AL46E6E(0001)

PX-7柴油直接噴射，EGR廢氣再循環系統，中間冷卻器，符合歐盟EURO 6 最新STEP D法規

懸

可靠性、耐用性、可操作性及舒適度，並擁有更大的負荷能力及更佳的運輸效率。

豪華型

LF45-AA54E6S

型式

傳
動
系
統

NEW LF充分運用了DAF的運輸效率哲學，加入大量的創新項目，使得運輸邁向全新的

LF55-AL44E6D/LF55-AL44E6D(0001)

引

統

NEW LF 極緻卓越 贏家選擇

LF55-AA58E6S/LF55-AL58E6S

旗艦型/豪華型

座艙

系

強而有力的引擎

LF55-AA66E6S/LF55-AL66E6S

L F 4 5 2 6 0 1 2 噸貨車

迴轉半徑 m

6,600 mm

11.4

2,820 mm

5,850 mm

10.36

4,450 mm

8.32

5,400 mm

8.85

4,650 mm

7.92

3,900 mm

6.98

油箱

鋁合金 340L

尿素桶

50L (附鎖)

輪胎

295/80 R22.5 (共6輪)

245/70 R17.5 (共7輪) 含備胎

鋼圈

歐規10孔 8.25 x 22.5

歐規8孔 6.25 x 17.5

標準配備

空力前遮陽板、氣墊式駕駛座椅、電動調整除霧後視鏡、天窗、7吋多媒體觸控系統、機械式行車紀錄

空力前遮陽板、氣墊式駕駛座椅、電動調整除霧後視鏡、天窗、7吋多媒體觸控系統、機械式行車紀錄

器、可調整式方向盤、定速控制、防夾電動窗、節能駕駛績效輔助系統、ECO ROLL模式、5吋全彩中

器、可調整式方向盤、定速控制、防夾電動窗、節能駕駛績效輔助系統、ECO ROLL模式、5吋全彩中

控儀表板(繁體中文介面)

控儀表板(繁體中文介面)

塑鋼185L

50L (附鎖)

25L (附鎖)

50L (附鎖)

※本公司保留更改產品規格之權利，本型錄所有圖片僅供參考，規格配備以實車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