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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车辆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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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车辆规格 

2.1 尺寸 

描述 参照尺寸 

长度 毫米 4341 

高度 毫米 958 

前部离地高度 毫米 20 

后部离地高度 毫米 30 

轴距 毫米 2742 

前悬挂 毫米 1000 

后悬挂 毫米 600 

前部车宽 毫米 1725* 

后部车宽 毫米 1715* 

前轮轮距 毫米 1493.5 

后轮轮距 毫米 1430.4 

前翼组件宽度 毫米 1400 

后翼组件宽度 毫米 898 

*取决于轮胎 

2.2 重量 

锦标赛运动规则中规定了最低车重。车体重量应当使用合适的配重物调整以确保在比赛期间

的任何时间车体加车手的总重量不低于规定的最低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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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部件提供：合作方 

变速箱, 传动轴: Sadev 

转向齿条: Titan 

弹簧, 减震器: Sachs 

油箱, 燃油泵: Premier Fuel 

刹车片: Ferrodo 

刹车片, 卡钳: Brembo 

灭火器 : OMP 

安全带 : TRS Motrosports 

轮毂 : Team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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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设置和选项 

3.1 几何信息（在基准设置中）

赛车的标准设置如下： 

悬挂安装高度

外倾角 

束角 

倾角 

倾角偏移（转向中间）

倾角偏移（地面） 

主销 

转向销偏移（转向中间）

转向销偏移（地面） 

减震-弹簧/转向 

防倾杆（度）/转向

抗点头 

阿克曼 

转动中心 Z 

后倾拖距* 

单位 前部 后部 

毫米 24 37 

度 -3.3 -2.2 

度 0.00 0.00 

度 8.21 -22.81 

毫米 5.64 --- 

毫米 31.23 --- 

度 15.46 --- 

毫米 69.1 --- 

毫米 15.4 --- 

比率 0.68 0.71 

比率 0.69 0.48 

% 14.45 22.13 

% 19.9 --- 

毫米 17.8 34.5 

毫米 30.87

*后倾拖距：侧视图中转向轴线和轮胎接触面中心位置之间的垂直距离。当转向轴线在轮胎

接触面中心位置前方时数值为正，反之为负。 

倾角影响倾角偏移量，后倾拖距和因此引起的转动方向盘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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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设置调整 

数值是理论值，组装时可能存在误差。 

3.2.1 底盘高度检查和调整 

计算底盘高度的参照点如下所示： 

车辆基准面是木地板的下侧。防滑块是低于这个基准面。底盘高度的选择需考虑基准面

下的防滑块厚度，最大 5毫米（最小 2毫米）。 

下图可做从车体基准点到基准平面的尺寸参照。 

前部的两个底盘高度调节螺丝(F.41.35.001)必须安装在单体车身上表面的两个基准点

上并且在减震器罩移除后可以操作。 

后部的基准表面是变速箱上表面的机械加工点，与减震器支架水平，并且在发动机罩移

除后可以操作。 

前基准面 后基准面 

前基准尺寸 A1 为 441 毫米。 

后基准尺寸 A2 为 369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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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后轴中线的水平面通过以下计算方式取值设置前后车身离地高度（H1 和 H2 分别计算）：

X1 = A1*cos(α) - B1*sin(α) + H1 

X2 = A2*cos(α) + B2*sin(α) + H2 

（单位为毫米） 

其中，α 是汽车俯仰角，α=arcsin((H2-H1)/2741.6，单位为杆。 

1 杆(rad)= 16.5 英尺(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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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盘高度调整： 

前部： 

底盘高度 20 毫米：推杆长度 554.6 毫米（球心之间距离）。

调节器调整一个面改变车身高度 0.95 毫米。 

调节器调整一圈改变车身高度 5.70 毫米。 

底盘高度改变 1 毫米，调节器调整 1/6 圈。 

后部： 

底盘高度 30 毫米：推杆长度 527.5 毫米（球心之间距离）。

调节器调整一个面改变车身高度 1.00 毫米。 

调节器调整一圈改变车身高度 6.00 毫米。 

底盘高度改变 1 毫米，调节器调整 1/6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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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倾角检查和调整 

在侧视图中，倾角角度是转向轴与垂直方向的夹角。当转向轴向后时该角度值为正。 

可用相同的方式检查前后悬挂的倾角角度。倾角角度可按如下公式计算：测量转向臂平面前

方（或横臂安装平面后方）与水平方向之间的角度；这是倾角测量方式（MCA）。由下至后

方时角度值为正，下至前方时角度值为负。真实的倾角测量方式（TCA）如下： 

前倾角 后倾角 

真实倾角 = MCA + 7.08° = MCA - 25.41° 

基础设置 8.21° -22.81°

基础叉臂球心间距

长度设置 

倾角偏差，（毫米） 

556.4mm 578.9mm

侧视图中转向轴与地面的相交点和轮胎接触面中心之间的距离。当相交点在轮胎接触中心前

方时此偏差量为正值，反之为负值。（基础设置: FRT=31.23 毫米） 

后倾拖距，（毫米） 

侧视图中转向轴和轮胎接触面中心之间的垂直距离。当转向轴在轮胎接触面中心前方时此数

值为正值，反之为负值。（基础设置: FRT=30.87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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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角偏差是沿着地平面的而后倾拖距是垂直于转向轴的。 

倾角调整： 

如下图所示通过杆端承载位置调整倾角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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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外倾角调整 

外倾角角度是车轮转动平面与垂直方向的倾斜角。当车轮顶部向外倾斜时值为正值，向内倾

斜时值为负值。 

外倾角可通过释放固定螺栓以及添加或移除的转向臂和直柱之间垫片调整。 垫片的改变对

束角的设置没有影响。 

前部（后部类似） 

可使用的垫片： 

部件编号 描述 

F.41.14.055.A 外倾角垫片 1 毫米 

F.41.14.056.A 外倾角垫片 1.5 毫米 

F.41.14.057.A 外倾角垫片 2 毫米 

F.41.14.058.A 外倾角垫片 4 毫米 

前部 

建议基础设置: -3,3°, 2 毫米垫片 

调整: 0.325°/毫米 

1.5 毫米 for 0.5° 

后部 

建议基础设置: -3,3°, 4.5 毫米垫片（2 毫米+1.5 毫米+1 毫米） 

调整: 0.300°/毫米 

1.5 毫米 for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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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束角检查和调整 

束角角度是赛车纵轴与车轮转动平面和道路表面交汇线之间的夹角。当车轮前部转向赛车的

中心纵轴线时，此时车轮是内八字，反之为外八字。 

可通过检查在前悬挂上车轮向前和向后点之间的距离来测量束角。 

束角可根据以下方程式进行测量： 

束角 = B/2 – A/2 

B/2-A/2 相关的度数和数值是： 

B/2-A/2 (毫米) 束角 (度) 

18 3 

12 2 

6 1 

0 0 

-6 -1 

-12 -2 

-18 -3 

在此表中，负值束角对应着外八字，正值束角对应着内八字。束角角度可与转向横拉杆进行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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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设置束角调整长度（球心之间距离） 

前横拉杆装配：束角 0° (及 0 毫米)时 474.9 毫米 

在轴承上±1 圈 = ±3.84 毫米

涨轴承上±1 面 = ±0.64 毫米 

1 毫米束角：调整 1.6 面轴承 

后横拉杆装配：束角 0° (及 0 毫米)时 478.7 毫米 

在轴承上±1 圈 = ±4.70 毫米

涨轴承上±1 面 = ±0.43 毫米 

1 毫米束角：调整 2.4 面轴承 

13



3.2.5 悬挂点 

前悬挂点 

前垂直点的强制安装位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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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悬挂点 

后叉臂支架的强制安装位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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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垂直点的强制安装位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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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运动学 – 图形表示 

以下图形表示标准设定下的运动学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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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比率 

运动比率（MR）= 
减震行程

转动行程 

转动比率 = 弹簧劲度系数 × �R�2

在基准位置: 

前减震 0.68 

前防倾杆 0.69 

后减震 0.71 

后防倾杆 0.48 

3.4 弹簧 

前后悬挂弹簧推荐尺寸. 

部件编号 F.41.14.022.A F.41.14.024.A F.41.14.026.A 

硬度 磅/英寸 600 800 1000 

硬度 牛/毫米 106 141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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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减震器 

3.5.1 前悬挂减震器 

标准前减震器是 F4 不可调节气液双筒式前减震器，参照 F.41.14.10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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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后悬挂减震器 

标准后减震器是 F4 不可调节气液双筒式后减震器，参照 F.41.14.029.A. 

3.5.3 可调减震器 

双向可调气液双筒式避震系统可做可选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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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防倾杆 

前后防倾杆每个上面有 5 处调节位置。调整防滚架时连接叉臂的固定螺丝必须旋出并且连接

叉臂需要上下移动直至达到设定位置。 

3.6.1 调节防倾杆 

可用多种硬度的防倾杆。为了消除在防倾杆上的预负荷，连接防倾杆至连杆上的调节器组件

长度应适当的缩短或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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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防倾杆硬度 

ARB 现在可用

标准 ARB：Ø 14 

（可选 ARB：Ø 12 和 Ø 18） 

位置 

ARBØ 1 2 3 4 5 

Ø12 221 311 411 571 765 

Ø14 352 501 681 928 1271 牛/毫米 

Ø18 621 912 1257 1764 2504 

这是不同直径和安装位置下防倾杆率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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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空气动力学设定 

3.7.1 前翼 

位置惯例：前主翼板角度与参照面（红线）： 

前翼 

标准位置 3° 

浮动区间 -5°/+2° 

前翼安装： 

- 安装前主翼板在期望的位置 

- 调整前翼端板与参照面平行 

下压力系数（SCz），阻力系数（SCx）与前主翼板角度平衡的演化： 

三角翼角度 三角阻力系数 SCx 三角下压力系数 SCz 三角平衡 

+1° - +0.06 +4.6% 

标准规范包括在前翼的各个横向后缘的古奈扰流板。 

（部件编号 F.41.24.0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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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尾翼 

位置惯例：主翼板角度与参照面（红线）： 

上翼 下翼 

标准位置 +5° 0° 

浮动区间 0°/+5° 0°/+4° 

尾翼设定： 

- 安装下翼在期望的位置 

- 调整尾翼端板与参照面平行 

- 通过调节孔安装上翼之期望的位置 

27



尾翼上翼位置详细说明： 

下压力系数（SCz），阻力系数（SCx）与尾翼角度平衡的演化： 

三角翼角度 三角阻力系数 SCx 三角下压力系数 SCz 三角平衡 

上翼 +2.5° +0.006 +0.034 -2.5% 

下翼 +1° +0.001 +0.011 -0.8% 

3.8 制动分配 

范围：17.5 圈 

调整方式：更多前轮制动=向左转 

垫片作为可选部件用于制动分配控制： 

- F.41.11.057.A: 长度 100 毫米 

车队可调整其长度以优化驾驶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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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脚踏板调整 

制动踏板可根据车手感受由车队调节。也可削减下方的阴影区域： 

出于人体工程学原因，可使用 5 个脚踏板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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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位置上有一个可选用设备： 

位置 1： 

位置 2： 

位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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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4： 

位置 5： 

当踏板为驾驶员定位准确时油门线必须在正确的长度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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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小车手，也可以偏置踏板使之更向后，制动踏板和单壳体前端之间最大距离 450 毫米。

下图为脚踏板的最大向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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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设置单基准方案 

设置单 M14-F4 

赛车 

日期 

赛道 

行驶 

前 后 

LH RH LH RH 

车重 

包括/不包括 

每个车轮 公斤 

总共 公斤 

重量分布 % 

底盘高度 毫米 19 30 

几何结构 

外倾角 ° 3.3 3.3 2.2 2.2 

外倾角垫片 毫米 1 1 1 1 

每个车轮的束角（内八+/外八-） 毫米 

主销 ° 8.2 8.2 -22.8 -22.8 

轴距 毫米 2742 

宽度 毫米 1725 1715 

悬挂 

减震器 

轮胎 不可调气液双筒式避震 不可调气液双筒式避震 

压缩 位置 

回弹 位置 

弹簧 

硬度 磅/英寸 800 800 800 800 

预负荷 毫米 4.7 4.7 0 0 

防倾杆 

直径 毫米 14 14 

叶片设定 毫米 3 3 3 3 

轮胎 

轮胎 

压力-冷 bar 

压力-热 bar 

制动 

总泵 0.625 0.75

平衡 % 

衬垫 
DS 

PERFO 

DS 

PERFO 

DS 

PERFO 

DS 

PER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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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片 

角度（-升起/+下降） ° -3 5 (top) / 0 (beam) 

古奈扰流板 10x345 

离合器 

总泵 0.75 

变速箱 

后差速器 10/31 

第一 14/37 

第二 18/35 

第三 18/28 

第四 21/27 

第五 20/22 

第六 27/26 

冷却 

水箱清空 %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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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配重 

使用配重以达到允许的最低车重。 

提供有两个配重安装点：分流器内和驾驶舱车手腿部下方（单体车身仰视图）。 

标准配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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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换挡拨片 

可选用换挡拨片系统以取代手动换挡系统。包含有 GCU，气动装置及控制器，带有换挡控

制器的方向盘以及显示屏。 

3.12.1 换挡拨片用户手册 

- 进入一档（当面板显示为空档“N”时）同时按下空档(N)和“升档”拨片。 

- 回到空档（当面板显示 1 档的“1”时）同时按下空档（N）和“降档”拨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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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倒档（当面板显示空档“N”时）同时按空档和“降档”拨片。 

3.12.2 换挡气动千斤顶 

换挡气动千斤顶连杆位置可能需要调整： 

由于零件制造容许偏差，为正确设置连杆位置以避免换挡出现问题，可能需要将以下距

离从 26.5 调整至 25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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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变速箱齿比 

标准变速箱构造规格: 

差速器: 自由选择 (以无限滑差速器开始) 

CWP 率: 10/31 

齿轮比: 

1 档 14/37 

2 档 18/35 

3 档 18/28 

4 档 21/27 

5 档 20/22 

6 档 27/26 

齿轮比如下图所示： 

齿轮比可选用以下设置： 

齿轮比（可选）： 

4 档 22/29 

5 档 24/28 

6 档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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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数据获取 

数据获取可选套件包含有以下传感器： 

- 转向角度 

- 前轮速度 

- 3 轴加速 

- 前后制动压力 

- 单圈计时器 

- 齿轮 

- 油门踏板 

- 智能相机 

可使用前后及左右避震行程传感器，只做测试用（F4 技术规则中禁用）。 

3.15 刹车片 

标配的刹车片是 Ferrodo DS performance，参照 F.41.17.004.A 前后规格一致。 

其他刹车片可选用： 

- Ferrodo DS3000 (参照 F.41.17.007.A) 

- Ferrodo DS1.11 (参照 F.41.17.008.A) 

新的刹车片必须始终遵循 Ferrodo 的安装建议进行安装。逐步加热直至最低 500°C。

3.16 转向系统调整 

转向柱高度可通过更改支架在单体车身上的位置进行调整。 

除标准转向柱，还可选装加长转向柱： 

- F.41.16.001.B: 标准长度 

- F.41.16.046.A: 长度 +80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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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盘垫圈也可选装以调整方向盘水平位置（参照 F.41.16.003.B）。 

也可裁剪转向齿条缓冲块以调整最大转向角度： 

3.17 散热器保护格栅 

散热器保护格栅为可选装部件（参照 F.41.26.08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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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组装和维护 

注：所有安全严格的组件应定期检查。 

4.1 发动机 

4.1.1 概述 

4.1.2 发动机工作条件 

72°C < 水温 T° < 85°C 

80°C < 油温 T° < 120°C 

-> 驾驶前预热发动机 (发动机温度 80°C) 

喷油嘴 最低 = 1.2 bar 

转速限制: 6750 rpm 

其他信息参考发动机使用手册。 

4.2 传动 

4.2.1 变速箱 

Sadev SL75-14 LW F4 变速箱为 Mygale M14-F4 注册使用的。其他变速箱未通过后部碰撞 

测试。 

离合器轴规格取决于变速箱制造商和发动机类型。 

所有变速箱构造与维护信息，用户应参照 Sadev 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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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传动轴 

标准传动轴套件由 Sadev 提供。 

出于安全原因，左右传动轴不可对调。 

从正面看，传动轴角度为外倾角减 2.5 度。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离心力作用传动轴 CV 防护罩的直径会扩大太多，以致于推杆摩擦

造成损坏。如图中所示，为抑制扩大和避免损坏，建议在每个防护罩的凹槽处使用安全

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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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转向系统 

转向齿条和转向柱是注册部件不可更改。 

4.3.1 转向齿条 

紧固力矩以确保转向齿条活动：34Nm. 

4.3.2 转向柱 

转向柱包括 FIA 注册不可更改的可伸缩设备。 柱长不能够通过调整可伸缩部分进行更

改。 

转向柱的上下两部分由开槽的滑动部分连接，可伸缩部件由螺栓轴向固定在一起。如要

拆解，必须加以润滑重新组装。 

转向柱部分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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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转向柱接点 

出于安全原因，建议每次冲击或撞击后彻底检查转向柱接点。 

4.3.4 方向盘玻璃面 

当拆卸方向盘时车手或技师会用手指按压到玻璃面。当心，按压用力会破坏封装导致玻

璃面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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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安装轮毂 

4.4.1 安装前后轮毂 

前后轮的支柱，轮轴支撑结构，车轮传动固定栓和锁紧螺母是相同的。 - 

在前部，前部螺栓安装在轮轴支撑结构内 

- 在后部，传动轴直接安装在轮轴支撑结构内 

不建议使用气动螺栓上紧轮毂螺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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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速度传感器 

规定速度传感器安装在前支柱上（数据获取套件）。速度传感器支架和感应盘分别参照

F.41.21.003.B 和 F.41.21.004.A。垫片参照 F.41.21.079.A。 

4.5 叉臂 

只可用直的叉臂。如果弯曲超过 1 毫米（下图中 A 的距离）则叉臂不可以使用。 

为避免弯曲，不要捆绑在转向架上，不要经由叉臂将车抬起。 

在球头损坏的情况下，建议更换承重连接部位(F.41.14.121.A)。 

叉臂主球头用 Loctite 粘接在壳体内，必须经由加热才可拆解。 

4.6 车轮线缆 

如符合以下一项或多项情况建议更换线缆： 

 线缆在赛车上使用满 12 个月 

 赛车遭遇过事故 

 线缆损坏，如织网，胶带或模具已经损坏，纤维体已暴露。 

 线缆或保护层被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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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过热保护 

为避免复合材料车体受损，建议在排气管附近的底板，侧厢，引擎罩周边安装过热

保护。 

在单体车身和引擎之间也建议安装过热保护。 

4.8 制动线路保护 

为保证制动线路良好的保护，当受损时建议更换叉臂区域的热收缩保护层。 

4.9 电力系统 

4.9.1 电池 

为保证电池寿命长效，建议在赛车接收处充电并且在不使用的情况下每六个月充电

一次。 

4.9.2 驾驶舱开关面板 

间隔块 F.41.21.104.A 为可选部件使用以偏置开关面板 70 毫米。车队同样允许降低

长度以优化车手舒适度。 

4.10 翼片 

出于可靠性原因，强烈建议每两年更换翼片。 

此外，建议定期检查翼片以检测轻微碰撞或端板接触中潜在损伤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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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失去光泽或减弱前翼的安装牢固度，建议在鼻锥上适度紧固，使用零件目录

里规定的中号垫圈。 

4.11 头部保护装置 

头部保护装置必须合适的装配，于固定点牢固的夹住。头部保护装置必须能够自由

移动。 

根据规则，除喷漆外不允许在头部保护装置的外表覆盖有任何材料。 

在头部保护装置损伤的情况下，可使用 Mygale 允许的芳纶纤维替换（参照

F.41.19.060.A）。 

4.12 单体车身底盘和吸能盒 

单体车身底盘和吸能盒修复必须由认证机构实行。任何修改或修复前必须联系

Mygale。 

尽管如此，车队允许更换前鼻盖。前鼻盖必须合适的组装，在吸能盒的主要部件上

于固定点牢固的夹住。此外，非常重要的是在四个位置用硅橡胶将前鼻盖粘接在吸

能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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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车体修复 

车队允许修复玻璃纤维车体部件但是总修复面积不得超过车体表面及的 10%。

如有疑问，请联系 Mygale。 

4.14 车体调节 

为了优化侧厢调节，可以调节底板和单体车身侧面支架。 

发动机罩，可以调节车体背面，后防滚环和变速箱的支架。 

可调支架如下图红色部分所示： 

4.15 为走线裁剪抽取式座椅 

为了正确安装抽取式座椅，允许在底盘走线区域的座椅部分进行局部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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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灭火器 

灭火器必须安装在车体的支架位置。确保其牢固的附着在护圈上。 

内部拉手线缆位于方向盘右侧。外部线缆位于后部防滚结构右侧，同时也能够激活

主开关。 

根据规则不要忘记在该区域贴上灭火器和电路开关标签。 

最后，Mygale 建议重新填充灭火器 (参照: F.41.19.059.A)。 

可选用 70 毫米 F.41.19.061.A 的垫片使车手更方便的使用灭火器线缆把手。在垫片

的开孔面长度可降至 24 毫米。 

4.17 标刻和全息图 

激光标刻和全息图贴纸必须一直在可见位置，在任何情况下不能被喷漆或其他贴纸

覆盖。此外，全息图贴纸不得移除。 

4.18 螺栓 

2 种类型的螺栓可以修改，但必须与备用零件目录中规定的保持相同等级和尺寸。 

与螺栓相关的安全部件： 

- 前吸能盒 

- 后防滚环 

- 尾部吸能盒/尾翼安装点 

- 座椅安全带 

- 肩带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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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燃油系统 

4.19.1 油箱 

邮箱需符合 FIA 规范。所有需要的细节都需符合认证。 （如认证日期） 

建议定期清洗邮箱内部以保证无污垢残留在油路上。Mygale 建议车队在第一次使

用后清洁油箱和燃油系统。 

4.19.2 排出燃油 

不要使用赛车燃油泵排油。建议使用外置油泵以防损伤车载单元。 

外置油泵在移除油箱上的防撞盖后可连接至排油口。抽油时也必须打开加油口盖。

当心不要过度拧紧螺帽导致螺纹损坏。 

4.19.3 燃油装配 

燃料泵组件是由燃料箱内部缓冲体与燃油泵之间的连接装置和两个 3.5bar 压力调

节器构成。 

在泵体底部是 3 个填有燃料的止回阀。 

当重新安装燃油泵组件时，小心的将燃油泵和汽油滤芯安装到位并附有丽绚尼龙，

以自由移动 3 个止回阀，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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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4 封装 

所有变速箱和电线装入车体后，必须在红圈位置的通道内加入膨化泡沫以便封装。 

4.20 冷却系统 

4.20.1 主水环路 

为使安装更容易，允许切割或调整硅酮软管的长度。 

建议在两个散热器之间环绕水管添加硅胶软管切割部件 D32，为车体背面获得更好

的保养（蓝圈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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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右散热器盖不能用于泄放回路。必须小心操作因为散热器内管线易碎。当安装

散热器盖时，建议使用密封膏并且紧度旋紧。 

4.20.2 水箱电路 

4.20.3 油路 

注：车队可以切割掉图中红圈位置的两个扩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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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4 预滤器 

预滤器通过支架安装在赛车内，在车体背面。 

为防止油液进入水路的风险，保证预滤器软管不在预滤器底部。建议软管位置在预滤

器的中间高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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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液体充填 

必须遵守建议的数值。 

55



4.22 事故数据记录仪 

ADR（事故数据记录器）固定在赛车内部。ADR 可安装在抽取座椅下方（参考 F.41.19.030.A）

如下图所示。 

4.23 启动器组装 

在离合器壳达到指数 C（或更靠前）的情况下，车必须在起动器和壳体之间插入垫片

F.41.12.07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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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开发工具 

4.24.1 千斤顶支撑件 

关于车队想制造自己的千斤顶支撑件，Mygale 提供了一些尺寸。 

前部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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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部尺寸 

Mygale 也建议使用自己的千斤顶支撑件。这些在备件目录中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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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2 设置工具 

一些基本的设置工具可以在备件目录购买到。调整平行度的工具可供选择： 

我们还建议使用假轮帮助设置赛车。这部分的高度是可调的从而模拟真实车轮。 

调节器参考值: 

-1 毫米 调节器: F.41.35.032 

-2 毫米 调节器: F.41.35.035 

-3 毫米 调节器: F.41.35.033 

59



4.24.3 其他工具 

Mygale 会建议游泳的工具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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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附录 

5.1 紧固力矩（通用） 

钢制螺栓拧紧力矩的通用原则： 

当不同的扭矩值没有说明时应使用这些值。 

这个数据指的是摩擦系数= 0.1（润滑）。对于不同的摩擦值的数据变化相当大。例如，考虑

预负荷为 0.14 的摩擦力将降低大约 7％，而扭矩力将提升约 25％。 

换算系数： 

 磅-英尺×1.356 =牛米 

 牛米×0.7376 = 磅-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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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紧固扭矩（F4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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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生命周期和担保： 

赛车组件具有有限的生命周期，返还至持有人以确保维护和检查。零件的最大行驶里程设置

为一个赛季（测试和比赛），该阶段之后，Mygale 建议更换暴露出有可能疲劳衰减的所有部

件。 

重大碰撞或事故之后强烈建议更换所有可能受影响/受损的部件。 

磨损部件根据持有人的鉴定后替换。 

此外，合同规定的担保不涵盖所有的“竞赛”部分。 

MYGALE 联系列表 

网址: www.mygale.fr 

零部件销售: spareparts@mygale.fr 

技术信息: engineering@mygale.fr 

电话: +33 (0)386 21 86 21 

传真 : +33 (0)386 21 8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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