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模型名 载具名(简体中文) 载具名(繁体中文) 载具名(英文) 

adder 特卢菲 灵蛇 特盧菲 靈蛇 Truffade Adder 

airbus 机场巴士 機場巴士 Airport bus 

airtug 行李拖车 行李拖車 Airtug 

akuma 丁卡 街头恶魔 丁卡 街頭惡魔 Dinka Akuma 

alpha 亚班尼 爱快 亞班尼 愛快 Albany Alpha 

ambulance 救护车 救護車 Ambulance 

annihilator 歼灭者直升机 殲滅者直升機 Annihilator 

armytanker 军用坦兊 軍用坦兊 Army Tanker 

armytrailer 军用拖车 軍用拖車 Army Trailer 

armytrailer2 军用拖车 2 軍用拖車 2 Army Trailer 2 

asea 绝緻 海致 絕緻 海致 Declasse Asea 

asea2 绝緻 海致 (雪地版) 絕緻 海致 (雪地版) Declasse Asea 



asterope 卡林 爱硕普 卡林 愛碩普 Karin Asterope 

bagger 西部 驮兽 西部 馱獸 Western Bagger 

baletrailer 草捆挂车 草捆掛車 Bale Trailer 

baller 悠游 行者 悠遊 行者 Gallivanter Baller 

baller2 悠游 行者 悠遊 行者 Gallivanter Baller 

banshee 冒险家 女妖 冒險家 女妖 Bravado Banshee 

barracks 运兵车 1 運兵車 1 Barracks car 

barracks2 运兵车 2 運兵車 2 Barracks car 

bati 佩嘉西 801 巴提 佩嘉西 801 巴提 Pegassi Bati 801 

bati2 佩嘉西 801RR 巴提 (赛车) 佩嘉西 801RR 巴提 (賽車) Pegassi Bati 801RR 

benson 威皮 班森 威皮 班森 Vapid Benson 

besra 西部 雀鹰 喷射型 西部 雀鷹 噴射型 Western Besra 

bfinjection 毕福 沙丘征服者 畢福 沙丘征服者 BF Injection 



biff HVY 倾卸车 HVY 傾卸車 HVY Biff 

bifta 毕福 必浮塔 畢福 必浮塔 BF Bifta 

bison 冒险家 野牛 冒險家 野牛 Bravado Bison 

bison2 冒险家 野牛 (Construction) 冒險家 野牛 (Construction) Bravado Bison 

bison3 冒险家 野牛 (带后备架) 冒險家 野牛 (帶後備架) Bravado Bison 

bjxl 卡林 碧杰 XL 卡林 碧傑 XL Karin BeeJay XL 

blade 威皮 刀片 威皮 刀片 Vapid Blade 

blazer 长崎 烈焰 長崎 烈焰 Nagasaki Blazer 

blazer2 长崎 烈焰救生型 長崎 烈焰救生型 Nagasaki Blazer Lifeguard 

blazer3 长崎 火爆烈焰骑士 長崎 火爆烈焰騎士 Nagasaki Hot Rod Blazer 

blimp 原子飞船 原子飛船 Atomic Blimp 

blimp2 希罗飞船 希羅飛船 Xero Blimp 

blista 丁卡 旅行家 丁卡 旅行家 Dinka Blista 



blista2 丁卡 小型旅行家 丁卡 小型旅行家 Dinka Blista Compact 

blista3 丁卡 衝衝猴旅行家 丁卡 衝衝猴旅行家 Dinka Go Go Monkey Blista 

boattrailer 拖船半挂 拖船半掛 Boat Trailer 

bobcatxl 威皮 熊猫 XL 威皮 熊貓 XL Vapid Bobcat XL 

bodhi2 卡尼斯 万用行者 卡尼斯 萬用行者 Canis Seminole 

boxville 威霸 厢村 (Water & Power) 威霸 廂村 (Water & Power) Brute Boxville 

boxville2 威霸 厢村 (Go Postal) 威霸 廂村 (Go Postal) Brute Boxville 

boxville3 威霸 厢村 (Humane Labs) 威霸 廂村 (Humane Labs) Brute Boxville 

boxville4 威霸 厢村 (Post OP) 威霸 廂村 (Post OP) Brute Boxville 

brawler 旋风 斗殴者 旋風 鬥毆者 Brawler 

btype 亚班尼 罗斯福 亞班尼 羅斯福 Albany Roosevelt 

buccaneer 亚班尼 风流海盗 亞班尼 風流海盜 Albany Buccaneer 

buffalo 冒险家 猛牛 冒險家 猛牛 Bravado Buffalo 



buffalo2 冒险家 探险猛牛 S 冒險家 探險猛牛 S Bravado Buffalo S 

buffalo3 冒险家 霜碧猛牛 S 赛车 冒險家 霜碧猛牛 S 賽車 Bravado Sprunk Buffalo 

bulldozer HVY 推土机 HVY 推土機 HVY Dozer 

bullet 威皮 子弹 威皮 子彈 Vapid Bullet 

burrito 绝致 屌客 (Graphics) 絕致 屌客 (Graphics) Declasse Burrito 

burrito2 绝致 屌客 (Bug Stars) 絕致 屌客 (Bug Stars) Declasse Burrito 

burrito3 绝緻 屌客 絕緻 屌客 Declasse Burrito 

burrito4 绝致 屌客 (Construction) 絕致 屌客 (Construction) Declasse Burrito 

burrito5 绝致 屌客 (雪地版) 絕致 屌客 (雪地版) Declasse Burrito 

bus 巴士 (City Bus) 巴士 (City Bus) Bus 

buzzard 长崎 兀鹰攻击直升机 長崎 兀鷹攻擊直升機 Nagasaki Buzzard Attack Chopper 

buzzard2 长崎 兀鹰直升机 長崎 兀鷹直升機 Nagasaki Buzzard 

caddy 高尔夫球车 高爾夫球車 Caddy 



caddy2 高尔夫球车 露天 高爾夫球車 露天 Caddy 

camper 威霸 露营车 威霸 露營車 Brute Camper 

carbonizzare 古罗帝 汗血宝马 古羅帝 汗血寶馬 Grotti Carbonizzare 

carbonrs 长崎 碳纤 RS 型 長崎 碳纖 RS 型 Nagasaki Carbon RS 

cargobob 西部 运兵直升机 迷彩 西部 運兵直升機 迷彩 Western Cargobob 

cargobob2 西部 运兵直升机 喷气式 西部 運兵直升機 噴氣式 Western Cargobob 

cargobob3 西部 运兵直升机 (TPE) 西部 運兵直升機 (TPE) Western Cargobob 

cargoplane 

   

casco 兰帕达提 佳士可 蘭帕達提 佳士可 Lampadati Casco 

cavalcade 亚班尼 骑兵 亞班尼 騎兵 Albany Cavalcade 

cavalcade2 亚班尼 骑兵 Mk2 亞班尼 騎兵 Mk2 Albany Cavalcade 

cheetah 古罗帝 猎豹 古羅帝 獵豹 Grotti Cheetah 

chino 威皮 奇诺 威皮 奇諾 Vapid Chino 



coach 白狗巴士 白狗巴士 Dashhound 

cogcabrio 埃努斯 至尊慧眼 埃努斯 至尊慧眼 Enus Cognoscenti Cabrio 

comet2 菲斯特 陆上彗星 菲斯特 陸上彗星 Pfister Comet 

coquette 非凡 风情 非凡 風情 Invetero Coquette 

coquette2 非凡 风情经典 非凡 風情經典 Invetero Coquette Classic 

coquette3 非凡 风情黑鳍 非凡 風情黑鰭 Invetero Coquette Classic 

crusader 卡尼斯 傲世铁骑 卡尼斯 傲世鐵騎 

 

cuban800 西部 古邦 800 西部 古邦 800 Western Cuban 800 

cutter HVY 钻洞机 HVY 鉆洞機 HVY Cutter 

daemon 西部 恶魔 西部 惡魔 Western Daemon 

dilettante 卡林 爱快名人油电车 卡林 愛快名人油電車 Karin Dilettante 

dilettante2 卡林 爱快名人油电车 (FlyUS) 卡林 愛快名人油電車 (FlyUS) Karin Dilettante 

dloader 冒险家 越野游侠 冒險家 越野遊俠 Bravado Duneloader 



docktug 码头拖车 碼頭拖車 Docktug 

dodo 嘟嘟鸟水上飞机 都都鳥水上飛機 Dodo 

dominator 威皮 统治者 威皮 統治者 Vapid Dominator 

dominator2 威皮 统治者 赛车 威皮 統治者 賽車 Vapid Dominator 

double 丁卡 双 T 丁卡 雙 T Dinka Double-T 

dubsta 贝飞特 迪布达 貝飛特 迪布達 Benefactor Dubsta 

dubsta2 贝飞特 迪布达 (亚光黑) 貝飛特 迪布達 (亞光黑) Benefactor Dubsta 

dubsta3 贝飞特 迪布达 6x6 貝飛特 迪布達 6x6 Benefactor Dubsta 6x6 

dukes 英奔堤 公爵 英奔堤 公爵 Imponte Dukes 

dukes2 英奔堤 死亡公爵 英奔堤 死亡公爵 Imponte Duke O'Death 

dump HVY 矿石搬运车 HVY 礦石搬運車 HVY Dump 

dune 毕福 沙丘魔宝 畢福 沙丘魔寶 BF Dune Buggy 

dune2 冒险家 星际码头 冒險家 星際碼頭 Bravado Star Ferry 



duster 西部 洒药机 西部 灑藥機 Western Duster 

elegy2 爱尼仕 輓歌 RH8 愛尼仕 輓歌 RH8 Annis Elegy RH8 

emperor 亚班尼 皇霸天 亞班尼 皇霸天 Albany Emperor 

emperor2 亚班尼 皇霸天 (破旧版) 亞班尼 皇霸天 (破舊版) Albany Emperor 

emperor3 亚班尼 皇霸天 (雪地版) 亞班尼 皇霸天 (雪地版) Albany Emperor 

enduro 

   

entityxf 傲弗拉 本质 XF 傲弗拉 本質 XF Overflod Entity XF 

exemplar 浪子 典范 浪子 典範 Dewbauchee Exemplar 

f620 欧斯洛 F620 歐斯洛 F620 Ocelot F620 

faggio2 佩嘉西小绵羊摩托 佩嘉西小綿羊摩托 Pegassi Faggio 

fbi FIB 公务车 FIB 公務車 FIB 

fbi2 FIB 公务车 长 FIB 公務車 長 FIB 

felon 兰帕达提 恶龙 蘭帕達提 惡龍 Lampadati Felon 



felon2 兰帕达提 恶龙 GT 蘭帕達提 惡龍 GT Lampadati Felon GT 

feltzer2 贝飞特 飞特者 貝飛特 飛特者 Benefactor Feltzer 

feltzer3 贝菲特 菲特者 3 貝菲特 菲特者 3 

 

firetruk 消防车 消防車 Fire Truck 

flatbed MTL 平板拖车 MTL 平板拖車 MTL Flatbed 

forklift HVY 推高机 HVY 推高機 HVY Forklift 

fq2 深水 FQ 2 深水 FQ 2 Fathom FQ 2 

fugitive 雪佛 流星 雪佛 流星 Cheval Fugitive 

furoregt 兰帕达提 复仇女神 GT 蘭帕達提 復仇女神 GT Lampadati Furore GT 

fusilade 赛乐斯特 眩光 賽樂斯特 眩光 Schyster Fusilade 

futo 卡林 福多 卡林 福多 Karin Futo 

gauntlet 冒险家 铁腕 冒險家 鐵腕 Bravado Gauntlet 

gauntlet2 冒险家 红木牉铁腕 赛车 冒險家 紅木牉鐵腕 賽車 Bravado Redwood Gauntlet 



gburrito 绝致 屌客帮派版 (The Lost) 絕致 屌客幫派版 (The Lost) Declasse Gang Burrito 

gburrito2 绝致 屌客帮派版 (Gang) 絕致 屌客幫派版 (Gang) Declasse Gang Burrito 

glendale 贝飞特 格伦戴尔 貝飛特 格倫戴爾 Benefactor Glendale 

graintrailer 粮食拖车 糧食拖車 grain trailer 

granger 绝緻 屌王 絕緻 屌王 Declasse Granger 

gresley 冒险家 情欲猎手 冒險家 情欲獵手 Bravado Gresley 

guardian 威皮 守护者 威皮 守護者 Vapid Guardian 

habanero 皇霸天 哈拔尼禄 皇霸天 哈拔尼祿 Emperor Habanero 

hakuchou 诗津 白鸟 詩津 白鳥 Shitzu Hakuchou 

handler 码头装卸车 碼頭裝卸車 Dock Handler 

hauler 乔氏 搬运者 喬氏 搬運者 JoBuilt Hauler 

hexer LCC 迷魅光轮 LCC 迷魅光輪 LCC Hexer 

hotknife 威皮 热情使徒 威皮 熱情使徒 Vapid Hotknife 



huntley 埃努斯 肯特利 S 埃努斯 肯特利 S Enus Huntley S 

hydra 

   

infernus 佩嘉西 炼狱魔 佩嘉西 煉獄魔 Pegassi Infernus 

ingot 福狮 英卡特 福獅 英卡特 Vulcan Ingot 

innovation LCC 创新 LCC 創新 LCC Innovation 

insurgent HVY 叛乱分子 HVY 叛亂分子 

 

insurgent2 HVY 叛乱分子 机枪版 HVY 叛亂分子 機槍版 

 

intruder 卡林 入侵者 卡林 入侵者 Karin Intruder 

issi2 威尼 天威 威尼 天威 Weeny Issi 

jackal 欧斯洛 豺狼 歐斯洛 豺狼 Ocelot Jackal 

jb700 浪子 JB 700 浪子 JB 700 Dewbauchee JB 700 

jester 丁卡 小丑 丁卡 小醜 Dinka Jester 

jester2 丁卡 小丑 赛车 丁卡 小醜 賽車 Dinka Jester (Racecar) 



jet 喷射机 B747 噴射機 B747 Jet 

journey 赛柯尼安 安旅者 賽柯尼安 安旅者 Zirconium Journey 

kalahari 卡尼斯 喀拉哈里 卡尼斯 喀拉哈裏 Canis Crusader 

khamelion 海角 变色龙 海角 變色龍 Cape chameleon 

kuruma 卡林骷髅马 卡林骷髏馬 Karin Kuruma 

kuruma2 卡林骷髅马(附装甲) 卡林骷髏馬(附裝甲) Karin Kuruma(Armor) 

landstalker 敦追里 追捕者 敦追裏 追捕者 Dundreary Landstalker 

lazer 乔氏 P 996 天煞 战机 喬氏 P 996 天煞 戰機 JoBuilt P-996 LAZER 

lectro 

   

lguard 沙滩急救车 沙灘急救車 Lifeguard 

luxor 白金汉 乐梭 白金漢 樂梭 Buckingham Luxor 

luxor2 白金汉 夏马尔客机 白金漢 夏馬爾客機 

 

mammatus 乔氏 天行巨兽 喬氏 天行巨獸 JoBuilt Mammatus 



manana 亚班尼 明日之星 亞班尼 明日之星 Albany Manana 

marshall 雪佛 马绍尔 雪佛 馬紹爾 Cheval Marshall 

massacro 浪子 马沙高 浪子 馬沙高 Dewbauchee Massacro 

massacro2 浪子 马沙高 赛车 浪子 馬沙高 賽車 Dewbauchee Massacro (Racecar) 

maverick 西部 小蛮牛 西部 小蠻牛 Buckingham Maverick 

mesa 卡尼斯岩魔 卡尼斯巖魔 Canis Mesa 

mesa2 卡尼斯岩魔 (雪地版) 卡尼斯巖魔 (雪地版) Canis Mesa 

mesa3 卡尼斯 岩魔 卡尼斯 巖魔 Canis Bodhi 

miljet 白金汉 军用喷射机 白金漢 軍用噴射機 Buckingham Miljet 

minivan 威皮 迷你厢型车 威皮 迷妳廂型車 Vapid Peyote 

mixer HVY 混凝土搅拌车 HVY 混凝土攪拌車 HVY Mixer 

mixer2 HVY 混凝土搅拌车 (带滚轮) HVY 混凝土攪拌車 (帶滾輪) HVY Mixer 

monroe 佩嘉西 门罗 佩嘉西 門羅 Pegassi Monroe 



monster 

   

mower 割草车 割草車 Lawn Mower 

mule 麦霸子 猛骡 (外观 1) 麥霸子 猛騾 (外觀 1) Maibatsu Mule 

mule2 麦霸子 猛骡 (外观 2) 麥霸子 猛騾 (外觀 2) Maibatsu Mule 

mule3 麦霸子 猛骡 (普通) 麥霸子 猛騾 (普通) Maibatsu Mule 

nemesis 准则 复仇女神 準則 復仇女神 Principe Nemesis 

ninef 奥北 9F 奧北 9F Obey 9F 

ninef2 奥北 9F 敞篷版 奧北 9F 敞篷版 Obey 9F Cabrio 

oracle 绝品 先知 絕品 先知 Ubermacht Oracle 

oracle2 绝品 先知 Mk2 絕品 先知 Mk2 Ubermacht Oracle XS 

osiris 佩嘉西 奥西里斯 佩嘉西 奧西裏斯 Pegassi Osiris 

packer MTL 车辆运送车 MTL 車輛運送車 MTL Packer 

panto 贝飞特 哑剧 貝飛特 啞劇 Benefactor Panto 



paradise 冒险家 天堂 冒險家 天堂 Bravado Paradise 

patriot 巨象 爱国者 巨象 愛國者 Mammoth Patriot 

pbus 

   

pcj 诗津 PCJ 600 詩津 PCJ 600 Shitzu PCJ 600 

penumbra 麦霸子 半影使者 麥霸子 半影使者 Maibatsu Penumbra 

peyote 威皮 佩优特 威皮 佩優特 Vapid Peyote 

phantom 乔氏 魅影 喬氏 魅影 JoBuilt Phantom 

phoenix 英奔堤 不死鸟 英奔堤 不死鳥 Imponte Phoenix 

picador 雪佛 斗牛士 雪佛 鬥牛士 Cheval Picador 

pigalle 兰帕达提 皮卡乐 蘭帕達提 皮卡樂 Lampadati Pigalle 

police 警用巡逻车 2 警用巡邏車 2 Police Cruiser 

police2 警用巡逻车 1 警用巡邏車 1 Police Cruiser 

police3 警用巡逻车 3 警用巡邏車 3 Police Cruiser 



police4 威皮 无标志巡逻车 威皮 無標誌巡邏車 Unmarked Cruiser 

policeb 警用机车 警用機車 Police Bike 

policeold1 警用吉普车 (雪地版) 警用吉普車 (雪地版) Sheriff Cruiser 

policeold2 警用公路巡逻车 (雪地版) 警用公路巡邏車 (雪地版) Sheriff Cruiser 

policet 警用运输车 警用運輸車 Police Transporter 

polmav 西部 小蛮牛 (警用) 西部 小蠻牛 (警用) Buckingham Maverick 

pony 威霸 小马 (商务) 威霸 小馬 (商務) Brute Pony 

pony2 威霸 小马 (大麻商店) 威霸 小馬 (大麻商店) Brute Pony 

pounder MTL 跑德 MTL 跑德 MTL Pounder 

prairie 包洛坎 原野行者 包洛坎 原野行者 Bollokan Prairie 

pranger 国家公园警用车 國家公園警用車 Park Ranger 

premier 绝緻 统领 絕緻 統領 Declasse Premier 

primo 亚班尼 初代 亞班尼 初代 Albany Primo 



proptrailer 道具拖车 道具拖車 Prop Ttrailer 

radi 威皮 辐光 威皮 輻光 Vapid Radius 

rancherxl 绝緻 蓝彻 XL 絕緻 藍徹 XL Declasse Rancher XL 

rancherxl2 绝緻 蓝彻 XL (雪地版) 絕緻 藍徹 XL (雪地版) Declasse Rancher XL 

rapidgt 浪子 疾速 GT 浪子 疾速 GT Dewbauchee Rapid GT 

rapidgt2 浪子 疾速 GT 敞篷 浪子 疾速 GT 敞篷 Dewbauchee Rapid GT 

ratloader 冒险家 老爷货车 (破旧版) 冒險家 老爺貨車 (破舊版) Bravado Rat-Loader 

ratloader2 冒险家 老爷货车 冒險家 老爺貨車 Bravado Rat-Truck 

rebel 卡林 叛逆男女 破旧版 卡林 叛逆男女 破舊版 Karin Rebel 

rebel2 卡林 叛逆男女 卡林 叛逆男女 Karin Rebel 

regina 敦追里 女皇 敦追裏 女皇 Dundreary Regina 

rentalbus 租用接驳巴士 租用接駁巴士 Rental Shuttle Bus 

rhapsody 绝緻 狂想曲 絕緻 狂想曲 Declasse Rhapsody 



rhino 犀式坦兊 犀式坦兊 Rhino Tank 

riot 警用防暴车 警用防暴車 Police Riot 

ripley 机场牵引车 機場牽引車 Ripley 

rocoto 奥北 小辣椒 奧北 小辣椒 Obey Rocoto 

romero 烈火马 钢骨灵车 烈火馬 鋼骨靈車 Chariot Romero Hearse 

rubble 乔氏 砂通天 喬氏 砂通天 JoBuilt Rubble 

ruffian 佩嘉西 恶霸 佩嘉西 惡霸 Pegassi Ruffian 

ruiner 英奔堤 灭世暴徒 英奔堤 滅世暴徒 Imponte Ruiner 

rumpo 冒险家 澜波 (Weazel News) 冒險家 瀾波 (Weazel News) Bravado Rumpo 

rumpo2 冒险家 澜波 (Deludamol) 冒險家 瀾波 (Deludamol) Bravado Rumpo 

sabregt 绝緻 涡轮剑齿虎 絕緻 渦輪劍齒虎 Declasse Sabre Turbo 

sadler 威皮 沙德勒 威皮 沙德勒 Vapid Sadler 

sadler2 威皮 沙德勒 (雪地版) 威皮 沙德勒 (雪地版) Vapid Sadler 



sanchez 麦霸子 桑切斯 (涂装) 麥霸子 桑切斯 (塗裝) Maibatsu Sanchez (Livery) 

sanchez2 麦霸子 桑切斯 麥霸子 桑切斯 Maibatsu Sanchez 2 

sandking 威皮 大脚霸王 XL 威皮 大腳霸王 XL Vapid Sandking XL 

sandking2 威皮 大脚霸王 SWB 威皮 大腳霸王 SWB Vapid Sandking SWB 

savage 白金汉 武装直升机 白金漢 武裝直升機 Buckingham Police Maverick 

schafter2 贝飞特 莎夫特 貝飛特 莎夫特 Benefactor Schafter 

schafter4 

   

schwarzer 贝飞特 史瓦泽 貝飛特 史瓦澤 Benefactor Schwartzer 

scorcher 先驱者 先驅者 Scorcher 

scrap 废五金回收车 廢五金回收車 Scrap Truck 

seminole 卡尼斯 陆上专家 卡尼斯 陸上專家 Canis Kalahari 

sentinel 绝品 卣士 絕品 衛士 Ubermacht Sentinel 

sentinel2 绝品 卣士 XS 絕品 衛士 XS Ubermacht Sentinel XS 



serrano 贝飞特 瑟雷诺 貝飛特 瑟雷諾 Benefactor Serrano 

shamal 白金汉 夏玛尔客机 白金漢 夏瑪爾客機 Buckingham Shamal 

sheriff 威皮 警长专用车 威皮 警長專用車 Vapid Minivan 

sheriff2 警用 SUV 警用 SUV Sheriff SUV 

skylift HVY 吊挂直升机 HVY 吊掛直升機 Skylift 

slamvan 威皮 斯拉姆万 威皮 斯拉姆萬 Vapid Slamvan 

slamvan2 威皮 失落摩托车斯拉姆万 威皮 失落摩托車斯拉姆萬 

 

sovereign 西部 君主 西部 君主 Western Sovereign 

speedo 威皮 劲速 威皮 勁速 Vapid Speedo 

speedo2 威皮 劲速 2 威皮 勁速 2 Vapid Speedo 2 

stalion 绝緻 公马 絕緻 公馬 Declasse Stallion 

stalion2 绝緻 吃得饱汉堡公马 赛车 絕緻 吃得飽漢堡公馬 賽車 Declasse Burger Shot Stallion 

stanier 威皮 史塔尼亚 威皮 史塔尼亞 Vapid Stanier 



stinger 古罗帝 史汀格 古羅帝 史汀格 Grotti Stinger GT 

stingergt 古罗帝 史汀格 古羅帝 史汀格 Grotti Stinger GT 

stockade 威霸 拦截者 威霸 攔截者 Brute Stockade 

stockade3 威霸 拦截者 (Snow) 威霸 攔截者 (Snow) Brute Stockade 

stratum 赛柯尼安 地层先锋 賽柯尼安 地層先鋒 Zirconium Stratum 

stretch 亚班尼 加长型礼车 亞班尼 加長型禮車 Albany limousine 

stunt 特技飞机 特技飛機 Western Mallard 

sultan 卡林 王者 卡林 王者 Karin Sultan 

superd 埃努斯 金钻耀星 埃努斯 金鉆耀星 Enus Super Diamond 

surano 贝飞特 速雷 貝飛特 速雷 Benefactor Surano 

surfer 毕福 乘风 畢福 乘風 BF Surfer 

surfer2 毕福 乘风 (破旧版) 畢福 乘風 (破舊版) BF Surfer 

surge 雪佛 奔腾 雪佛 奔騰 Cheval Surge 



swift 白金汉 斯威夫特 白金漢 斯威夫特 Buckingham Swift 

swift2 白金汉 斯威夫特豪华版 白金漢 斯威夫特豪華版 Buckingham Swift 

t20 培罗 T20 培羅 T20 T20 

taco 玉米饼飠车 玉米餅飠車 Taco Van 

tailgater 奥北 密探 奧北 密探 Obey Tailgater 

taxi 威皮 (计程车) 威皮 (計程車) Taxi 

technical 卡林 铁尼高 带机枪 卡林 鐵尼高 帶機槍 

 

thrust 丁卡 猛衝 丁卡 猛衝 Dinka Thrust 

tiptruck 威霸 工地倾卸车 (2 Axle) 威霸 工地傾卸車 (2 Axle) Brute Tipper 

tiptruck2 威霸 工地倾卸车 (3 Axle) 威霸 工地傾卸車 (3 Axle) Brute Tipper 

titan 泰坦军用运输机 泰坦軍用運輸機 Titan Transport aircraft 

tornado 绝緻 旋风 絕緻 旋風 Declasse Tornado 

tornado2 绝緻 旋风 敞篷 絕緻 旋風 敞篷 Declasse Tornado 



tornado3 绝緻 旋风 破旧版 絕緻 旋風 破舊版 Declasse Tornado 

tornado4 绝緻 旋风 敞篷 破旧版 絕緻 旋風 敞篷 破舊版 Declasse Tornado 

toro 兰帕达提 公牛 蘭帕達提 公牛 Lampadati toro 

tourbus 旅游巴士 旅遊巴士 Tourbus 

towtruck 拖吊车 拖吊車 Towtruck 

towtruck2 拖吊车 (旧 ) 拖吊車 (舊 ) Towtruck 

tractor 牵引机 (破旧版) 牽引機 (破舊版) Tractor 

tractor2 史丹利 农耕机 史丹利 農耕機 Stanley Fieldmaster 

tractor3 史丹利 农耕机 (雪地版) 史丹利 農耕機 (雪地版) Stanley Fieldmaster 

trash 垃圾大王 (破旧版) 垃圾大王 (破舊版) Trashmaster 

trash2 垃圾大王 垃圾大王 Trashmaster 

turismor 古罗帝 披治 R 古羅帝 披治 R Grotti Turismo R 

utillitruck 不知是什么 不知是什麽 I Dont Know 



utillitruck2 

   

utillitruck3 

   

vacca 佩嘉西 狂牛 佩嘉西 狂牛 Pegassi Vacca 

vader 诗津 威德 詩津 威德 Shitzu Vader 

valkyrie 

   

velum 乔氏 梅杜莎 (4 座) 喬氏 梅杜莎 (4 座) JoBuilt Velum 

velum2 乔氏 梅杜莎 (5 座) 喬氏 梅杜莎 (5 座) JoBuilt Velum 

vestra 白金汉 威斯特拉 白金漢 威斯特拉 Buckingham Vestra 

vigero 绝緻 活力够 絕緻 活力夠 Declasse Vigero 

vindicator 丁卡 保卣者 丁卡 保衛者 Dinka Vindicator 

virgo 

   

voltic 旋风 狂雷 旋風 狂雷 Coil Voltic 

voodoo2 绝緻 巫毒 絕緻 巫毒 Declasse Voodoo 



warrener 福狮 守护星 福獅 守護星 Vulcar Warrener 

washington 亚班尼 华盛顿 亞班尼 華盛頓 Albany Washington 

windsor 埃努斯温莎德 埃努斯溫莎德 

 

youga 冒险家 游侠 冒險家 遊俠 Bravado Youga 

zentorno 佩嘉西 桑托劳 佩嘉西 桑托勞 Pegassi Zentorno 

zion 绝品 锡安 絕品 錫安 Ubermacht Zion 

zion2 绝品 天堂 敞篷版 絕品 天堂 敞篷版 Ubermacht Zion Cabrio 

ztype 特卢菲 Z Type 特盧菲 Z Type Truffade Z-Typ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