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於科罗拉多州戈尔登的Feed-

back Sports用高山刻度量度自

行车重量而开始发展，在早期成

功把这个概念推介给科罗拉多州

的一间公司，名为Ultimate Bike 

Support，此公司於2008年收购

了Feedback Sports。

Feedback Sports是生產户外及

专业维修工具的品牌，拥有着独

特设计及技术而生产了不少自行

车维修工具及户外工具，以上乘

的金属材料打造出轻身却能稳固

的产品，让使用者可以轻松携带

到各处使用。

RANGE TORQUE WRENCH 
扭力棘轮扳手
#17360

建议零售价：¥649

Feedback推出了全新的可调扭力扳手 + 棘轮扳手组合

将扭力扳手的精度与双向棘轮扳手的速度相结合

容纳在紧凑，轻量和便携的收纳包中，方便了自行车的维护

部件和收纳包上都有明确的规格指示，不用再担心弄丢或者混淆，拿起就能用

设计亮点：

• 棘轮系统更加迅速; 扭力系统精确调整

• 轻量便携 - 适合骑行包或旅行运输

• 2-10Nm范围内的无级扭力调节

• 双向棘轮确保扭力测量的准确和耐久性

• 紧凑的头部设计确保可以伸进狭小空间

• 最少6度的操作

• 扭力反馈确认

• 涵盖自行车绝大部分使用场景

• 业界领先的S2工具钢，专为高精度、耐久度制造

• 长度可扩展

• 归零设置可以确保每次使用时扭力的准确性

• 第三方经过第三方验证的精度和使用寿命（远超ISO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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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n Keeper
#17330
建议零售价：¥341

这个时尚和功能强大的维修配件将帮助你在你的自行车上工作。

後轮拆下後保持链条的张力

适合公路丶越野和山地车

兼容标准的QR和12毫米直桶轴

用於维护、清洗和储存

Team Edition Tool Kit
团队版便携式工具套装
#17094

建议零售价：¥2,184

 

Feedback的产品开发来自一群专业的自行车比赛

车队及车店机械师傅的意见。工具套装折迭轻巧，

方便携带。这套专业级数的工具套装，提升你的自

行车维护，可随时随地进行维修。

工具包括：

固定式3叉 梅花起子 T25/27/30 

固定式3叉 六角起子 2/2.5/3MM 

固定式3叉 六角起子 4/5/6MM

转片调叉

曲柄臂上盖工具 

钢芯轮呔杠杆

L形8MM六角起子

L形10MM六角起子 

6MM平头起子 

刹车垫展开器

#0十字起子

#2十字起子

轴承扳手

产品特点及规格：

··19款自行车工具／25项功能

··专业级耐用、持久

··TPU涂层尼龙手提工具包

··额外空格可存放左更多工具

··工具包尺寸：13” x11” x2.25”

··重量：4.4公斤

辐条扳手 

15MM脚踏扳手

15MM轴螺帽扳手

飞轮锁环扳手

飞轮铰钳

法咀芯工具 

美咀芯工具 

气门咀延长扳手 

煞车线剪刀

煞车线卷曲器 

链条销钉压器 

双头剔针

Ride Prep Tool Kit
车内工具套装
#17149

建议零售价：¥949

工具套装及T形S2钢手柄套装，已包括了2.5-6mm

六角起子及T25梅花起子，T形的设计适合高及低

的扭转力。六角起子的手柄延长了5mm，更方便

使用。出车前及出车後预备这个套装，可微调你的

自行车。完美的盒子尺寸，方便放置在你的车内。

工具包括：

固定式3叉 梅花起子 T25/27/30 

固定式3叉 六角起子 2/2.5/3MM

固定式3叉 六角起子 4/5/6MM

转片调叉 

曲柄臂上盖工具 

钢芯轮呔杠杆

刹车垫展开器

L形8MM六角起子 

#0十字起子 

产品特点及规格：

·· 12款自行车工具／16项功能

·· 专业级耐用丶持久

·· TPU涂层尼龙手提工具包

·· 工具包尺寸：11.5” x6.75” x2.25”

·· 重量：2.2公斤 

15MM脚踏扳手

15MM轴螺帽扳手

气门咀延长扳手 

美咀芯工具 

法咀芯工具 

辐条扳手 

链条销钉压器

T-Handle Wrench Set
T型手柄工具箱
#17092

建议零售价：¥1,139

工具包括：

T25梅花起子

6MM六角起子

5MM六角起子

4MM六角起子

3MM六角起子

2.5MM六角起子

2MM六角起子

产品特点及规格：

·· 易携，自行车用的专属T型手柄板手

·· 2.5-6MM六角起子及T25梅花起子

·· T型设计适合高及低的扭转力

·· 专业级持久耐用

·· TPU 涂层尼龙盒子

·· 盒子尺寸：8” x6.75” x1.75” 

·· 重量：0.99公斤

T25/27/30 

梅花起子

#17138

2/2.5/3MM 

六角起子

#17136

4/5/6MM

六角起子

#17137

3-way Allen / Torx Wrench
固定式三叉工具
建议零售价：¥75

产品特点及规格：

·· 压印标注工具尺寸

·· 可容易识别

·· 橡胶手握聚合物芯

·· S2工具钢

产品特点及规格：

·· 磁铁顶端

·· 胎纹把手

·· CRV工具钢

8mm / 10mm L-Handle 
L型手柄六角起子

10MM
六角起子

#17135
建议零售价 ¥113

产品特点及规格：

·· 球形顶端，可快速使用

·· 胎纹把手

·· S2工具钢

8MM
六角起子

#17134
建议零售价 ¥94

平头起子#0十字起子

曲柄臂

盖子除去工具

#2十字起子

Screwdriver Set 
螺丝起子（三件装）
#17146

建议零售价：¥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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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l-Side Utility Pick
双头剔针
#17144

建议零售价：¥66

产品特点及规格：

·· 90°针／直

·· 胎纹把手 

·· CRV工具钢

Bottom Bracket + Lockring Tool
轴承飞轮扳手
#17143

建议零售价：¥237

产品特点及规格：

·· 适配SHIMANO  & SRAM 飞轮锁环

·· 外轴承扳手

·· 中心锁定刹车扳手

·· 铸钢

Pedal Wrench Combo
脚踏扳手
#17142

建议零售价：¥189

产品特点及规格：

··转角头设计，有机械维修优势

··闭式轴螺帽扳手

··锻钢

Rotor Truing Fork
刹车碟调整叉
#17141

建议零售价：¥113

产品特点及规格：

·· 斜线叉位设计

·· 方便用於辐条间隙

·· 具备两种调整深度

·· 锻钢

Steel Core Tire Levers
轮胎杠杆及碟煞车片吊具
#17139

建议零售价：¥94

产品特点及规格：

·· 辐条钩子

·· 钢芯

·· 聚合物合成

3-Way Spoke Wrench
辐条帽调节工具
#17140

建议零售价：¥56

产品特点及规格：

·· 3.23MM / 3.3MM / 3.45MM

·· 气门咀延长扳手

·· CNC加工

Value Core Wrench
气门芯扳手
#17147

建议零售价：¥94

产品特点及规格：

·· 适配美咀及法咀

·· 金属芯

·· 防滑手握

Chain Pin Press
链条销打压器
#17145

建议零售价：¥341

产品特点及规格：

·· SHIMANO & SRAM 风格

·· 兼容1-12速链条

·· 加载弹簧固定器

·· 铸钢

Cassette Pliers
飞轮铰钳
#17150

建议零售价：¥341

产品特点及规格：

·· 自动调节，可快速适配

·· 兼容多种齿轮

·· 1-12速飞轮

·· 防滑手握

·· 锻钢

Cable And Housing Cutter
刹车剪线刀
#17148

建议零售价：¥284

产品特点及规格：

·· 剪裁或引导刹车线

·· 集成卷曲器

·· 防滑手握

·· 锻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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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52.5mm2mm 3mm 4mm 5mm 6mm

T-Handle Allen Wrench
T型工具匙

产品特点及规格：

·· 专为自行车而设的T型设计能提供高低扭矩

#17151 #17152 #17153 #17154 #17155 #17156 #17157
建议零售价 ¥123 建议零售价 ¥142 建议零售价 ¥151 建议零售价 ¥161 建议零售价 ¥176 建议零售价 ¥208 建议零售价 ¥180

Flop Stop 
车架固定杆
#13981

建议零售价：¥189

产品特点及规格：

·· 可调节长度：20"-35"

·· 重量：0.16公斤

Pro Elite Commercial Clamp 
商用钳头
#16022

建议零售价：¥1,519

Tool Tray
工具盘
#15659

建议零售价：¥204

产品特点及规格：

·· 可适用於所有Feedback维修架

·· 尺寸：2.75" x10" x14.5"

·· 重量：0.9公斤

Bottle Opener
开瓶器
#16883

建议零售价：¥113

产品特点及规格：

·· 饰面：抛光镀铬

Alpine Digital Scale
高山电子挂秤
#16019

建议零售价：¥541

产品特点及规格：

·· 最大负载重量：25公斤

·· 显示分辨率：10克

·· +/- 10克精确度

·· 显示单位：磅／公斤／盎司

·· 4粒AAA电池

Expedition Digital Scale
远征电子挂秤
#15050

建议零售价：¥541

产品特点及规格：

·· 量度长度：6"

·· 不锈钢硬金属机身

·· 金属显示屏

·· 量度单位：英產及毫米

·· 刻度：0.01毫米

·· 1.55V电池

产品特点及规格：

·· 最大负载重量：50公斤

·· 显示分辨率：20克

·· +/- 20克精确度

·· 显示单位：磅／公斤／盎司

·· 4粒AAA电池

Sweat Guard
隔汗垫
#16993

建议零售价：¥170

产品特点及规格：

·· 布料面积：12" x 17"

·· 可调节钩环

·· 附属带子

·· 弹性座管带子

Floor Mat
地板垫
#16985

建议零售价：¥474

产品特点及规格：

·· 平面尺寸：35" x 70"

·· 厚度：4毫米

·· 符合标准的PVC海绵

Thru-Axle Wheel Adapter
轴心快拆把
建议零售价：¥85（每个）

产品特点及规格：

··特别设计为轮圈调正平台和车轮展示器

··阳极电镀铝 12MM  #16749

15MM  #16750

20MM  #16751

产品特点及规格：

·· 後端适配器：1.97"

·· 钳头开口宽度：

•· 可容纳座管达2.6"

•· 钳颚宽度3.25"

·· 重量：2.6公斤

Digital Caliper
卡尺
#17068

建议零售价：¥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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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

·· 重量：5.7公斤

·· 尺寸：31.5" x 9" x 6"

·· 工作位置高度：30"至48"

·· 底座直径：46"

·· 折叠後尺寸：5" x 7.5" x 30"

·· 负载能力：38公斤

Sprint Bike Repaor Stand
维修工作架
#16690

建议零售价：¥2,374

 

 

 

 

 

稳定性良好及多功能的专业级维修架。

快速安装。

能360°旋转。

兼容所有前叉和车架。

快速折叠，易於运送。

可调节高度，稳定的三脚架设计。

附专用袋子，方便外出使用。

#16020

#16021

建议零售价：¥2,469（含工具袋）

建议零售价：¥2,279（不含工具袋）

Pro-Elite Bike Repair Stand + Travel Bag
维修工作架

棘轮快速释放钳。

可调节夹紧力。

可360°旋转。

快速折叠，轻巧易於携带。

可调节高度，三脚架设计稳定。

拥有专利。

产品规格：

產 重量：5.7公斤

產 尺寸：46" x 9" x 6"

產 工作位置高度：42"至71"

產 底座直径：54"

產 折叠後尺寸：5" x 8" x 45"

產 负载能力：38.6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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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ralight Bike Repair Stand
超轻维修工作架
#16415

建议零售价：¥1,804

超轻型专业级水平的工作架。

锁夹能360°旋转。

可调节夹紧力。

更轻巧的折叠尺寸。

超轻量。

稳定的三脚架设计。

产品规格：

·· 重量：4.8公斤

·· 尺寸：39.25" x 9" x 6"

·· 工作位置高度：35.6"至57.7"

·· 底座直径：54"

·· 折叠後尺寸：5" x 6.6" x 37.75"

·· 负载能力：38.6公斤

Recreational Bike Repair Stand
休闲机械维修架
#13961

建议零售价：¥1,234

设计经典的一个辅助洗涤工具。

一个1.9"的夹子开口，可以容纳60磅。

适用於狭小的空间。

只需微调旋钮夹以固定自行车。

360°旋转夹钳设计。

脚和夹可摺叠，便於储存。

不需组装。

产品规格：

·· 重量：6.15公斤

·· 尺寸：57" x 5" x 9.5"

·· 夹紧高度：55"

·· 底座：26.8" x 42"

·· 折叠後尺寸：10" x 4" 55.5"

·· 负载能力：27.2公斤

Sport Mechanic Bike Repair Stand
运动机械维修工作架
#16413

建议零售价：¥1,424

微调旋钮夹紧固定自行车。

360°旋转夹具设计。

快速折叠，轻易携带。

可调高度，稳定的三脚架设计。

可在家中或室外使用。

产品规格：

·· 重量：5.7公斤

·· 尺寸：46" x 9" x 6"

·· 工作位置高度：42"至65.3"

·· 底座直径：54"

·· 折叠後尺寸：6.6″ x 5.0″ x 44.1″

·· 负载能力：29.5公斤

产品规格：

·· 最大车轮直径：29"连轮胎

·· 底部占地面积：10.25"x 8.5"（265mm x 215mm）

·· 底重量：2.6公斤

·· 包括 4" x 6"（101mm x 152mm）的台架

·· 红色阳极氧化铝合金手臂／钢底座

Pro Truing Stand
轮圈调正座
#16735

建议零售价：¥949

精确的单弹簧头指示器，用於检查侧向和径向的

轮辋位置。

盘式制动器转子修整槽。

轻易携带，适用於任何Feedback Sports传统的

夹式维修工作架。

*注意：由於花鼓设计的差异，可能会有公差。

端盖必需与花鼓有良好的接合以固定轮子，以便

进行精确的修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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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Bag
维修工作台储存袋
建议零售价：¥284

用於存放工作架的重型包，设计附有全拉炼和背带，并有多

种型号，供存放不同工作架的需要。让你更有组织和更有效

率，把你的工作架带到任何地方，并能安全地存放它。

 产品规格

（Sprint 用）：

·· 尺寸：长33" x 產7" x 高7"

·· 重量：2磅

产品规格

（Recreational / A-Frame 用）：

·· 尺寸：长58" x 產6" x 高6"

·· 重量：2磅

产品规格 

（Ultralight 用）：

·· 尺寸：长38" x 產6" x 高6"

·· 重量：2磅

 产品规格

（Pro-Elite / Sport / Classic 用）：

·· 尺寸：长48" x 產6" x 高6"

·· 重量：2磅

#16675#16505 #16506 #16503

Stand Adapter
维修台用转接器

Sprint Repair Stand 12mm Adapter
#16987
建议零售价 ¥142

Sprint Stand 20mm Adapter
#16687
建议零售价 ¥85

Sprint Repair Stand Boost Adapter
#17221
建议零售价 ¥189

产品规格：

适用於15x110mm的通轴叉和12x148mm的车架後端。

产品规格：

取代标准的15毫米，以适配20毫米的通轴前叉。

产品规格：

适用於12x100mm路面和越野单车的通轴叉。

Velo Cache Bike Stand 
座地挂车柱（配2组勾）
#13984 

建议零售价：¥1,804

高品质丶独立式的座地挂车柱。

不用再弄脏墙壁或天花。

固定的三脚，可安置两台自行车。

阳极化铝柱，重型钢臂。

可调整高度，便於安置不同类型和尺寸的自行车。

产品规格：

·· 高度：83"

·· 底部尺寸：23"x 32.5"

·· 支臂长度：10"

·· 负载能力：18公斤（每臂）

·· 最大容量（带扩展套件）：73公斤

产品规格：

·· 尺寸： 宽 21"x 深 9"x 高 6"

·· 负载能力：10磅（每个）

·· 颜色：银

Velo Cache Storage Basket
单车齿轮储物篮
#15345 

建议零售价：¥332

将所有自行车配件集合在同一地方。 

包裹式设计可容纳10磅重物。

也适合存放头盔丶备用管和骑行服装。

8个储物篮圈，非常适合悬挂鞋子丶手套丶靴子和帽子等。

重型钢涂层结构。

Velo Cache Expansion Kit- BLACK
座地挂车柱扩展套件
#13986

建议零售价：¥360

可额外存放多两辆自行车。

底座尺寸 32.5"x 34"。

套件包括2组臂勾及加长脚。

产品规格：

·· 支臂长度：10"（250mm）

·· 负载能力：40磅（每个）

Velo Cache Banner Arms 

横幅展示架
#16597

建议零售价：¥208

轨道设置在後方，可以调整所需要的高度。

适用於不同宽度的横幅。

横幅可以被放置在两边。

 *不包括横幅*

产品规格：

·· 每套一对

·· 标准长度：18"（可以裁减更小的横幅）

·· 支臂两侧均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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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o Column Cradle Arms- Black
单车架扩展臂
#16836

建议零售价：¥189

用外加的支臂可安置4台自行车。

产品规格：

 · 　每套一对

 · 產负载能力：40磅（每个）

 · 產简单组装程序

Velo Column Bike Stand- Black
天地柱（配2组勾）
#16835

建议零售价：¥1,614

可安置两台自行车。

可以独立调整臂的角度。

柱的长度由2.1米到3米。

适用於开放式的托梁天花。

主柱物料为阳极化铝。

产品规格：

·· 高度：2.1米至3米

·· 负重能力：18公斤（每臂）

·· 最大容量（带扩展套件）：73公斤

·· 需作简易组装

产品规格：

·· 展开尺寸：111" x 48" x 60"

·· 折叠尺寸：60" x 9" x 9"

·· 容量：8公斤

·· 可承受重量：200磅

A-Frame Bike Stand
A 型便携式单车架（连储存袋）
#15276 

建议零售价：¥2,849

可容纳8-10辆公路自行车，5-7辆山地／越野

自行车或4辆电动自行车，总重量不超过200

磅。

快速安装，不需任何工具。

设计坚固与防滑的橡胶脚。

可摺叠并存放於手提袋。

适用於任何场合。

携带方便，易於储存。

Velo Hinge
盒子型挂车勾
#16724

建议零售价：¥218

创新的技术令你更方便地存储您的自行车，

而且节省空间。

铰链设计可让自行车左右摆动。

不使用时可将钩子折开。

车轮保险杠能稳定自行车，并防止摇摆。

适合大多数标准的路面丶山地和儿童自行车。

可安装到任何标准墙壁的螺柱。

产品规格：

·· 尺寸：7.25"x 3.5"x 0.63"

·· 负载能力：50磅

·· 组装方向可左或右

Velo Wall Post
挂墙活动式横柱置车架
#16850

建议零售价：¥284

多用途的置车架，可容纳自行车丶轮组丶轮胎和齿轮。

插口处以橡胶设计，可保护自行车或车轮等。

可以摺叠储存。

锁定埠令使用时更安全性（套装不包括锁）。

可安装到任何标准的墙壁螺柱。

产品规格：

·· 安装面积：7.25" x 2.5"

·· 可用长度：12"

·· 最大负载量：22.7公斤

·· 不需要组装

Velo Wall Rack 2D- Black
挂墙单车架（2维调节）
#16856

建议零售价：¥360

创新的设计让空间发挥最大用途。

让您的自行车易於存放在家中。

独立臂勾可在两个方向分别进行调整。

软橡胶的支架可保护车架。

可拧入任何标准的墙壁螺柱。

产品规格：

·· 安装面积：11.2" x 2.3"

·· 与墙壁的距离：8" - 12"

·· 负载能力：22公斤

·· 需要安装

Velo Wall Rack 
挂墙单车架
#16563

建议零售价：¥303

坚固的臂架，自行车可存放在家中或车库。

臂架独立滑动，适用於所有自行车。

支架有软橡胶设计，可保护车架。

可安装到任何标准墙壁的螺柱。

产品规格：

·· 安装面积：11.8" x 3.6"

·· 与墙壁的距离：12"

·· 负载能力：31公斤

·· 需要安装

RAKK- Black
标准自行车存放架
#13989

建议零售价：¥360

装有弹簧的臂架用以固定前轮或後轮，不会刮伤轮

圈或辐条。

轮槽可固定所有由20mm的公路车轮胎至2.4"宽的

山路车轮胎。

不需使用人手便可将自行车滚入轮槽固定好。

产品设计可使多个RAKK连接在一起。

产品规格：

·· 安装面积：11.2" x 2.3"

·· 与墙壁的距离：8" - 12"

·· 负载能力：22公斤

·· 需要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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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

·· 建议自订尺寸：4"x6"（A6）

RAKK Sign Holder
牌子胶片托
#16547 

建议零售价：¥66

专门为商户设计。非常耐用，不易破损。只需将展示品

轻松地放到RAKK的透明哑克力胶架内。透明哑克力胶令

内容和资讯都一目了然。

Scorpion 
蝎子型陈列架

建议零售价：¥503

最新的两件式设计，易於携带。

稳固的自行车存放架。

方便用以协助清洗和维护自行车。

提升後轮，使其离开地面，更方便地清洗或维护。

两件式设计，更方便携带。

方便的按钮式套筒锁设计，必须使用垫圈，防止按钮

卡在齿片内部。

包含3个曲柄垫圈：13毫米丶18毫米和20毫米。

产品规格：

·· 重量：4磅

·· 最大容量：50磅

·· 颜色：红／黑／蓝绿

兼容性：要先知道曲柄的兼容性，首先确定您有一个空

轴曲柄，其驱动位置的最小开口长度必须有13毫米，以

便安装13毫米垫圈。 

＊产品并不兼容与带有内部固定螺丝的曲柄。

#17301 #17303#17300

产品规格：

 ·  重量：6.3公斤

 ·  折叠尺寸：25.8" × 7.3" × 8"

 ·  容纳车轮尺寸：650c - 700c，26"-29"

 ·  内部渐进式磁阻（IPR）功率：1000W

 ·  包含储存袋

 ·  阳极氧化铝

Omnium Over-Drive Bike Trainer (Resistance)
训练台连储存袋（内部渐进式磁阻）
#17084

建议零售价：¥3,609

这简单的安装设计适用於赛前热身丶旅行以及恶劣天气等妨碍您外出骑行的日子。

Omnium训练台采用内部渐进式磁阻（IPR），以最小噪音感受最真实的道路感觉。

适合9,12 & 15mm，115 & 110快拆。

可调节各种自行车的轴距和叉的高度（道路车丶山地车丶越野车）。

无需工具，不需组装，只需简单展开和摺叠即可。

轴承用上油脂和密封的，不需作日常维护。

包含用作携带和存储的手提袋。

兼容Zwift,Sufferfest,TrainerRoad和Kinomap。

Omnium Zero-Drive Bike Trainer (Non-Resistance)
场地骑行台连储存袋（非阻力）
#17250

建议零售价：¥3,229

根据原始Omnium训练台的小巧轻便设计以作修改，经典的滚筒设计十分方便，

以适应其他用家的需求。

这个训练台提供最小的阻力允许高节奏的热身。

适合赛前热身。

没有外加阻力。

适合9,12 & 15mm，115 & 110快拆。

无需工具，不需组装，易於收藏。

包含用作携带和存储的手提袋。

产品规格：

·· 重量：6.3公斤

·· 折叠尺寸：25.8" × 7.3" × 8"

·· 容纳车轮尺寸：650c - 700c，26"-29"

·· 非阻力

·· 包含储存袋

·· 阳极氧化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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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ro-Drive Rollers (Non-Resistance)
滚筒式骑行台（非阻力）
#17277

建议零售价：¥1,899

Over-Drive Rollers (Progressive Resistance)
滚筒式骑行台（渐进式阻力）
#17217

零售价 ¥3,324

精密加工铝鼓。

可折叠，方便存放。

适合室内和室外使用。

粉末涂层的框架镀锌硬件。

可容纳37.5" - 44"（95 - 112厘米）

产品规格：

·· 重量：7.7公斤

·· 尺寸：32" x 7" x 20.5"

·· 折叠尺寸：31.5" × 20" × 5.25"

·· 容纳车轮尺寸：600c - 700c，26"-29"

·· 铝鼓：直径 3.25"，宽5"

·· 骑手重量限制：250磅

Portable Clothing Rack
便携式衣服展示架连储存袋
#16648

建议零售价：¥1,804

这个坚固又轻便的衣服展示架十分适合商户使用。

简单丶直立的设计可以摺叠起来，易於储存和运送。

适合展示任何类型的服装。

可挂起24件标准服装。

独立的支臂可移动和调节，可旋转或锁定在任何角度。

安装在坚固的三脚架上一起使用。

快速安装，无需工具。

包含一个储存用的手提袋，方便携带。

可外加支臂在第二层。

产品规格：

·· 三脚架高度：42" - 70"

·· 折叠尺寸：5" x 5"x 45"

·· 容量：24个衣架

·· 臂长：19"（每个）

·· 重量：11磅

·· 包含储存袋

Clothing Rack Arm Set
衣服展示架支臂
#16649 

建议零售价：¥664

外加的支臂，可另多挂24件衣服。

独立的支臂可移动和调节，可旋转或锁定在任何角度。

易於插入在第二级（见左图）。

产品规格：

·· 三脚架高度：42" - 70"

·· 臂长：19"（每个）

Display Tripod- Black
三脚展示架
#16655

建议零售价：¥854

适合用以展示车轮。

可展示直径达29"的轮胎。

可调节的手臂独立移动，可以旋转和

锁定在任何角度。

快速安装，无需工具。

可摺叠，方便储存和运送。

Tri-Pod底座与Pro-Elite维修台的铝

底座相同。

轮臂单独出售。

Wheel Arm Double- Black
双车轮展示臂
#16716

建议零售价：¥237

用以展示双轮。

支臂可调整，可展示不同的车轮角度。

产品规格：

產 高度：42"-73"

產 摺叠尺寸：5" x 5" x 45"

產 最大负载量：8个轮子

產 最大轮子直径：29"（连呔）

Wheel Arm Display Single- Black
单车轮展示臂
#16603

建议零售价：¥189

以简单的方式来展示车轮。

使用安装板或螺钉将支臂安装到墙上。

使用於单个轮子。

支臂可调整，可展示不同的车轮角度。

Wheel Slatwall Mount 
槽板安装轮子展示板
#16720

建议零售价：¥94

多功能，兼容单轮或双轮的支臂。

安装到任何标准的板条墙上。

黑色粉末钢涂层。

Wheel Plate Mount 
墙壁安装轮子展示板
#16722

建议零售价：¥104

独特的方式轻松展示车轮。

兼容双轮或单轮支臂。

安装到任何墙壁螺柱或架子上。

黑色粉末钢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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