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年来，FIDLOCK是国际自行车业务中的可靠零件元素之一。特别是用于头

盔磁扣和紧固件的运动配件，通过其吸引人的锁定方法，拉动上下以解除锁

扣，以及通过磁力将两个部件牢固锁定，令人留下深刻印象。基于德国设计

及技术研究，为自行车和运动行业带来完整的FIDLOCK TWIST产品。通过

简单明确的动作移动配件，水壶平稳地从自行车上拆下。即使在路面变得颠

簸情况下，仍然安全。

FIDLOCK是带机械锁的磁性紧固件专家。该公司提供各种专利技术的紧固

件，以及运动，户外，休闲，时尚和工业领域的紧固件和安装解决方案。

基于独特的技术，赢得了众多奖项，并为传统的紧固系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

化。这不仅仅是添加功能，他们还成功地结合了各自的优势，同时排除了劣

势。今天它可能看起来很简单，但它涉及一个繁复的开发过程，因此FID-
LOCK有超过30项专利。带来的是功能性，安全性和乐趣方面的新维度。

磁性紧固件与机械按扣功能的结合：强大的磁铁使紧固

件易于关闭，并且安全的按扣功能确保了锁定力。

传统的机械紧固件功能总是相同的，就像一扇门：按下

手柄-打开，关闭。而FIDLOCK并不一样，打开和关闭

程序彼此不同，这意味着它们各自根据不同的原理起作

用。这是FIDLOCK紧固件的基本特征。

FIDLOCK系统完美结合了磁性和弹簧锁系统的优点。

只需将水壶靠近安装在车架上的支架，水壶就会被支架

内的磁铁吸入。一声响亮的咔哒声告诉我们水壶现在锁

定到位。因此，该系统似乎能够承受更粗糙的越野地形

和崎岖的小径上，而小跳跃也不影响固定。

 

通过使用TWIST技术，FIDLOCK BIKE提供基于FID-

LOCK创新的自有产品。只需通过顺时针旋扭转动作，

可以轻松地取下水壶和其他配件，即使在骑行时也可以

通过使用支架的磁吸力将其放回原位。

整个TWIST系统是基于我们独特技术的模块化产品理

念。TWIST提供三种不同的产品类别：水壶，底座和连

接器。所有TWIST产品都显示出时尚的外观，轻量，及

易于操作。由于具有自动锁定和扭转解开机制，吸引人

的锁定系统仅需要最小的空间。顺便说一句，TWIST也

完美地提供解除的方式：就是顺时针转动。

模块化概念还使TWIST能够不断扩展，目前它包含各水

壶以及通用连接器。TWIST uni连接器允许将所有软塑

料瓶，作为零食的香蕉或卷起的雨衣都集成到TWIST系

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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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毫升水壶 
TWIST bottle 450
建议零售价：¥303

•	 450毫升容量

•	 易挤压

•	 不含BPA
•	 高流量和防漏阀

•	 可拆卸的防尘盖

•	 水壶颜色：透明黑

450毫升水壶    

TWIST bottle 
450 kids 
建议零售价：¥303

•	 450毫升容量

•	 适合儿童

•	 不含BPA
•	 醒目的设计

•	 水壶颜色：瓶身透明白配橙蓝

色盖及印花

2020 新品

590毫升水壶    

TWIST bottle 590  
建议零售价：¥303

•	 590毫升容量

•	 易挤压

•	 不含BPA
•	 高流量和防漏阀

•	 可拆卸的防尘盖

•	 水壶颜色：透明白、

  透明黑和透明黄

磁力工具盒   

TWIST toolbox    

建议零售价：¥474

•	 550毫升容量

•	 多功能的收纳袋

•	 防水物料和拉链

•	 高流量和防漏阀

•	 可拆卸的防尘盖

•	 无笼设计，不会有磨损问题

•	 颜色：黑

真空手机座   

VACUUM 
phone mount

•	 安全握住，不晃动

•	 单手安装及松开

•	 超薄设计

•	 外壳可360度旋转

•	 外壳适用于大部份 

常见手机品牌

TWIST 600 水壶彻底改变了自行车水壶，

与传统的水壶架完全不同，这种磁力机械

系统在处理和应用方面提供了一种新的自

由度。

600毫升水壶 + 自行车底座     TWIST 600 + Bike Base    
建议零售价：¥303

TWIST自行车底座使用螺丝插件安装

•	 600毫升容量

•	 可使用洗碗机清洗

•	 不含BPA
•	 水壶颜色：透明白、透明黑和透明黄

•	 适合所有TWIST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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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毫升备用瓶    

TWIST 600 REPLACEMENT   
建议零售价：¥94

所有水壶都会老化，即使TWIST水壶也

不例外。旧水壶磨损后，可以将磁力连接

器从旧瓶上拆下，并轻松地重新连接到新

的备用瓶上。模块化系统可以节省资源，

并可以升级水壶。

•	 600毫升容量

•	 可使用洗碗机清洗

•	 水壶颜色：透明白、透明黑和透明黄

•	 不含BPA

600毫升水壶 （不含底座） TWIST 600
建议零售价：¥227

水壶没有用于自行车的水壶架-如果自行车已经装有

TWIST自行车底座或TWIST uni万用底座，则非常适

合更换

600毫升容量

•	 可使用洗碗机清洗

•	 不含BPA
•	 适合所有TWIST底座

600毫升水壶 + 万用底座      

TWIST 600 + Uni Base    
建议零售价：¥398

TWIST万用底座 可安装在所有管材上

•	 600毫升容量

•	 可使用洗碗机清洗

•	 不含BPA
•	 水壶颜色：透明白、透明黑和透明黄

•	 适合所有TWIST底座

如果自行车的车架几何较紧凑，无法容纳传统的

自行车水壶，那么小型TWIST 450水壶就是最

好的选择。因为这种带有磁力机械安装系统的紧

凑型瓶子甚至可以安装在最小的车架上，如全地

型山地车或儿童自行车。

450毫升水壶 + 自行车底座   

TWIST 450 + Bike Base    
建议零售价：¥303

TWIST自行车底座 

使用螺丝插件安装

•	 450毫升容量

•	 适用于小车架

•	 可使用洗碗机清洗

•	 不含BPA
•	 水壶颜色：透明黑

•	 适合所有TWIST底座

450毫升水壶 + 万用底座  
TWIST 450 + Uni Base    
建议零售价：¥398

TWIST万用底座 

可安装在所有管材上

•	 450毫升容量

•	 适用于小车架

•	 可使用洗碗机清洗

•	 不含BPA
•	 水壶颜色：透明黑

•	 适合所有TWIST底座

450毫升水壶（不含底座）  
TWIST 450     
建议零售价：¥227

水壶没有用于自行车的水壶架-如果自行车已

经装有TWIST自行车底座或TWIST uni 万用底

座，则非常适合更换

•	 450毫升容量

•	 适用于小车架

•	 可使用洗碗机清洗

•	 不含BPA
•	 水壶颜色：透明黑

•	 适合所有TWIST底座

450毫升备用瓶     

TWIST 450 REPLACEMENT   
建议零售价：¥94

所有水壶都会老化，即使TWIST水壶也不例

外。旧水壶磨损后，可以将磁力连接器从旧瓶

上拆下，并轻松地重新连接到新的备用瓶上。

模块化系统可以节省资源，并可以升级水壶。

•	 450毫升容量

•	 可使用洗碗机清洗

•	 不含BPA
•	 水壶颜色：透明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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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很多车友会跳出来说，”家里还

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水壶，而且颜色和

涂装和我的爱车更搭，不想再多买水

壶了。” 这时候 UNI CONNECTOR 
就发挥作用了。 

UNI CONNECTOR 是利用自己独特的FIDLOCK技术与

BOA收缩线相结合，而且光滑的橡皮内衬保护瓶子免受

划伤，并有助于将瓶子固定。因此，无论是转角便利店

买到的可乐、塑料水瓶、保温瓶还是香蕉，它都可以通过

TWIST 万用连接器连接到FIDLOCK TWIST系统中。

强力的磁铁将不同的模块吸住，居中并闩锁在底座上。机

械锁定使模块牢固在底架上。 这样即使在压力下也能确保

安全的操作。

TWIST模块能通过侧面一个简单的“扭转”来卸下，即使

是细小而又紧凑的车架，也无法为传统的水壶架提供空间。

万用连接器 + 自行车底座
TWIST uni connector + 
Bike Base    
建议零售价：¥379

TWIST自行车底座 使用螺丝插件安装

•	 适合任何塑料水瓶

•	 BOA® Fit System易于安装

•	 直径最大为80mm
•	 防滑嵌体可保持牢固

•	 适合所有TWIST底座

万用连接器 + 万用底座   

TWIST uni connector + Uni Base   
建议零售价：¥474

TWIST万用底座 可安装在所有管材上

•	 适合任何塑料水瓶

•	 BOA® Fit System易于安装

•	 直径最大为80mm
•	 防滑嵌体可保持牢固

•	 适合所有TWIST底座

万用连接器（不含底座）  
TWIST uni connector   
建议零售价：¥313

万用连接器不含用于自行车的水壶架-如果自行

车已经装有TWIST自行车底座或TWIST uni万用

底座，则非常适合使用

•	 适合任何塑料水瓶

•	 Boa®Fit System易于安装

•	 直径最大为80mm
•	 防滑嵌体可保持牢固

•	 适合所有TWIST底座

当你想在非骑车时间使用你的TWIST水壶要怎么办？通过TEX BASE，FIDLOCK为您在自行车以内或以

外的所有活动设计了完美的扩展。易于安装并符合TWIST水壶的可用性。

将它连接到跑步腰带上，背包的肩带，背包的腰带或直接在腰带上–多功能TWIST tex底座是没有极限

的。快速安装，随时可用，非常适合户外和其他体育活动。

纺织物料底座   
TWIST Tex Base    
建议零售价：¥94

TWIST tex 底座由两个塑料板组成，两个塑料板与

两个磁螺栓相连–只需将皮带或纺织物放在两个塑

料板之间，然后拧入磁螺栓即可！

•	 非常适合户外运动

•	 适合MOLLE系统

•	 适合所有TWIST模块

自行车车架底座 

TWIST Bike Base
建议零售价：¥94

磁力水壶底座可以很容易地用两个螺丝固

定在所有常规自行车安装螺纹上。

•	 适合所有标准的水壶架螺纹插件

•	 仅重16克/0.56盎司

•	 适合所有TWIST模块

得益于TWIST自行车底座，水壶架已成为过去。由

于采用了无笼式磁性系统，即使是最小的自行车车

架也可以装上自行车水壶。另外，由于其扁平且小

巧的设计，可以完美地安装到自行车车架中而不会

脱颖而出。

好了，哪么遇到折叠车或是没有水壶架孔的情况

要怎么办？不用担心，FIDLOCK有相对应的解决

方案，那就是UNI BASE 万用底架。

UNI BASE是利用两条柔软且可扣上的橡胶带轻松

安装FIDLOCK UNI BASE。UNI BASE的光滑橡

胶背面可保护您的车架免受划伤，并有助于将UNI 
BASE固定到位。

万用底座    

TWIST uni base
建议零售价：¥189

无论是上管，下管或座管，TWIST 

万用底座可以安装在车架上的任何位置。

•	 适用于宽度为28–62mm的自行车架

管材上

•	 橡胶背材质用于保护车架

•	 适合所有TWIST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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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SH结合了创新的设计和独特的操作简便

性，样式和重量。PUSH 600尾包容量为

600毫升，是PUSH产品系列中的多面手-

无论是长途旅行还是日常骑行，它都是理想

之选。

强力的磁铁将不同的模块吸住，居中并闩锁

在底座上。机械锁定使模块牢固在底架上。

这样即使在压力下也能确保安全的操作。

TWIST模块能通过侧面一个简单的“扭转”

来卸下，即使是细小而又紧凑的车架，也无

法为传统的水壶架提供空间。

按下按钮就可以卸下PUSH模块。尾包就从

座垫上一口气移开了，袋子里的所有东西都

很快取到手上。

600毫升尾包
PUSH saddle bag 600
建议零售价：¥474

得益于其巧妙的设计，它可以安装在任何座垫的下方。 

只需将尾包靠近座垫，磁性机械紧固件将牢固地锁定。

•	 可放置多功能工具和智能手机

•	 按下按钮即可快速释放

•	 防水物料和拉链

•	 可安装夹式尾灯

•	 反光FIDLOCK Logo

多亏了小的PUSH 400尾包，您才可以拿到您真正需

要的必需品。另外，PUSH 400尾包以其清晰，精细

的设计而令人信服-低调的设计适合每个座垫。

400毫升尾包
PUSH saddle bag 400 
建议零售价：¥474

使用底座上的一个“PUSH”按钮即可轻松将

其卸下，也可以通过将磁铁放在一起轻松地

重新安装。结合机械闩锁，可确保可靠且安

全的锁定。

•	 可放置维修工具、后备轮胎和集瓶

•	 按下按钮即可快速释放

•	 防水物料和拉链

•	 可安装夹式尾灯

•	 反光FIDLOCK Logo

PUSH座垫底座非常适合拥有两辆自行车以上的人。

有了PUSH座垫底座，合适的尾包袋可以放在合适的

自行车上。

座垫底座    PUSH Saddle base 
建议零售价：¥143

只需一个螺丝即可轻松将底座固定到座垫导

轨上，并且与所有标准导轨兼容。

•	 易于安装在座垫导轨上

•	 仅需一个螺丝即可安装

•	 适合所有PUSH尾包

最后是几家外国媒体在体验过FIDLOCK后的一些评

价：

 

PinkBike – RC
大多数骑手认为FIDLOCK的磁性扭转水瓶架，相对

这一百年常用的侧面滑入式水壶是一个重大的设计改

进。我在两辆自行车上使用它，一辆空间有限，操作

总是很愉快。从美学角度来看，Fidlock的系统看起

来更好看，水壶因为没有摩擦使它保持新的状态。适

用于任何水壶使用者的最佳解决方案  –  尤其适用于

因车架间隙小而免于受损的水壶。

Enduro Mountain Magazine
我们最初的怀疑态度很快被打垮了。即使在较粗糙的

小径上，FIDLOCK TWIST水壶仍然固定在支架上。

由于强大的磁性吸力，它可以轻松地锁定和锁定到

位。而且它的安装非常简单，总而言之，它是水袋背

包的一个非常好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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