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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1年以来，
HJC一直在开发和制造头盔。

HJC在摩托车头盔领域受到高度赞扬，其头盔生产历

史悠久，先进的材料构造，强度和轻便的性能备受关

注。HJC致力于头盔技术的卓越和发展超过45年，已

掌握了制造符合高级标准的头盔的技术。该品牌已在

全球65个以上的国家/地区分销，各种头盔类别占据了

欧洲摩托车头盔市场的20%。

HJC的风洞实验室进行的测试以及Moto GP顶级车手

的直接反馈使HJC能够改善头盔的合身性和空气动力

学性能。所应用的文丘里动力学极大地降低了高速下

的阻力，并使空气阻力与排气通风达到平衡。

HJC作为MotoGP赛车的主要赞助商，在过去几年

中多次冠名赞助，包括2016年捷克共和国大奖赛以

及2017年和2018年法国大奖赛。HJC是第一家获得

MotoGP赛事赞助商头衔的头盔公司。之前的HJC大

奖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作为超过17年的全球头号头盔制造商，HJC具有悠久

的历史。HJC与全球合作伙伴和先进技术齐头并进，

在各种类别的设计和开发上投入大量资金，并在创建

和引入新的施工方法做出战略选择。直到现在开发和

制造自行车头盔和滑雪头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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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C风洞测试实验室

HJC头盔在实验室以及“现实生活”中均经过测试，以符合高质量标准。 

HJC是极少数配备有自己的先进风洞实验室以测试空气动力学，通风，噪

声等的头盔公司之一。从摩托车竞赛技术的技术发展到高端公路自行车头

盔，HJC风洞测试实验室可以测量各种骑行条件下的所有相关数据，以改善

HJC头盔的性能。

先进的通风系统

为了实现最大通风性能，HJC采用了伯努利的技术原

理改进增强空气动力学效能。在骑行中，表面流动的

速率通常随着其朝向头盔后部的发展而增加。通过压

力差，来自前进气口的冷空气通过后通风口排出，使

内部散热，为骑士在骑车时提供最佳通风。

空气动力学设计

凭借MotoGP赛车头盔的设计经验，HJC的设计师和

工程师已成为空气动力学和通风头盔的专家。顾名

思义，气动头盔比传统的赛车头盔更具空气动力学

性能，但通风性能却受到损害。使用HJC头盔，可以

大大减少这种折衷。HJC提供了通风气动并存的自行

车头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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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与安全

加固支架结构

HJC头盔采用集成在EPS中的内部支架进行了加固。

支架不仅可以将头盔整体固定，还可以使其更坚固，

更耐摔，从而在发生撞击时保护您的头部。

空气通道系统

以一定数量的前进气孔引入空气，然后在头盔内循

环，最后通过排气孔排出，以使内部气流增加，并冷

却头部和散热。

模内成型

模内成型方法包括将EPS内层与聚碳酸酯外层粘合在

一起，以提高结构强度。通过提供紧凑的加强件来增

强骑士的保护，并为产品提供完美的外观。

X-Static / 银离子织物

由具有抗菌特性的银离子制成，可消除细菌而不会对

健康造成危害。这些天然元素被整合到织物中，并且

不会被洗掉，从而使其成为持久的产品。

3D激光头扫描

3D激光扫描精密工程对大量人员的头部进行了扫描

和分析，以确定理想的头盔形状。确实，这些数据使

工程师能够比较各哥国家和种族的各种头部大小和形

状，以在3种头盔尺码中获得更好的贴合度和最佳舒

适度。

自调节系统

SELFIT™是一种自动自我调节装配系统，是自行车头

盔装配的一项革命性技术。

一旦将头盔带在您的头上，就无需进一步调整，即使

您在行驶过程中头部在移动。SELFIT系统自动调节间

隙，为您的头部提供一致的贴合度和舒适度。

5个卡扣安装位置可为所有不同类型的头部形状和大

小提供一致的贴合度和舒适度。骑士可以精确地调整

配件，因此头盔会一次又一次地完美调整以贴合不一

样的头型。

COOLPATH

COOLPATH™是HJC获得专利的一项新技术，取代内

部衬垫，可使凉爽的空气在您的头部周围流动，并改

善您的骑行中的舒适感。凉爽的气流和头盔的轻便性

增强了贴合性，并提供了出色的骑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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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C 支持乐透

自2018赛季开始以来，HJC一直是Lotto Soudal 

UCI Pro Tour车队的官方头盔供应商，这已经三

年了。所有乐透Soudal车队的车手，包括UCI职

业男子队，女子队和U23队，都戴着HJC头盔。

UCI 一小时记录
Victor Campenaerts 55.089 公里

2019年4月Victor Campenaerts在UCI世巡赛车队LOTTO SOUDAL中使用HJC ADWATT计时头盔赢得了

UCI一小时纪录。Adwatt通过风洞测试进行增强设计，以提高其在赛道上的阻力性能。

2018年欧洲计时赛冠军凭借ADWATT为UCI WORLD HOUR RECORD创下了55.089公里的新标记，他与

HJC的设计师和工程师合作开发了该产品。众所周知，维克多（Victor）仅使用不带护目罩的TT头盔，而

他的大多数队友都戴着护目罩。HJC成功地应对了开发TT头盔的挑战，该头盔无论有无护目罩都有效，从

而创造出既快速又通风良好的头盔。HJC为能够支持Victor Campenaerts和Lotto Soudal团队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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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EX 2.0公路头盔是超轻便舒适的头盔，提供更佳的通风效果。其独特的形状改

善了空气动力学性能，并使其能够更快地散发热量。

IBEX由HJC自己的风洞实验室开发，集成了文丘里动力学以平衡空气阻力，非

常适合剧烈比赛和炎热天气等条件。具有令人印象深刻且良好的平衡设计。

重量仅为200克，总共16个通风口，这款大组盔的空气动力学特性也会令您感

到惊讶。它还配备了更多功能，例如：可调节枕骨支架，护目镜架，和抗菌X-

Static护垫。

该头盔带有备用垫，洗衣袋和一个随身携带用来保护头盔的袋子。

风洞测试

空气通道系统2.0

空气动力学设计
卖点

文丘里动力学

模内成型

加固支架结构

轻量化200克

COOLPATH™

自动调节系统

呎碼

S  51-56 cm  20-22"
M 55-59 cm  21.6-23.2"
L  58-63 cm  22.8-24.8"

IBEX 2.0
建议零售价 ¥1,899

黑 白

灰薄荷绿 米白粉红 红黑

白灰 深蓝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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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ION 2.0
建议零售价 ¥1,804

风洞测试

空气通道系统2.0

空气动力学设计
卖点

文丘里动力学

模内成型

加固支架结构

轻量化200克

COOLPATH™

自动调节系统

呎碼

S  51-56 cm  20-22"
M 55-59 cm  21.6-23.2"
L  58-63 cm  22.8-24.8"

黑 米白金白 淡橄榄

粉红 黑灰深蓝 红黑

与顶级车队合作研发，Furion 2.0被认为是毫不妥协的设计杰作，因为它结合了出色

的空气动力学和高效的通风功能。

得益于HJC在MotoGP赛车头盔概念设计方面的经验，FURION的空气动力学，创新

且简单的设计提高了其性能和气流，以实现最佳的空气通过和以空气降温的能力。

Furion 2.0集成了文丘里动力学，以平衡空气阻力与先进的排气通风系统。凭借其空

气动力学形状和超轻的重量（约190g），与竞争对手相比，这款头盔将使您在骑行

过程中节省7%的能量。它还配备了更多功能，例如：可调节的枕架，护目镜架，和

抗菌X-Static护垫。

该头盔带有备用垫，洗衣袋和一个随身携带用来保护头盔的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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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点

ATARA
建议零售价 ¥759

风洞测试

空气动力学设计

文丘里动力学

空气通道系统

模内成型

轻量化210克 (±10)

呎码

S  51-56 cm  20-22"
M 55-59 cm  21.6-23.2"
L  58-63 cm  22.8-24.8"

Atara受益于HJC高端型号的所有技术开发，例如

IBEX 2.0和Furion 2.0。

具备空气动力学且舒适，Atara是贴合的日常使用

头盔。它轻量，易于调整以适应您的头部大小，

并且在安全性方面丝毫不受影响。与所有其他HJC

头盔一样，内部填充物是可拆卸和可清洗的，可

保持物品清洁并保持头部凉爽。

黑 红

萤光黄 深蓝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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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ECO
建议零售价 ¥999

VALECO是一款现代，空气动力学且通风良好的头盔，其重量仅比其兄弟

产品HJC的Ibex 2.0 重约30克。该头盔的12个通风孔可在任何情况下使您

的头部保持凉爽，从春季古典赛到夏季阿尔卑斯山的炎热爬坡。

新的Valeco结合了为其他型号开发的各种先进技术，可为您提供安全，通

风，舒适和设计方面的最佳体验。头盔还具有更多功能，例如：可调节的

枕骨支架，护目镜支架，和抗菌X-Static护垫。

该头盔带有备用垫，洗衣袋和一个随身携带用来保护头盔的袋子。

风洞测试

空气动力学设计

空气通道系统2.0

文丘里动力学

模内成型

加固支架结构

轻量化200克

卖点

呎碼

S  51-56 cm  20-22"
M 55-59 cm  21.6-23.2"
L  58-63 cm  22.8-24.8"

Lotto 白

橄榄绿黑

红黑

黄黑

米白

银白

灰黑

深蓝黑

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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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WATT
建议零售价 ¥2,849

2019年4月Victor Campenaerts在UCI 世巡赛车队LOTTO SOUDAL中使用HJC ADWATT计

时头盔赢得了UCI一小时纪录。Adwatt通过风洞测试进行增强设计，以提高其在赛道上的阻

力性能。

此头盔有2个通风孔，不带护目罩的重量约为280g，带护目罩的重量为340g。HJC成功地开

发具有和不具有护目罩的高效气动盔的挑战，同时创造了既快速又通风的头盔。

该头盔配有备用垫，洗衣袋和高级保护盒，可在旅行时保护头盔及其护目罩。

风洞测试

空气动力学设计

空气通道系统

文丘里动力学

模内成型

附有护目罩

轻量化280克
剩头盔280克 (+- 10)

含护目罩340克 (+- 10)

卖点

呎碼

XS / S  54-56 cm 21.2-22"
M / L 57-59 cm 22.4-23.2"
XL / XXL 60-63 cm 23.6-24.8"

黑色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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