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SM贵为美国顶级铁人坐垫品牌，

始创於1999年。由热爱自行车竞

赛的Steve Toll先生创立，当时

Steve先生与太太Laura Steve长

期忍受骑乘的痛苦不适，因自行车

坐垫设计一成不变，不着重舒适

感。终於在1997年冬天，Steve
先生亲手设计了一款可舒缓不适的

自行车坐垫，在1999年成功申请

专利。直至现时，经过专门测试的

ISM自行车坐垫，已为无数的运动

员取得胜利，三项铁人丶奥运会丶

公路赛等等。许多的专业及业余自

行车爱好者也赞许，ISM自行车坐

垫是世界上最舒适的自行车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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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槽设计的科学概念

U槽是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设计。U槽坐垫可以完美支持

耻骨支撑骨头，消除了对身体的会阴及软神经区域的神

经丶血管的所有压力。提供了优良的血液流动丶没有生

殖器官麻痹。长时间骑座也不感痛楚。

超厚垫料，完全追求骑乘舒适感

除了竞赛用的长形座垫，ISM推出的优闲骑乘系列的

座垫也同样出色。圆兜形设计，符合人体殿部坐围，

配合超厚垫料，舒适感如同坐梳化椅。十分适合家庭

同乐日使用，是讲求舒适的运动用品。

ISM座垫荣登2019 Kona榜首

ISM座垫成为2019三项铁人世界赛中，最多车手选用的自行车座垫，数目高达857

个，比排名第二的品牌超过双倍的使用数目。在2000多名的参赛车手中，占1/3是

使用ISM座垫完成比赛。

被KONA参赛者认可的坐垫

2019单车座垫统计结果
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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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ISM重新整合旗下所有坐垫产品的系列及分类，按着不同的性能，

分别推出5大系列：PS丶PL丶PN丶PR及PM。

ISM座垫－U槽设计技术

所有ISM座垫也采用专利的U槽设计技术，针对减少车

手会阴部位不适疼痛，绝对是座垫市场中的创新领先技

术。U槽设计的座垫，在座垫前端裁出U形空隙，这设计

特别适合男性车手，使生殖器官不会受压及压伤，完成

俯身冲刺。确保车手骑乘时最大的健康丶舒适感，及具

备多项功能，任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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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 3.0
Stainless Steel Rails
建议零售价 ¥1,804

专为公路赛丶三项铁人及计时赛所设计。PN坐垫是

系列中形状最窄长的坐垫，阔髀关，增加踏动的自

由度。

產品規格：

•	 长度：255mm
•	 宽度：120mm
•	  座弓材料：不锈钢

•	  颜色：黑

•	 坐垫厚度：30lv

產品規格：

•	 长度：275mm
•	 宽度：110mm
•	  座弓材料：不锈钢

•	  颜色：黑

•	 坐垫厚度：25lv

產品規格：

•	 长度：255mm
•	 宽度：120mm
•	  座弓材料：碳纤维

•	  颜色：碳纤维

•	 坐轨：7x9

產品規格：

•	 长度：255mm
•	 宽度：120mm
•	  座弓材料：不锈钢

•	  颜色：黑／白

•	 坐垫厚度：40lv

PN 1.0
CrN/Ti Alloy or Proprietary Stainless Steel Alloy Rails
建议零售价 ¥1,899

PN 3.0C
Carbon Rails
建议零售价 ¥

PN 3.1
Stainless Steel Rails
建议零售价 ¥

PN 1.1
Satin Steel Rails
建议零售价 ¥1,187

PN 2.1
Chromoly Rails
建议零售价 ¥1,614

產品規格：

•	 长度：275mm
•	 宽度：110mm
•	  座弓材料：不锈钢

•	  颜色：黑／粉红

•	 坐垫厚度：40lv

產品規格：

•	 长度：270mm
•	 宽度：120mm
•	   座弓材料：铬钼钢

•	   颜色：黑

•	 坐垫厚度：40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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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为长途骑行设计，例如：公路赛及山路赛，满足车友追求长时间

骑行的舒适度。长形坐垫，有更多後靠的空位，上坡更带劲。

產品規格：

•	 长度：275mm

•	 宽度：135mm
•	  座弓材料：钛／不锈钢

•	  颜色：黑

•	 坐垫厚度：30lv

產品規格：

•	 长度：275mm
•	 宽度：135mm
•	  座弓材料：铬钼钢

•	  颜色：黑

•	 坐垫厚度：40lv

PL 1.0
CrN/Ti Alloy or Proprietary Stainless Steel Alloy Rails
建议零售价 ¥1,804

PL 1.1
Chromoly Rails
建议零售价 ¥1,567

LONG
PL

专为三项铁人丶计时赛及场地赛设

计，它的设计会比其他系列坐垫短

身轻巧，也使用较小垫料。

產品規格：

•	 长度：250mm
•	 宽度：130mm
•	 座弓材料：铬钼钢

•	 颜色：黑

•	 坐垫厚度：30lv

產品規格：

•	 长度：250mm
•	 宽度：130mm
•	 座弓材料：钛／不锈钢

•	 颜色：黑

•	 坐垫厚度：15lv

PS 1.0
CrN/Ti Alloy or Proprietary Stainless Steel Alloy Rails
建议零售价 ¥1,804

PS 2.0
Chromoly Rails

PS 1.1
Chromoly Rails
建议零售价 ¥1,614

產品規格：

•	 长度：245mm
•	 宽度：130mm
•	 座弓材料：铬钼钢

•	 颜色：黑／白

•	 坐垫厚度：30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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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規格：

•	 长度：245mm
•	 宽度：130mm
•	  座弓材料：不锈钢

•	  颜色：黑

•	 坐垫厚度：50lv

全功能设计，能适合各种自行车选用。坐

垫设计与PS相同，且兼备更多的垫料，为

全日舒适的骑乘旅程提供支持。

PR 1.0
Satin Steel Rails
建议零售价 ¥949

PM 2.0
Chromoly Rails
建议零售价 ¥1,567

PR 2.0
Satin Steel Rails
建议零售价 ¥1,139

PR 3.0
Satin Steel Rails
建议零售价 ¥1,139

產品規格：

•	 长度：250mm
•	 宽度：130mm
•	 座弓材料：不锈钢

•	 颜色：黑

•	 坐垫厚度：40lv

產品規格：

•	 长度：235mm
•	 宽度：145mm
•	  座弓材料：不锈钢

•	  颜色：黑

•	 坐垫厚度：60lv

產品規格：

•	 长度：260mm
•	 宽度：130mm
•	  座弓材料：铬钼钢

•	  颜色：黑

•	 坐垫厚度：30lv

专为山地设计，圆滑形状的後半部座

垫，令骑手在技术路段更易进行重心转

移动作。短座垫设计，加强舒适度。

產品規格：

•	 长度：235mm
•	 宽度：205mm
•	    座弓材料：钢

•	    颜色：黑

•	 坐垫厚度：40lv

COMFORT FITNESS
URBAINE
Satin Steel Rails
建议零售价 ¥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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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M座垫安装指南

为了达至最佳的ISM座垫骑乘经验，正确安装是关键。请阅读以下指引，指示你如何安

装ISM座垫。

指示：这指南不会改变骑乘者的座姿，对比使用传统风格的座垫，ISM正确的位置安装

非常简单，只是移除在骑乘者会阴软组织下，即不舒适的鞍鼻。

1. 安装前／後位置

ISM座垫专利形状及设计是消除座垫的鞍鼻。结果是，我们座垫的前臂必须明显进一步

回择过去的鞍鼻，约2-3英寸，或5-8厘米。这是有变化的，根据你使用及选择哪种座

垫，及你的个人喜好。当骑乘ISM时，背後应该保留有1-3英寸的座垫空位。ISM座垫的

安装位置是比一般座垫偏後。

2. 座垫角度（倾斜）

最後，我们需要设置座垫的角度。为此，我们建议先从鞍水平（与地面平衡），或向下

倾斜2度。没有必要大角度向下倾斜。

3. 座垫角度的视觉参考：

当设置座垫的角度，我们不同种类的座垫，在视觉参考上是有轻微变化。

以下的图片，座垫的角度由蓝线所示。PL及PN座垫。

PS及PR座垫。後高前低的角度设计。

接照指南进行初次安装後，带一个扳手在你的口袋，进行短途骑乘。如

果你是ISM新用家，这是一个好机会，你可以轻松调节座垫位置，确保

这是完全美设置适合你独特的身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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