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rbea于1840由Orbea兄弟创立，由于他们精湛的金属

加工手艺，迅速成为著名的枪枝制造者。1930年代因为

市场需求开始设计制造自行车，自1931年开始,西班牙的

ORBEA已致力为骑手研发公路车及山地车。在2007年
更推出碳纤计时赛自行车。它以独特的空气动力设计令

不少骑手深深被吸引着。其后更不断研发其他自行车配

件。1960年重组为员工共有经营企业。

每一部Orbea自行车均来自位于西班牙北部 (Basque，
巴斯克地区) 的庇里牛斯山 (Pyreness) 心脏地区，在巴

斯克语里这个地区被称为Euskadi  ，这里气候温和，层峦

迭峰，草木苍翠，是个终年适合骑车的地方，也是出产自

行车好手的地方。在这个地区里有超过1,500个以上的单

车俱乐部，数以万计的单车骑士，更有为数众多的一级竞

赛好手从这里出来。

源自巴斯克地方的人所具有的乐观、热情，爱好艺术，忠

于工作等特质，每一部Orbea自行车从设计开始到制造

完成，在Orbea工厂里都被当成艺术品般的呵护着。在

Orbea工厂里你也常可以看到许多来自同一家庭的员工在

这里一起工作，甚至有三代同在这里工作的。由于Orbea
人对自行车的热爱与忠诚，Orbea总是不断思索着如何创

造更美更好的自行车，以符合众多单车爱好者的需求。

Orbea 20世纪90年代的奥运会中登上领奖台。而Orbea 
的自行车和山地自行车队在全球化进行中的21世纪，赢得

奥运金牌和银牌。其中有金牌的Julien Absalon和银牌的

Jean-Christophe Peraud以及两届彩虹战衣（在2011
年和2014年）的Catharine Pendrel等车手（历史上第一

位使用软架自行车（全悬挂的Oiz）上赢得这件荣誉衫的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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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BEA MYO
自行车全定制服务

当你手持一定预算想要买辆自行车时，市面上有限

的厂家和它们有限的产品线，提供的选择的也一定

是有限的。从曾经的公吧标配6300、R3轮组到现

在的人均“小太阳”，很不错，但是太普通。

ORBEA MYO
全定制服务，给你提供更多可能

ORBEA的“定制”服务可以追溯到1840年，那时候没有工业化

的流水线生产，所有自行车都由工人手工焊接、喷涂、组装。

现在，这份匠心得以传承，所有ORBEA的自行车仍选择在欧洲

生产。

MYO全定制，和你共同怀念这份手工打造单车的情怀，享受跨越

三个世纪如一的品质。

MYO定制服务面向ORBEA全系整车和车架，涵盖从入门到高端

所有产品线。公路、山地、铁三、单车架、单前叉……

全系都可以享受定制服务。

涂装定制方面，车架主色、次色、纹路、LOGO以及所有你能想到的细

节，都可以自己选择颜色搭配和质感表现，甚至还能签上自己的名字，或

是给你的爱车命名，提供超过4000万种组合的可能。

传统意义上的定制仅限于车架涂装，极少数如Project One可以提供自选

配件，但是价格总是让人望而却步。

ORBEA MYO除了定制涂装外，还可以自由选择：

车架尺码、弯把、把横、把立、曲柄、坐垫、座管、变速套件、外胎……

涵盖常见规格和主流品牌，全系均可以合理的价格选择合适的配件，拒绝

二次消费，真正的“一步到位”。

工厂直接定制，强大的制造实力，让您无须等待太久。当你的订单提交到

ORBEA后，这就是接下来将会发生的事情：

还等什么？
来ORBEA MYO打造你的专属战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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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CA
在打造轻巧，时尚的公路赛车的斗争中-比赛边际是巨大的。

Orca赢得了更少的輸出。较少的零亂，不可见的走線和减少的空气阻力降低了表面面积，并具有更大的潜力。

骑行充满了最高级的东西。通过减少需求，最大限度地提高简约性，

我们创造了一个Orca，该Orca通过精炼去除不必要的东西后可以改善骑行体验并提高性能。

ICR
内走线经过精心设计，沿着把立下方抵達头管的最佳路径，以消除摩

擦或嘎嘎声，并且针对传统機械和电子變速系统进行了优化。

隐藏夹
Orca的座杆夹可以平稳地集成到車架中，从而减少了弄髒的可能性并

提高了空气动力学性能。 更不用说，它看起来也很棒。

座杆夹
Orca座杆的圆滑且牢固的夹具是专有设计，可独立于座垫前后位置进

行倾斜调节

一體化
剎車線和變速線直接在把立下的气门盖内部布线。巧妙的碗姐设计和

分离的垫圈使線路可以进入車架，同时仍可以进行把立调节。

动态结构刚度
头管，下管和後下叉可抵抗扭曲，并将动力传递至后轮。车架底部的

抗弯强度直接转化为道路上的更多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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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CA Aero
追逐骑行各个方面的小改进，但不要忽视Orca Aero提供的巨大优势。 

Orca Aero不仅会欺骗风，而且会公开挑战它，这是对效率和刚性的颂歌。 

OrcaAero是渴望对领奖台熟悉的车手理想同伴。

当其他人躲在轮子上被击败时，要与前线战斗。

在抓住机遇的那一刻，在专为荣耀而设计的机器中发现未知的力量。

空气动力学- 全新的Freeflow前叉
较宽的前叉开口可降低通过车轮和前叉的气流压力，从而将阻力降低4

瓦。根据UCI新法规设计的前叉为所有竞争对手提供了3:1的优势比率。

空气动力学- 更短的尾
使用扁平的管型，以削減流向水壺的气流。

双倍半径扩大了管道轮廓周围的气流，改善了不同角度的气流。

FLATTENED SIDES减少了管道前端的摩擦，并在低速时提供了更好

的推動。

空气动力学- ORCA氣動座桿
Orca Aero的椭圆形座杆旨在减少空气湍流，而不会损害其减震能力。 

座杆是可调节的，并且采用的系统可实现更大范围的座垫位置调节。

刚性- 刚性结构
头管，BB和后叉接头经过优化，可提高抗扭强度。这些截面已针对每

种尺寸的车架进行了优化，以创建更坚固的结构。

动力传输
更加坚硬的Orca Aero意味着骑士可以更好地传递动力

一體化- 简单性和兼容性
碗組和把立垫圈设计允许多种把立／弯把选择

一體化- ICR PLUS
ICR（内部走线）确保最佳的内部走线：该系统降低摩擦機會，易于

安装且维护成本低。ICR +系统兼容机械以及电子和无线系統

一體化- MMS
Orca Aero的特点是多功能性和智能设计。水壶架安装座提供了多种配

置选项，以改善空气动力学性能或改善自行车重心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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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NT
您知道，当您计划骑行时，将是漫长的一天，一条充满攀爬和扭转下降的路线，

崎嶇不平的道路上还夹杂着很多其他人都知道的东西。

这些骑行并不是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樣（有趣），但他们肯定令人难忘，具有纪念意义，具有挑战性。

那就是为什么你继续前进？ 

您喝了另一杯咖啡，然后穿上鞋套以保持溫暖，抓住您的Avant，并在进入晨雾之前进行快速检查。

没有其他机器可以更好地帮助您忍受艰苦的工作。这将是漫长的一天-您会喜欢的。

Monocoque
Avant使用科技先进的碳纤维建造技术，因此您可以更快地爬升并骑更

长的时间。Orbea Monocoque Performance（OMP）将高模量和高强

度纤维添加到标准铺层中，以提高刚性／重量比。头管和BB嵌件的模

具消除了关键区域的皱纹，从而在保持强度的同时减少了碳的使用。

动态结构舒适
碳纤维结构，管形和車架设计是构建舒适車架的基础，有助于减轻肌肉

疲劳。Avant的动态结构可提供平稳，轻便的騎行体验，而不会像管插

件和弹性体那样造成体积大的折衷。

碳纤维叠层以及上部管和後上叉的最小体积产生的自然弯曲可提供动

态，平稳的行驶感觉，就像漂浮在崎嶇不平的道路上一样。感觉是微妙

的-但它很明显并且可以测试。

效率
扭转和侧向载荷的大部分由车架的下坐管承受。頭管，下管和后叉的形

状可防止扭曲，并将动力传递至后轮。

毫无疑问，较大的横截面和車架底部的抗弯曲性直接转化为道路上的更

多瓦特，并产生了动力传递是瞬时的感觉。

AVANT 前叉
Avant前叉采用较浅的圆形叶片轮廓，叉腿较长，可提供弹性，轮胎间

隙和扭转刚性的最佳组合。较短的头管抵消了增加的轴对冠高度，以保

持堆疊尺寸并改善美观性。

ORBEA耐力几何
Avant Endurance Geometry源自对人体工程学如何帮助您进一步骑行

的多年分析。与专注于空气动力学的赛车几何结构不同，耐力人体工程

学设计使自行车更易于骑乘并提高耐力。处理准确而直观。仔细考虑各

种尺寸的角度和尺寸，以最大程度地提高骑手的舒适度。更舒适意味着

更长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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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地形几何
在各种情况下进行控制。Terra的设计目的是在泥路、土路、Gravel、砾

石或其他任何可能遇到的路面。

Terra人體工學可用于越野赛，即使是骑一整天，或者是偶尔在路上的训

练。

操控准确而直接。仔细考虑各种尺寸的角度和尺寸，以最大程度地提高

骑手的舒适度

多功能性
多个自行车合而为一

Terra可以担任多个角色-Gravel，Road，CX，冬天訓練車或通勤。轮胎

间隙，能够安装挡泥板之类的附件，并具有全路形几何功能，这意味着

Terra可以随季节变化使用方法

舒適
細小的截面吸收振动。

优化形状以实现顺从和舒适

比弹性体更轻，更光滑的TERRA意味着更舒适和可控制

刚性
头管，BB和后叉接头经过优化，可提高抗扭强度。这些截面已针对每种

尺寸的车架进行了优化，以创建更坚固的结构。

Monocoque
Avant使用科技先进的碳纤维建造技术，因此您可以更快地爬升并骑更长

的时间。Orbea Monocoque Performance (OMP) 将高模量和高强度纤维

添加到标准铺层中，以提高刚性／重量比。头管和BB嵌件的模具消除了

关键区域的皱纹，从而在保持强度的同时减少了碳的使用。

TERRA
当然，您不会迷路，只是不确定这条路是否是公认的下一条山脊的位移路线。

天气真好，您一整天都在骑Terra，所以保持车轮滚动。

如果寻找路线，长途跋涉和逃离烦嚣是您的乐趣，

那么没有比Terra更好的工具来激发您的探索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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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U
这是专为捕捉训练成果转化其提炼到比赛作为准备而创造的自行车的名称，它的重点是度过一生。

当心率，瓦数和档位选择 从都的感知中完全消失时，只有您自己和自行车。

我们都知道这样的时刻-当您以某种方式超越自己的能力并尽力而为时，这是最罕见的事。

您将拥有一生的 时间把一切都准备就绪。

FREEFLOW
辐条的旋转以及当今更宽的轮圈和轮胎从前叉后部進入（车轮旋转时，

迎着风流），形成了高压／高阻力区。

自由流动使叉腿远离该区，以减少压力和湍流。空气动力学特性在正常

的方向保持不变，但由于Freeflow前叉叶片内的空域较少混乱，因此自

行车速度更快。

Mondragon 管型
Orbea直接与巴斯克地区蒙德拉贡大学的专家合作，以分析和测试空气

动力学概念。很少有自行车公司能触及到一所工程学院的研发和研究。

我们对传统机翼的微妙改进专门针对帮助骑士在道路上遇到的情况下更

快行驶-在低速行驶时更快，在偏航角较大时更快。

迷你锥型头管
我们决定走另一条路。我们为Ordu开发了25.4 x 28.6mm的迷你锥型头管

和叉形转向管。空气在缩小的前部区域周围顺畅流动，并经过聪明的空

气动力学把立盖，并一直畅通无阻。这些解决方案将笔直的28.6毫米设

计的正面面积减少了10%，从而减少了阻力，同时节省了几克的重量。

真的是不小的进步。

多重运动几何
在没有解决方法的情况下，充分利用Ordu在铁人三项或计时赛中真正的

重运动几何。Ordu的设计前提是没有理由让自己适应近乎完美的設定。

借助我们对称的座杆，可以计算出尺寸之间的线性级数，以及座垫位置

的坦率范围，坦白地说，“如果……”永远不会让您感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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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Z
Oiz熟悉如何艰辛辛努力达到顶峰，排行榜和领奖台。

我们不需要为这种现象编造谱系-两个世界冠军赛证明了Oiz是纯种马。

Oiz和严肃的越野运动是名词，不可否认的是它在世界杯上的存在。

无论您是装上号码牌还是在 下午骑车时达到最高峰，它都是既轻，又坚固，高效率的机器。

Oiz拥有到达那里所需的一切-没有更好的武器可以瞄准顶峰。

内走线
这是比赛中用於控制線路触手可及的最佳方法和路線。

专有的后避震锁装置是完全看不见的，藏在泥土中并在拿起水壶时不会挡住。

控件易于使用，从而在市场上创造出平稳又性感的避震装置。

这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但是当您对自行车进行优化，定制和武器化时，对细节

的痴迷将变得不容小看。

World Cup几何
Oiz的World Cup几何图形的改进源自多年设计世界一流的XC自行车。这个位

置是进取，舒适和快速的。处理精确而直观，可最大程度地提高灵活性而又不

会造成不稳定。仔细考虑各种尺寸范围内的角度和尺寸，通过提高效率来最大

化功率

两瓶設計
新型Oiz的最简单功能之一是最复杂的功能之一 - MD，LG和XL車架在前三角

内部均装有两个水壺架。內走线提供的额外空间使額外的水壺唾手可得，而不

是放在口袋或背部。

两种用途
怎樣能成為高效，时尚，又精致的100mm XC自行车那么酷？而用同一辆自行

车換成120mm的。在相同的总冲击长度中提供了两种行程长度，所以Oiz提供

两种配置 - 100mm行程世界杯和120mm TR。TR版本使用120mm的前叉，对

较大的轮胎进行了一些改动，但规格略强一些。但是不用担心，这位大哥在比

赛爬坡中没有放弃任何努力

SQUIDLOCK遥控锁
紧凑，轻量和集成的三位锁定杆，与伸縮座桿集成在一起，可在两个组件中仅

使用一个夹具。

Monocoque EPS
Oiz使用最先进的碳纤维制造技术来制造這個复杂的车架 – 一个复杂而艰苦的过

程，其结果将为您带来不凡的体验。对预浸料碳板进行激光切割，以最大程度

地减少多余的材料和重叠，并且预成型时间可确保以最少的碳量实现最佳压实。

车架设计使用尽可能多的碳，当然可以减轻重量，但也有助于Oiz的精致和優

美。UFO 2和Fiberlink之类的功能充分利用了碳的功能，并将Oiz本身归为一类

FIBERLINK
为了获得刚性和干净的线条，我们开发了长纤维注入的Fiberlink。

Fiberlink是輕量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刚性的完美融合，可与Oiz和座管的形状无

缝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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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AM
当您的朋友找你一起到公园骑“几个”圈时，

您的朋友会问您是否打算伸缩伸缩座杆吗？

您的热门路线是否经常涉及在任何地图上都没有的上下野路？ 

您的自行车是否必须做好一切，才能到达目的地并再次返回？

如果您认为自己可能是这个骑手，那么Occam应该是您的自行车。

避震
140毫米行程，带140/150毫米前叉选项

现代越野自行车可用于各种令人印象深刻的骑行方式。

一些骑手使用它们在骑行中爬上数千米，其他骑手在日常冒险中进出自

行车公园并跳下。

Occam可搭配140mm Fox 34或150mm Fox 36使用，因此您可以随心所

欲地骑行

林道几何
輕鬆的头管角度 - 出色的稳定性

BB位置較低 - 包角更自然

长座舱 - 保持平衡的同时有足夠的空间移动

更长的轮距 - 高速時的稳定性

陡峭的座桿角度 - 正确的踏板位置

短後上叉 - 用于长伸縮坐管。

OMR碳纤维
Orbea Monocoque Race（OMP）车架仅混合高模量纤维和高强度纤

维。对预浸料碳板进行激光切割，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多余的材料和重

叠，并且数小时的预模制可确保以最少的碳量实现最佳压实。完整的

EPS（发泡聚苯乙烯）模具有助于消除皱纹和空隙

不对称-人体工程学和平衡
非对称／偏移设计提供了超越刚性和轻量的独特优势。减震器的安装位

置非常容易操作，整洁的设计为瓶子的放置留出了方便的左侧空间。

不对称-强度
右侧支撑加强并加强了高壓区域。

Occam设计不是使用效率较低的“冲击通道”，而是将冲击力抵消到了

框架的左侧，从而使不对称支撑物可以沿着更直接的路径运动。

紧靠减震器的直线是抵消前三角架上悬浮力的最有效方法。

051 052



RALLON
这是暂定仲夏的第一轮比赛比赛的第三圈之间的差距。很容易知道您已缓解避震。

什么时候有更多的成功秘诀，就可以增强信心，提高速度和控制能力。

全地形 车是一种额外的乐趣，它使骑行变成了很棒的骑行 – 人群的呼喊，牛铃，变速，

加快的反应时间和增强的感知力。

好时光和无时无刻的区别。

更長的行程展示全新的运动学
经过重新设计的连杆组件，Rallon的行程达到了160mm。较高的启动杠

杆比提高了早行程敏感性，而渐进速率从8％增加到20％，以提供更多的

自下而上的支持。

即使行程增加，车架的几何形状也保持不变，并且增加了170mm的Fox 

36前叉，从而使Rallon增强了Enduralin的耐力性，头管角度為64.5º

连接點
Rallon的悬架为我们的工程师提供了独特的自由度，可以对其运作进行

精细设计，从而独立优化踏板效率，较小的颠簸灵敏度，悬架渐进性和

后系统刚性与重量比。

高主枢轴点可将踏板能量损失降至最低，并且保持後上叉与连杆机构的

定位确保正确的渐进性，以实现出色的颠簸吸收以及最终的抓地力和控

制力。

完全Enduro几何
輕鬆的头管角度

长座舱

可调几何

长轴距

陡峭的座桿角度

BB位置較低

短後下叉

Monocoque-OMR
Orbea Monocoque Race (OMP) 车架仅混合高模量纤维和高强度纤维。

对预浸料碳板进行激光切割，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多余的材料和重叠，并

且数小时的预模制可确保以最少的碳量实现最佳压实。完整的EPS（发

泡聚苯乙烯）模具有助于消除皱纹和空隙

先进的动力学
Advanced  Dynamics是每辆Orbea避震自行车的核心。这是与

CEIT（Centro de Estudios e InvestigacionesTecnológicas）共同开发的

基于计算机的建模过程，可让我们对悬架平台进行虚拟测试和微调。

使用庞大的冲击和零部件性能数据库，我们可以研究在模拟骑手的作用

下对踏板，座垫和车把施加力， 從而優化设计

053 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