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项铁人及铁人自行车配件专家品牌XLab，
不断为骑手们推出新产品务求为他们减少使

用其产品的时间，令用户可以使用XLab产
品时更方便。他们亦在产品设计上采取「耐

用」及「轻量」作原则，除了着重产品的外

观，XLab 亦重视实际的应用需要。

说到他们的亮点产品Torpedo System，基

於他们都明白到，一个标准的瓶子不是用於

骑行的理想形状，所以他们花了好几年的时

间来设计一个理想的瓶子。瓶子的特点是根

据空气动力的原理，再配以XLab的水架，能

够减低阻力的同时，微型电脑亦可置於瓶子

前，方便运动员使用。

产品特点：

· 容易饮用和补充。

· 不用提起，只要直接从管中啜饮，视线无阻。

· 新设计有夹紧拉片打开。只需弹出开口并通过拆分盖子来进行补充。

· 配有两个帽子样式！宽口设计能快速打开，顶部阀的设计能减少吮吸时   

  的进气量。

· 扁平的底部使瓶子也能直立在台上。

· 空气动力学设计。

· 计算流体动力学（CFD）减少了系统阻力。

· 支架调整最宽范围80mm-160mm（中心到中心）。

· SecureClip™支架 。

· 能够简单地固定在 Aerobar上，不需要额外的胶带来防止摇摆或倾斜。

· 适合22.2mm直径的 Aerobar。

产品规格：

· 容量：28盎司（282毫升）

· 支架宽度：80 - 160mm
· 重量：263g

Hydroblade 最方便和完整的垂直水合系统
建议零售价：¥446

易於打开，只需提起盖子并用宽口填充，咬口阀保持吸管充满水份，能快速饮

用，配有易於夹式夹具，适合最广泛的把手80-160mm（中心到中心）。

部件材料：

· 瓶：高密度聚乙烯，食品级无 BPA 塑料

· 水架／盖板：尼龙合成材料

· 支架：尼龙合成材料，带有防滑矽胶手柄的魔术贴。 适合 22.2mm 直径的 Aerobar 延伸。

产品规格：

· 容量：25盎司（740毫升）的 Aqua-Shot 瓶
· 调整范围：70mm-150mm（中心到中心）

· 重量：177g（不含瓶或电脑）

· 长度：145mm / 5.7英寸

· 瓶夹力：4磅

Torpedo Kompact 125
建议零售价：¥446

升级後的支架比起原来的Kompact 100，其稳固性高出3倍。安装後，无需再

有难看的电缆丶橡皮筋或电子胶带。SecureClip™ 支架只需用夹的方式，魔

术贴就可以安装到手把上。电脑安装在座上可以快速浏览您的数据。

瓶子稳固，易於插入和拆卸，也可用於Torpedo Kompact 500。

产品特点：

· 容易滑动的水架设计。

· 侧面切口的特别设计可以快速放进或取出瓶子。

· 自密封的喷嘴，能快速地饮用。

· 只需停止挤压，喷嘴就会自动密封。

Torpedo Kompact 100

产品结构：

· 瓶子：无铅丶无 BPA 和 HDPE 食品安全认证

· 安装板：铝合金

· 水架：尼龙复合 VULCAN CAGE
· 支架：尼龙复合与魔术贴用防滑延伸夹具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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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

· 容量：20盎司（600毫升）XLAB Cool Shot 绝缘瓶

· 调整范围：70mm-150mm（中心到中心）

· 重量：154.4g（无瓶或电脑）

· 长度：145毫米

· 瓶夹力：7磅

产品特点：

· 高模量，单向碳纤维安装板。

· 绝缘瓶－超反射的Cool Shot绝缘瓶保持液体凉快。

· Kompact系列最高級別瓶夹－6磅的抓握力对於恶劣的道路条件 

  也非常耐用，防跌出设计增加了抓握力。

产品结构：

· 瓶子：无铅丶无BPA和HDPE食品安全认证

· 安装板：碳纤

· 水架：碳纤底盘，聚碳酸酯 Raptor Talon 笼端

· 支架：适合扩展至22.2mm直径的把手

Torpedo Kompact 500
建议零售价：¥683

高性能，而且简单易用。新碳纤设计的水合系统更轻便丶更时尚。

产品规格：

· 容量：26盎司（768毫升）

· 重量：219g（7.7盎司）

· 支架宽度：80毫米130毫米

产品结构：

· 安装板：铝

· 水架：尼龙合成

产品特点：

· 容易饮用和补充，您亦可自定吸管的位置。

· 补充盖可拆开，在旅途中易於重新补充水分。

· 容易清洁，一体式的瓶身确保不会泄漏。

· 美国制造，无铅丶无BPA和HDPE食品安全认证。

· 26盎司（768毫升）容量。

· 快速安装和拆卸，无需工具。

· 可调节宽度，适合手把80mm-130mm（中心到中心）。

· 特殊外型设计适应您的手臂形态。

· 设计能减少50%的阻力。

Torpedo System 50+ 
建议零售价：¥417

Torpedo System 50+是为初学者提供完善可再补充的水合系统。价格和顶级功能均无与伦比。

易於安装，简单地环绕手把并收紧带子即成。饮料阀通过在秸秆顶部保持液体流动，使你能饮用得更快。

TORPEDO VERSA 
自行车市场中唯一的配件提名为Interbike创新奖！

补充瓶或标准瓶装置可通过无缝伸缩式底座之间互相切换。就算将其颠倒或摇晃，

也可以保持无液体泄漏。支架的设计能简单地安装并将Velcros完全收藏。

产品特点：

· Garmin码表专用伸缩支架，能保持训练时的最佳视野。

· Aero Computer Mount可随意调整倾斜度。

· 超级密封，新型无泄漏设计。

· SecureClip™ 支架，无需额外的配件，适合22.2mm直径的手把。

· 防反弹丶稳定。

· Megadjust™ 安装：高可调性，保持稳定。

· 可调整到70mm-150mm（中心到中心），而不影响空气动力的性能。

· 只需细小的安装空间。

· 容易饮用和补充，可调较吸管位置。

· 咬口阀能排去额外多馀的空气。

· 开槽式的填充盖子是添加片剂和流体的理想选择。

· 设计减少50%的阻力。

产品规格：

· 容量：26盎司（768毫升）

· 支架宽度：70毫米 - 150毫米

· 重量：Torpedo Versa 200 - 13.5盎司（385克）/ Torpedo Versa 500 - 11.7盎司（332克）

· 长度：266毫米（10.5英寸）从电脑安装头到瓶子的後面

· Versa 安装板：Torpedo Versa 200 - 加强型航天铝 / Torpedo Versa 500 - 16層單向碳纖維

· 水架：Vee Cage
· 电脑安装：尼龙复合材料

· 瓶子：无铅丶无 BPA 和 HDPE 食品安全认证

· 支架：尼龙合成材料，带有防滑魔术贴带适合22.2mm直径的手把

Torpedo Versa 200 - Aluminum
建议零售价：¥664

Torpedo Versa 500 - Carbon
建议零售价：¥1,177

产品规格：

· 颜色：黑色

· 重量：165克
· 材料：不锈钢安装座 碳纤维瓶笼

Rear Hydration - Single Systems
DELTA SERIES
轻、坚固、可调节的後部水合系统

Delta 425
建议零售价：¥759

· 悬挂在鞍座上，高度可调节，以获得最适当的位置。

· 稳定的设计，使水瓶容易插入。 

· 防震，能保障硬件的安全。

· 兼容Aero Pouch 300包或Multi-Strike维修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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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

· 重量：151克（5.3oz）

产品材料：

· 杆：不锈钢

· 水架：碳

· 杆可调性：3.25”（82.5mm）

· 兼容性：Cervelo，Scott，Kestrel，BH 和 Fuji 型号

Delta Sonic ML
建议零售价：¥1,025

· 高度兼容适合各种鞍座。

· Delta Sonic ML具有3.25“ (82.5mm) 的可调性，适合大多数骑行风格。

· 坚固的不锈钢支架防止摇摆和弹跳。

· XLAB高度认可的Gorilla Cage，扩口设计，使瓶子容易插入或取出。

· 创新的Vee Clamp将安装杆锁定，同时加强支撑。

Delta 105
建议零售价：¥379

· 符合人体工学，可以方便地放进瓶子。

· 不会阻碍上下车，低位置安装提供足够的空隙，易於在鞍座上活动。

· 将瓶子的高度调整到 1”，达至最舒适的程度。

· 高抓持力的XENON架可承受约8磅的抓握力。

· 坚固的安装可防止摇摆和振动。

·多功能维修夹具可使您轻松携带一个紧固的修理套件-  

  内胎，轮胎杆，XLAB Air Strike CO2筒和XLAB充气机。它还可以承载   

  包括管胎和充气泡沫密封剂。

Delta 200
建议零售价：¥626

· 把你的备用瓶子放在你身後。

· 单瓶水合系统。

· Gorilla Cage能保持你的瓶子到位。

· 适合大多数的标准鞍座。

产品规格：

· 包括：1个XLAB 支架和 1个XLAB Gorilla Cage
· 材料：专有复合材料，碳纤维水架

· 重量：108克

产品规格：

· 包括：1个支架和 1个XENON 水架

· 颜色：黑

· 材料：专有复合材料。尼龙复合水架

· 水架抓力：约8磅（3.6公斤）

· 重量：106克

Rear Hydration - Dual Systems
WING SERIES
使用XLAB双后排水合系统，使您可以在比赛中节省长达8分钟的时间

Mini Wing 105
建议零售价：¥455

· 意大利制造的双瓶载体，比原有型号多60%的抓握力！

· 双瓶系统整齐地夹在您的鞍座後面，方便取得水瓶。

· 其位置并不会妨碍你上下车。

· 使用单个螺丝安装，免去复杂程序，可以自行安装并立即骑行。

产品规格：

· 包括：2个迷你安装支架和2个XENON水架

· 颜色：黑

· 材料：6061-T6 铝安装支架。 尼龙合成水架

· 水架抓力：约8磅（3.6公斤）

· 重量：186克

Carbon Wing  世界冠军之选
建议零售价：¥1,386

· 市场上最值得信赖的後部，获得多项世界冠军！

· 高度可调节，2个支架水合系統和3个角度的水架。

· 可安装2个瓶子在侧面或1个在後面，非常具灵活性，不需要购买多个。

· 超轻耐用底盘，采用高科技碳纤维设计。

产品规格：

· 包括：底盘、1组 XCW 顶部和底部带子

· 材料：碳纤维和特种复合材料

· 重量：66克
· 颜色：黑／红

Turbo Wing
建议零售价：¥598

· 轻便的两瓶後托架。

· 高度可调3个支架位置和5个不同的水架角度。

· 轻便携带您的修理用品。

· 不会阻碍您的瓶子和维修套件所放置的位置。

· 可搭配高抓地力的Gorilla Cage。

Super Wing
建议零售价：¥807

· 与Carbon Wing功能相同，较便宜但稍重。

· 为您提供3个支架高度位置和4个水架角度。

· 集中在一个存储隔间。

· 安装2个瓶子在侧面或1个在後面，具灵活性， 

  不需购买多个。

产品规格：

· 材料：航天铝合金

· 重量：118克
· 颜色：黑／红／白

产品规格：

· 材料：航天铝合金

· 重量：146克
· 颜色：黑／红／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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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lcan Cage
建议零售价：¥123

便宜丶高性能的水架，适合普遍的道路。

Raptor Cage
建议零售价：¥303

设计圆滑，其钩爪可以配搭其他颜色，

使您的自行车更有个性，在普遍的道路十分耐用。

Torpedo Cage
建议零售价：¥474

最前沿的前面积减少68%。 

只需轻松拉动瓶子上升，便可取出。

产品规格：

· 颜色：黑

· 重量：约42克
· 材料：尼龙合成料

· 包括：耐腐蚀黑色锌螺丝

产品规格：

· 颜色：黑

· 重量：约30克
· 材料：碳纤维

· 包括：耐腐蚀黑色锌螺丝

产品规格：

· 颜色：黑／ 红／白

· 重量：25克
· 材料：碳纤维

产品特点：

· 大面积底钩可支撑大瓶

· 侧切口可以快速取出和放进瓶子

· 超强耐高技术聚合物设计

· 意大利制造，具有最好的意大利品质

· 与超反射Cool Shot绝缘瓶配对

产品特点：

· 约6磅的高抓地力碳水架。

· 流线型外观的Svelte设计。

· 与超反射Cool Shot绝缘瓶配对。

产品特点：

· 唯一水平设计的水架。

· 快速丶轻松地放进瓶子。

· 6磅抓握力。

· 深顶钩防止瓶子滑动。

· 水平调整至最佳的瓶子位置。

Chimp Cage
建议零售价：¥474

設計採用較短的切斷面，方便取出使用。

产品规格：

· 颜色：黑／红／白

· 重量：约40克
· 材料：碳纤维

产品特点：

· 专门设计在下管及座管使用。

· 快速方便地放进瓶子。

· 约8磅抓握力。

· 深钩和较厚的下沿能固定大瓶子。

· 广濶的调整范围。

产品规格：

· 颜色：黑

· 重量：约32克
· 材料：碳纤维

产品特点：

· 右侧和左侧存取，由你选择合适您的位置。

· 约5磅抓握力。

· 厚底片将大瓶子固定好。

· 广濶的调整范围。

右侧 左侧

Sidekick Cage 
建议零售价：¥474

可能是地球上能最快存取的水架。

Aero TT System
建议零售价：¥569

配衬你的黑色鱼雷瓶或其他套件。

产品规格：

· 材料：无味丶不含BPA丶碳纤维水架

· 容量：590毫升

· 水架抓力：约6磅
· 系统重量：约90克
· 水架重量：31克

产品特点：

· 在整个比赛距离内可节省多达64秒。

· 减少50%的阻力。

· 约6磅抓握力。

· 瓶子容易抓握。

产品规格：

· 颜色：黑／红／白

· 重量：39克
· 材料：碳纤维

产品特点：

· 世界排名第一的後排水架。

· 10磅抓握力。

· 高边可支撑大瓶，不会弹出。

· 瓶子容易插入。

Gorilla Cage
建议零售价：¥474

在颠簸的旅程中，您的水瓶会从自行车轻易地弹出。 

用高侧、高抓握的Gorilla Cage锁定它们，其设计使

瓶子变得容易插入和取出。

产品规格：

· 颜色：黑

· 重量：约49克
· 材料：碳纤维

产品特点：

· 约14磅的抓握力。

· 适用於後部单瓶托架和後部水平安装。

· 高边，防止高的瓶子跌落。

· 瓶子能快速和简单的插入。

Gorilla XT Cage
建议零售价：¥531

防止瓶子在自行车或粗糙的路面等极端条件下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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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gs & Pods 

风洞测试和CFD分析已经证明，在把立後面安装XLAB空气形状的袋能减少阻力，

在比赛中可以节省2分15秒的时间。 

提示：把立管与袋子的高度需互相配合。

Stealth Pocket 100
建议零售价：¥199

产品规格：

· 外形尺寸：长8.4”× 高2.5”× 阔1.5”
· 材料：专有低摩擦编织材料、红色拉伸内部网、反光银衬里、专有绝缘材料、防滑底座、高针刺刺绣

· 容量：20.4立方英寸

· 重量：51克
· 颜色：黑

Stealth Pocket 100C
建议零售价：¥265

产品规格：

· 外形尺寸：长8.4”× 高2.5”× 阔1.5”
· 材料：专有低摩擦编织材料、红色拉伸内部网、反光银衬里、专有绝缘材料、防滑底座、高针刺刺绣

· 容量：20.4立方英寸

· 重量：66克
· 颜色：黑

Rocket Pocket 
建议零售价：¥189

产品规格：

· 外形尺寸：长6.3”× 高3.3”× 阔1.5”
· 材料：专有低摩擦编织材料、红色拉伸内部网、反光银衬里、专有绝缘材料、防滑底座、高针刺刺绣

· 容量：22立方英寸

· 重量：54克
· 颜色：黑／红

Rocket Pocket XL
建议零售价：¥227

产品规格：

· 外形尺寸：长7”× 高3.9”× 阔2”
· 材料：专有低摩擦编织材料、红色拉伸内部网、反光银衬里、专有绝缘材料、防滑底座、高针刺刺绣

· 容量：36立方英寸

· 重量：59克
· 颜色：黑／红

Rocket Pocket XL Plus
建议零售价：¥256

产品规格：

· 外形尺寸：长8”× 高3.3”× 阔2”
· 材料：专有低摩擦编织材料、红色拉伸内部网、反光银衬里、专有绝缘材料、防滑底座、高针刺刺绣

· 手机兼容性：最大对角 6¾“（171.45mm）

· 容量：46立方英寸

· 重量：68克

Stealth Pocket 400
建议零售价：¥322

产品规格：

· 外形尺寸：长10.5”× 高2.1”× 阔1.5”
· 材料：专有低摩擦编织材料、反光银衬里、专有绝缘材料、防滑底座、高针刺刺绣

· 容量：23.2立方英寸

· 重量：72克
· 颜色：黑

Stealth Pocket 400C
建议零售价：¥351

产品规格：

· 外形尺寸：长10.5”× 高2.1”× 阔1.5”
· 材料：无孔、耐用的乙烯基外观、反光、绝缘内衬、防滑橡胶底座

· 容量：23.2立方英寸

· 重量：76克
· 颜色：黑

Stealth Pocket 400XP
建议零售价：¥341

产品规格：

· 外形尺寸：长10.5”× 高2.1”× 阔1.5”
· 材料：平滑编织的尼龙外观、反光、绝缘内衬、防滑橡胶底座

· 容量：26.3立方英寸

· 重量：76克
· 颜色：黑

Stealth Pocket 200
建议零售价：¥237

产品规格：

· 外形尺寸：长8.4”× 高2.5”× 阔1.5”
· 材料：专有低摩擦编织材料、红色拉伸内部网、反光银衬里、专有绝缘材料、防滑底座、高针刺刺绣

· 容量：20.4立方英寸

· 重量：44.5克
· 颜色：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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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et Pocket 200XP
建议零售价：¥275

产品规格：

· 外形尺寸：长8.4”× 高2.5”× 阔1.5”
· 材料：平滑编织的尼龙外观、反光、绝缘内衬、防滑橡胶底座

· 容量：24.6立方英寸

· 重量：76克
· 颜色：黑

Stealth Pocket 300
建议零售价：¥284

产品规格：

· 外形尺寸：长10”× 高1.9”× 阔1.6”
· 材料：专有低摩擦编织材料、反光银衬里、专有绝缘材料、防滑底座、高针刺刺绣

· 容量：20立方英寸

· 重量：63克
· 颜色：黑

Stealth Pocket 500
建议零售价：¥379

产品规格：

· 外形尺寸：长10.5”× 高2.1”× 阔1.5”
· 材料：专有低摩擦编织材料、反光银衬里、专有绝缘材料、防滑底座、高针刺刺绣

· 容量：23.2立方英寸

· 重量：76克
· 颜色：黑

Stealth Pocket 500C
建议零售价：¥351

产品规格：

 ·外形尺寸：长10.5”× 高2.1”× 阔1.5”
· 材料：無孔、耐用的乙烯基外觀、反光、絕緣內襯、防滑橡膠底座

· 容量：23.2立方英寸

· 重量：76克
· 颜色：黑

Mini Bag
建议零售价：¥151

产品规格：

· 外形尺寸：长5.5”× 深2.25”× 阔1.5-2.5”
· 材料：强硬的编织尼龙

· 容量：24立方英寸

· 重量：39克
· 颜色：黑／红

Mezzo Bag
建议零售价：¥199

产品规格：

· 外形尺寸：长6.3”× 深3.75”× 阔2-3”
· 材料：强硬的编织尼龙

· 容量：53立方英寸

· 重量：78克
· 颜色：黑／红

Aero Computer Mount Gen 2
可装在鱼雷飞行把支架Torpedo System上及前叉顶盖上的破风码表架
建议零售价：¥132

· 使计算机与视线保持水平，以便用家能快速丶轻松地查看

· 计算机的倾斜角度能使用家完美丶无反射地观看

· 外观设计感觉像飞行，达至最低的阻力

· 适用於大多数的小电脑

· 轻易安装在 Torpedo Mini Mount 的上方

INSTRUCTIONS

IMPORTANT: Please completely understand all user instructions before using this product. As with any 
high tech product you need to routinely check for loose hardware, cracks or other damage and 
replace items as necessary. Do not use product if any of these conditions exist.

MOUNT ONTO TORPEDO SYSTEM 
Tool required: 4mm Allen wrench, 8mm open wrench.
 
The AERO COMPUTER MOUNT will face to the of the bike and attaches with the hardware 
supplied through the slot in the front of the TORPEDO MINI MOUNT. Place the 16mm black M5
button head screw through a M5 x 15mm penny washer, through the AERO COMPUTER MOUNT,
other M5 x 15mm penny washer, M5 lock washer, TORPEDO MINI MOUNT, M5 plain steel silver
washer and into the M5 Nyloc nut. Torque to 30 in. lbs 
 

MOUNT ONTO STEMS
WARNING: This method should be completed by a professional mechanic. 
Tools required: 5mm Allen wrench.

The COMPUTER MOUNT attaches with a screw through the steerer cap, into the steerer nut. Remove 
your existing steerer cap socket head screw with a 5mm Allen wrench. You will not use this screw with the 
COMPUTER MOUNT. Place the 40mm long M6 socket head cap screw through the M6 plain steel 
silver washer and down through the COMPUTER MOUNT slot. You can have the mount facing 
forward or backward, whichever is easier for you to see the computer. Tighten to 9-18 in. lbs (1-2 nm). Attach 
computer to mount.

M5 plain steel washer

TORPEDO MINI MOUNT

M5 x 15mm diameter penny washer

M5 external lock washer

M5 Nyloc nut

M5 x 16mm button head screw

M6 x 40mm screw

M6 plain silver washer

码表架安装在 Torpedo System: 

产品规格：

· 表码架：宽33mm
· 重量：29.5克
· 颜色：黑

产品特点：

· 有助於减低来自计算机底座的阻力，设计同时考虑到空气动力学的原理。

· 安装在 Torpedo System 前面，有着最佳的观看角度。

· 使用非 XLAB 的水合系统时，可安装在把立上。

· 半空的位置更易於阅读。

· 适合大多数的计算机。

· 码表架宽37毫米。 有充足的空间去支撑小电脑。

C-Fast Computer Mount 铁人把手
建议零售价：¥379

· 使计算机与视线保持水平，方便快捷地查看

· 坚固的安装，没有太大的振荡

· 电脑可调节至适当的位置，电脑调节至两边把手的中心最为恰当

· 兼容所有1/4转的自行车小电脑

· 高品质 CNC 加工使外观更为高级

产品特点：

· 方便阅读。

· 5mm增量调整，确保以最佳位置观看计算机。

· C-FAST与所有Garmin自行车电脑兼容（该装置不 

  适用於Garmin手表）。

· 可完美置中。

产品规格：

· 颜色：黑

· 材料：CNC航天铝合金

· 重量：3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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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

· Versatile Mounting - 将安装在 Delta 单瓶系统或 XLAB Carbon Wing 和 Super Wing 的後部。

· 节省空间 - 安装到您的水合系统，能节省你的储存空间。

· 快速取出 - 简单拧开螺丝，再安装充气机和二氧化碳筒。松开你的备用胎，內胎或充气泡沫密封剂。

开口胎设置：

內胎和轮胎杆放置在多功能装置架上。两支二氧化碳和 Nanoflator 充气机。

四个二氧化碳气瓶和 Nanoflator 充气机（购买额外的二氧化碳装置架）。

管胎设置：

管胎在多功能装置架上。 两支二氧化碳和 Nanoflator 充气机。

管状轮胎和充气泡沫密封剂（购买一个额外的装置架）。

产品规格：

· 包括：中心板／多功能置物架／二氧化碳置物架／二氧化碳气瓶／硬件

· 材料：玻璃钢尼龙

· 重量：30克（底盘）

Multi-Strike Repair Holder
二氧化碳充气装置架（不包含二氧化碳）
建议零售价：¥208

无论您是否使用管胎或开口胎，多功能的MULTI-STRIKE都可以令您快速取出

维修套件。

不需再使用维修袋，将您的维修套件装入一个整洁的紧凑型空间。开口胎設置

可以承载內胎，轮胎杆，CO2气瓶和充气机；管胎设置可以携帶管胎和充气泡

沫密封剂。它亦适用于所有Delta系统、Carbon Wing及Super Wing。

CO2 液化气瓶保持工具
Sonic Nut （适用於 Turbo Wing 及 Sonic Wing）
X-Nut（适用於 Carbon Wing 及 Super Wing）

XLAB Sonic Nut是稳固气瓶和XLAB Nanoflator或Speed Chuck的最佳工

具。Sonic Nut连接到XLAB Sonic Wing 和Turbo Wing系统的後部，而X-Nut则

连接到XLAB Carbon Wing和Super Wing的系统，能使你在训练或比赛过程中

让轮胎得以充气。最多可容纳两个XLAB Air Strike CO2气瓶。美国制造，产品

包括安装用的硬件和组装说明。

产品特点：

· 使你的维修进度更加快速。

· 持有2个Air Strike CO2和充气机。

· 允许更多的袋子空间。

· 将物品存放在空气动力学位置上。

产品规格：

· 材料：机天铝合金

· 重量：16克
· 颜色：银

Sonic Nut
建议零售价：¥180

X-Nut
建议零售价：¥170

产品规格：

· 材料：机天铝合金

· 重量：19克
· 颜色：黑

Delta Carbon Rail Adaptor 
碳纤弓鞍座零件
建议零售价：¥94

XLAB三角适配器的专门设计用於连接到Delta 100, Del-

ta 200或Delta 250具有脊背基座的Fizik鞍座上。所以，

弃用拉炼和胶带，改用XLAB三角适配器，它无论外观

和功能都会好得多。 Multi-Strike Tubular Tire Strap
粘贴扣带
建议零售价：¥75

带子使您能够在Multi-Strike维修夹上擕带全尺寸的

管状轮胎。

Torpedo Vestito 水壶套
建议零售价：¥189

保冷能力提升至25%

绝缘覆盖系统，以获得最大的保冷效益

吸管通过折叠的方式以保持最佳的空气动力

安装和拆卸均非常简单

超光滑和低阻力

31个世界冠军，
连续6年Kona世界铁人冠军使用。

Torpedo System 50 Torpedo System 100 Torpedo System 400

产品规格：

· 适用於：Torpedo System 50,100 和 400
· 材质：氯丁橡胶

· 重量：41克（瓶盖）／10克（秸秆盖）

· 颜色：银

· 包括：瓶盖丶秸秆盖丶说明

产品特点： 

· 保持液体冷却 - 银色外部反射热力，使保冷能力提升。

· 全绝缘 - 瓶子完全覆盖，以达到最大的绝缘效果。

· 绝缘外套 - 保持液体更冷更冻，感觉更清新。

· 易於安装和清洁 - 简单的安装和拆卸，瓶子易於清洁。

· 折叠性能 - 折叠的吸管以获得最佳的空气动力。

· 高品质 - 全3mm低摩擦， 氯丁橡胶制造，表面光滑，极佳绝缘效果。

201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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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ua Shot 快速流量水瓶 (740ml)
建议零售价：¥66

Aqua Shot Racing Bottle不是普通的水瓶。它只需配

合简单的挤压和喷射，便有快速的流量。密封的喷嘴

能防止泄漏并加快更换时间，通过准确的校准控制你

的水份摄入量。它不含BPA，其物料可被分解，以确

保您和环境的健康。

产品特点：

·用上使其流量快速的矽胶阀。

·挤压时自动流动；停止挤压时自动密封。

·与其他挤压瓶不同，阀门不会粘到灰尘而受到 

  污染。

·在7秒内能流出4盎司的份量。

·容易使用，可垂直或水平安裝，不會洩漏。

·可用於碳酸飲料。

·不含BPA。利用了最新的生物化学工程，是一 

  款生物可降解的塑胶瓶子！这是使用革命性添 

  加剂EcoPure来实现的。完整的生物降解过程 

  大概需要1 - 5年。

·快速流量阀用上医用级的矽胶所制成。

Cool Shot 超反光绝缘瓶 (600ml)
建议零售价：¥113

Cool Shot是一款超反光的绝缘瓶，其无光泽的银色

表面处理有助于保持液体清凉。它能安全的锁定到

XLAB的水架上以防止水瓶跌出。高流量的阀门能使

骑行者快速饮用，不含BPA和邻苯二甲酸酯。

产品特点：

· 保持冰冷。

· 反光丶无光泽的银色表面可保持水低温。

· 可加冰或冷藏。

· 防眩光丶哑光银绝缘材料。

· 可快饮的确设计。

· 硅胶阀能使水份高流量地流出。

· 易拉喷嘴，方便饮用。

· 能牢固的锁在水架上以防跌出。

· 可垂直或水平安装，不会漏出。

产品规格：

· 容量：20盎司（600毫升）

· 高度：9.25in（234.9mm）

· 重量：97.5克

产品特点： 

·饮料阀只会令流体摄入，不会吸入空气而引起腹胀。

·咬牙阀将液体保持在吸管的顶部，以便饮用得更快。

补充和更换选项：

·固体补充盖－是添加粉末、片剂和流体的理想选择，确保系统完全无泄漏。

·开槽填充盖－是添加片剂和液体的理想选择。

·补充区域位于电脑后，可让您保持电脑屏幕清洁和清晰！

·Torpedo Bottle可以移动到您的另一个XLAB水架上，

   以便您可以使用准瓶子或其他瓶子。

Torpedo Spare 鱼雷水壶
建议零售价：¥170

超级密封瓶设计，把它颠倒过来再摇晃也没半点泄漏，

无泄漏设计能保持内部液体完整。

美国制造，是无铅，无BPA和HDPE，并得到食品安全

认证。

瓶子容量大，26盎司（768毫升）。

产品规格：

· 材质：无铅，不含BPA
· 容量：26盎司（768毫升）

· 颜色：黑

Torpedo Spare 鱼雷水壶刷新套件
建议零售价：¥123

对于那些为他们的鱼雷瓶寻求套件的人，XLAB为他

们生产高品质的刷新套件，与所有鱼雷系统兼容。刷

新套件包括两个补充盖，两个吸管塞，一个海豚尾螺

钉和一个带饮料阀的吸管。直接更换套件便可刷新您

的瓶子了。

1
2
3
4

补充盖：透明固体和黑色开槽

秸秆塞

海豚尾螺丝

秸秆／饮料阀

Gear Box 工具储存箱
建议零售价：¥208

“碳纤外观”的工具储存箱，外形设计吸引丶时尚，

能固定在笼子中。

里面分为左右两边隔间，能够整齐地存放维修用品。

大拉炼方便拉开，内胆带有隔音功能，使其在骑行时

并不会发出噪音。

产品特点：

· 完美配合 XLAB Gorilla 和 Chimp 水架，也适合其他大多数的水架。

· 适合用於车尾或车架的水架。

· 隔音内胆，不会发出噪音。

· 分左右隔间，一侧可用於存放维修套件，另一侧可用於存放备用內胎。

· 空间容量大，可放置多种不同工具。

产品规格：

· 容量：25.8 in³（423 cm³）
· 高度：5.25 in（133.5mm）

· 重量：65克
· 颜色：黑

Mini Cage Pod 工具容器
建议零售价：¥75

细小丶方便存储，适合放置於水架。里面的小羊毛包消

除了物品所发出的噪音，令你有一个愉快的骑行旅程。

放置小维修套件如內胎丶二氧化碳丶轮胎杆丶充气机和

迷你小工具都适合！

修理轮胎时不需费力，物件也可以保持乾燥。

产品特点：

· 小绒袋能保护物品，减少杂音。

· 防水，保持物件清洁丶乾燥。

· 多功能的安装适合所有XLAB的水架，而且容易移动。

· 它是一个多用途的存储载体，适用於內胎丶轮胎杆丶

· 二氧化碳丶充气机和其他小工具。

· 防跌设计配以XLAB水架凹槽以防跌出。

· 材料用上超宽螺丝帽和耐用的高密度聚丙烯。

产品规格：

· 容量：500毫升

· 重量：56克（连袋子）

· 身高：5.25”（133.35mm）

· 套装包括：容器、小袋

产品特点：

· 小袋用以保护物件，减少杂声。

· 防水，保持物品清洁及乾燥。

· 适合所有XLAB水架。

· 多存储载体，适用於管胎丶內胎丶轮胎杆丶CO2充气机和多种工具。

· 配以XLAB水架凹槽以防止因冲力射出。

· 材料用上超宽螺丝帽和耐用的高密度聚丙烯。

Mezzo Cage Pod 工具容器
建议零售价：¥85

容易扭转，能轻松取出您的维修套件

软袋能消除噪音

大尺寸适合存放您所需要的东西

防水设计

产品规格：

· 容量：750毫升

· 重量：101克（连袋）

· 高度：203.2毫米

· 套装包括：容器、小袋

Duo Pod 工具容器
建议零售价：¥123

Duo Pod使用十分方便，快速旋转，有两个防水隔间

（600mL和83mL），而且尺寸不同，可保持每件物品整

齐的存放好。可按物品的尺寸轻松地排序於两个防水间

隔里。

大间隔室：600mL（20.3盎司）适合用作维修需要的物品，如內胎，轮胎丶轮

胎杆，XLAB 二氧化碳气瓶，充气机，工具包和补丁套件等。

小间隔室：83mL（2.8盎司）适合存放小物品，如现金丶钥匙或盐片。

套装包括防止发出噪音的尘袋。

产品特点：

上部隔间
· 容量：83mL（2.8盎司）
· 适合存放之物品：现金丶钥匙丶盐片丶补丁包丶XLAB充气机

下部隔间

· 容量：600mL（20.3盎司）
· 适合存放之物品：內胎丶2条轮胎杠杆丶2 XLAB AIRSTRIKE  
   CO2丶XLAB 充气机丶XLAB Tri 工具包丶补丁包

产品规格：

· 容量：大室 - 600mL (20.3ml) /小室 - 83mL (2.8ml)
· 颜色：黑

· 重量：106g（连袋）

· 高度：197毫米

· 套装包括：Pod集装箱和小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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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

· 重量：3.15磅（1.43公斤）

· 颜色：黑红

· 结构：高强度合金钢框架

· 车轮宽度兼容性：18-65mm

产品特点：

· 自行车可以滚动，同时保持自行车直立。

· 设计防止轮胎夹紧，并均匀地支撑车轮两侧。

· 塑料盖防止损坏辐条和变速器。

· 不需维修。

Bike Shuttle
建议零售价：¥379

· Bike Shuttle令您轻松为您的自行车进行洗涤或润滑。 

· 自行车直立，易於调整丶添加配件或装饰您的自行车。

· 使用後自行车能固定好，易於为轮胎充气。

· 适合公路丶铁人三项和越野轮胎，宽度为18 - 65mm。

· 自动调整至适合轮胎的宽度。

· 高品质丶意大利制造。

· 耐用性高的车轮能承受200磅的重量。

Tire Mate 充气装置
建议零售价：¥227

Tire Mate是最小的迷你泵和二氧化碳充气机，是维修的备份工具。它可控制

二氧化碳的气流量，而且十分轻巧，可以节省您袋子里的空间。这是一款理

想的训练工具，泵可高达90PSI。

产品特点：

· 双功能 - 选择用CO2或微型泵充气。

· 节省空间 - 避免携带多个二氧化碳，亦确保不会流失。

· 气流控制 - 易於调节开口胎或管胎的CO2的流量。

· 泵可达 90 PSI。
· 尺寸细小 - 比充气机短8毫米。

· 轻量级 - 比充气机轻28克。

· MAGNET 将泵手柄锁定。

· CNC 精密度高。

· 高强度阳极氧化合金。

· 密封设计持久耐用。

产品规格：

· 长度：117毫米（4.6英寸）

· 重量：63克（2.2盎司）

· 兼容性：

  适用於 12g，16g 和 25g CO2 气瓶。

  适用於 Presta 和 Schrader 阀门。

Tri Tool Kit 工具组合
建议零售价：¥208

不需再携带大型的工具包，这个多功能工具适用於所

有XLAB硬件，包括鱼雷Versa系统。

高品质的紧固件，双层镀铬，令其外观看起来更酷，

镶边设计保护好所有工具在其位置。

产品规格：

· 包括：六角扳手 - 2mm，2½mm，3mm，4mm，5mm，6mm
· 开启扳手 - 8mm
· T25托克斯

· 平头螺丝刀

· 轮胎杠杆

· 矽胶带保护工具包

· 重量：99克

产品特点：

· 10 种工具：一切都需要进行调整。

· 兼容性：适用於所有 XLAB 紧固件，包括鱼雷 Versa 系统。

· 高质量：双铬，冷锻工具。

· 轻量级：只有 99 克。

· 体积小巧：适合存放到任何储物装置。

Speed Chuck-Inflator 充气装置
建议零售价：¥151

现在，您可以控制最轻量的充气装置。它只需1秒

膨胀，便让您快速回到路上。使用简单，能快速充

气，拥有超轻量和时尚高档的设计。适用於 Presta

和Schrader阀门，这是培训或比赛时的必需品。

产品特点：

· 超轻量，只有21克。

· 推动充气。

· 快速充气，只需一秒以下。

· 螺纹固定设计。

· 适用於 Presta 和 Schrader 阀门。

产品规格：

· 材料：阳极氧化铝

· 重量：23克

Nanoflator-Inflator 充气装置
建议零售价：¥132

快速，轻便型的轮胎充气机。只需简单的扭动便可

作充气膨胀。

易於使用，通风速率易於控制，能在充气时避免不

必要的麻烦。

超轻量丶时尚和高档的设计。

适用於Presta和Schrader阀门。

产品特点：

二氧化碳的快速充气。只需拧紧XLAB AIR STRIKE CO2 
滤芯并将其推到阀杆上即可。

· 扭动至充气。

· 只需1-2秒便可使其充气。

· 适合封密碟轮。

· 螺纹固定设计。

· 适用於 Presta 和 Schrader 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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