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成立的奥地利手工制作品牌－XeNTiS是制作碳纤维

轮组的表表者，主要生产气流动力的计时轮组，而当时最为

人熟悉的就是Mark1系列。

环法赛事中的冠军车手 - 扬·乌尔里希 (Jan Ullrich) 他的

特长项目是计时赛，在计时赛中他经常能够保持他的成绩。

因此在没有赞助的情况下仍选用XeNTiS出赛，从而令XeN-
TiS声名大噪，在三铁用品中大受欢迎，及后XeNTiS便主力

为三铁赛事研发更多高质素轮组。

于2011年，同是来自奥地利的全球最大的跑车排气品牌Re-
mus Innovation，它是运动排气管的市场领先制造商。由

它设计的碳纤汽车排气喉，能抵受接近2000度高温。而气流

动力技术在格兰披治的比赛车辆中亦发挥了极大的效用。

除了汽车上的发展，Remus Innovation留意到XeNTiS相当

具有潜力，因此Remus Innovation决定收购XeNTiS以融合

Remus Innovation的碳纤维及气流动力技术。

时至今日XeNTiS已成为高级轮组的代表，研发了一系列拥

有专利的划时代技术，包括广为人知的XBP钻石打磨剎车技

术，更有着独特的活性波浪纹设计 (Active Tubulator)。

为了提高剎车垫的抓力，他们将轮组的外层树脂打掉，使真

正的碳纤面露出，形成光滑均衡的剎车面，从而提高剎车性

能，在干地及湿地的情况下都能发挥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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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刹车面技术－
专利XeNTiS XBP刹车性能

XeNTiS专利XBP剎车面技术保证无论在干地或湿地

的情况下，也能提供最佳的剎车性能。XeNTiS碳纤

维轮组不论操控性能及耐磨性，也有如顶级铝合金

轮组一样。 

XBP刹车面及除了XeNTiS刹车垫外，也可以使用其

他标准型的刹车垫。

由于XeNTiS轮圈特有全碳纤维球状，内置小孔，用

作固定辐条帽。因此，XeNTiS轮圈轻而超硬耐用。

100%全奥地利制造的XeNTiS，采用独有

技术制造强横轮圈。

有别於一般牌子的轮圈，它能够接受狠狠

煞车丶长斜煞及急煞等，在雨天环境下亦

能保持高度操控性，亦不用再分铝罐胶或

碳胶。

除了这些独特技术外，XeNTiS亦致力减

重及增加硬度，因此吸引不少骑友使用。

XeNTiS八大优点：

能接受狠狠的煞车丶长斜煞及急煞，因此在雨天环境亦

能保持高度操控性。

可适用於任何铝合金煞车胶（不用再区分铝或碳胶）。

舒适度高。

轮线的维修或保养均十分方便。

采用破风设计。

100%奥地利制造。

重量属极轻级别之一。

硬度强化。

碳纤维技术
来自奥地利高端制造工厂

相比其他物料，这种物料拥有更好性能，这是高端性能物料，是无可取缔。

XeNTiS坦言要树立新的标准，特别针对轮子和组件的碳纤维结构。集合多年的专门知识，拥

有处理碳纤维的主要手工制造生产线。

成功运动员的经验亦是不可缺少，他们背後的驱动力是恒久的XeNTiS轮子及组件。银线小队

轮子（Squad Silver）是与奥地利领导赛车队Felbermayr Simplon Wels紧密合作的优秀研发

成果。

最佳的制动性能Road Bike测试

最 大 功 率 图 表

各轮圈牌子的功率表现分析图

主要评价：

• 制动表面无磨损

• 在湿滑条件下仍能保持卓越制动性能和乾燥条件

• 雨天时煞车，不会令轮子变形

• 使用标准的刹车片（它不要求任何特殊的碳刹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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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 公路
SQUAD RACE

Squad Race是XeNTiS的新一代产品，它取代了XBL系列轮呔。

这些轮子有三种不同的轮圈深度（25,42和58mm），产品提供开口呔和管状呔。

与XBL系列相比，最具创新性的特征是轮圈宽度增加至26毫米。

此外，我们开发了非对称边缘设计，显着增加了横向刚度。

由于XeNTiS与DT Swiss的合作，客户可以选择高质量瑞士制造商的圈刹和碟式刹车器花鼓 （Centerlock）。

Squad 2.5 Race Tubular
轮组零售价 ¥12,349

前轮零售价 ¥5,557

後轮零售价 ¥8,027

设计：白／黑

碳纤维：3K-碳纤维

种类：管呔

轮胎：管呔 28" 22-28mm

每组重量：1183g

最大负载重量：110kg

Squad 2.5 Race Tubeless Ready
轮组零售价 ¥13,299

前轮零售价 ¥5,985

後轮零售价 ¥8,644 

设计：白／黑

碳纤维：3K-碳纤维

种类：兼容真空胎

轮胎：开口呔 22-25mm

每组重量：1363g

最大负载重量：100kg

Squad 4.2 Race Tubular
轮组零售价 ¥12,349

前轮零售价 ¥5,557

後轮零售价 ¥8,027

设计：白／黑

碳纤维：3K-碳纤维

种类：管呔

轮胎：管呔 28" 22-28mm

每组重量：1383g

最大负载重量：110kg

Squad 4.2 Race Tubeless Ready
轮组零售价 ¥13,299

前轮零售价 ¥5,985

後轮零售价 ¥8,644

设计：白／黑

碳纤维：3K-碳纤维

种类：兼容真空胎

轮胎：开口呔 22-25mm

每组重量：1543g

最大负载重量：100kg

Squad 5.8 Race Tubular
轮组零售价 ¥13,299

前轮零售价 ¥5,985

後轮零售价 ¥8,644

设计：白／黑

碳纤维：3K-碳纤维

种类：管呔

轮胎：管呔 28" 22-28mm

每组重量：1543g

最大负载重量：110kg

Squad 5.8 Race Tubeless Ready
轮组零售价 ¥13,299

前轮零售价 ¥5,985

後轮零售价 ¥8,644

设计：白／黑

碳纤维：3K-碳纤维

种类：兼容真空胎

轮胎：开口呔 22-25mm

每组重量：1663g

最大负载重量：100kg

Squad 2.5 Race Disc Brake Tubular
轮组零售价 ¥12,349

前轮零售价 ¥5,557

後轮零售价 ¥8,027

设计：白／黑

碳纤维：3K-碳纤维

刹制：碟式刹车（Centrelock)

种类：管呔

轮胎：管呔 28" 22-28mm

每组重量：1286g

最大负载重量：110kg

Squad 2.5 Race Disc Brake Tubeless Ready
轮组零售价 ¥13,299

前轮零售价 ¥5,985

後轮零售价 ¥8,644

设计：白／黑

碳纤维：3K-碳纤维

刹制：碟式刹车（Centrelock)

种类：兼容真空胎

轮胎：开口呔 22-25mm

每组重量：1466g

最大负载重量：11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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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uad 4.2 Race Disc Brake Tubular
轮组零售价 ¥12,349

前轮零售价 ¥5,557

後轮零售价 ¥8,027

设计：白／黑

碳纤维：3K-碳纤维

刹制：碟式刹车（Centrelock)

种类：管呔

轮胎：管呔 28" 22-28mm

每组重量：1486g

最大负载重量：110kg

Squad 4.2 Race Disc Brake Tubeless Ready
轮组零售价 ¥12,349

前轮零售价 ¥5,557

後轮零售价 ¥8,027

设计：白／黑

碳纤维：3K-碳纤维

刹制：碟式刹车（Centrelock)

种类：兼容真空胎

轮胎：开口呔 22-25mm

每组重量：1646g

最大负载重量：110kg

Squad 5.8 Race Disc Brake Tubular
轮组零售价 ¥13,299

前轮零售价 ¥5,985

後轮零售价 ¥8,644

设计：白／黑

碳纤维：3K-碳纤维

刹制：碟式刹车（Centrelock)

种类：管呔

轮胎：管呔 28" 22-28mm

每组重量：1646g

最大负载重量：110kg

Squad 5.8 Race Disc Brake Tubeless Ready
轮组零售价 ¥13,299

前轮零售价 ¥5,985

後轮零售价 ¥8,644

设计：白／黑

碳纤维：3K-碳纤维

刹制：碟式刹车（Centrelock)

种类：兼容真空胎

轮胎：开口呔 22-25mm

每组重量：1766g

最大负载重量：110kg

Squad 2.5 SL Tubular
轮组零售价 ¥20,899

前轮零售价 ¥9,405

後轮零售价 ¥13,584

设计：哑白／哑黑

碳纤维：UD-碳纤维

种类：管呔

轮胎：管呔 28" 22-28mm

每组重量：1041g

最大负载重量：110kg

Squad 2.5 SL Tubeless Ready
轮组零售价 ¥20,899

前轮零售价 ¥9,405

後轮零售价 ¥13,584

设计：白／黑

碳纤维：UD-碳纤维

种类：兼容真空胎

轮胎：开口呔 22-25mm

每组重量：1223g

最大负载重量：100kg

Squad 4.2 SL Tubular
轮组零售价 ¥20,899

前轮零售价 ¥9,405

後轮零售价 ¥13,584

设计：哑白／哑黑

碳纤维：UD-碳纤维

种类：管呔

轮胎：管呔 28" 22-28mm

每组重量：1176g

最大负载重量：110kg

Squad 4.2 SL Tubeless Ready
轮组零售价 ¥20,899

前轮零售价 ¥9,405

後轮零售价 ¥13,584

设计：哑白／哑黑

碳纤维：UD-碳纤维

种类：兼容真空胎

轮胎：开口呔 22-25mm

每组重量：1332g

最大负载重量：10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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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uad 5.8 SL Tubular
轮组零售价 ¥21,849

前轮零售价 ¥9,832

後轮零售价 ¥14,202

设计：哑白／哑黑

碳纤维：UD-碳纤维

种类：管呔

轮胎：管呔 28" 22-28mm

每组重量：1315g

最大负载重量：110kg

Squad 7.5 SL Tubeless Ready
轮组零售价 ¥22,799

前轮零售价 ¥10,260

後轮零售价 ¥14,819

设计：哑白／哑黑

碳纤维：UD-碳纤维

种类：準真空呔

轮胎：开口呔 22-25mm

每组重量：1797g

最大负载重量：100kg

Squad 5.8 SL Tubeless Ready
轮组零售价 ¥21,849

前轮零售价 ¥9,832

後轮零售价 ¥14,202

设计：哑白／哑黑

碳纤维：UD-碳纤维

种类：兼容真空胎

轮胎：开口呔 22-25mm

每组重量：1447g

最大负载重量：10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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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A 三项铁人／计时 
MARK 3 圈剎輪

XeNTiS輪組中的鐵人三項旗艦型號MARK3。 

單面碳纖維輪是使用OSH技術製造的，與傳統的帶花邊的輪不同之處在於，它一次產生了輻條和輪圈。 

這種設計可以補償高負載，即使長時間使用也可以保證精度不變。

得益於真空胎就緒系統，該空氣動力學完美的緊貼輪胎也可實現最小的空氣阻力。

通過獲得專利的製動表面實現的高制動性能，確保了下陡坡的安全性。

LOGO   亞光白／亞光黑    亞光白／亞光黑

碳纖維   3K碳     3K碳

呎吋   622 x 18C 真空胎就緒    28”x 26 管胎

輪胎   開口23-26mm    管胎28" 25-33mm

輪胎最大充氣壓力 8,8 bar (23-622) /127 psi in (23-622) 12 bar /174 psi

   7,5 bar (25-622) /108 psi in (25-622)

   7,0 bar (26-622) /101 psi in (26-622)

剎車面   XBP Carbon（專利）   XBP Carbon（專利）

輪圈深度  42毫米     42毫米

輪圈寬度  26毫米     26毫米

輻條數   5     5

前花鼓   XeNTiS XH002（5-100mm）  XeNTiS XH002（5-100mm）

後花鼓   XeNTiS XH003（5-130mm）  XeNTiS XH003（5-130mm）

兼容性   Shimano / SRAM 10/11速，  Shimano / SRAM 10/11速，

   SRAM XDR 12速，   SRAM XDR 12速，

   Campagnolo 11/12速   Campagnolo 11/12速

配件   保修卡、輪組袋、輪圈垫带、快拆 保修卡、輪組袋、輪圈垫带、快拆、SV延長氣咀

每套重量  1.698kg     1.554kg

最大總重量  120kg     120kg

MARK3 碟剎輪

得益於真空胎就緒系統，該空氣動力學完美的緊貼輪胎也可實現最小的空氣阻力。

通過獲得專利的製動表面實現的高制動性能，確保了下陡坡的安全性。

XeNTiS輪組中的鐵人三項旗艦型號MARK3。 

這種單面碳輪是使用OSH工藝製造的，與傳統的帶花邊的輪不同之處在於，它一次產生了輻條和輪圈。 

這種設計可以補償高負載，即使經過很長的路程，也能保證無與倫比的低維護成本。

得益於真空胎就緒系統，該車輪也可以不用內胎驅動。

應用範圍通過集成在碳纖維車身中的輪圈罩得到完善，

包括Centerlock®碟剎接口，可確保在加速和製動過程中直接傳遞動力。 

由於採用碟剎的趨勢，現在也可以使用更寬的輪胎來驅動開口輪圈，從而提高了騎行的舒適性。

LOGO   亞光白／亞光黑     亞光白／亞光黑

碳纖維   3K碳      3K碳

呎吋   622 x 18C 真空胎就緒     28”x 26 管胎

輪胎   開口23-40mm     管胎28" 25-33mm

輪胎最大充氣壓力 8,8 bar (23-622) / 127 psi in (23-622)  12 bar / 174 psi

   7,0 bar (26-622) / 101 psi in (26-622)

   6,0 bar (28-622) / 87 psi in (28-622)

   5,0 bar (30-622) / 72 psi in (30-622)

   4,5 bar (33-622) / 65 psi in (33-622)

   3,5 bar (40-622) / 50 psi in (40-622)

輪圈深度  42毫米      42毫米

輪圈寬度  26毫米      26毫米

輻條數   5      5

前花鼓   XeNTiS XH004 (12-100mm) CenterLock  XeNTiS XH004 (12-100mm) CenterLock

後花鼓   XeNTiS XH004 (X12-142mm) CenterLock XeNTiS XH004 (X12-142mm) CenterLock

兼容性   Shimano / SRAM 10/11速，    Shimano / SRAM 10/11速，

   SRAM XDR 12速，    SRAM XDR 12速，

   Campagnolo 11/12速    Campagnolo 11/12速  

配件   保修卡、輪組袋、輪圈垫带   保修卡、輪組袋、SV延長氣咀

每套重量  1.741kg      1.620kg

最大總重量  120kg      12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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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DE 圈剎輪

Blade，與時間作鬥爭的最佳伴侶。與XeNTiS MARK3或XeNTiS SQUAD 5.8 RACE作為前輪搭配使用

時，該板輪是雄心勃勃的鐵人三項和計時賽選手的絕對亮點。 

在OSH工藝中製造的空氣動力學，低阻力的單體硬質碳纖維板輪，

與傳統的碳纖維輪不同之處在於它一次生產了輻條和輪圈。

這種設計可以補償高負載，即使經過很長的路程，也能保證無與倫比的低維護成本。 

得益於真空胎就緒系統，該車輪也可以不用內胎就被驅動。

通過獲得專利的製動表面實現的高制動性能，確保了下陡坡的安全性。

LOGO   亞光白／亞光黑     亞光白／亞光黑

碳纖維   3K碳      3K碳

呎吋   622 x 18C 真空胎就緒     28”x 26 管胎

輪胎   開口23-26mm     管胎28" 25-33mm

輪胎最大充氣壓力 8,8 bar (23-622) / 127 psi in (23-622)  12 bar / 174 psi

   7,5 bar (25-622) / 108 psi in (25-622)

   7,0 bar (26-622) /101 psi in (26-622)

剎車面   XBP Carbon（專利）    XBP Carbon（專利）

輪圈深度  板輪      板輪

輪圈寬度  26毫米      26毫米

後花鼓   XeNTiS XH003 (5-130mm)   XeNTiS XH003 (5-130mm)

兼容性   Shimano / SRAM 10/11速，   Shimano / SRAM 10/11速，

   SRAM XDR 12速，    SRAM XDR 12速，

   Campagnolo 11/12速    Campagnolo 11/12速

配件   保修卡、輪組袋、輪圈垫带、   保修卡、輪組袋、輪圈垫带

   快拆、延長氣咀     快拆、延長氣咀、SV延長氣咀

每套重量  1.116kg      1.010kg

最大總重量  120kg      120kg

BLADE 碟剎輪
Blade，與時間作鬥爭的最佳伴侶。 與XeNTiS MARK3 DB或XeNTiS SQUAD 5.8 Race DB作為前輪搭配

使用時，該碟輪絕對是雄心勃勃的鐵人三項和計時賽賽車手的亮點。 

這種單殼碳輪是通過OSH工藝製造的，與傳統存儲的輪不同之處在於一次生產輪輻和輪輞。 

這種設計可以補償高負載，即使經過很長的路程，也可以保證精度不變。

得益於無內胎就緒系統，該車輪也可以不用管就被驅動。 

應用範圍通過集成在碳纖維車身中的輪轂罩得到完善，包括Centerlock®盤式製動器接口，

可確保在加速和製動過程中直接傳遞動力。 

由於採用盤式製動器的趨勢，現在也可以使用更寬的輪胎來驅動Clincher輪輞，從而提高了駕駛舒適性。

LOGO   亞光白／亞光黑     亞光白／亞光黑

碳纖維   3K碳      3K碳

呎吋   622 x 18C 真空胎就緒     28”x 26 管胎

輪胎   開口23-40mm     管胎28" 25-33mm

輪胎最大充氣壓力 8,8 bar (23-622) / 127 psi in (23-622)  12 bar / 174 psi

   7,0 bar (26-622) / 101 psi in (26-622)

   6,0 bar (28-622) / 87 psi in (28-622)

   5,0 bar (30-622) / 72 psi in (30-622)

   4,5 bar (33-622) / 65 psi in (33-622)

   3,5 bar (40-622) / 50 psi in (40-622) 

輪圈深度  板輪      板輪

輪圈寬度  26mm      26mm

後花鼓   XeNTiS XH004;X12-142mm Center Lock® XeNTiS XH004;X12-142mm Center Lock®

兼容性   Shimano / SRAM 10/11速，   Shimano / SRAM 10/11速，

   SRAM XDR 12速，    SRAM XDR 12速，

   Campagnolo 11/12速    Campagnolo 11/12速

配件   保修卡、輪組袋、輪圈垫带、延長氣咀  保修卡、輪組袋、輪圈垫带、

         快拆、延長氣咀、SV延長氣咀

每套重量  1.136kg      1.030kg

最大總重量  120kg      12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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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2 TT Tubular
轮组零售价 ¥24,699

前轮零售价 ¥11,115

後轮零售价 ¥16,054

设计：哑白／哑黑／亮光白

碳纤维：12K-碳纤维

种类：管呔

轮胎：管呔 28" 22-28mm

每组重量：1756g（哑白／哑黑）/ 1796g（亮光白）

最大负载重量：120kg

Blade Tubular
後轮零售价 ¥17,099

设计：哑白／哑黑／亮光白

碳纤维：12K-碳纤维

种类：管呔

轮胎：管呔 28" 22-28mm

每组重量：993g（哑白／哑黑）/ 1013g（亮光白）

最大负载重量：120kg

Mark2 TT Tubeless Ready
轮组零售价 ¥24,699

前轮零售价 ¥11,115

後轮零售价 ¥16,054

设计：哑白／哑黑／亮光白

碳纤维：12K-碳纤维

种类：兼容真空胎

轮胎：开口呔 22-25mm

每组重量：1793g（哑白／哑黑）/ 1843g（亮光白）

最大负载重量：120kg

Blade Tubeless Ready
後轮零售价 ¥17,099

设计：哑白／哑黑／亮光白

碳纤维：12K-碳纤维

种类：兼容真空胎

轮胎：开口呔 22-25mm

每组重量：1094g（哑白／哑黑）/ 1114g（亮光白）

最大负载重量：12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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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uad 2.5 MTB 27.5
轮组零售价 ¥15,199

前轮零售价 ¥6,840

後轮零售价 ¥9,879 

设计：哑白／哑黑

碳纤维：3K-碳纤维

前花鼓：100mm

後花鼓：135／142

种类：兼容真空胎

轮胎：开口呔 47-584 至 60-584

每组重量：1231g

最大负载重量：90kg

Squad 2.5 MTB 27.5 Boost
轮组零售价 ¥15,199

前轮零售价 ¥6,840

後轮零售价 ¥9,879 

设计：哑白／哑黑

碳纤维：3K-碳纤维

前花鼓：110mm

後花鼓：148mm

种类：兼容真空胎

轮胎：开口呔 47-584 至 60-584

每组重量：1231g

最大负载重量：90kg

Squad 2.5 MTB 29
轮组零售价 ¥15,199

前轮零售价 ¥6,840

後轮零售价 ¥9,879

设计：哑白／哑黑

碳纤维：3K-碳纤维

前花鼓：100mm

後花鼓：135／142

种类：兼容真空胎

轮胎：开口呔 47-622 至 60-622

每组重量：1295g

最大负载重量：90kg

Squad 2.5 MTB 29 Boost
轮组零售价 ¥15,199

前轮零售价 ¥6,840

後轮零售价 ¥9,879

设计：哑白／哑黑

碳纤维：3K-碳纤维

前花鼓：110mm

後花鼓：148mm

种类：兼容真空胎

轮胎：开口呔 47-622 至 60-622

每组重量：1295g

最大负载重量：90kg

MTB 山地
Squad 3.0 MTB 29
轮组零售价 ¥18,999

前轮零售价 ¥8,550

後轮零售价 ¥12,349

设计：哑白／哑黑

碳纤维：12K-碳纤维

前花鼓：100mm

後花鼓：135／142

种类：兼容真空胎

轮胎：开口呔 47-622 至 60-622

每组重量：1643g

最大负载重量：120kg

Kappa2 27.5
轮组零售价 ¥18,999

前轮零售价 ¥8,550

後轮零售价 ¥12,349

设计：哑白

碳纤维：12K-碳纤维

前花鼓：100mm

後花鼓：135／142

种类：兼容真空胎

轮胎：开口呔 28-584 至 60-584

每组重量：1413g

最大负载重量：120kg

Kappa2 26
轮组零售价 ¥18,999

前轮零售价 ¥8,550

後轮零售价 ¥12,349

设计：哑白

碳纤维：12K-碳纤维

前花鼓：100mm

後花鼓：135／142

种类：兼容真空胎

轮胎：开口呔 28-559 至 60-559

每组重量：1297g

最大负载重量：120kg

Squad 3.0 MTB 29 Boost
轮组零售价 ¥18,999

前轮零售价 ¥8,550

後轮零售价 ¥12,349

设计：哑白／哑黑

碳纤维：12K-碳纤维

前花鼓：110mm

後花鼓：148mm

种类：兼容真空胎

轮胎：开口呔 47-622 至 60-622

每组重量：1643g

最大负载重量：120kg

Kappa2 27.5 Boost
轮组零售价 ¥18,999

前轮零售价 ¥8,550

後轮零售价 ¥12,349

设计：哑白

碳纤维：12K-碳纤维

前花鼓：110mm

後花鼓：148mm

种类：兼容真空胎

轮胎：开口呔 28-584 至 60-584

每组重量：1413g

最大负载重量：12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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