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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聯電子報 No.51                                          Date： 2017/1 

索引： 

I. SRAM news/announcement 最新消息及公告 

• Crossing Corolado 穿越科羅拉多州 

• 2016 Pink Bike awards 年度最佳登山車零組件大獎 

 

II. Product information 產品資訊 

• ZIPP NSW 454 輪組 

• SRAM RED eTap 新中腿後變 

 

III.Installation & maintenance 安裝及保養 

• Road Shifter maintain 公路變速撥桿保養 

• SRAM Road component frame compatibility 

SRAM 公路車套件與車架相容規格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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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RAM news/announcement 最新消息及公告 

• Crossing Colorado 穿越科羅拉多州 

 

Russell Finsterwald 在科羅拉多州林道 

從我離開前一晚的營地,不到 90 英里,12 小時,我找到一處晚上休息的地方,又餓又濕透的我,卻從未如此替

自己感到驕傲,基本上已經兩天以上手機失去訊號,看到的駝鹿比人還多,但強烈感受到自己活著. 

經過五天黎明到黃昏的推進,已經比行程提早一天,接下來至少還有兩天或許是三天滿檔的行程,直到穿越

聖胡安山到杜蘭戈. 

下著小雨的夜晚,烤著營火,吃著脫水麵條,思考著五天內我所騎過的各種地形.在這次穿越之旅前,騎過登

山車最長的時間只有七個多小時,也從未騎登山車超過 80 英里. 

但目前這五天內,我每天最短的移動時間都超過八小時,里程累計 365 英里 ,爬升總高度超過 50000 英呎,
我想事事跟著計畫走,就不算是一個好的探險之旅. 



            

3 

 

對於科羅拉多-多變和挑戰性的地形來看,選擇 SRAM XX1 Eagle 讓我有極大的優勢,讓大部分時間踩踏著

32 x 50T 齒比,特別是當面對無止盡的爬坡和一台有點重的單車.但相反的,在下坡時所有的重量產生的能

量讓我穩定巡航.在需要重新規劃路徑的荒野路段,可多趕一些里程數.XX1 超大齒比讓我也可馳敞在快速

的平路上. 

做出決定去探險的五天後,趕緊上 Amazon 採買.出發第一天就讓我了解我對於自行車裝備打包有多麼無

知,學習處理一台滿滿裝備的自行車更是處處讓我驚奇. 

下坡比我想的有趣多了,越來越熟悉林道了,花了五個小時騎到 Bailey,訓練課表也接近完成,但還不夠,為
了達到每日規劃里程,還有 20 英里要達成,我了解要在八天內騎到杜蘭戈,每天都要完成我預劃的行程. 

八個小時後,我終於可以休息了,聽著滴答的下雨聲,伴隨著土狼的嚎叫及山谷下麋鹿的聲響入睡,自我的

探險旅程,我覺到相當自在,特別是獨自在山林裡過夜.這一晚的休息讓我在第二天疲勞完全消失,充滿活

力. 



            

4 

如同在聖誕節早晨醒來的小孩般興奮,我知道第二天開始我將從 2700 呎的科科莫下滑到黑爾營地,在溫暖

的早晨,享受這一段未開發的原始林道,讓我感到雀躍. 

第三天我迂迴繞過科羅拉多林道,因為這一段通過極為荒涼的區域,這代表我會經過萊德維爾,終於可以吃

到真正的餐點了,途中經過巨大的白楊樹群,上上下下的挑戰地形直到布埃納維斯塔,原本是計畫在這過夜,
不過在吃了漢堡跟奶昔之後,我打算再上路,今天突破個人登山車最多里程數-超過 100 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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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開始的地形比我預期的艱難,Chalk Creek 的爬坡路線,包含許多的登山路線,過多的岩石地形讓我

的速度非常緩慢,最後終於到了 50 號公路的交叉點,只要在三英里就到達預計的補給點,但我一點都不想

再爬三英里了,因為需要更多的食物並丟掉裝備減重, 這也將會改變整個計畫,讓我打包回家.所以在路邊

搭起便車. 

科羅拉多林道讓我樂在其中,光禿的,板塊切割的林道,如雨林一樣鬱鬱蔥蔥,緩慢的岩石林道,這裡應有盡

有.特別樂在其中從 50 號公路到 Fooses Creek 這一段溫和的向上爬升及多樣的環境變化. 

 

下半天我進入一個名為 Sargent’s Mesa 的林段,這是本次最偏遠的旅程,杳無人煙,最後讓我發現一個完美

的營地就在樹林旁,本日是非常艱難的一天,僅僅推進 58 英里. 

第五天會有 11,000 英呎得爬,30 英里的林道加上 56 英里的泥土路段直到拉加里塔荒野附近.是有點趕,不
過如果成功,我將會提早一天到達,我很快速通過林道,準備開始荒野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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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過山谷,我看到聖路易斯山峰高高聳立著.另我失望的是,它被一個雷暴嚴重遮蔽,在我前進的路線上.很
快地發現自己正要穿越一場大雨,穿過暴雨時,我又看見到另一團已經成型的雷雨正等著我. 

 

我不太喜歡打雷閃電,當我通過了我見過的數英里內唯一的房子,我詢問是否可以進去,並在下一次風暴經

過時避避風雨.跟一對退休的老人打聲招呼,他們在下午輕鬆看著電視聽音樂,隨著歌曲名稱和歌手在電視

上跳動,時鐘敲響了….下午 5 點鐘 - 他們的快樂時光.我不打算享受他們的飲料,看著外面清澈的天空,希
望在夜幕降臨前完成我剩餘的 18 英里. 

當我用盡全力來通過無盡的 Cebolla Pass,我看到了另一個風暴在前方.快接近下午七點了,又下雨了,經過

許多露營地,我可以停下來,但我心中有一條我想達到的終點線,沒有停止踩踏,終於到達我的目標,濕透,又
累,又餓,但心滿意足.這次旅行對我來看:想要測試自己,把自己提升到不同的境界,並感受冒險的快感. 

不幸的事情發生,整個晚上和第二天早上雨從未停止.我努力使自己進度提前一天,心想今天是出不去了.
接下來我做了一個糟糕的決定,離開營地,只有短短三英哩,就讓旅程提早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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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有如花生醬的泥巴,伴隨著岩石,讓我幾乎無法動彈,勉強只能推車前進.還有 30 英里才能到錫爾佛頓,
所以我決定離開林道,搭便車到 Laker city 處理我的自行車,但惡劣的環境已經讓它受到傷害,只能盡力修

補,但現在我想並不是通過 San Juans 好時機. 

我的行程在第 6 天暫停,我說暫停,因為我會回來完成它,計劃盡快完成那些剩餘的路段,但目前科羅拉多林

道仍然是一個未完成的,對我來說. 

最初,我認為這是一個失敗的旅行,因為不能完成讓我感到非常失望.經過幾天的反思,我想這不能稱為失

敗. 對於賽車手來說他們永遠需要一條終點線,但這是生活,不是比賽.探險把我推進未知的領域,測試我的

極限,在探險中尋找令人振奮的事物.探險的回憶在我心中迴盪.特別是深入好幾個山脈區段,身體疲憊感

的考驗,適應能力的提升,讓我無時無刻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是探險對我的意義,我非常為自己所做的事感

到自豪.也對自行車很感到自豪. 

圖文由 Russell Finsterwald 提供. 

•  2016 Pink Bike awards 年度最佳登山車零組件大獎 

過去的幾年裡,我們看到登山車的設計變化不斷,從輪徑到心軸寬度的許多規格都在變化和調整.有時候,
這些變化,讓那些本以為剛買的車子至少可以堅持幾季才會過時的消費者,覺得非常苦惱. 

新規格的衝擊,或許是 2016 年登山車市場相對平靜的原因之一,不同規格的零件,需要時間去慢慢普及和

沉澱.意味著,這個時候並不是輕量,價格實惠以及高端的變速器豐收的“季節”.或許會在未來的某一天。 
然而,今年的年度最佳登山車零配件評選,依然有足夠讓人興奮的新產品.SRAM 12 速的 Eagle 登山車套

件,OneUp 的傳動轉換零件及 Fox 的 Transfer 升降座管,三者最後同台競爭.當然,毫無懸念,最終獲勝的是

SRAM Ea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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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變將成為過去”的說法很早就有了,不過 SRAM Eagle 12 速登山車套件的出現,即將成為“壓死前變的最

後一根稻草.新推出的 10-50T 的大飛輪,讓 Eagle 擁有 500%的齒比範圍,讓你不再有任何理由不加入單盤

系統. 
確實,目前一套完整的 Eagle 傳動套件相對昂貴,畢竟這是 SRAM 最高端的旗艦產品.不過,Eagle 將會閃耀

在 2017 所有最熱門的登山車上:可以肯定的是,未來會加入讓人更容易接受的價格帶. 
 
另外,SRAM 的 1X 傳動系統事實上也催生了各種各樣的轉換小零件,讓消費者可以擴充現有系統,讓保持

修補市場繁榮.SRAM 讓 50T 的飛輪變成未來的主流,捨棄前變之後,讓消費者有更多的選擇. 
 
回歸正題,將焦點重新回到Eagle傳動系統上.超大的齒比是Eagle最大的討論點,不過也正如一直以來的評

價,“一些看似很不起眼的小設計,例如:B 螺絲設計改進,消除後變上導輪的寬窄齒設計,改進大盤的齒形等,
也是讓它成為最好的登山車傳動系統的因素” 

這些細節一起成就了一套變速精準,且非常安靜的傳動系統,完全滿足從 XC 到 Enduro 領域的需求. 

Pink Bike 年度最佳零組件 Eagle 獲獎連結: 

http://www.pinkbike.com/news/2016-pinkbike-awards-component-of-the-year-winner.html 

 

http://www.pinkbike.com/news/2016-pinkbike-awards-component-of-the-year-winn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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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information 產品資訊 

• ZIPP 454 NSW CARBON CLINCHER 輪組 

 
ZIPP454NSW 是極為先進的設計,自然界生物的演化,生物一代一代磨練進化,為了在環境中展現競爭的優

勢, 這種自然設計的演化過程,就是演化出新形態和外觀,讓生物有更好的效率和操控性. 

         

                        Zipp 454 NSW 輪組及出貨包裝                               Zipp cognition grease 花鼓專用潤滑油 

 
For the detail spec of ZIPP 454 NSW 詳細規格請見以下連結: 
英文 English -ZIPP  
中文 Chinese- Salloy Taiwan 
 

http://www.zipp.com/wheels/454-nsw-carbon-clincher---/
http://www.salloy.com.tw/salloy.asp?Page=product_detail&ID=3&CID=8&PID=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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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pp 工程師有一個奇妙的想法:設計一個不完全是圓的輪子...至少不沿著輪框內徑.他們放上一個類似隆

起下上起伏的外形,來提高空氣流動的效率和穩定性.從一個瘋狂的想法直到完成,你可以看到 Sawtooth™ 
輪框上有流體力學設計的 Hyperfoil™技術, Hexfin™蜂巢型狀的擾流渦洞.這四年漫長旅程,實現了來自座

頭鯨胸鰭的想法,創造出二十八年來 ZIPP 最具創新和效率的輪組. 
 
Zipp 高級開發總監 Michael Hall 回憶起過去汽車運動的行業裡, 在汽車前端到天窗處採用翼型設計. 他
渴望在自行車輪上也測試類似的概念. Zipp 工程師也覺得好奇, 所以他們生產沿著輪框內緣上下起伏的

原型輪框,但第一次進風洞測試效果並不出色. Hall的團隊雖然不斷嘗試新的形狀,但仍無法將這個想法完

全融入進去. 

 
 

這是“結節”和“仿生學”首次進入 Zipp 工程詞彙.結節是植物或動物表面上的小圓形突起.Zipp 工程師

Morse 為了起伏形狀和流體力學的研究,使他進行了關於結節及座頭鯨胸鰭的研究.在整合和比較生物學

雜誌上曾有一篇文章寫到：座頭鯨極為依賴翼型的胸鰭進行航行和轉向.沿著胸鰭前緣的大圓形結節是大

自然給與的一種極為獨特的結構.當然,大自然中有許多驚奇的事物.但是,這如何轉變來適用於在自行車

車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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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篇文章指出了一種被稱為生物模擬的創新方法的潛力 – 去向大自然學習,來解決人類的挑戰. 
該研究的作者,其中包括賓夕法尼亞州西切斯特大學的著名仿生學研究員 Frank Fish 寫：“自然-現在被認

為是用來開發全新技術來改進機械裝置和元件的基礎模型.  
事實上,座頭鯨體重雖然有 22-36 公噸,但它們敏捷和特技般的游泳技巧,來追捕他們主要食物磷蝦時, 胸
鰭前緣的結節幫助很大. 
Zipp工程師有一個新的實驗參考點-由結節產生設計線索和靈感,例如類似結節的形狀,用於提高風車葉片

的效率. 

 
Zipp 開發測試過 35 種不同的原形樣品 



            

12 

漫長四年的研究開發,其中包含打造 35 個原型,在風洞花了 252 小時. Zipp 工程師還使用風感應器進行道

路測試,454 NSW 空氣力學效率和破風的穩定性遠遠超過傳統形狀的輪組,在最常見的騎行側風角度,454 
NSW 節省了 5％瓦特輸出. 

  

                                                                              Wind sensor 風感應器 

當要從大自然來尋找工程師所要求的速度時,可能會立即想到如潛水炸彈般俯衝而下的獵鷹或有著光滑

皮膚的鯊魚,而不是一隻笨重的座頭鯨.然而,空氣力學的答案可能是違反直覺的,因為事實上 Zipp 在 2010
年 Firecrest 輪組上打造更寬,更圓滑的輪框形狀,這也是打破了傳統認為“V”型框體速度較快的觀點。 

 
Zipp NSW 開發團隊成員由左至右 David Morse, Ruan Trouw 及 Michael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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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AM RED eTap 後變-中腿 

   
 
      產品特色介紹 

• WiFLi 技術提供更寬的齒比,可搭配 11-30t 或 11-32t 飛輪 
• 只相容 SRAM RED® eTap 無線變速系統 
• 可搭配 SRAM 11 速產品線 
• 最大相容 32t 飛輪 
• 含電池為 243g 
• 現正熱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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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nstallation& maintenance 安裝及保養 

• 公路變速撥桿保養 

定期潤滑變把可確保產品保持最佳性能,讓變速器作動更輕巧.正確的維護也使不順暢的變速恢復正常.我
們建議第一步就是經常定期更換變速內線和外殼,因為變速線內部如果累積過多的髒汙會讓拉線的阻力

變大。 

 

當更換變速線及外殼沒有完全恢復您的變速性能時,我們會針對變把內部機構進行保養.我們建議使用白

色含鋰潤滑油(或培林用潤滑油皆可).不建議使用: 噴霧潤滑油,使用噴霧潤滑油可能短期間內效果不錯,
但在 CX 賽場上會很快的變得粘稠.如使用噴霧潤滑油或鏈條油的話,請隨後清潔徹底並重新使用白色含

鋰潤滑油(或培林用潤滑油). 

提醒:大多數噴霧潤滑油與 HRD（油壓碟煞變把）密封件不相容,並且由於換檔機構與煞車密封件過於接

近,使用噴霧潤滑油會提高密封件損害的風險,提醒:噴霧潤滑油絕對不能用於 HRD（油壓碟煞變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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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將一步一步來介紹變把保養: 

• 將皮套與本體之間噴點(水+酒精混合)作為潤滑,接下來將皮套往前脫離變把.找到變把的側蓋及

三顆鎖附螺絲. 

 

 

• 打開變把的側蓋上的三顆螺絲.側蓋是讓變把行程不會超出使用範圍,所以打開側蓋後,為保護內

部彈簧,請勿撥動變把超過 45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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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肥皂(中性清潔劑),水及牙刷來清潔內部髒汙或殘餘的潤滑油(需要重複刷洗數次並變換內

部機構檔位來徹底清潔). 

 

 

• 將肥皂水及髒汙沖洗乾淨 
• 使用氣槍吹出內部殘留水分,髒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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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毛刷將白色含鋰潤滑油(或培林用潤滑油)在變檔機構表面均勻塗佈薄薄一層.(上過多的潤

滑油會過於黏稠,並不會增加潤滑的效果) 

 

• 將側蓋裝回,皮套與變把本體之間可噴點(水+酒精混合)作為潤滑,即可順利裝回. 

 

以上簡單的保養步驟,讓變速系統保持正常狀態,同時延長其使用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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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AM 公路車套件與車架相容規格查詢 

無論您是組裝訂製車架,公路越野或三鐵車種,甚至是設計一個新的車架,SRAM 都希望使過程盡可能簡單

容易,為了方便起見,SRAM在網站上提供車架相關規範資訊,以幫助確保車架設計和SRAM產品之間的相

容性. 

無論你正在尋找什麼樣的規格,都有機會可以在這份公路車架規範文件找到.這文件不僅幫助車架製造商

生產適合SRAM產品的自行車,還幫助技師在訂購零件之前確認相關尺寸,了解這些規格,可以花更少的時

間找到正確的零組件,並幫你省錢. 

 

你可以在公路車架規範文件中找到許多問題的答案: 

選配 RED eTap 前變與車架搭配時可使用多寬的輪胎. 

—選配 Force1 齒盤,確認齒盤腿與車架之間的間距. 

—選配 RED eTap BlipBox 控制盒與三鐵把手的安裝設定 

公路車架規範文件讓產品可以表現最佳效能,舉例來說:文件中規範最短的車架後下叉長度,來確保騎乘者

可以安全地變換每個檔位,發揮最好的變速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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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在連結中找到你需要的相關尺寸 SRAM Road Frame fit 

https://sram-cdn-pull-zone-gsdesign.netdna-ssl.com/cdn/farfuture/SjJhHzdcimxtjiH7oob7gc2jxJH-R4Hdw-_GWciXu1Q/mtime:1478022257/sites/default/files/techdocs/gen0000000005175_rev_b_frame_fit_spec_2017_road.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