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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 SRASRASRASRAM news/announcementM news/announcementM news/announcementM news/announcement    

• 另一個層面的勝利----Tony Martin 

 

在 2017 年 5 月 1 日，KATUSHA ALPECIN 的選手 Tony Martin 參加了位於他德國家鄉 Eschborn 的比賽。

他放下了自己的自尊幫助他的隊友 Alexander Kristoff 取得了他在 Rund um den Finanzplatz 系列賽中的第三

勝。 

當任何的選手在自己的家鄉比賽，在他的朋友、家人面前，無疑會想要有所表現、想要在親友的面前拿

下勝利。但 Tony 會因為犧牲了得勝的機會選擇了為整個團隊付出而感到失望嗎？ 

特別是在辛苦的付出及對這項運動如此無私的付出後？ 

這項答案永遠都只有他會知道，我們不得而知，但這正是單車運動迷人的地方。 

這段影片是我們對所有對運動努力不倦付出的選手們最高的敬意，不管是為了自己或是為了其他人，我

們永遠對你們感到驕傲。 

點選下列連接觀看我們對選手們的感謝點選下列連接觀看我們對選手們的感謝點選下列連接觀看我們對選手們的感謝點選下列連接觀看我們對選手們的感謝影片影片影片影片::::    另一個層面的勝利另一個層面的勝利另一個層面的勝利另一個層面的勝利    

祝 KATUSHA ALPECINKATUSHA ALPECINKATUSHA ALPECINKATUSHA ALPECIN 團隊和團隊和團隊和團隊和 TonyTonyTonyTony 在在在在環法環法環法環法賽賽賽賽一切順利一切順利一切順利一切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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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II.III.III. Product informatProduct informatProduct informatProduct informationionionion    產品資訊產品資訊產品資訊產品資訊    

• X-SYNC™2 橢圓盤 
從第一天起，SRAM 一直致力於為車手提供適合自己個人騎行風格的零件選項。不可否認的是，有些車

手的踩踏風格受益於橢圓盤，所以我們設計了新的 X-SYNC™2 橢圓盤，以給予他們所需的優勢。它是

唯一 X-SYNC™2 齒型輪廓的橢圓盤，也是市場上唯一針對 Eagle 進行 100％優化的橢圓盤 

Chainring SizeChainring SizeChainring SizeChainring Size 齒盤規格齒盤規格齒盤規格齒盤規格    32, 34, 36, 38T 

Bolt Circle Diameter Bolt Circle Diameter Bolt Circle Diameter Bolt Circle Diameter     

(BCD)(BCD)(BCD)(BCD)鎖點規格鎖點規格鎖點規格鎖點規格    

Direct Mount (DM) 三孔直鎖 

3mm 或 6 mm 偏移量可選 

SpeedsSpeedsSpeedsSpeeds    速別速別速別速別    12 速 

Material (Chainring)Material (Chainring)Material (Chainring)Material (Chainring)材質材質材質材質    Aluminum /鋁 

Color (Chainring)Color (Chainring)Color (Chainring)Color (Chainring)顏色顏色顏色顏色    Black /黑 

 

    
• SRAM S-900 油壓碟煞系統 

對於空氣力學來說，油壓煞車可以展現出一個全新速度提升的境界。煞車時間越少，代表維持速度更快

更久。SRAM 油壓公路煞車系統（HRD）相容更多的空氣力學車架，操作更簡單更省力，更短的煞停距

離並容易拆換輪組，使用者對煞車性能更加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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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三鐵及計時車最佳化的碟煞設定:出色的操控,手感回饋及散熱設計 

• 防滑紋理的碳纖煞把 

• 個人化-握距調整功能 

• 快速接頭設計,走內線更快速方便 

• 更快速,簡單 Bleeding Edge™注油系統 

• 只相容 Flat mount 車架 

• 三鐵與計時車推薦搭配 160 或 140mm碟盤 

Application (DB)Application (DB)Application (DB)Application (DB)應用領域應用領域應用領域應用領域    Road 公路車 

Brake typeBrake typeBrake typeBrake type 煞車形態煞車形態煞車形態煞車形態    Hydraulic 油壓系統 

Blade materialBlade materialBlade materialBlade material    煞把材質煞把材質煞把材質煞把材質    Carbon LFRT  

防滑紋理碳纖煞把 

Color (DB)Color (DB)Color (DB)Color (DB)    顏色顏色顏色顏色    Black Anodized 陽極黑 

Pad type (Disc)Pad type (Disc)Pad type (Disc)Pad type (Disc)來令片材質來令片材質來令片材質來令片材質    Steel-backed organic 

有機煞皮材質/鐵材質背板 

Bracket (Disc Brake)Bracket (Disc Brake)Bracket (Disc Brake)Bracket (Disc Brake)轉接座轉接座轉接座轉接座    Flat Mount 20mm offset 

Hose length (mm)Hose length (mm)Hose length (mm)Hose length (mm)油管長度油管長度油管長度油管長度    1050mm, 1900mm 

PistonsPistonsPistonsPistons 卡鉗活塞數卡鉗活塞數卡鉗活塞數卡鉗活塞數    2 

Piston materialPiston materialPiston materialPiston material    卡鉗材質卡鉗材質卡鉗材質卡鉗材質    Aluminum 鋁 

Rotor type recommendedRotor type recommendedRotor type recommendedRotor type recommended        

推薦搭配碟盤推薦搭配碟盤推薦搭配碟盤推薦搭配碟盤    

Centerline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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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nstallation& maiIII.Installation& maiIII.Installation& maiIII.Installation& maintenancentenancentenancentenance    安裝及保養安裝及保養安裝及保養安裝及保養    

• SRAM eTap 11SRAM eTap 11SRAM eTap 11SRAM eTap 11 件你可能不知道的事件你可能不知道的事件你可能不知道的事件你可能不知道的事    
雖然目前關於 SRAM  RED® eTap®無線電子變速系統的報導以及文章介紹已經多過了 SRAM歷年來的

其他產品，但還是有許多 eTap 的特點並不為大眾所知。在本篇電子報中我們將會介紹有關 eTap 的 11 個

特色，讓大家能更深入了解 eTap 的功能。 

 

1.1.1.1.您可以在騎乘中微調您的後變速器您可以在騎乘中微調您的後變速器您可以在騎乘中微調您的後變速器您可以在騎乘中微調您的後變速器....    

雖然 eTap 的後變速器微調功能在本質上與機械式微調的作用相同，但 eTap讓您可以在騎乘時做微調的

動作。 舉例來說，當您的後變速器在某一個特定的檔位會輕微的摩擦到較大的飛輪並且發出噪音時，

按住右側變把的功能鍵的同時再撥動變速桿，這就是微調的操作方法。當功能鍵及變速桿同時觸發時，

變速器將會移動 0.25mm 而不是變速至下個檔位。所以當您想要將變速器微調至內側時，使用左側的變

把調整；想要將變速器調整至外側時，則使用右側的變把。不只微調容易，調整過後，系統便可以維持

最佳的表現，最棒的是不用擔心以往變速線老化造成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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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您可以將變速器資訊傳送至支援的您可以將變速器資訊傳送至支援的您可以將變速器資訊傳送至支援的您可以將變速器資訊傳送至支援的碼碼碼碼錶上錶上錶上錶上，，，，除了可以看見及時檔位外還可以除了可以看見及時檔位外還可以除了可以看見及時檔位外還可以除了可以看見及時檔位外還可以紀錄紀錄紀錄紀錄資料便於回顧資料便於回顧資料便於回顧資料便於回顧 

eTap 使用的是 SRAM 自行開發的 Airea™通訊協定，而後變速器在收集完其他部件的資訊後，可以使用

包含在後變速器內的 ANT+傳輸協定將資訊傳輸到支援的碼錶上。而許多支援的品牌中包含Garmin、

wahoo、Lezyne 及其他可接收 ANT+傳輸協定資訊的碼錶上； 除了可以即時顯示目前檔位外，還可顯示

剩餘電量。 

有些裝置甚至可以將資訊儲存起來能夠瞭解到您在每一個不同檔位的使用頻率，讓訓練以及分析上變得

更加方便且完善。在購買前需要先向您各裝置的廠商確認是否有對應 eTap 的通訊協定以及各項功能是否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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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您可以使用變速器上的功能鍵來變速您可以使用變速器上的功能鍵來變速您可以使用變速器上的功能鍵來變速您可以使用變速器上的功能鍵來變速    

當您在調整前變速器時，除了一手需要做變速的動作外還需要另一手來旋轉齒盤。在調整時，只需要按

下前變速器上的功能鍵即可在不同的兩個檔位間切換(不需要使用雙手來操控變把的變速桿)。在後變速

器上也有類似的功能，按一下後變速器上的功能鍵即可將後變速器往外側檔位切換；快速連續按兩下功

能鍵(類似電腦滑鼠的雙擊)即可往內側檔位切換。 

    

4.4.4.4.根據鍊條在飛輪上的位置根據鍊條在飛輪上的位置根據鍊條在飛輪上的位置根據鍊條在飛輪上的位置，，，，eTapeTapeTapeTap 前變速器會自動微調提供上下前變速器會自動微調提供上下前變速器會自動微調提供上下前變速器會自動微調提供上下鍊鍊鍊鍊最佳的變速品質最佳的變速品質最佳的變速品質最佳的變速品質。。。。    

雖然 eTap 前變速器可以支援擋鍊器，但擋鍊器卻沒有附在 eTap 前變速器裡；相較之下 SRAM RED 機械

式前變速器就有。為什麼呢？ 因為 eTap 的智能化設定，前變速器會偵測後變速器的檔位，在前變速器

上下檔時,會微調移動變速的幅度(兩段式)，在變檔完成後，變速器才會移動至設定的最終位置。請見以

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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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當檔位位於大對大(大齒盤及大飛輪)而您需要更輕檔位時，您需要將前變速器切換至小齒盤

的位置；為了避免變速器移動量過大導致鍊條跳過小齒盤而掉落至五通上方，eTap 前變速器移動量到足

以讓鍊條先移動至小齒盤，在變速動作完成後，變速器才會移動至設定的最終位置，此動作並不會因後

變速器檔位不同而有所改變。eTap Yaw技術不論後變速器位於哪個檔位，讓鍊條都不會摩擦到前變速

器，因此它並不需要微調功能，也能提供精準的變速效能。 

    

5.eTap5.eTap5.eTap5.eTap 標準的後變速器標準的後變速器標準的後變速器標準的後變速器((((短腿短腿短腿短腿))))和和和和 WiFLi(WiFLi(WiFLi(WiFLi(長腿長腿長腿長腿))))並不是只有長度不同而已並不是只有長度不同而已並不是只有長度不同而已並不是只有長度不同而已    

eTap WiFLi 後變速器除了搖臂的長度不同以外，上導輪的位置也和標準版不同。在標準的 eTap 後變速

器上導輪中心點與搖臂軸心相同，但WiFLi 後變速器的上導輪中心與搖臂中心偏移量設計，讓導輪與飛

輪間提供更大的調整空間。 

WiFLi 後變速器有另一個很大的不同點，鎖附點比起標準的後變速器更高且更後面，如此一來變速器的

位置變得更低且更前，增加上導輪以及飛輪間的空間讓後變速器可以支援到 32T 的飛輪。 

所以不只搖臂長度上的不同，如果將WiFLi 的搖臂安裝在標準版的後變速器本體上並不能讓它支援到比

28T更大的飛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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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在計時車上使在計時車上使在計時車上使在計時車上使用的用的用的用的 BlipBox™BlipBox™BlipBox™BlipBox™變速控制盒上有變速功能變速控制盒上有變速功能變速控制盒上有變速功能變速控制盒上有變速功能，，，，並不一定需要並不一定需要並不一定需要並不一定需要 BlipsBlipsBlipsBlips 變速線控按鈕變速線控按鈕變速線控按鈕變速線控按鈕才可以變速才可以變速才可以變速才可以變速 

有一些 SRAM 的殘障選手會使用這個技巧，你可以直接使用 BlipsBox 來操控前變速器及後變速器而不需

要 Blips 或 Clics(安裝在延伸把前端的變速按鈕)，因為 BlipsBox本身就為變速遙控裝置，使用上方左側

及右側的按鈕來操控後變速器，按下中間的 FD按鈕即可切換前變速器檔位。 

 

 

    



            

11 

7. 7. 7. 7. 把把把把 BlipBoxBlipBoxBlipBoxBlipBox 變速控制盒當成在調變速控制盒當成在調變速控制盒當成在調變速控制盒當成在調整公路車變速時的暫時變速器整公路車變速時的暫時變速器整公路車變速時的暫時變速器整公路車變速時的暫時變速器    

因為 eTap 的變速器配對只需要花幾秒鐘的時間，有些專業的技師和店家會使用這個技巧讓安裝和調整更

佳的簡單。在安裝彎把公路車時，安裝好前變速器和變把後，將 BlipBox與變速器配對；技師就可以用

一個拇指就操縱前後變速器而另一手可以旋轉大盤。一旦調整完成後，再將變速器和變把配對後即可完

成安裝。 

    

8.8.8.8.藉由藉由藉由藉由 BlipsBlipsBlipsBlips 變速線控按鈕變速線控按鈕變速線控按鈕變速線控按鈕    便可以使用一隻手操控前後變速器便可以使用一隻手操控前後變速器便可以使用一隻手操控前後變速器便可以使用一隻手操控前後變速器    

使用變把時，Blip 的功能取決於安裝在哪一側的變把上；如果左右變把最少各有一個 Blip 的話(一邊可

以有兩個)，單獨按下左側或右側的按鈕來操控後變速器，同時按下操控前變速器。如果您只想要用您的

右手來操控前後變速器，只需要將接在左側變把的 Blip安裝在右側把手上的 Blip旁即可。藉由兩側的

Blip 都在右側把手上，只需使用右手便可以完全的操縱前後變速，而前變速器只需要使用兩根手指同時

按下便可以切換檔位。無論您的把手有多寬，Blip 提供四種不同的長度符合您的需求，有 150mm、230mm、

450mm、650mm 可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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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安裝安裝安裝安裝 BlipsBlipsBlipsBlips 變速線控按鈕變速線控按鈕變速線控按鈕變速線控按鈕的方式不只有一種的方式不只有一種的方式不只有一種的方式不只有一種 

Blip 不只可以安裝在把手上的任何位置，您還有幾種選擇如何固定您的 Blip；您可以將握把帶完全覆蓋

住 blip讓整體外觀看起來更簡潔，或是只纏繞住周圍露出按鈕的部分增加手感。如果只想要將 blip安裝

在上把的位置，您也可以使用 blip專用的束環來固定 blip，如此一來就不需要握把帶纏繞在 blip 上。 

 

 

    

10. 10. 10. 10. 在公路車把上安裝計時用延伸把也可以變速在公路車把上安裝計時用延伸把也可以變速在公路車把上安裝計時用延伸把也可以變速在公路車把上安裝計時用延伸把也可以變速 

當您在機械式變速系統的公路車上安裝計時延伸把時，您沒有辦法在延伸把上變速。但有了 eTap，您可

以在兩種不同的姿勢上操控變速，最棒的是，安裝起來也是非常的簡單。一旦將延伸把安裝好後，只需

要將變速線控按鈕 Blips 或是 Clics安裝在延伸把上，解開把手上的握把帶，然後將變速線控按鈕的插頭

接上變把，最後再將握把帶重新纏上公路車把覆蓋住電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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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Tap11. eTap11. eTap11. eTap 煞變撥桿可以依照喜好調整間距煞變撥桿可以依照喜好調整間距煞變撥桿可以依照喜好調整間距煞變撥桿可以依照喜好調整間距 

在設定煞車時，無論您的手掌大小或是您的喜好為何，eTap 煞變撥桿可以依據您的需求來做調整。只需

要 2.5mm 的內六角板手調整位於便把外側的調整螺絲即可，而油壓式煞車的 eTap 煞變撥桿把調整螺絲

位於變把下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