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享骑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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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确认您的前轮位置正确且紧绷。 每次骑行前请进行检查。 
不开玩笑。如果您并不确定车轮的连接方式，请看本手册了解详情 
（请见第50页）。

您只有一个大脑。 与您毫无防护坠车的代价相比， 
头盔实在是非常便宜。我们现在要告诫您：请戴上头盔。

避免任何能够卡住您前轮的东西。 例如：您手中的购物袋、钱包、 
背包带，或山路上的棒状物。如果前轮突然停转，您将会很不好受。

无论日夜，每次骑行均使用骑行灯。 如今的车灯技术让人惊讶。 
即使阳光灿烂也请在每次骑行时使用它们， 
这是您在骑行者中引入注目的可靠方法。

如果它给人感觉或是声音听起来不正常，请进行检查。  
就像飞机一样，自行车在启程前修理会更轻松。Trek  
零售商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我们将会为您提供精心呵护。 无论发生何种情况。如果您遇到当地 
Trek 商店无法解决的问题，请联系 Trek 客户服务部，或直接发信给 
Trek 总裁 John Burke，联系方式为j.burke@trekbikes.com。

请阅读本手册其余部分。40 年在公路和山道上的经验， 
教会了我们很多值得分享的东西。

拥有超过 
40年 
自行车上享受乐趣 
的经验， 
我们带来了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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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我们知道您希望走出家门，骑行驰骋。但在您这样做之前， 
完成下列步骤1和步骤2非常重要。它们不会花费很长时间。

1 注册您的自行车
注册记录您的序列号（如果您的自行车丢失或被盗，序列号就很重要）， 
如果您的自行车有任何安全警报，它可以作为与Trek沟通的一种方式。 
如果您对您的自行车有疑问，即使是在几年以后，只需几秒钟时间， 
您的注册就会让我们确切获知所涉及的是哪一辆自行车， 
以便我们能够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

如果您或您的自行车店尚未注册您的自行车，请在trekbikes.com 
主页底部的“支持”部分进行注册。或搜索微信公众号Trek来进行注册。

2 阅读本手册
本手册包含基本安全信息。即使您已骑行多年， 
在换乘新自行车前阅读并理解本手册中的信息同样很重要。 
您可阅读本手册或在trekbikes.com主页底部的“支持”部分在线阅读。

如果该自行车的使用者是儿童或受抚养人， 
父母或监护人请确保他或她理解本手册中的所有安全信息。

如何使用本手册
本手册涵盖所有 Trek 自行车型号。 
它包含关于您的自行车使用寿命的实用信息。

阅读基础知识
请阅读第 1 章“基础知识”，之后再骑上您的自行车。

如果您所购买的是电动助力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另请阅读电动自行车用户手册。 
它也可在 trekbikes.com 的“支持”部分中获取。

在线获取更多精彩信息
您将在trekbikes.com上在线找到较新、较详尽的信息， 
包括常见问题回答、维护安排、故障排除指南和操作方法视频。 
请向下滚动到主页底部的“支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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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保管好该手册以备参考。
本手册向您介绍如何安全骑行，如何以及何时进行基本检查和维护（第2章）。 
在您的自行车的使用寿命内保管好它。我们还建议您将本手册连同购买凭证一起保管，
以防您需要提出保修理赔。

需要另一语言版本的本手册？ 翻译版本可在trekbikes.com的支持部分中获取。

es Puedes consultar este manual traducido en tu idioma en www.trekbikes.com

it Puoi trovare la versione italiana di questo manuale sul sito www.trekbikes.com

pt Você pode consultar este manual traduzidos no seu idioma em  
www.trekbikes.com

da For dansk manual gå da venligst til ww.trekbikes.com

no  Du finner denne manualen på norsk på www.trekbikes.com

sv Översättning av denna manual i ditt eget språk hittar du på  
www.trekbikes.com

fi  Tämän ohjeen löydät omalla kielelläsi osoitteesta www.trekbikes.com

ru Вы можете найти английскую версию эт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на этом сайте www.
trekbikes.com

de  Sie können die deutsche Version dieses Handbuchs auf dieser Site finden www.
trekbikes.com

he www.trekbikes.com ניתן למצוא את הגירסה העברית של מדריך זה באתר זה: 

ar ىلع كتغلب مجرتملا ليلدلا اذه نم ققحتلا كنكمي www.trekbikes.com

sl  Slovenská verzia tejto príručky nájdete na stránke www.trekbikes.com

如果您喜欢经翻译的打印版手册，您购买自行车所在的商店可为您提供一份。

本手册符合以下标准：ANSI Z535.6、AS/NZS 1927:1998、CPSC 16 CFR 1512、 
ISO 4210-2和ISO 8098。

警告相关提醒
在阅读本手册时，您会看到如下灰色警告框：

 警告！ 
灰色框中带有安全警示符号的文字将警示您可能导致严重伤害或死亡的情况或行为。

给出这些警示的原因是我们不希望您 — 或您的亲人，或您的自行车 — 受到伤害。

我们希望您能够在您的自行车上收获乐趣， 
就像我们热爱在我们的自行车上收获乐趣一样。

我们了解在停车标志处翻倒，在修理链条时绞伤指关节， 
在光滑的人行道上撞车是什么感觉。所有的坏事我们都体验过。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 
这些不幸事件也不好玩。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您可能会受伤。

所有请留意警告内容。这是我们让您知道我们关注您的安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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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信息
请阅读这些重要安全信息再骑上您的自行车。

在事故中，自行车不能保护您
在骑自行车时最常见的损伤原因是摔倒。
受到撞击或碰撞时，自行车损坏， 
致使您摔倒的情况并非罕见。 
汽车有保险杠、安全带、 
气囊以及吸撞缓冲区，自行车没有。 
在您摔倒的情况下， 
自行车无法保护您不受伤害。

如果您遭遇任何类型的碰撞、 
撞击或事故，请彻底检查自己是否受伤。 
然后在您再次骑行前， 
让自行车商店彻底检查您的自行车。

了解您的极限 
自行车也可能会带来危险， 
当您尝试超越个人能力极限骑行时尤为如
此。了解您的技术水平， 
不要在骑行时超越极限。

了解您的自行车的极限
使用条件
您的自行车可以承受特定使用条件下 
“正常”骑行的应力（请见“使用条件” 
一节）。如果您在这些条件之外骑行而导致
自行车误用，它可能会因应力或疲劳而损坏
（您将在本手册中频繁看到“疲劳”一词。
这是指由于重复载荷或应力导致材料随时
间发生弱化）。  
任何损坏都会大大缩短车架、 
前叉或其他零件的使用寿命。

预期寿命 
自行车并非坚不可摧， 
其零件最终也会老化损坏。 
我们的自行车可以承受“正常” 
骑行的应力，因为这类应力十分常见， 
敬请了解。

基础知识

7 重要安全信息
10 电动自行车重要信息
11 了解您的自行车商店
12 自行车图表
14 您的首次骑行前
16 每次骑行前
20 安全预防措施
24 使用条件和重量限制
27 基本骑行技术
33 与儿童同乘

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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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我们无法预测您在将自行车用于竞赛， 
在极端条件下骑行，遭遇事故， 
用于出租或商业目的，或用于其他会施加高
应力或疲劳载荷的方法的这些情况下， 
自行车会承受的压力。

遭受损伤时， 
任何零件的寿命都可能会大幅减少， 
并可能会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损坏。

零件的安全寿命取决于其结构、材料、 
使用情况、维护情况、车手重量、速度、 
地形和环境（湿度、盐度、温度等），因此，
无法提供确切的更换时间表。

高应力区域的任何裂缝、 
划痕或颜色变化都表明零件 
（包括车架或前叉）已达到其使用寿命， 
应予以更换。如果您不确定或您不方便检
查或修理自行车，请咨询您的自行车商店。

在某些情况下，较轻车架或零件比较重车
架或零件的寿命更长。但是，定期维护， 
频繁检查，以及对零件的频繁更换对轻量
化高性能自行车而言是必要事项。

 警告： 
自行车会出现磨损和较高的应力。不同的
材料和零件应对磨损或压力疲劳的方式各
有不同。 
如果某零件已超出设计寿命，则其可能会
突然损坏。

如需了解维护计划，请见“保养自行车”
一节。

小心操作 
如果操作不当， 
自行车上的某些零件可能会伤到您。例如
在牙盘和某些踏板上会有尖锐的角。 
刹车及其零件会变热。 
旋转的车轮可能会割伤皮肤， 
甚至致使骨折。线管和旋转件（例如： 
刹车柄）可能会将人夹痛，当链条移动到链
轮齿上时也会出现类似情况。

电动自行车组件尤其脆弱。如果操作不当，
线管、连接器、电池座、 
电池和控制器很容易损坏。

注意安全 
请时刻注意您的周边环境，避免危险情形，
危险的情形一般都较为显眼（来往交通、
障碍物、下坡等），但有一些则不明显。 
本手册中讨论了许多此类情形。

杂志或影像中出现的某些高风险特技和跳
跃动作非常危险；即便是专业的运动员也
有可能在撞车中严重受伤（而且撞车情况
的确会发生在专业运动员身上）。

对自行车进行改装 可导致出现安全隐患 
新自行车的每个零件均经过仔细挑选和认
可。附件或备件的安全，尤其是这些零件的
安装方式以及与自行车其他零件的连接方

式，未必始终明显。因此，您仅可使用经过
认可的原装设备或零件来更换零件。 
如果您不确定哪些零件经过认可， 
请咨询自行车商店。

改装示例包括此部分列表：

• 对现有零件进行外形上的更改（磨削、
锉削、钻削等） 

• 对碳复合结构进行的任何修理 

• 拆除安全设备，例如： 
反光片或附属固定设备 

• 使用刹车系统连接器 

• 增加马达或引擎 

• 安装附件 

• 更改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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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您的自行车商店 
确保无忧无虑的骑行快乐时光的最好方法是与您最喜欢的自行车商店
建立关系。

海量资源 
本手册包含大量有关您的自行车的重要信
息 — 更多信息则在 trekbikes.com 的 
“支持”部分。

但手册或网站无法修理爆胎， 
无法调整变速器，无法纠正车座高度， 
无法倒咖啡，也无法在您几乎获胜时无休
止地讨论这件事。

本地所有的自行车商店是自行车的核心和
灵魂。 
以下是他们所能够提供的内容的范例：

知识渊博的员工 
自行车商店的员工可不仅仅是销售人员。
他们是使用并理解自己所销售产品的车
手。

Fitting 
您的商店能够设置并调整您的自行车， 
以适合您和您的骑行风格， 
以及您的偏好。

专业技师 
您的商店内的服务人员将让您的自行车或
电动自行车每一季度都保持在巅峰状态。

保修服务 
如果您对我们销售的产品有问题， 
您的自行车商店会尽力去解决。

这是面向每一位车手的商店 
我们在美国有超过 3,000 家本地自行车商
店，而在世界各地还有数百家。部分商店专
攻竞赛，部分商店满足通勤者，部分商店则
专注于山道骑行 — 而许多商店会提供适合
每个人的产品。

如果您心中还没有最喜欢的一家商店， 
寻找理想之选的最佳场所是  
trekbikes.com 的“查找零售商”。

电动自行车重要信息
在您骑上新的电动自行车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本手册和作为补充的 
《电动自行车用户手册》。

• 每一本手册中都有关于您的电动自行车
的须知信息。

• 在保护地球上我们是合作伙伴， 
因此您需要正确使用、 
维护和处理电子元件。

除了电动自行车操作一节之外， 
我们还建议您阅读补充资料中的 
“首次骑行前须知”一节。

电动自行车进行车架内走线，驱动单元和
电池其他关键部件也走安装在车架管材

内。在安装其他非标配附件（例如水壶架）
时，请不要碰撞车架内的电线或电池组 
（例如不要使用太长或太尖的螺栓）。 
这可能导致电气系统短路和/或电池损坏。

 

 警告！ 电气系统短路和/或电池损坏可能会导致过热。在极端情况下， 
受到严重影响的电池组甚至可能会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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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图表

1 车座
2 座杆
3 座杆夹
4 后上叉
5 座管
6前变速器
7后变速器

8 前碟刹
9 后碟刹
10 前轮圈刹车
11 后轮圈刹车
12 卡式飞轮
13 后下叉
14 牙盘

15 曲柄臂
16 轮圈
17 辐条
18 轮胎
19 花鼓
20 下管
21 前叉

22 头管
23 指拨
24 刹车柄
25 把横
26 把立
27 碗组
28 上管

29 货架
30 前挡泥板
31 后挡泥板
32 前灯
33 后灯
34 马达
35 撑脚架

36 控制单元
37 电池
38 链罩
39 摇臂
40 后减震器
41 避震前叉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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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0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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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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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图表包含基本的自行车零件。您具体的车型可能并不包含所示的所有零件。请访问 
trekbikes.com 的“支持”部分以了解更具体的信息。

39

4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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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腿的弯曲程度超过“稍微”， 
则应调整您的车座。 
如果您的脚无法放在踏板上， 
则应调低您的车座。

为避免损坏座杆或车架，请勿让车座的位
置超出座杆或座桅的最低插入线（图 1.3）
。如果您无法正确调整车座的位置， 
请前往您的自行车商店。

调整您的把横和把立到舒适的高度 
把横的位置对操控性和舒适度非常重要。
您改变把横的指向，自行车就会跟随。

需要使用专用工具来对准、 
调整并扭紧把立， 
因此仅可由自行车商店执行此操作。 
请勿尝试自行调整， 
因为这些改动可能还需要调整变速杆、 
刹车柄和线缆。

 警告：碗组和把立总成不正确，以及扭
矩不正确可能会导致前叉转向管受损，从而
可能使其断裂。 
如果转向管断裂，您可能会摔倒。

了解您的自行车
为了尽可能地享受自行车的乐趣， 
您应熟悉：

• 踏板（平面、自锁或趾夹和绑带）

• 刹车（杆式或踏板）

• 变速（如有配备）

• 避震器（如有配备）

如果您拥有舒适自信的骑行体验， 
您将享受更多乐趣。

图 1.3：座杆最低插入线。

您的首次骑行前 
在进行首次骑行前，请确保您的自行车已准备就绪。

请骑乘尺寸合适的自行车。
您的自行车将帮助您挑选一辆合适的自
行车。

• 对于配备标准直上管的自行车， 
当您跨立于自行车上时， 
您与上管之间应留有至少 25 毫米 
（1 英寸）的间隙（图 1.1）

• 对于无上管或山地车的车架， 
请使用相应的标准上管车架确认尺寸。

请保持在重量限制内 
您的自行车有重量限制。请见“使用条件”
一节以了解得到一般指导。

调整您的车座到舒适的高度 
测试您的高度是否正确， 
方法是坐在车座上， 
同时脚跟放在下踏板上，腿稍微弯曲 
（图 1.2）。

图 1.1：正确的骑车高度。

图 1.2：调整车座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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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车轮 
• 检查轮圈和辐条是否受损。 
让车轮旋转起来。 
旋转的车轮应直接穿过前叉（前部） 
和后下叉（后部），而不会接触刹车片 
（轮刹）。

• 检查车轴是否已完全固定在勾爪中。

• 提起自行车并用力击打轮胎顶部。 
车轮不应脱落、松动或左右移动。

• 如果您的车轮配备了快拆， 
请确保手柄已正确合上并就位 
（与后下叉或前叉方向对齐）， 
并在车轮旋转时不会干扰辐条或碟刹系统
（图 1.7）。

 警告：使用快拆系统牢固地夹紧车轮需
要相当大的力量。 
如果车轮未正确固定， 
车轮可能会松动或脱落， 
造成严重伤害。螺母应被拧到足够紧， 
你需要用手指握住前叉以合上手柄。 
手柄应在手掌上留下清晰的印记， 
紧固件应让勾爪表明凸起。

检查轮胎 
• 使用配备仪表的打气筒， 
确保轮胎重启在推荐压力范围内。切勿超
过轮胎或轮圈侧面指明的压力极限； 
以最低者为准。

注意： 使用手动泵或脚踏泵比使用加油站
用泵或电动压缩机更好。 
后者更可能会导致过度充气， 
从而可能造成爆胎。

图 1.7：位置不当的快拆杆可能会干扰刹车系统。

每次骑行前 
在骑上您的自行车前，请在水平地面上进行安全检查，远离来往交通。
如果任何零件未通过安全检查，请在骑行前进行修理或将自行车送去
维修。

骑行前检查清单
检查把横 
• 确保把杆与车轮成 90 度角（图 1.6）。

• 检查把横是否已拧紧，以免扭转不对齐，
把立无法旋转。

• 将把横从一侧转到另一侧时，请确保不
会拉动或卡住线缆。

检查车座和座杆 
• 确保车座与自行车的中心对齐 
（图 1.6）。

• 检查车座导轨或座箍是否已拧紧， 
以免扭转不对齐，或是上下移动或倾斜。

 警告：包括快拆在内的未正确调节和封
闭的车轮连接装置可能会单独活动并卡入
辐条或刹车碟片中。此外， 
车轮可能会松动或脱落、 
突然使车轮停止， 
降低您的操控性并致使您摔倒。 
在骑乘自行车前，务必确保车轮已被正确安
装并连接牢固。

90º

图 1.6：把横和车座的正确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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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刹车： 
链条中部的垂直移动总距离应在 6-12 毫米
（0.25-0.50 英寸）之间（图 1.9）。

检查线缆 
• 务必将线缆和外管恰当地固定在车架
或前叉上， 
以令其不易干扰或缠绕在活动件上。

检查反光片、车灯和配件 
• 检查反光片是否干净， 
位置与轮圈垂直。

• 确保前后车灯和任何其他配件连接牢
固、定位正确和工作正常。

• 车灯须与地面平行。 
确保电池已充满电。

检查您的电动自行车和控制器 
• 使用电动自行车时， 
检查电池是否已锁固在底座中并充满电，
并检查您的控制器和电动自行车系统是否
正常工作。

检查您的避震器（如适用）
• 根据用途调整避震器， 
并确保避震器任何组件均不会 
“触底”或完全压缩。 
避震器调整说明可在 trekbikes.com  
的“支持”部分中获取。

检查您的踏板 
• 确保您的踏板和鞋子保持干净， 
没有可能会干扰握把或踏板系统的碎片。

• 握住您的踏板和曲柄臂并摇动以查看是
否有任何松动。 
同时转动踏板以确保它们可自由旋转。

检查刹车 
• 静止不动时，确保您在刹车柄不接触把
横的情况下施加全部的制动力。 
（如果刹车柄接触把横， 
您的刹车件可能需要调整。） 

• 检查前轮刹车是否工作正常。 
以低速骑自行车并使用前轮刹车。 
自行车应会立即停止。

 警告：对前轮突然施加制动力或制动力
过大可能会令后轮抬离地面。 
这会降低您的操控度并致使您摔倒。 
为得到较好的刹车效果， 
请同时使用两个刹车。（图 1.8）

• 对于轮刹或碟刹， 
请使用后轮刹车重复该流程。

• 对于脚刹车，请从后脚踏曲柄略高于水
平线的状态开始。 
向后踏板施加向下的压力 向下踩踏板时，
刹车应会贴合。

检查链条 

• 确保链条或皮带张力适当，以防脱落。
如果您不确定张力是否适当， 
请前往您的自行车商店。

• 检查链条是否有扭结，生锈，销钉、 
面板或滚轴断裂。

图 1.8：同时使用两个刹车。 
使用前刹车只能导致自行车向前倾斜。

图 1.9



20 21

请明智骑行 
了解您的技术水平， 
骑行时切勿超越极限。

• 骑乘时不要分心。骑行时使用手机、 
音乐播放器或类似设备可能导致事故。

• 不要骑得太快。如果发生碰撞，速度越
快，风险越大，导致越大的冲击力。您可能
会对电动自行车的动力感到惊讶。

• 骑行时切勿双手放开。务必保持至少有
一只手放在把横上。

• 切勿双飞骑行，骑协力自行车除外。

• 切勿在醉酒或使用可能会使您昏昏欲睡
或注意力减少的药物时骑车。

• 切勿成群骑行。 
骑行时其他车手靠近会降低道路可见度，
并可能导致您失去对自行车的控制。 
此外， 
大群车手也会给其他道路使用者带来问
题。

• 切勿以您的自行车类型未规定的方式骑
行（请见“使用条件”一节）。

电动自行车须知： 请注意，其他道路使用
者并未预期电动自行车的速度比普通自行
车更快。骑行速度加快也可能会增加发生
事故的风险。

 警告：自行车使用不当时， 
损伤风险更大。 
误用会增加您的自行车所受应力。高应力可
能导致车架或部件受损并增加受伤风险。为
减小受伤风险，请以其设计时所规定方式来
使用您的自行车。

安全预防措施 
遵照这些基本的安全预防措施，以减少骑自行车时受伤的风险。

全副武装 
• 骑自行车时务必佩戴头盔， 
以减少事故中头部受伤的风险。 
确保您的头盔合头， 
并符合所需的安全标准。

• 着装合适。宽松的衣服或配件可能会被
您的车轮或其他可动部件夹住而导致您摔
倒（例如裤腿卷入链环中）。

• 确保宽松的肩带和附件都得到固定 
（自行车背包带、背篓等）。

• 在日间穿着荧光骑行服， 
而在夜间穿着反光骑行服， 
提高您的可见度。在骑行时，上下踩动踏板
的动作就能让您在公路赛能够被辨识。 
夜间骑行时， 
请穿上含反光材料的装备强调您的脚、 
脚踝和腿部的运动。日间骑行时， 
请穿上荧光袜、荧光鞋、 
荧光外套或保暖服。

• 在日间和夜间均使用前后车灯。 
确保您的反光片干净且处于适当位置。

 警告： 
反光片仅在有光线照射时才能起作用，无法
代替车灯。如果没有充足照明， 
在黑暗条件或是在可见度低的情况下骑行
非常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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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天气
在潮湿或多雪的天气中骑行时须采取额外
预防措施， 
因为轮胎的抓地力会大幅降低。

在潮湿天气中刹车距离会增加。尽早刹车，
相比在干燥条件下骑行时要更为小心。

倾听您的自行车 
如果您的自行车表现异常 
（例如抖动或摇晃）， 
或是您听到异常噪音， 
请立即停止骑行并找出问题。

在任何碰撞或冲击后 
（特别是碳纤维自行车）， 
让您的自行车商店彻底检查您的自行车。
您的自行车所受损伤可能并不显眼。 
请解决好一切问题后再骑行，或者将您的
自行车送至自行车商店处进行检修。

未雨绸缪 
在愉快的自行车骑行中出现爆胎或其他机
械性问题确实让人郁闷。请带上打气筒、 
备用内胎、修补套件、工具，以及备用电池
或充电器以供您的车灯和电池使用。 
做好修理自行车的准备， 
这样您就能够从骑行中安全回家。

请遵照和越野的规则
您有责任了解适用于您骑行所在地的法
律。请遵守有关电动自行车、自行车照明、
公路或自行车道骑行、头盔、 
儿童载行以及交通的所有法律法规。

避免误用 
误用的示例包括让自行车跃起；在树枝、 
碎片或其他障碍物上骑过；表演特技； 
在崎岖野外地形上骑行； 
在各种条件下骑行速度过快， 
或是以不寻常的方式骑行。 
这些做法及其他误用会增加您的自行车各
部件所受应力。

避开危险 
留意汽车、行人和其他骑行者。 
要假设其他人并未看到您， 
并准备好规避他们或他们的行为， 
比如在您的前进道路上打开车门。

越野骑行时须小心。仅在小径上骑乘。 
不要从岩石、树枝或洼地上骑过。

切勿将松动的物体或宠物绳系在把横或自
行车的其他部位上。

留意并避开路面危险因素，如坑洞、 
排水格栅、软路肩或低路肩， 
或是可能会对车轮造成影响的碎片， 
这些会令您的车轮打滑、“锁定” 
或陷入车辙中， 
所有这些都可能会导致失控。 
如果您对路面状况不确定， 
请推着自行车走。

当您穿越铁轨或或排水格栅时， 
小心靠近它们并以90度角骑过， 
以免车轮陷入车辙中（图 1.10）。

图 1.10 穿过铁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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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条件和重量限制 
您的自行车上有车架贴纸， 
贴纸上表明了自行车的使用条件。请仅按
照针对您自行车类型所规定的使用条件
来骑乘。

车架贴纸 
请检查您的车架是否有使用条件贴纸
和/或以下 Electrically Power Assisted 
Cycles（电动助力自行车，EPAC）贴纸：

快速电动自行车（高速 EPAC） 
45 kmph (28 mph)

EU EPAC ISO 标签， 
CE 特定于型号

US EPAC ISO 标签， 
类标签

1
ISO 4210-2 

城市/徒步旅行

I 类
最大 250 W

最大 20 mph

1
ISO 4210-2 

城市/徒步旅行

1
EN 15194 

城市/徒步旅行

条件 地形 重量限制 自行车类型或定义
儿童自行车 适合儿童骑乘。 

儿童必须在家长的
监督下骑乘。 
儿童不可靠近斜坡、
路边、楼梯、下坡、
池塘或机动车辆行
驶区域骑行。

36 千克 
（80 磅）

车座高度上限为 635 毫米

通常是配备 12"、16" 或 20"  
车轮的自行车；儿童三轮车； 
并包括带拖车的自行车

无快拆式车轮连接系统

条件 1

1

在轮胎始终能够
着地的摊铺路面上
骑乘。

125 千克 
（275 磅）

配备赛车把横的公路自行车

铁人三项赛、计时赛或变速自行车

配备 26"  
大车胎和后弯式把横的沙滩自行车

配备赛车把横的公路电动助力自行车

136 千克
（300 磅）

标准助踩式电动助力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250 千克
（550 磅）

协力自行车

条件 2

2

在条件 1  
的情况下，外加平坦
的碎石路及经过整
饰且坡度较缓的小
道上骑行。

不足 6”（15 厘米）
的下坡。

80 千克 
（175 磅）

配备 24" 车轮的山地或混合型自行车

125 千克 
（275 磅）

公路越野自行车：赛车把横、700c  
凸块高花纹轮胎以及悬臂式或碟刹

136 千克
（300 磅） 

车轮为 700c、车胎宽度超过 28c， 
且为平把的混合型或 DuoSport 自行车

标准助踩式电动助力自行车

 警告：如果您在使用自行车时施加的应力超过了预期使用条件， 
自行车或其部件可能会受损或断裂。 
自行车受损可能会降低您的操控度并致使您摔倒。 
不要在应力超出自行车极限的使用条件下骑乘。如果您不确定自行车的极限， 
请咨询自行车商店。

重量限制 = 车手 + 自行车 + 装备/载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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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3

3

在条件 1 和 2  
下骑乘， 
再加上崎岖的小径、
小障碍物、 
平坦的技术区域。

跃起高度不可超过 
24" （61 厘米）。

80 千克 
（175 磅）

配备 24 英寸车轮的山地自行车

136 千克 
（300 磅）

任何未配备后避震器的山地自行车适
合在条件 3 下骑乘。任何配备短行程
后避震器的山地自行车也适合在条件 3 
下骑乘。
• 配备 26"、27.5" 或 29"  
凸块高花纹宽轮胎的“标准”、“竞赛”
、“越野”或“单线车道”山地自行车
• 短行程后避震器（3"/75  
毫米或以下）

山地电动助力自行车
条件 4

4

在条件 1、2 和 3  
下骑乘； 
再加上崎岖的技术
区域、 
高度适中的障碍物。
跃起高度不可超过 
48"（120 厘米）。

136 千克
（300 磅）

配备 26"、27.5" 或 29"  
凸块高花纹宽轮胎及中行程后避震器
（4"/100 毫米或以上）的“重型”、 
“技术山道”、“全山地”山地自行车

条件 5

5

跳跃骑乘、 
快速骑乘、在较崎岖
的路面上鲁莽骑乘
或在平坦路面上完
成跳跃。

136 千克
（300 磅）

配备重型车架、前叉和长行程后避震器
（7"/178 毫米或以上）组件的 
“自由骑行”、“弹跳”或“重力”自行车
此类用途非常危险， 
并且会对自行车造成极大压力。 
极大压力会对车架、 
前叉或零件产生危险应力。如果在条件  
5 所述地形中骑乘， 
您应执行安全保护措施，例如， 
更频繁地检查自行车和更换设备。 
您还应穿戴全面的安全设备， 
如全护式头盔、护具和护身服。

基本骑行技术 
利用以下诀窍和技巧，充分享受您的骑行体验。

转向和操控

小心“撞脚”。在极慢速度下转动把横时，
您的脚可能会触碰前轮或挡泥板， 
或与其重叠。在慢速骑乘并转动把横时， 
不要踩踏板。

潮湿、碎片散落或不平整的路面将会影响
您对自行车的操控。漆面（人行横道、 
车道线）和金属表面（格栅、井盖） 
在潮湿时可能会特别湿滑。 
尽量避免在不太好的表面上突然变向。

休息把和操控 
休息把是车把横的向前延伸部分，带有臂
靠。将前臂或肘部放在休息把上骑乘时，
把握方向和止住自行车的能力将降低。您
需要加大转向或刹车控制时，请改变姿势，
以便双手靠近刹车柄，而不要靠在肘部或
前臂上。

切勿将臂靠用作手柄；它们仅用于当您的
前臂放置在衬垫中心时提供支撑。靠在臂
靠的边缘可能会使其断裂。

图 1.11：撞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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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 
骑乘时， 
请始终与其他车辆或物体保持安全距离，
以为自己留出足够的停车空间。调整距离
和刹车力以适应骑行条件和速度。

为了让刹车的安全性最大化， 
请平稳均匀地使用刹车。 
向前看并提前调整速度以避免急刹车。

不同的自行车拥有不同的刹车系统， 
且根据其使用条件有着不同的刹车力 
（请见“使用条件和重量限制”一节）。 
请留意您自行车的刹车力，切勿超过限值。
如果您希望增加 — 或降低 — 刹车力， 
请咨询您的自行车商店。

潮湿、碎片散落或不平整的路面将会影响
您的自行车对刹车的反应。在不太理想的
路面条件下刹车时须格外小心。保持平稳，
并留出更多时间和距离以便停下。

脚刹车 
父母或监护人： 
请向您的孩子或受抚养人说明这一点。

如果自行车配备脚刹车（由踏板启动）， 
您可通过倒踩踏板来使用刹车。

图 1.12

若要施加最大刹车力度， 
在使用刹车时曲柄臂应处于水平位置。 
曲柄将在刹车开始工作后做出一定旋转，
因此应在后踏板略高于水平面时开始使用
刹车（图 1.12）。

手刹 
骑行前， 
请确保您知悉哪个刹车柄控制哪边刹车 
（前轮或后轮）。

如果您配备两个手刹车， 
请同时使用它们。

前轮刹车较之后轮刹车提供更强的制动
力，所以不要突然使用或用力过强。 
逐渐增加对两个刹车的压力， 
直至减到您所需的速度或停下。

如果您必须快速停车， 
请在使用刹车时将您的体重后移， 
以将后轮保持在地面。

 警告：突然或过度对前轮施加刹车力度
会导致后轮抬离地面， 
或导致前轮从您脚下滑脱。 
这会降低您的操控性并致使您摔倒。

部分前轮刹车中包含“调幅器”，这是一
种使得对前轮刹车的施力变得更为平缓
的装置。

变速换挡 
自行车上的传动系统让您能够在不同的条
件下舒适地踩踏板 — 例如骑行上山， 
逆风踩踏，或是在平坦地形上快速骑行。 
根据条件调至较舒适的档位； 
即一个让您以恒定速率踩踏的档位。

大多数自行车上有两个变速系统： 
外部的变声器，以及内变速花鼓 (IGH)。 
请针对您的设置使用正确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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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换挡装置和变速器的功能不同。 
了解您的系统。

若要使用变速器进行变速 

 警告：变速器变速技术不正确可能会导
致链条卡住或脱落， 
导致您失控并跌落。

变速器将链条从一个档位移至另一个。 
通过改变变速手柄（也称为换挡器） 
的位置来换档，从而控制变速器。 
在大多数自行车上， 
左换挡器控制前变速器， 
右换挡器控制后变速器。

仅在踏板和链条向前运动时才可换档。

变速时，请减小踩踏力度。 
减小链条张力有助于链条快速平稳地换
档，从而减缓链条、 
变速器和传动系统磨损。

一次只能使用一个换挡器。

请勿在骑行翻越颠簸路段时变换档位， 
以免链条脱落或轧住，或者乱档。

不要在链条处于“交错”位置时骑乘。 
交错是指当您使用变速器换档， 
使得链条从最大的前链轮齿穿至最大的后
链轮齿（或者， 
从最小的链轮齿穿至最小的链轮齿）。

在这个位置上，链条处于一个极端的角度，
导致链条和齿轮运转不平稳， 
也将导致组件更快磨损（图 1.13）。

图 1.13

前车链环

后轮卡式飞轮

小环至小环链条 大环至大环链条

使用内变速花鼓 (IGH) 换档
变速时，请滑行（不要踩踏）。链条上的张
力会妨碍换档装置的正常运转， 
并可能损坏该装置。

使用大多数 IGH 系统， 
您可以在自行车不移动时换档 — 例如， 
您可以在停车标志处换到较低挡位， 
以更便于起步。

踩踏 
在骑行前， 
请了解您的踏板系统并学会平顺地踩踏。

有三种踏板选择：平板、趾夹和自锁。趾夹
和自锁踏板系统让您的双脚与踏板相连，
使您可以在整个踏板行程 
（向上拉和向下踩）中施加更大的力， 
从而使效率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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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仅穿戴与您的踏板系统相兼容的骑行
鞋。如果您对兼容性有任何疑问， 
请咨询您的自行车商店。

平踏

平板踏板物如其名。 
它们对特殊鞋类没有要求， 
您的双脚可以自由地踩上和离开踏板。

趾夹
这些通过趾夹和一根束带将双脚固定于踏
板中，趾夹和束带包裹在您的脚趾前部。

自锁踏板 
卡入所谓的自锁踏板系统需要特殊的骑行
鞋，后者具有与踏板接合的锁片。

如要卡入： 
将您的骑行鞋底部的锁片与踏板机构对

齐，然后向下踩。

如要取出：旋转脚跟使其离开自行车， 
直至您感到骑行鞋脱离踏板。

如果您使用趾夹或自锁踏板：  
您必须能够快速轻松地从踏板上松开， 
因此须在骑行前练习进出踏板。

诀窍：将自行车放在骑行台上或一个您可
以自己抓住门框以保持平衡的门框位置。

确保任何释放装置均运转正常， 
骑行前根据需要对其进行调整。

 警告：技术不正确、 
传动系统不兼容、运转不正常的踏板系统可
能会导致双脚被卡住， 
或致使双脚意外脱离踏板， 
从而让您失去控制。

与儿童同乘 
采取这些预防措施能够为年轻车手提供尽可能较安全、较好的体验。

在骑行途中拖曳或搭载儿童 
• 如果您打算让儿童坐在自行车座椅中或
在后面加一个儿童拖车， 
请务必小心确保儿童的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自行车需配备适合儿童座
椅或安装拖车的附件。 
拖车应使用所提供的旗帜。

• 碳纤维车架（例如座管） 
或座管上只能安装专用的儿童座椅。 
如果您不确定，请咨询您的自行车商店。

• 每次骑行前均检查其连接部件或与自行
车的连接。

 警告： 自行车车架（例如碳纤维车架）
只能安装专配的卡夹。 
不匹配的卡夹可能会损坏车架材料， 
导致不安全的情况发生。

• 在后座上安装儿童座椅时， 
请参考自行车的最大允许载荷。 
在安装后货架电池的电动自行车上， 
由于电池的重量，最大负重会降低。 
您可以在货架或货架支架上找到最大容许
负重。在许多情况下，建议将儿童座椅安装
在座管上以卸下后货架。

• 如果将儿童座椅安装在自行车后部， 
请确保没有外露的车座弹簧， 
避免傻划破儿童的手指。 
裹住弹簧或使用没有弹簧的座垫。

• 请勿在没有人看管的情况下， 
将儿童自己留在儿童座椅或拖车内。 
自行车可能会翻倒并让儿童受伤。

• 确保儿童佩戴防护装备， 
尤其是已核准、贴合头部的头盔。

• 经常检查以确保拖车（带踏板） 
上的儿童清醒并保持警惕。

• 降低速度。请阅读并按照儿童座椅或拖
车附带的说明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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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儿童骑乘他/她的自行车 
• 确保儿童的衣着适合骑行，穿着明亮、 
可见度高的衣服。

• 确保儿童骑乘尺寸合适的自行车， 
并确保车座和把横的位置正确， 
已得到较大的舒适度和控制性。

• 儿童较之成年人更难以识别危险情况，
并且在紧急情况下可能无法作出正确的反
应，因此需要借助您的眼睛和耳朵， 
做出判断以确保其安全。

• 儿童不可靠近斜坡、路边、楼梯、下坡、
池塘或机动车辆行驶区域骑行。

• 教育儿童遵守道路规则， 
并强调遵守道路规则的重要性。

• 明确建立适合您所在地的骑行规则， 
包括儿童能够进行骑行的地点、 
时间和时长。

 警告：在转向时， 
辅助轮可防止自行车的正常倾斜。 
如果儿童转弯过快， 
自行车可能会倒地并导致受伤。 
若配备辅助轮，不要让儿童骑得太快  
或突然转弯。

• 每次骑行前请检查儿童的自行车 
（请见“每次骑行前”一节）。

• 请特别注意检查儿童自行车的车把握柄
或把套。如果出现撞车，暴露在外的车把末
端可防止出现刺伤风险。

 警告：车把末端如未插入或被覆盖，则
可能会在发生撞击时割伤车手。 
家长们应定期检查孩子的自行车， 
并更换已损坏或缺失的握柄。

保养自行车

36 保护自行车
40 维护
42 检查
47 每位车手应了解的五个简单修理方法
53 碳纤维保养

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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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自行车
我们打造的自行车能够使用很长时间 — 这需要您的一点帮助。 
遵循这些保护措施以使您的自行车长期保持良好状态。

保持清洁 
如果您的自行车非常脏，请用水或温和的
清洁剂和非研磨性海绵清洁自行车。 
切勿使用高压冲洗自行车，切勿直接冲洗
电动自行车的轴承点或电子部件。切勿使
用刺激性化学品或酒精擦拭物清洁自行
车。请见“五个简单的修理方法” 
一节了解关于清洗自行车的更多详情。

部件更换 
如果您需要更换任何自行车部件 
（例如磨损的刹车片或因事故损坏的部
件），请访问您的自行车商店或  
trekbikes.com 的“装备”部分。

请仅使用原装备件。 
如果您使用的并非原装备件， 
则可能会损害您的自行车的安全性、 
性能或保修资格。

关于自行车检修的警告
检修自行车需要专用工具和技能。如果本
手册中未特别列出某种维修或调整情况，
则为了您的安全起见， 
仅应由自行车商店进行此类维修。

建议工具列表 
并非每辆自行车都需要全部这些工具。

• 2、4、5、6、8 mm 六角扳手 

• 9、10、15 mm 开口扳手 

• 15 mm 套筒扳手 

• 套筒扳手，14、15 和19 mm 套筒扳手 

• T25 梅花型扳手 

• 1 号十字头螺丝刀 

• 自行车内胎修补工具、 
带计量器的打气筒，以及撬胎棒 

• 扭力扳手

 警告：许多自行车检修和修理工作需要
专用知识和工具。在您通过自行车商店了解
如何正确完成这些工作前，请勿对您的自行
车进行任何调整或检修。我们建议由符合
资格的自行车技师进行重要机械维修。调整
或检修不当可能导致自行车损坏或可能致
使严重伤害或死亡的事故。

您的安全取决于自行车是否经过适当维
护。如果本手册中未特别列出某种维修、 
调整或软件更新情况， 
则仅应由自行车商店进行此类维修。

在进行任何维修或附件安装后， 
请检查您的自行车，如“每次骑行前” 
一节所示。

您的自行车的停放、 
存放和运输 
防盗 
除非您使用自行车锁将自行车锁固在固定
物体上以抵御断线钳和锯子， 
否则切勿停放自行车。对于电动自行车， 
请将电池锁定就位并卸下控制器 
（如适用）。

在线注册您的自行车（请见 
“注册您的自行车”一节）。 
在本手册中记录下序列号， 
并将手册放在安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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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地停放或存放您的自行车 
将自行车停放在不会跌落或滚落的地方。
任何跌落都可能对您周围的自行车或财产
造成损害。

不当使用自行车泊车支架可能会导致车轮
弯曲，刹车线受损， 
或是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情况下， 
会使电气系统管线受损。

不要将自行车支撑在其变速器上。 
后变速器可能会弯曲， 
或者脏污可能会进入传动系统中。

尽可能保护您的自行车免受各类元素的影
响。雨、雪、 
冰雹甚至阳光直射都会损坏您的自行车车
架、表面或部件。

将自行车收起来长时间不用之前， 
请清洁和维修自行车，并擦亮车架。 
让自行车离地， 
轮胎中约保持建议充气压力的一半。

请见补充性《电动自行车手册》 
了解正确的电池储量。

保护您的自行车表面 
化学品（包括部分运动饮料）或摩擦接触可
能会损坏自行车的表面或油漆。 
污垢可能会磨损或擦去自行车上的喷漆 
（甚至车架材料），尤其是线缆摩擦处或有
皮带置于内胎周围时。 
使用粘合衬垫来防止关键点受到摩擦。

避免温度过高 
温度过高可能会损坏将碳纤维接合在一起
的粘合剂或车架部件的连接处。 
不要将自行车暴露在温度超过  
65°C (150°F) 的环境中。 
停放在日光下的汽车内部可达到这个温
度。

使用汽车用自行车托架、工作台、 
拖车和骑行台时要小心谨慎。
诸如工作台、汽车货架、骑行台或儿童拖车
等设备上的夹紧装置可能会对自行车车架
造成损伤。按照特定配件的说明进行操作，
以保护您的自行车免受伤害。 
切勿将任何这些装置夹在碳纤维管上， 
除非车架经过专门设计， 
用于承受这些装置。 
并非所有自行车都与行李架、 
自行车拖车等兼容.... 如果您不确定， 
请咨询您的自行车商店。

请将自行车仔细包装后再行运输 
包装错误的自行车在运输过程中很容易损
坏。如需包装您的自行车以便进行运输时，
请务必使用能够保护自行车的硬纸箱或纸
板箱。在所有车架和前叉管上系上泡沫衬
垫，并使用硬块来保护前叉端以及维持前
叉腿的支撑结构。

运送电动自行车时还有特殊规则和注意事
项。如果您不确定自己要做什么，请参阅 
trekbikes.com 上的补充材料 
《电动自行车用户手册》 
或让您的自行车商店为您包装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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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
技术进步使得自行车和自行车部件更为复杂，创新的步伐也在迈进。
本手册不可能提供正确维修和/或维护每辆自行车所需的所有信息。

为了有助于尽可能减少事故发生和潜在伤
害的可能性，您必须让自行车商店进行本
手册中未明确说明的任何维修或维护。

从您的骑行风格到地理位置， 
许多变量因素将决定您的维护要求。 
忽视维护的时间越长，维护就越为重要。 
您的自行车商店可以帮助您确定维护要
求。

首次使用新自行车后，应对其进行检查。 
例如，线缆在使用后会拉伸， 
而这会影响变速装置或刹车的运转。 
购买新自行车后约两个月后， 
请自行车商店全面检查您的自行车。 
即使您不经常骑乘自行车，也必须每年让
自行车商店全面检修您的自行车。

每次骑行前，请执行一次“每次骑行前” 
一节中概述的检查。

请见 trekbikes.com 中的“支持” 
部分以了解全面的维护计划，其中包括按
距离和小时数划分的检查和检修建议。

维护计划基于正常使用情况。如果您的自
行车骑行超过指定距离和时间，请比所建
议的频率更频繁地进行自行车维护。 
如果部件发生故障， 
请立即进行检查和维修， 
或咨询自行车商店。如果零件磨损或损坏，
请将其更换后再骑乘自行车。

如果您的检查表明您的自行车需要维护，
请访问 trekbikes.com 的“支持”部分， 
获取更多说明和实用视频， 
或者前往您的自行车商店寻求检修。 
如果您的自行车需要润滑，请向您的商店
咨询最适合您所在地区的产品 
（由于天气等原因， 
较适合的润滑油可能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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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如维护计划中所列，在有指示时执行以下检查和维护。

检查紧度 
您的新自行车以螺栓和连接件正确拧紧的
状态离开商店 —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螺栓和连接件会松动。 
这是正常现象。进行检查并将其调整到正
确的扭力规格非常重要。

了解您的扭力规格 
扭力是螺丝或螺栓紧度的度量。

扭力过大可能会使螺栓 
（或其所连接的部件）过紧、变形或损坏。
扭力过小则可导致部件活动，并导致螺栓 
（或其所连接的部件）疲劳破裂。

扭力扳手是确定紧度正确的唯一可靠方
法。如果您没有扭力扳手， 
则无法正确检查紧度， 
而应咨询自行车商店。

扭力规格通常刻在螺栓或部件上或在其旁
边。如果该部件上未刻有规格，则请检查 
trekbikes.com 的“支持”部分， 
或咨询您的自行车商店。请检查以下内容并
根据需要调整至正确的扭力规格， 
这不会花费太多时间：

• 车座夹螺栓 

• 座杆夹螺栓 

• 把立螺栓 

• 变速手柄连接螺栓 

• 刹车手柄连接螺栓 

• 刹车螺栓（前刹车和后刹车）， 
包括任何连接线缆外管止动的螺栓 

• 避震器连接螺栓和枢轴螺栓

车把 
检查：

• 车把把套稳固（它们不应移动或旋转）
。

• 车把把带（如适用）， 
并在其松动或磨损时进行更换。

• 任何把横延长件或把端均已正确就位并
稳固，且把盖同样稳固。

 警告：车把末端如未插入或被覆盖，则
可能会在发生撞击时割伤车手。 
家长们应定期检查孩子的自行车， 
并更换已损坏或缺失的握柄。

车架和前叉 
检查您的车架和前叉，尤其是靠近接合处、
夹紧装置或连接区域。

观察并感受疲劳的征兆：凹痕、裂纹、 
划痕、变形、褪色、异常噪音（例如链条在
加速时的击打声或刹车摩擦声）。 
如果您找到任何征兆， 
请在骑乘前联系您的自行车商店。

刹车 
检查刹车片是否磨损。

• 轮圈刹车： 
如果刹车片表面上的凹槽不到 2 毫米深 
（或者，直拉式刹车不到 1 毫米深）， 
请更换刹车片。

• 碟刹：更换不到 1 毫米厚的刹车片。

• 碟刹转子：检查转子的厚度/磨损。 
最小厚度通常印在碟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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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轮和轮胎 
检查车胎是否有受损或磨损区域。 
车胎磨损变薄后，将更容易被刺穿。 
如果切口一直延伸到外壳上， 
或外壳螺纹上出现了任何裂纹， 
则请更换此车胎。

您的自行车商店应修理或更换松动辐条或
受损辐条。

关于轮圈磨损的事项。刹车时， 
刹车片会磨下轮圈上的物质。 
如果随着时间推移， 
刹车片磨下的材料太多， 
轮圈可能会变得脆弱，破损。 
铝合金轮圈磨损迹象：

• 轮圈周围有一个浅槽（图 2.1）。 
如果此浅槽无论从任何角度都不可见， 
则请更换此轮圈。

• 轮圈上的点 – 通常靠近阀门气嘴。 
如果该指示物受磨损致使该点不再可见，
请更换轮圈 

碳纤维复合轮圈： 
编织材料覆盖着内部单向纤维。 
如果这些纤维暴露在外，请更换轮圈。 
如果您不确定，请前往您的自行车商店。

如果感觉轮毂松动或发出摩擦噪音， 
则可能需要留意您的轴承。 
仅可由自行车商店来调整轴承。

变速器 
通过所有链轮组合进行换挡， 
确保变速器工作的正常平顺，链条不脱落。

Figure 2.1 铝合金轮圈磨损迹象。

踏板 
摇动踏板以确保它们在曲柄臂上的稳固。
旋转曲柄臂上的踏板。 
如果踏板无法平顺旋转， 
请前往您的自行车商店调整踏板轴承。

如有必要，请拧紧您的踏板。 
右踏板按平常方向旋进。 
左踏板向左旋进。请前往您的自行车商店，
将您的踏板拧紧至正确的扭力。

曲柄 
在后轮离开地面的状态下轻轻摇动曲柄臂
并转动曲柄（链环）。

如果在转动曲柄时感觉或听起来曲柄松
动，或者听到摩擦噪音， 
请不要骑乘自行车。中轴 
（轴承系统允许曲柄臂在车架中转动） 
可能需要调整。

如果您的检查表明您的自行车需要维护，
请访问我们网站的“支持”部分， 
获取更多说明和实用视频， 
或者将您的自行车带至自行车商店寻求检
修。仅可由自行车商店来调整轴承。

链条 
检查链条是否出现链节僵硬或磨损和污
垢。清洁并润滑链条（请见“五个简单修理
方法”一节）。

配件 
检查所有配件，确保它们的连接正确且
稳固。

部分自行车包括诸如停车架的配件，或是
您已自行添加了一些配件。请访问我们网站
的“支持”部分，获取有关操作和维护的进
一步说明，或是遵照配件随附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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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管 
检查线缆是否出现问题：扭结、生锈、 
股线断裂或末端磨损。 
线缆应配备端盖以防止磨损。 
同时检查线缆外管是否出现钢绞线松动、
末端弯曲、割裂以及磨损区域。 
如果线缆或外管存在问题， 
请不要骑乘自行车。 
除非您感到调整您的线缆很轻松，否则请
将自行车带到自行车商店进行检修。

电动自行车
检查所有内线和连接器是否受损。 
检查系统的运转情况。 
检查控制器插接是否受损。 
检查所有车灯和喇叭（如适用） 
的运转情况。

挡泥板
每次安装前挡泥板时， 
都要在顶部安装螺栓的螺纹上， 
涂抹保持良好粘性的 Loctite Blue 242  
粘合剂（或类似产品）。

这种方法适用于所有前叉安装位置：前叉、
后叉或叉冠下方（图2.1.1）。

图 2.1.1 前挡泥板安装螺栓位置。左-右：前，
后，冠下。

 警告: 重新安装挡泥板时，请确保使用
自行车或挡泥板组件提供的螺栓。 
这些螺栓拥有特定的尺寸和锁固能力。 
如果没有使用这些螺栓， 
可能会导致挡泥板松动或分离， 
对轮胎造成影响并突然停止。

 警告:  
顶部挡泥板安装螺栓可能会松动。 
为避免松动现象，每次安装时在螺纹上涂
抹保持良好粘性的 Loctite Blue 242  
粘合剂（或类似产品）。 
如果没有在螺栓上使用粘合剂， 
可能会导致挡泥板松动或分离， 
对轮胎造成影响并突然停止。

每位车手应了解的五个简单修理方法 
我们知道并非每个人都对机械有悟性... 
但每名车手都应该掌握这五个基本技能。 
我们将介绍以下重点， 
但如果您需要了解更深入的信息，您可在  
Trek 自行车 Youtube 频道上找到视频指南， 
网址为：youtube.com/user/trekbikesusa。

1. 检查您的轮胎 
充气程度适当的轮胎带来愉快的骑行体
验。检查轮胎的重启和磨损情况是改善自
行车性能的第一步。

检查您的胎压 
使用胎压表或配备仪表的打气筒来检查您
的胎压。

给轮胎充气（放气） 
使用手动打气筒将您的轮胎充气至轮胎侧
壁上所建议的气压，或是轮圈的建议气压，
以较低者为准。 
确保您的打气筒适用于您的气门： 
法式、美式 或 Dunlop/Woods 
（请见图 2.2）。

使用 法式 气门时， 
在尝试给轮胎充气前， 
必须将顶气门旋转两圈使其拧松。

图 2.2

邓禄普 法式 美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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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令轮胎充气过度。 
如果您的轮胎不在建议范围内， 
请放气并重新检查压力。

注意： 使用手动泵或脚踏泵比使用加油站
用泵或电动压缩机更好。后者更可能会导
致过度充气，从而可能造成爆胎。

PSI BAR kPa PSI BAR kPa

35 2.41 241 80 5.52 552

40 2.76 276 85 5.86 586

45 3.10 310 90 6.21 621

50 3.45 345 95 6.55 655

55 3.79 379 100 6.89 689

60 4.14 414 105 7.24 724

65 4.48 448 110 7.58 758

70 4.83 483 115 7.93 793

75 5.17 517 120 8.27 827

2. 清洗自行车 
骑乘一辆干净的自行车感觉会更好。 
它不仅外观好看， 
而且还会增加自行车的使用寿命。 
持续关注自行车的细节， 
您将能够及时了解最新的维护相关信息。

您只需要一根水管，一个水桶， 
温和的肥皂，一个软刷和一条毛巾。

使用水管冲湿自行车，然后使用浸入大量
肥皂水的软刷从上往下擦拭。 
将肥皂冲洗掉并擦拭干净。

注意： 高压水可能会损坏自行车部件。 
切勿用高压洗涤机清洗自行车。 
高压水也可能会渗入电子连接器、马达、 
控制器或电子系统的其他部件中。

3. 去污并润滑您的链条 
正确的润滑将使您的链条平顺安静地运
转，并延长其使用寿命。 
我们建议您在润滑前对链条进行清洁 
（去污）。

去污
去污是一件脏活， 
所以请把您的衣服留在衣柜里。 
您将需要一款自行车专用的去污剂 
（生物可降解型是理想选择）。 
有专门的链条清洁工具， 
但您也可以使用牙刷。

使用牙刷或链条清洁工具将去污剂涂在链
条的底边并向后踩踏。去污后， 
用肥皂水和刷子清洗链条， 
冲洗干净后晾干。

 警告： 切勿在轮圈侧壁或碟刹盘上使
用润滑油。刹车表面上涂抹润滑油会导致
刹车功能降低， 
并增加发生事故或受伤的可能性。 
擦去任何与刹车表面接触的润滑油。

润滑
使用自行车专用的链条润滑油。缓慢向后
踩踏的同时在每个链节上涂抹润滑油。 
擦去多余的润滑油。

图 2.3：将润滑油涂抹在链条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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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将润滑油涂抹在链条的底边上， 
并在链条下放一块抹布。 
这样可防止润滑油滴落在您的后下叉 
（车架）或车轮上，让这个过程更加干净 
（图 2.3）。

4. 卸下并更换车轮

 警告：如果您有电动自行车， 
或您的自行车配备了轮毂刹车， 
或者如果它有内变速后花鼓， 
切勿试图拆卸车轮。大多数轮毂刹车和内
变速花鼓的拆卸和重安装需要专业知识。
拆卸或组装不正确可能导致刹车或传动系
统故障， 
从而导致您失控并摔倒。

注意： 如果您有碟刹，请小心切勿在卸下
车轮后按压刹车手柄。这可能会令刹车片
合上，使得转子难以返回到刹车片内部。

拆除后轮。
1. 降档至卡式飞轮中的最小挡位。 
如果您有轮刹，请打开后刹车的快拆线缆
机构以打开刹车臂。

2. 松开车轮上的快拆、螺母或筒轴。

3. 握住变速器本体向下推， 
然后向后拉从勾爪中取出车轮。

4. 倾斜车轮并从卡式飞轮中取出链条。 
将车轮和您的自行车放下，同时升挡。

更换后轮
1. 站在自行车后部， 
车轮放在您的膝盖之间， 
用右手握住后变速器， 
向后拉之后向下推， 
确保链条顶部落在卡式飞轮的第一个（ 
或最小的）齿轮上。 
确保轮轴完全契合自行车的车架。

2. 拧紧快拆，确保其在勾爪内位置正确，
然后封闭。如果快拆未正确封闭 
（与后下叉一致）， 
则手柄可卡入碟刹盘中（图 2.4）。

3. 更换后刹车（轮刹）的快拆线缆机构，
流程结束。

 警告： 未正确调节和封闭的快拆装置
可能会单独活动并卡入辐条或刹车碟片中。
此外，车轮可能会松动或脱落、 
突然使车轮停止， 
降低您的操控性并致使您摔倒。 
在骑乘自行车前， 
请确保快拆杆在勾爪中位置正确。

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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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卸下并更换轮胎
这些说明适用于有内胎的标准轮胎系统。
如需了解另一类型的轮胎， 
请咨询您的自行车商店， 
或访问我们网站的“支持”部分。

从车轮上拆下车胎 
1. 为内胎放气并拧松气门螺母（Presta 或 
Dunlop 气门）。

2. 松开轮圈上的轮胎。

3. 徒手或使用撬胎棒从轮圈一侧卸下轮
胎。 
不要使用螺丝刀等尖锐工具来拆下车胎。

4. 一侧轮胎卸下后， 
您可以伸入并取下内胎。

5. 如需完全卸下轮胎，请徒手或使用撬胎
棒从轮圈上卸下另一侧的轮胎。

更换车轮上的轮胎 
1. 利用这次机会检查轮胎、 
车圈垫和轮圈是否有缺陷。

2. 让内胎充分充气膨胀使其成型。

3. 将内胎放入轮胎中， 
使其完全进入轮胎内部。 
将阀门气嘴插入轮圈中的孔。

4. 仅使用双手将轮胎的一侧推到轮圈上。
确保内胎现在在轮圈内。

5. 将轮胎的另一侧推到轮圈上。

6. 从轮胎外侧， 
让阀门气嘴向上穿过轮圈。

7. 为轮胎充气， 
直至压力达到轮胎侧面所指示的压力值。
切勿充气过度。

8. 检查以确保轮胎完全套入轮圈。

碳纤维保养
我们希望您能够安全骑行，因此我们提供了 Trek 车主专享的 Trek  
碳纤维保养计划，方便您更换损坏的碳纤维车架或部件。 
通过碳纤维保养计划，Trek  
将提供十分优惠的价格以更换受损的碳纤维自行车架、前叉或部件。

什么是碳纤维？
碳纤维是一种轻巧但坚固的材料， 
这一特性使其成为制造高性能自行车架、
前叉和其他部件的不二选择。碳纤维也是
其他许多工业中广泛运用的材料， 
包括汽车制造和航空工业。

碳纤维并非坚不可摧
像任何材料一样，碳纤维也可能会受损。
并非所有碳纤维受到的损坏都具体可见。
（图 2.5）

碳纤维部件和金属部件的对比。 
当金属部件损坏时，它可能会弯折或变形。
当您损坏碳纤维部件时， 
肉眼可能无法看到损坏情况， 
并且可能无法再安全骑行。

图 2.5：左： 金属前叉在过载时弯曲 右：  
碳纤维前叉可承受更高的负载， 
但在过载时会完全断裂。



54

碳纤维怎样会受到损坏？
我们很难罗列出所有可能对碳纤维部件造
成损坏的情况，请看以下一些例子。 
如果您遇到以下任何情况， 
立即停车并将自行车送往授权 Trek  
零售商处更换受损部件：

• 您撞到路缘、护栏、路坑、 
路边停车或任何使您的车骤停的东西。

• 有异物卡在前轮里，造成自行车骤停。

•被汽车撞到

• 您的自行车发生事故后， 
它给人感觉或是声音听起来不正常。

• 在您开车进车库时把自行车放在车顶行
李架上。

如果您的碳纤维车架、 
前叉或部件可能存在损坏情况， 
您对其完整性存疑，请立即更换。

如果您怀疑您的自行车可能已损坏，
该怎么做
1. 停止骑行。

2. 将自行车送至授权 Trek 零售商处。

3. 通过 Trek  
碳纤维保养计划更换损坏车架或部件。

 警告： 
受损的碳纤维部件可能会突然断裂， 
从而导致严重伤害或死亡。碳纤维可能会掩
盖自行车部件所受损害。 
如果您怀疑自行车受到了撞击或碰撞，请立
即停下自行车。 
请更换部件后再骑行，或者将您的自行车送
至自行车商店处进行检修。

参考

56 其他资源
58 骑行术语表

第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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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源 
基础手册仅仅是开始。 
以下是部分有助于为快乐骑行提供支持的额外信息。

视频指南 
Trek 自行车有自己的  
YouTube 频道：youtube.
com/user/trekbikesusa，
适用于所有自行车和所有型
号。

社会责任
PeopleForBikes
https://peopleforbikes.org/

PeopleForBikes  
旨在让每个人的骑行体验更好。 
通过与数百万个体车手、企业、 
社区领袖和当选官员合作， 
他们将人们团结起来，为自行车骑行及其
利益创造了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声音。

World Bicycle Relief
https://worldbicyclerelief.org

该组织通过可持续的工作获取计划和学习
获取计划为非洲农村提供特别设计且在当
地组装的自行车。

DreamBikes
https://dream-bikes.org/

DreamBikes 是一个非营利组织， 
雇佣并培训贫困地区青少年维修和销售二
手自行车。

Trek 100
https://www.trek100.org

The Trek 100  
是一项慈善自行车骑行活动，每年在 
Waterloo, Wisconsin 的 Trek Bicycle 全
球总部举办。 
筹集的资金将使 Midwest Athletes 
Against Childhood Cancer（MACC  
基金会）受益。

NICA
https://www.nationalmtb.org

The National Interscholastic Cycling 
Association (NICA)  
为学生运动员开发山地自行车计划， 
为社区和教练提供指导和领导。

保修
Trek Care 有限保修
我们努力满足您的需求 
每辆新 Trek  
自行车都拥有我们行业的较佳保修和忠诚
度计划 - Trek Care. 一旦注册您的 Trek 自
行车，Trek Bicycle Corporation  
针对材料及工艺缺陷为每一位原零售购买
者提供保修。如需完整的保修声明，请见 
https://www.trekbikes.com/us/en_US/
trek_bikes_warranty。

首先，
联系 Trek 授权经销商或分销商， 
提交保修申报。必须提供购买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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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术语表
休息把
前把横延长件允许车手放置肘部以改善空气动
力学特性。

胎圈
轮胎的一部分紧贴在车轮轮圈上。

副把
垂直延伸到直把横的末端， 
以获得额外的手部位置。

自行车共享
一种有趣、简单、实惠的城市交通系统， 
用户可以在这里租用自行车，进行短途骑行， 
可在泊车站中登入登出。

生物运动或身体运动
使用高对比色突出您的双脚及腿部的运动， 
提高您的可见度。在日间使用荧光型， 
在夜间使用反光型。

踏频
骑行者踩踏的速率（以每分钟转速计）。

领队
骑乘协力自行车负责让自行车转向（变速、刹车）
的车手。也被称为领队。

碳纤维
强韧、轻盈的编织材料， 
用于制造自行车车架和超轻、坚硬、 
有弹性的部件。

护链罩
链条周围的外壳。

传动端
指链条和相关传动系统组件所在的自行车侧部。

传动系统
将踏板动力传递给车轮的系统。组件包括曲柄、 
链环和链条（或皮带）， 
以及变速器和可变速自行车中的卡式飞轮。

勾爪
自行车车架中的小凹口， 
后上叉与后下叉通过它相接。 
后轮快拆杆或车轴安放在勾爪中。

轮毂发电机花鼓
内置于自行车轮毂中的小型发电机通常用于为
车灯供电。

电动自行车辅助
电动自行车使用马达和电池增大踏板动力。 
骑行时，电动马达仅在踩踏时工作。

胖胎自行车
一款坚固耐用的山地自行车， 
可以容纳超宽型轮胎， 
被设计用于在任何种类的地形上骑行 — 雪地、 
沙地、多岩区，几乎可以在任何您乐意的地方。

车架组 
自行车车架加上前叉。

硬尾 
无后避震器的山地自行车。

高可见
高可见度的简称。 
高可见的装备和服装能使车手更醒目。

混合型 
一款功能多样的自行车， 
结合了公路和山地自行车的特点。 
同样适用于城市街道和砾石小道， 
但不适合用于崎岖地形上的越野骑行。

锁死 
锁住避震前叉， 
使其在平稳地形上具有更高踩踏效率的能力。

背篓 
一种袋子或类似的容器，与车架、 
把横或自行车车轮上方的架子相连。

快拆
用于将车轮连接至自行车的机构。 
它由一端带螺纹， 
另一端使用手柄操作的凸轮组件的杆组成。

骑行微调
面向优化骑行感受的微调。

路疹
在碰撞事故中由于在沥青上滑擦引起的皮肤擦
伤。

座桅
作为座管延伸部分整合在车架中的座杆。

单速 
一种至简至美的自行车：一级滑轮挡位，无变速。

越野山道
宽度足够供一辆自行车骑行的山道。

转向管
前叉的一部分插入车架的头管中。 
用于使用碗组将前叉连接至车架。

无上管
一种自行车车架， 
上管或横杆较低或没有上管或横杆 
（也即开放式车架或低位车架）。

铆合器
骑乘协力自行车不负责转向的车手。

协力自行车
为双人骑行打造的自行车。

筒轴
快拆杆的替代品。通轴滑过闭合勾爪的孔中。 
它是一种更为强韧、坚硬的车轴， 
长期以来一直是山地自行车车轮的标准配置。

Wheelie
仅使用后轮骑行的同时将自行车前轮抬起至空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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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终身保修
自行车享有限终身保修。如需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官网 www.trekbikes.com。

ZH  有限终生保修
 您的自行车受有限终生保修政策保护。如需详细信息，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trekbikes.com。

CS CELOŽIVOTNÍ ZÁRUKA S OMEZENÍM

  Na vaše kolo se vztahuje celoživotní záruka s určitými 
omezeními. Podrobnosti najdete na webových stránkách 
trekbikes.com.

DE   EINGESCHRÄNKTE LEBENSLANGE GARANTIE

  Ihr Fahrrad ist durch eine eingeschränkte lebenslange 
Garantie abgedeckt. Einzelheiten finden Sie auf unserer 
Website unter trekbikes.com.

ES  GARANTÍA LIMITADA DE POR VIDA

  Su bicicleta esta cubierta por una garantía limitada de 
por vida. Visite nuestro sitio web en trekbikes.com para 
obtener información detallada.

FR GARANTIE A VIE LIMITEE

  Votre vélo est couvert par une garantie à vie limitée. Pour 
en connaître les détails, rendez-vous sur trekbikes.com.

IT GARANZIA A VITA LIMITATA

  La bicicletta è coperta da garanzia a vita limitata.  
Per maggiori dettagli, visitare il sito internet ufficiale 
trekbikes.com.

JA 限定付生涯保証
  お使いの自転車には限定付生涯保証が付いています。 詳 

しくは、弊社Webサイト trekbikes.com をご覧ください。

KO 제한 수명 보증
	 	구매한 자전거는 제한 수명 보증의 적용을 받습니다.	자세한	

내용은 당사 웹사이트	(trekbikes.com)를 참조하십시오.

NL  BEPERKTE LEVENSLANGE GARANTIE

  Op je fiets zit een beperkte levenslange garantie. Bezoek 
onze website trekbikes.com voor de details.

PL  DOŻYWOTNIA OGRANICZONA GWARANCJA

  Rower jest objęty dożywotnią ograniczoną gwarancją. 
Odwiedź naszą stronę pod adresem trekbikes.com, aby 
uzyskać szczegółowe informacje.

PT  GARANTIA VITALÍCIA LIMITADA

  Sua bicicleta é coberta por uma garantia vitalícia limitada. 
Para detalhes, acesse nosso site na web, trekbikes.com.

RU  ОГРАНИЧЕННАЯ ГАРАНТИЯ НА ВЕСЬ СРОК 
СЛУЖБЫ

  На ваш велосипед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ется гарантия, 
предоставляемая на весь срок службы. Подробности  
смотрите на нашем сайте на trekbikes.com.

SV  BEGRÄNSAD LIVSTIDSGARANTI

  Din cykel omfattas av en begränsad livstidsgaranti. Mer 
information finns på vår webbplats trekbikes.com.

FI  RAJOITETTU KÄYTTÖAJAN PITUINEN TAKUU

  Pyörälläsi on rajoitettu takuu koko käyttöiän ajan. Käy 
katsomassa takuutietoja kotisivuillamme trekbikes.com.

DA  BEGRÆNSET LIVSTIDSGARANTI

  Din cykel er dækket af en begrænset livstidsgaranti. Besøg 
vores hjemmeside på trekbikes.com, hvis du vil vide mere.

否  LIVSTIDSGARANTI

  Sykkelen din har en livstidsgaranti. Se vårt nettsted 
trekbikes.com for mer informasjon.

HE

AR

SL   Na bicykel sa vzťahuje obmedzená doživotná záruka. Pre 
viac detailov, navštívte oficiálnu webovú stránku  
www.trekbikes.com.

Trek 总部
美国 
Trek Bicycle Corporation
801 W. Madison St.
Waterloo, WI 53594
800-585-8735
www.trekbikes.com

欧洲
Bikeurope BV
Ceintuurbaan 2-20C
3847 LG Harderwijk
The Netherlands

澳大利亚
Trek Bicycle Corporation
(Australia) Pty Ltd
PO Box 1747
Fyshwick, ACT 2609

 םייחה לכל תלבגומ תוירחא
 רקב ,םיטרפל .םייחה לכל תלבגומ תוירחא י”ע םיסוכמ ךינפוא

.trekbikes.com תבותכב ,ונלש טנרטניאה רתאב

ةايحلا ىدم دودحم نامض
 نم ديزمل .ةايحلا ىدم دودحم نامضب ةجاردلا ةيطغت متي

  يمسرلا عقوملا ةرايزب مق ، ليصافتلا
www.trekbik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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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  该手册的 PDF 版本载于 CD。若您无法访问计算机或希望获取该手册的
打印版本，请按本页下方所示地址发送索取请求。

CS  Elektronickou verzi této příručky najdete na CD ve formátu PDF. 
Pokud nemáte k dispozici počítač a chcete získat příručku v tištěné 
podobě, odešlete žádost na adresu uvedenou dole na této stránce.

DE  Eine Version dieses Handbuchs ist auf der CD als PDF-Datei zu 
finden. Wenn Sie keinen Zugang zu einem Computer haben und eine 
Druckversion des Handbuchs erhalten möchten, fordern Sie diese bitte 
unter der unten auf dieser Seite stehenden Adresse an.

ES  En el CD, encontrará una versión de este manual en formato PDF. Si no 
tiene acceso a un ordenador y desea adquirir un manual impreso, envíe 
una solicitud a la dirección que aparece en la parte inferior de esta 
página.

FR  Ce manuel est disponible en version électronique au format PDF sur 
le CD. Si vous n’avez pas accès à un ordinateur et que vous souhaitez 
acquérir la version imprimée du manuel, veuillez envoyer votre demande 
à l’adresse indiquée en bas de cette page.

IT  Una versione PDF di questo manuale si trova sul CD. Se non disponete 
di un computer e desiderate acquistare un manuale stampato, inviate 
una richiesta all’indirizzo riportato in basso su questa pagina.

JA  このマニュアルのPDF版がCDの中に収められています。コンピューター
を利用できないため印刷版のマニュアルが必要な方は、このページの下
の方に記載されている住所にお申し込みください。

KO  본 버전의 매뉴얼은	CD에	PDF	포맷으로 저장되어 있습니다.	사용할 수	
있는 컴퓨터가 없거나 인쇄된 매뉴얼을 희망하시는 경우,	본 페이지 아래에	
나와 있는 주소로 요청해주시기 바랍니다.

NL  Op de CD is een PDF-versie van deze handleiding te vinden. Heb je 
geen beschikking over een computer en wil je een gedrukt exemplaar 
van de handleiding ontvangen, stuur dan een verzoek naar het adres dat 
onderaan deze pagina staat vermeld.

PL  Na płycie CD znajduje się wersja PDF tego podręcznika. Jeśli nie 
masz dostępu do komputera, a chcesz uzyskać wersję drukowaną, 
wyślij prośbę pod adres podany w dolnej części tej strony.

PT  Uma versão deste manual está disponível em CD e em PDF. Se você 
não tem acesso a computador e deseja adquirir um manual impresso, 
envie uma solicitação para o endereço exibido na parte inferior desta 
página

RU  Вариант эт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в формате PDF имеется на компакт-диске. 
Если вы не имеете доступа к компьютеру и хотите приобрести 
отпечатанн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направьте заявку по адресу, указанному 
внизу страницы.

SV  Bruksanvisningen finns som PDF-fil på CD-skivan. Kontakta adressen 
längst ned på sidan om du inte har tillgång till en dator och vill ha 
bruksanvisningen som trycksak.

FI  Tämän oppaan versio on saatavana CD-levyllä PDF-muodossa. Jos 
sinulla ei ole käytössäsi tietokonetta tai haluat painetun oppaan, lähetä 
pyyntö osoitteeseen, jonka löydät tämän sivun alalaidassa.

DA  Denne manual findes også som en PDF-fil på cd'en. Hvis du ikke 
har adgang til en computer, men ønsker at få en trykt manual, er du 
velkommen til at bede om den på den adresse, der ses nederst på 
denne side.

否  Det finnes en versjon av denne håndboken på CD-en i PDF-format. 
Dersom du ikke har tilgang til datamaskin og vil ha en trykket versjon, 
kan du sende en forespørsel til adressen nederst på denne siden.

HE 

AR 

SL  Na CD nájdete verziu tejto príručky vo formáte PDF. Ak nemáte prístup 
k počítaču a chcete získať vytlačenú príručku, pošlite žiadosť na adresu, 
ktorá sa nachádza v spodnej časti tejto stránky.

ًرادصإ دجتس ، طوغضملا صرقلا ىلع  مل اذإ .PDF قيسنتب ليلدلا اذه نم ا
 ، عوبطم ليلد ءارش يف بغرتو رتويبمك زاهج ىلإ لوصولا قح كيدل نكي

ًبلط لسرأف .ةحفصلا هذه لفسأ يف رهظي يذلا ناونعلا ىلإ ا

.PDF ץבוקכ רוטילקתה יבג לע הנימז הז ךירדמ לש הסרג
 לא השקב חלש אנא ,ספדומ ךירדמ לבקל ךנוצרבו בשחמל השיג ךל ןיא םא.

הז דומע תיתחתב העיפומה תבותכה

On the CD, you will find a version of this manual in PDF format. If you do not have 
access to a computer and want to purchase a printed manual, send a request to the 
address that appears at the bottom of this page.

EN

客户服务 
Ph. +1.920.478.4678  |  trekbikes.com  |  801 W Madison Street, Waterloo, WI 53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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