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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经销商手册主要适合专业自行车技工使用。

对于未接受自行车装配专业培训的用户，请勿试图利用经销商手册自行安装组件。

如果您对手册信息的任意部分不太清楚，请勿进行安装。请咨询销售处或当地的自行车专销店寻求帮助。

.•务必阅读产品附带的全部安装手册。

.•除经销商手册中所述信息之外，请勿对产品进行拆卸或改装。

.•经销商手册和安装手册可从我们的网站（http://si.shimano.com）上在线查阅。

.•经销商须遵守其所在国家、州或地区相应的规章制度。

为了安全起见，请务必在仔细阅读此经销商手册的基础上，正确使用。

为了防止对人的危害、财产损失，这里将说明务必遵守的事项。

将错误使用时产生的危害和损害进行区分说明。

危　险

“可能导致死亡或重伤的重大内容”。

警　告

“可能导致死亡或重伤的内容”。

注　意

“可能发生受到伤害或财产损失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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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安全起见

警　告

.•安装组件时，务必遵照安装手册中的指示。

建议您使用Shimano纯正部件。如果螺钉和螺母等部件松动或破损，可能突然摔倒从而导致负重伤。

此外，当调整不正确时，可能发生故障导致突然跌倒，因而受重伤。

.• . 执行维护操作（比如更换部件）时，请务必佩戴护目镜或眼罩来保护您的眼睛。

.•请在通读经销商手册后妥善保管。

另外，务必让用户知悉以下事项：

.• 维修间隔根据用法和骑车情况而定。请用适当的链条清洁剂定期进行清洗。绝对禁止使用铁锈清洁剂等碱性或酸性溶剂。
若使用这些溶剂，链条将发生破损并导致重伤。

.• 检查链条有无损伤（变形或破损）、脱落或意外换挡等其他异常。如果发现任何问题，请咨询经销商或代理。链条可能

会断裂，从而造成摔倒事故。.

注　意

安装至自行车以及维修：

.• 在安装、取下板和板体时，由于P张力弹簧的强烈反作用，有夹住手指等而受伤的可能，请充分注意。

使用上的注意

另外，务必让用户知悉以下事项：

.• 安装SHADOW.RD+时，请务必在骑自行车之前安装齿盘单元护盖。

.• 如果换档操作无法顺畅进行，请清洁拔链器并为所有移动部件注入润滑油。

.• 如果链节内的松动程度过大以至于无法进行调整，则您需要更换拔链器。

.• 该产品会自然磨损或因正常使用而受损及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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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至自行车以及维修：

.• 根据车架的形状，后拨链器可能与后下叉发生干涉。

.• 不应使用带有内部走线分布的车架，其较高的内线阻力有可能削弱SIS功能。

.• 请在内线与外套线的重叠部分处于被润滑脂所润滑的状态下使用。

.• 请勿使灰尘附着在内线上。如果内线上的油脂已擦掉，建议涂覆SIS.SP41油脂(Y04180000)。请勿使用优质润滑油脂或

其他类型的油脂，否则可能会使变速性能变差。

.• 为实现顺畅操作，请使用指定的外套线和中轴过线器。

.• 使用外套线时，请选择即使将车把操满舵时长度也有余裕的类型。另外，将车把操满舵时，请同时确认变速手柄不会碰

撞车架。

.• 当无法进行变速调整时，请确认车体后叉端片的平行度。并进行线的清洗且注入润滑脂，还请确认外套线有无过长或过

短的现象。

.• 请定期对拔链器进行清洗，并对动作部分（机械部分以及导轮部分）注入润滑油。

.• 根据型号的不同，在导轮上标记有箭头以指示其旋转方向。安装导轮，确保从拔链器外侧查看时，箭头指向逆时针方向。

.• 张紧轮上带有显示旋转方向的箭头。安装时请使箭头从拔链器表面观看呈顺时针转动。

.• 当导轮的碰撞增大，骑车时噪音很响的时候，请更换导轮。

由于本手册主要用于说明产品的使用步骤，如图所示的产品照片可能与实体产品有所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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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将使用到的工具列表

需要以下工具以安装产品。

在何处使用 工具

中轴辊 5.mm六角扳手

模式转换器 2.mm六角扳手(RD-M820)

末端调节螺栓
螺丝刀[#2]

3.mm六角扳手(RD-M820)

撞击止动器
3.mm六角扳手

1.5.mm六角扳手

板止动插销 螺丝刀[#2]

板体盖螺钉 2.mm六角扳手

板轴 4.mm六角扳手

摩擦力调节螺钉 5.5.mm活动扳手

导轮/张紧轮 3.mm六角扳手

高/低位侧线调整螺钉 螺丝刀[#2]

在安装SHADOW.RD+前，请将手柄开关旋至“OFF”（关闭）位置。

手柄开关

ON

OFF

请参阅《常规操作》中的“适用于山地车/登山越野车的后变速器”部分，以了解将其安装至车架的方法。

.� 直接安装

注意：
直接安装类型的后拨链器只能安装在对此类型兼容的车架上。

安装不需要E形环。

5.mm六角扳手

锁紧力矩∶
8 - 1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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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换为直接安装类型

1. 如果连接的是E形环，请使用平头螺丝刀拆下E形环。

2. 使用5.mm六角扳手拆卸支架轴。
.• 如果有垫片，请将其拆下。

.• 安装不需要E形环。

E形环
5.mm六角扳手

1
2托架

垫片

锁紧力矩∶
8 - 10 N·m

如果要将直接安装类型更换为托架类型，请按相反步骤操作。

.•对于带有垫片的型号，请将垫圈插入至正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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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转换器（RD-M820）
此拔链器与两类飞轮兼容：自由骑行模式(11-32T/11-34T/11-36T)和速降模式(11-23T/12-25T/11-28T)。.

如果正在使用的是自由骑行模式，您还需要使用模式转换器。

拆卸模式转换器

模式转换器

2.mm六角扳手

锁紧力矩∶
1 - 1.5 N·m

装有模式转换器时

未装有模式转换器时

托架

勾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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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这部分描述的是SHADOW.RD+的调整步骤。

请参阅《常规操作》中的“后变速器”部分，以了解此部分中未说明的事项。

.� 如何使用末端调整螺栓（SHADOW.RD+）

注意：
.在进行调整之前，请将手柄开关旋至“OFF”（关闭）位置，以减小齿盘张力弹簧的张力。. ..

如果手柄开关停留在“ON”（开启）位置，则难以转动螺丝，此时如果强行转动螺丝，则可能将其损坏。

1. 将后拨链器调整至低档。

2. 使轮组停止转动，检查确认导轮边缘到齿轮边缘的距离在图示范围内。

1

2

最大飞轮

5.-.6mm

.•螺丝刀[#2]

末端调节螺栓

3. 转动曲柄进行换档，以检查其他档位是否有不顺畅感。

检查飞轮和导轮之间的间距（RD-M820/M640）

注意：
如果卡式飞轮的轮齿数量改变，请再次进行此设置。

1. 将后拨链器设置到最高（自由骑行模式）或最低（速降模式）档位。

2. 使轮组停止转动，检查确认导轮边缘到飞轮边缘的距离在图示范围内。

1

2

.•螺丝刀[#2]

.• RD-M820专用.

3.mm六角扳手

末端调节螺栓

自由骑行模式

最大飞轮 最小飞轮

5.-.6mm

下坡模式

1

2
10.-.1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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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在带有缓冲塞的型号上，当导板组件被抬起时，车架与后拨链器互相干扰，请转动末端调整螺栓，直到不再互
相干扰为止。

负荷：
约.49.-.78.4.N

后拨链器和车架之间不应该互相干扰。.

4. 将曲柄臂转向变速齿轮，然后检查确认没有粗糙感。

注意：RD-M640.有关自由骑行规格/速降规格
自由骑行规格和速降规格的RD-M640有所差别。

仅更换托架是无法改变规格的。

也未装配模式转换器。

速降规格自由骑行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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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S的调整（SHADOW.RD+）

1. 关闭手柄开关。

2. 操作一次变速手柄，使得链条变速至第二段飞轮。

3. 然后，旋转曲柄，使得变速手柄的变速余裕部分受到操作。

.•操作变速手柄，当变速手柄刚好填满缝隙并且链条接触到第三个飞轮片后发出噪声时，即达

到最佳设置。

•操作变速手柄，当变速手柄刚好填满缝隙并且链条接触到第三个飞轮片后发出噪声时，即达

到最佳设置。

.• 变速至第三段的场合

拧紧线调整螺钉，直至链条返回到第二飞轮。（顺时针方向）

调节筒轴

.• 完全没有响声的场合

拧松线调整螺钉，直至链条接触到第三段飞轮并发出响声时为止。（逆时针方向）

调节筒轴

4. 让变速手柄返回到初始位置（变速手柄位于第二飞轮档位并已被放开），然后顺时针转动曲柄臂。
.• 如果链条触到了第三飞轮并发出噪音，将线调整螺钉稍微向顺时针方向转动拧紧，直到噪音消失且链条正常运行。

5. 请操作手柄进行变速，并确认各个档次均无碰撞声音。

6. 将手柄开关设为“ON”（开启），然后按正常方式骑自行车，检查确认在换档时没有问题。

7. 为了使得SIS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平时请定期在运转机构的各部分进行注油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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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

.� 更换撞击止动器/支架（RD-M820）

注意：在更换前，请将后拨链器从车架上拆下。

1. 使用平头螺丝刀拆下E形环。

2. 使用5.mm六角扳手拆卸支架轴，然后拆卸支架。
.• 如果有垫片，请将其拆下。

E形环

5.mm六角扳手

1

2

托架

锁紧力矩∶
8 - 1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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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3.mm六角扳手拆卸末端调节螺钉。

4. 使用3.mm六角扳手推压并拆卸缓冲垫块。

末端调节螺栓

将3.mm六角扳手推入螺钉孔内。

撞击止动器

3

4

4 推

3.mm六角扳手

撞击止动器

5. 如图所示，使用1.5.mm六角扳手将缓冲垫块推入低位。

1.5.mm六角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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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窄梢工具拆下撞击止动器支架。

撞击止动器支架

*.按照与拆卸步骤相反的顺序重新组装。

.� 板及P张力弹簧的更换（RD-M986）

注　意

.•在开始工作之前，请务必确保手柄开关处于“OFF”（关闭）位置。

.•如果需要在齿盘单元护盖被拆下的情况下操纵手柄开关，请用手指按住开关稳定器以防止其飞出。

ON
开关稳定器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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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齿盘和齿盘张力弹簧

1. 卸下板止动插销。

板止动插销

螺丝刀[#2]

锁紧力矩∶
1 N·m

2. 如图所示转动板，拧松P张力弹簧。

3. 卸下板体盖螺钉。

2.mm六角扳手

锁紧力矩∶
1 - 1.5 N·m

4. 拆下开关稳定器和链条稳定器。

开关稳定器

链条稳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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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4.mm六角扳手拆卸板轴。

板轴.

锁紧力矩∶
8 - 10 N·m

重新组装

按照与拆卸步骤相反的顺序重新组装。

注意：
.• 在齿盘轴上涂抹润滑脂。

.• 在重新组装的过程中，请将齿盘张力弹簧的末端插入齿盘的凹槽中。

请勿涂抹润滑脂。
如果无凹槽的滚筒离合器
外表面沾上润滑脂，则会
发生打滑，摩擦功能将无
法工作。

涂抹润滑脂。

.•油脂编号：.

优质润滑油脂

(Y04110000)

板轴

请务必安装开关稳定器。如果在没有安装手柄开关稳定器的情况下就操纵手柄开关，

则会损坏产品。

P张力弹簧

板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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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及P张力弹簧的更换（RD-M986除外）

注　意

.•在开始工作之前，请务必确保手柄开关处于“OFF”（关闭）位置。

.•如果需要在齿盘单元护盖被拆下的情况下操纵手柄开关，请用手指按住摩擦单元以防止其飞出。

ON
摩擦单元

OFF

拆卸齿盘和齿盘张力弹簧

1. 卸下板止动插销。

板止动插销

螺丝刀[#2]

锁紧力矩∶
 1 N·m

2. 如图所示转动板，拧松P张力弹簧。

注意：
第1和.第2步不适用于.RD-M4000/RD-M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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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卸下板体盖螺钉。

2.mm六角扳手

锁紧力矩∶
1 - 1.5 N·m

板体盖螺钉

4. 拆下凸轮单元和链条稳定器。

凸轮单元

链条稳定器

5. 使用4.mm六角扳手拆卸板轴。

板轴
锁紧力矩∶
8 - 1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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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组装

按照与拆卸步骤相反的顺序重新组装。

注意：
.• 在齿盘轴上涂抹润滑脂。

.• 在重新组装的过程中，请将齿盘张力弹簧的末端插入齿盘的凹槽中。

P张力弹簧

请勿涂抹润滑脂。
如果无凹槽的滚筒离合器
外表面沾上润滑脂，则会
发生打滑，摩擦功能将无
法工作。

涂抹润滑脂。

.•油脂编号：.

优质润滑油脂

(Y04110000)

板轴

.• 如图所示调节凸轮单元。

使突起部位朝向
下方。

使不光滑的一面朝向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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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换B张力弹簧（RD-M4000/RD-M3000）

1. 从支架轴上拆下E形环。

E形环

支架轴

注意：
某些型号不带有E形环。（功能不受影响。）

2. 使用5.mm六角扳手拆卸支架轴，然后拆卸支架构架上的B张力弹簧和安装接片。

锁紧力矩∶
8 - 10 N·m

转接器组件

支架构件

B张力弹簧

5.mm六角扳手

支架轴

支架轴套管

3. 从转接器组件上取下B张力弹簧

B张力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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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擦的调整（RD-M986）
可以调整为您喜欢的摩擦。

另外，伴随着使用，当摩擦发生变化时，可以进行调整。

1. 关闭手柄开关。

2. 使用2.mm六角扳手拆卸平板组件盖板。

手柄开关

板体罩

3. 卸下开关稳定器。

4. 操作摩擦调整螺钉来调整摩擦。
*.开关稳定器可以作为用于调整的工具使用。

摩擦调整螺钉

开关稳定器

摩擦增加摩擦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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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查摩擦力扭矩。
.• 如图1所示确实地安装开关稳定器。

.• 如图2所示，用手指按住开关稳定器的同时，将手柄开关切换为ON的状态，然后确认摩擦力矩。

图2 图1

4.mm六角扳手

开关稳定器

摩擦扭矩：
3.5 - 5.4 N·m

注意：
当再次调整摩擦时，请务必用手指按住开关稳定器，同时将手柄开关切换为OFF状态，然后进行调整。

6. 确认开关稳定器是否确实地安装。

7. 安装板体罩。

2.mm六角扳手

锁紧力矩∶
1 - 1.5 N·m

板体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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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擦的调整（RD-M986除外）
可以调整为您喜欢的摩擦。

另外，伴随着使用，当摩擦发生变化时，可以进行调整。

1. 关闭手柄开关。

2. 使用2.mm六角扳手拆卸平板组件盖板。

手柄开关

齿盘单元

板体罩

3. 使用5.5mm内六角扳手转动摩擦力调节螺钉以调整摩擦力。

摩擦调整螺钉

摩擦增加摩擦减少

4. 检查摩擦力扭矩。
.• 在按如图所示的方法用手指按压摩擦单元时，请将手柄开关设为“ON”（开启）位置，然后检查摩擦力扭矩。

RD-M786/M675/M615
摩擦扭矩：
3.5 - 5.4 N·m

RD-M820/M640
摩擦扭矩：
3.1 - 4.1 N·m

ON

4.mm六角扳手

摩擦单元

注意：
当再次调整摩擦时，请务必用手指按住摩擦单元，同时将手柄开关切换为OFF状态，然后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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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用手指按压摩擦单元时，请将手柄开关设为“OFF”（关闭）位置。此时，请确保摩擦单元已与齿盘单元底部接触。

OFF

注意：
请勿在开关底座脱离齿盘单元底部的情况下安装齿盘单元护盖。这样将无法获得足够的密封性能，会导致内部机制生锈，

可能会造成齿盘的粘附。

6. 安装板体罩。

板体罩

2.mm六角扳手

锁紧力矩∶
1 - 1.5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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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链条稳定器注入润滑脂
若摩擦发生变化或发出声响，可以考虑润滑脂变色或润滑脂用完的情况。请注入润滑脂。

1. 在执行“摩擦的调整”步骤1、2、3后，卸下链条稳定器。

链条稳定器

2. 请利用平口螺丝刀等拆卸摩擦弹簧和离合器。
.• 此时，请注意不要让平口螺丝刀的前端使摩擦弹簧变形。

摩擦弹簧

离合器

3. 在离合器侧涂抹润滑脂。
.• 此时，请注意润滑脂不要进入离合器的内侧。否则将导致离合器的操作故障。

新油脂编号：Y04121000.(50.g).

油脂编号：Y04120800.(100.g)

*.请以相反的步骤组装。



26

.� 导轮的更换

导轮

没有箭头 有箭头
张紧轮

3.mm六角扳手

E形环

注意（RD-M986/M981/M820）：

.•拆卸张紧轮时，请先拆下E形环。

导轮/张紧轮
锁紧力矩∶
 2.5 - 5 N·m



产品改良时，部分规格会有所变更，恕不另行通知。(Chine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