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油壓碟煞

重要聲明

 •如需有關本使用者手冊中， 未包含的產品安裝、 調整及更換資訊， 請聯絡

購買處或經銷商。 本公司網站上 (https://si.shimano.com) 提供經銷商說明

書， 可供專業且有經驗的自行車技師參考。

請務必在使用前徹底閱讀本「使用者手冊」、 遵循該手冊正確
使用， 以及妥善保存， 以便隨時參考。
請務必隨時遵守下列指示， 以免人員受傷以及設備與環境物品受損。 這些指

示已根據錯誤使用產品， 可能引發的危險程度或損壞嚴重程度分類。

危險 若未遵守這些指示， 將導致死亡或嚴重傷害。

警告 若未遵守這些指示， 可能導致死亡或嚴重傷害。

提醒
若未遵守這些指示， 可能導致人員受傷以及設備與環境受

損。

重要安全資訊

  警告

 •由於每一輛自行車的處理方式可能隨著型號稍有不同， 因此請務必學會適當

的煞車技巧 (包括煞車把手壓力和自行車操控特性)， 以及自行車的操控。

不當使用自行車的煞車系統， 可能導致失控， 進而可能導致摔落或重傷。

 •請勿拆解或改裝本產品。 如此可能會導致產品無法正常運作， 且您可能會

突然摔落， 因而導致重傷。

 •騎士必須在騎乘自行車前習慣此煞車較高的性能。 203 mm 和 180 mm 

的碟煞碟盤可提供比 160 mm 碟煞碟盤更大的煞車制動力。 如果您沒有充

分熟悉煞車特性就騎乘自行車， 煞車可能會使您從自行車摔落， 並可能導

致重傷或死亡意外。

 •請特別小心切勿讓手指接近旋轉中的碟盤。 如果手指

被夾入轉動中的碟盤開口， 碟盤的銳利度足以造成手

指嚴重傷害。

 •請勿在騎乘時和下車後立即觸摸卡鉗和碟盤。 操作煞車時， 卡鉗和碟盤溫

度會升高， 因此請勿觸摸這些零件， 否則您可能會燙傷。

 •切勿讓任何油或潤滑油沾到碟盤和煞車來令片。 如果騎乘的自行車， 其碟

盤和煞車來令片已經沾到油或潤滑油， 則會讓煞車無法運作， 並因跌落或

碰撞而導致重傷。

 •請檢查煞車來令片的厚度， 且如果厚度為 0.5 mm 以下， 請勿使用煞車來

令片。 如果仍照常使用， 則會讓煞車無法運作， 並因摔落或碰撞而導致重

傷。

2 mm 0.5 mm

 •請勿使用出現裂痕或變形的碟盤。 碟盤可能斷裂， 並因摔落而導致重傷。

 •請勿使用厚度 1.5 mm 以下的碟盤。 如果鋁合金表面明顯可見， 也請勿使

用。 碟盤可能斷裂， 並因摔落而導致重傷。

 •請勿連續使用煞車。 如果仍照常使用， 則會突然增加煞車手把行程， 並讓

煞車無法運作， 因而導致摔落或碰撞， 身受重傷。

 •請勿使用漏油的煞車。 如果仍照常使用， 則會讓煞車無法運作， 並因摔落

或碰撞而導致重傷。

 •使用前煞車時請勿用力過猛。 如果這樣做， 前輪可能會鎖定， 自行車可能

會向前翻覆， 而可能導致重傷。

 •由於在雨天時， 會需要更長的煞車距離， 因此請降低速度， 並及早且溫和

地使用煞車。 您可能摔倒或相撞而受重傷。

 •潮濕道路表面會使輪胎失去抓地力；因此，為避免這種情況，請降低速度，

並及早且溫和地使用煞車。 如果輪胎失去抓地力， 您可能摔倒受重傷。

 �適合搭配整合式煞變把的油壓碟煞式使用

 •本油壓煞車系統的煞車特性與輪圈煞車型式不同， 在煞車開始時展現出較高

的煞車制動力 (高於輪圈煞車型式)；請在使用前， 讓自己充分熟悉煞車特

性。 如果您沒有充分熟悉煞車特性就騎乘自行車， 煞車可能會使您從自行

車摔落， 並可能導致重傷或死亡意外。

 •油壓煞車系統的煞車制動力將隨著碟盤尺寸增加 (140 mm、 160 mm、

180 mm、 203 mm)。

 – 請勿使用 203 mm 的碟盤。 這將大幅增加煞車制動力， 可能導致自行

車失控、 摔車及嚴重傷害。

 – 180 mm 的碟盤僅在試乘時無法使用 160 mm 的碟盤取得足夠的煞車制

動力， 例如騎乘電動輔助公路車， 或騎士體重偏重時， 才建議使用。

否則自行車可能失控、 摔車， 並造成嚴重傷害。

 – 如果認為煞車制動力過高， 請停止使用， 並洽詢購買處或經銷商。 意外

或摔落可能因自行車失控而發生， 因而導致重傷。

  提醒

 �SHIMANO 原廠礦物油注意事項

 •若沾到眼睛， 請用水沖洗並立即就醫。 碰到皮膚可能會引起疹子與不適。

 •若碰到皮膚， 請用肥皂水徹底清洗。 碰到皮膚可能會引起疹子與不適。

 •請用防毒口罩遮蓋口鼻並於通風良好的區域使用。 吸入礦物油的霧氣或蒸氣

可能會導致噁心。

 •如果吸入礦物油霧氣或蒸氣， 請立即前往空氣新鮮的區域。 請包裹毛毯。

注意保暖， 保持安靜， 並且向專業醫師求診治療。

 �預跑期

 •碟煞會有預跑期， 且煞車制動力會隨著預跑期進展逐漸增加。 意外或摔落

可能因自行車失控而發生， 因而導致重傷。 更換煞車來令片或碟盤時， 也

會發生同樣的狀況。

注意

 •為了防止噪音並確保最佳性能， 請在更換煞車來令片或碟盤後， 執行磨合

程序。

 •如果使用碳纖維手把， 請以柔軟的布和中性清潔劑洗淨手把。 若非如此，

材料可能會損毀並失去強度。

 •請避免將碳纖維手把遺留在具有高溫的地方。 另請令它們遠離火源。

 •拆下自行車輪組時， 建議安裝來令片墊片。 請勿在輪組被拆下時按壓煞車

把手。 如果在未安裝來令片墊片的情況下按壓煞車把手， 活塞突出的部分

會比平常還長。 若發生這種情況， 請聯絡購買處。

 •清潔和執行煞車系統的保養作業時， 請使用肥皂水或乾布。 請勿使用市售

的煞車清潔劑或消音劑。 此類物質會使如密封墊等零件損壞。

 •產品在正常使用和老化中產生的自然磨損和劣化， 並不在保固範圍內。

 •為得到最大效能， 我們強烈建議使用 SHIMANO 潤滑油和保養產品。

騎乘自行車前定期檢查

騎乘自行車前， 請檢查下列項目。 如果出現任何問題， 請洽詢購買處或經銷

商。

 •煞車油是否有任何漏油跡象？

 •前煞車和後煞車是否功能正常？

 •來令片厚度是否都在 0.5 mm 以上？

 •碟盤是否出現裂痕或變形？

 •把手是否穩固地安裝在手把上？

 •把手是否出現斷裂或剝離的徵兆？

 •是否出現任何異音？

各部名稱

煞車把手

煞車把手

碟煞來令片

碟盤

卡鉗

如何操控

本產品配備握距調整功能。

如果煞車把手似乎過遠， 難以伸握， 請聯絡購買處或經銷商。

如何進行磨合

為了發揮煞車來令片與碟盤的最佳性能， 請如以下步驟所述進行磨合程序：

1. 請在平坦安全、 無障礙物的區域內騎乘自行車， 然後加速到中等速度。

2. 請操作煞車把手， 直到您減慢到步行速度為止。

一次僅可使用一個煞車把手進行。 進行此程序時請謹慎小心。 務必適度地

操作煞車把手， 尤其是在預燒前煞車時。

3. 對前後煞車重複步驟 1 和 2 至少 20 分鐘。

重複此流程時， 煞車力將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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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規格若因持續改良而有所變更，恕不另行通知。(Taiw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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