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IALIZED用户手册
ROUBAIX / RUBY

本用户手册包含重要信息。
请仔细阅读并妥善保存

本手册内容为针对您的Specialized Roubaix 或 Ruby 车型。
包含重要的安全、性能和技术信息，您应在您第一次骑行之前仔细阅读并保留作为参考。
并且您
也应阅读随车附带的Specialized自行车使用手册，其中包含其他一些您应遵从的重要的信息和说明。
如果您没有自行车使用手册，您可在www.specialized.
com网站免费下载，或者至您最近的Specialized授权经销商处或Rider Care 部门获取。

其他有关安全、性能和维修等信息也可获得，例如避震器或自行车脚踏，或头盔、车灯等装备信息。
请确保Specialized授权经销商提供给您所有的用户手册。
本
用户手册中信息如有与零配件说明书中信息不一致之处，请询问Specialized授权经销商。
当阅读此用户手册时，您会注意到各种重要的符号和警告信息，例如：

警告!这个符号和词标示一个潜在的危险情况，如不避免，可能导致严重的伤害或死亡。
许多下列警告”你可能失去控制摔倒”。
因为任何摔倒可能导
致严重的伤害甚至死亡，我们不会总是重复可能的伤害或死亡的警告。
注意:这个符号和词标示一个潜在的危险情况，如不避免，可能导致轻微或中度伤害，或者一个防止不安全做法的警告。
仅有“”注意”字样而没有安全警示标识，如果不能避免，可能严重损伤自行车或使得保修失效。
信息:这个符号提醒读者此处信息是特别重要的。
润滑脂:这个符号标示此处应添加高品质润滑脂。
碳纤维止滑剂:这一符号标示此处应添加止滑剂来增加摩擦。
扭力值:这一符号标示出此处螺丝应锁紧的扭力值。
为达到所需的特定扭力值，需要使用高品质的扭力扳手。
技术提示: 标示出在安装使用中的一些有用的技术说明。

使用目的

Specialized Roubaix 和 Ruby车型设计定位于公路骑行使用（使用情况1）。
更多关于车型使用设计定位与车架零配件限重信息，请参阅自行车使用手册。

关于组装的一般说明

本用户手册不包含全部的组装、使用、维修或保养信息。
请至Specialized授权经销商处了解维修、保养或维护等信息。
Specialized授权经销商可能会提供关于
自行车使用、维修和保养等相关课程或书籍。
警告！
由于Roubaix和Ruby车型组装的高复杂性，正确组装需要丰富的组装维修经验、
技能和专业工具。
因此，由Specialized授权经销商来进行组装、
维护和检修是非常重要的。

警告！
Roubaix和Ruby车上的很多零配件，包含但不限于：
车把，把立，是仅限于Roubaix和Ruby使用。
不论何时只能使用整车原配的零配件。
如搭配使
用其他品牌零件或配件，可能影响到自行车的完整性和强度。
Roubaix和Ruby所使用的专属配件仅能在此车型使用，不可用于其他车型。
如不遵从此警
告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伤害甚至死亡。
为顺利组装Roubaix和Ruby自行车，遵照本用户手册中的安装顺序是非常重要的。
不按照顺序组装将导致组装过程繁琐而耗费更多时间。
螺丝尺寸/工具/扭力值

警告！正确的锁紧紧固件对您的骑行安全非常重要。
如果锁紧力量不足，配件将不能完全锁紧。
如果锁紧力量过大，紧固配件可能会滑牙、拉伸、变形或
断裂。
无论哪种方式，错误的锁紧力量可能导致组件故障，将导致您失去控制而摔倒。
在所示处，确保螺丝锁紧至正确扭力。
在您每次骑行之后重新检查每个螺丝的松紧度以确保零配件安全。
以下是本手册中所涉及到的相关螺丝的扭力
值。
位置

把立@锁紧舵管处螺丝
把立@锁紧舵管处螺丝
把立盖

舵管夹环锁紧螺丝
舵管夹环定位螺丝

六角扳手规格
4mm
4mm
4mm
4mm

2.5mm

扭力值（in-Ibf）
45
45
18
55

9.5

扭力值（Nm）

位置

5.1

碗组调节锁紧螺丝

2.0

变速器尾勾螺丝

5.1
6.2
1.0

座箍螺丝

水壶/SWAT盒子螺丝

六角扳手规格
2.5mm
4mm
4mm
3mm

扭力值（in-Ibf）
18
55
40
25

扭力值（Nm）
2.0
6.2
4.5
2.8

注意：在安装之前，确保所有接触面清洁，螺丝螺纹处添加适当润滑脂或螺纹胶（参考每一螺丝安装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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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本产品需使用下列工具
 2, 2.5, 3, 4, 5mm

内六角扳手

 3, 4, 5mm 套筒扳手 (3/8”接口)

 4mm长内六角扳手（S175300015）

 扭力扳手（3/8”接口)

 高品质润滑脂

 剪线钳

 蓝色螺纹胶（乐泰242）

一般保养注意事项

Specialized Roubaix和Ruby是高性能自行车。
所有的定期维护，检查故障，维修和配件更换必须由Specialized授权经销商进行。
有关您的自行车维护的一般
信息，请参照自行车使用手册。
此外，遵从使用手册中所要求的在每次骑行之前进行机械安全检查。

• 请小心谨慎不要损伤到碳纤维或复合材料。
任何损伤可能会导致结构完整性受到破坏，可能导致灾难性的事故。
这种损伤在检查过程中可能直观看到也可能完全看不到。
在每
次骑行之前，和在任何一次摔车之后，您应仔细检查您的自行车，如磨损，刮擦，漆面的划痕，切削痕迹，弯曲或其他损坏痕迹，如您发现以上任何迹象，停止使用您的自行车。
在
您再次使用之前，请将自行车带至Specialized授权经销商处进行全面检查。
• 在骑行中，如听到任何异响，异响通常表示一个或多个零配件存在某一问题。
定期在光线明亮下检查整车是否有裂缝或其他应力点，如焊缝，孔，与其他配件连接点。
如果您听
到任何异响，看到过度磨损状况，发现裂缝，或任何损伤，即刻停止使用自行车，交由Specialized授权经销商进行检查。

• 产品寿命和维修频率取决于很多因素，例如使用类型和使用频率，使用者的体重，骑行环境等影响。
在恶劣环境下使用，特别是含盐分空气中（例如沿海地区或冬季）可能会
导致零配件腐蚀，如曲柄和螺丝等，将加速磨损并且缩短产品寿命。
产品表面和培林等也会因污垢而加速磨损。
在每次骑行之前应确保自行车表面清洁。
自行车也应交由
Specialized授权经销商进行定期检查维护。
维护保养应包含清洁，检查零配件是否受腐蚀或断裂，是否足够润滑。
如果您发现车架或零件上有任何腐蚀或开裂情况，必须马上
更换。
• 依据传动系统配件供应商提供的使用说明进行定期清洁保养和润滑。

• 禁止使用高压水枪冲洗培林。
甚至从自来水管中的水也可以穿透培林的密封圈和曲柄接触面，这将导致培林和曲柄的损耗，影响培林的正常性能。
使用干净的湿布和自行车清
洁剂来进行清洗。
• 不要让自行车长时间受到阳光直射或受热，例如放置在停放在阳光下的汽车内或靠近热源。

警告！未能按照这一部分的指示，可能会导致损坏您的自行车上的组件，并使得产品失去质保，最重要的是，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或死亡。
如果
你的自行车有任何损坏的迹象，不要使用它，并立即把它带到Specialized授权经销商处进行检查。

质保

请参照您自行车所提供的质保条款，或访问www.specialized.com获取信息。
您也可在Specialized授权经销商处获取。
Roubaix和Ruby车架设计使用27.2mm口径座杆，车架上管下方
位置为集成座箍。
仅能使用特定规格座箍来锁紧座杆。
 图1：将橡胶密封环放置车架立管顶端
 图1：插入座杆

 图1：逐步锁紧两颗座箍螺丝，保持座箍两侧缺口一致。
锁紧螺
丝至扭力值55in-lbf(6.2Nm)
 检查座垫高度和位置，调整后重新锁紧座箍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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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座管

2
座杆

橡胶密封环

 将橡胶密封环装入立管，确保logo方向朝后。

确保座杆插入至最低安全线来防止损伤车架和/或座杆。
最低 安
全 标准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座箍

 图2：座杆必须插入车架足够深，使得座杆上的最小插入标记
或最大伸长标记（Min/max) 位于车架内部。

座杆 最小/最大 限制标记

 图2：座杆插入深度需同时满足在车架立管后方的观察孔内可
看到座杆。

缺口一致

 如果座杆和车架最小插入限制标准不同，请确保使用较长的限
制标准。
例如，如果车架标记孔位置至座箍高度为130mm，但
座杆最小限制为100mm，则应采用130mm标注插入座杆。

如果通过车架观察孔看不到座杆，而座杆上最低安全线标示已插
入车架内，说明座杆没有插入到车架内部足够深 ，需要降低座杆直至可从观察孔内看到座杆。
这可能导致座垫过低，需要更换更长的座杆。

观察孔

警告！如不遵守座杆和车架的最小插入限制标准，可能会导致车架和/或座杆的损伤，将导致您失去控制和摔倒。
如果座杆被截短，最低安全线将不再准确。
请在截短之前确认座杆的最低安全线标准。

警告! 关于座杆的一般安装信息，请参阅用户手册中对应章节。
如座杆没有正确锁紧将导致座垫移动或下滑导致您失去控制而摔倒。
警告！检查座杆和车架立管，确保没有毛刺或尖锐边缘。
使用细砂纸打磨去除毛刺和尖锐边缘。
注意：在锁紧座箍时，确保锁紧时座箍两侧与车架之间的缺口保持一致（图2）。

图1：在座杆和车架立管接触面上不要使用润滑脂。
润滑脂会减小摩擦.Specialized建议使用碳纤维止滑剂，可增加碳纤维表面接触摩擦。
请至
Specialized授权经销商处获取更多信息。

安装中轴

Roubaix和Ruby车架配置为42mmX68mm 碳纤维OSBB五通规格或68mm标准BSA螺纹五通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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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不要切削或打磨五通！这将使曲柄无法正确安装。
您的Specialized车架五通在安全之前不需要做任何额外的安装准备。
所有接触面已经在工厂
内精确加工至特定要求公差范围内，兼容OSBB或BB30安装规格。请参阅曲柄和中轴制造商提供的安装说明。

走线设置

Roubaix和Ruby车架带有内走线孔，适合前后变速器线管或电子变速器控制线，以及碟刹油管。

1

机械变速

2

3

前变速线

变速线管

线管套

变速线管
线管套

线帽

后变速线
变速线

后变速线

过线座

 图1：在安装带有4mm线管帽的变速线管之前，在车架驱动和非驱动侧入线孔内装入法兰口线管套。
 图2：引导变速线自五通底部出线孔处传出。
确保变速线在车架内部仅交叉一次。

 图2：引导后变速线绕过五通底部过线座，之后重新穿入后下叉入孔，之后从驱动侧尾勾上方出口穿出（图3）
 图2：引导前变速线绕过五通底部过线座，之后向上穿入车架自五通后上方穿出。

 图3：在变速线上依次穿过车架线帽，法兰口线管套，带有4mm线管帽的变速线管。

1

电子变速

2

前变速连接线

电池连接线

3

变速过线口堵头

电子变速控制线

过线堵头

后变速连接线

下管连接线

下管连接线

后变速连接线

A

Di2 五通盖板

 图1：将Di2控制线自车架非驱动侧线孔内装入，直至自五通底部出口穿出，使用Di2过线堵头将空余线管入口封住。
 参照厂商安装说明来布置前后变速控制线，以及电池控制线。

 图2：引导下管，立管，前后变速器控制线穿出五通底部出口，之后接入集线器A。
将集线器A放入车架下管内部，之后安装五通盖板。
 图3：在后变速控制线上卡入过线堵头，并将其装出车架尾勾上方出口内。
Di2控制线必须在后刹车线装入之前安装。

3

碟刹

1

2

刹车线管

橡胶堵头
后刹车线管

 图1：因刹车安装方式不同，刹车线管可由下管穿至后下叉或以相反方式。
按照刹车制造商的说明进行刹车安装。
在刹车线管入口/出口处装入橡胶堵头。
 图2：引导刹车线管绕过五通底部。

3

4
橡胶堵头

刹车线管
橡胶堵头

DOGBONE

 图3：在刹车线管穿出后下叉出口后，装入线管橡胶堵头。

 图4：因刹车安装方式不同，刹车线管可由前叉下方穿至上方出口或以相反方式。
参照第5~6页步骤进行安装前叉和减震内芯。
之后按照刹车制造商的说明进
行刹车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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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前叉和骑行控制内芯

可扫描二维码或在下面网址获取减震内芯安装视频：http://servicevideos.specialized.com/video/180190215

Specialized骑行控制内芯，前叉和碗组被设计成一集成单元，仅适合用于Specialized Roubaix 和Ruby碳纤维车架使用。
在装Roubaix和
Ruby车型时仅可使用特定规格配件。
警告！前叉舵管已经根据车架尺寸事先截短。
不要截短前叉或使用过短的前叉 。
确保前叉上标注的尺寸与车架相对应。

1

2

D
C

E

F

驱动侧螺丝孔

A
E

B

 图1：添加润滑脂，之后安装下培林(A)至前叉(B)，将前叉装入车架头管，之后涂抹润滑脂安装上培林( C ) 和迫紧环( D ) 。
注意：确保碗组迫紧环缺口朝向自行车的前方或后方。
不要将缺口靠近碗组预压螺丝位置。

 图2：加润滑脂，然后安装舵管夹环螺丝，垫片和螺母。
安装舵管夹环（E）。

 图2：添加蓝色螺纹胶，在舵管夹环前方安装定位螺丝（F）
，将舵管夹环与前叉舵管定位在一起。之后轻微旋紧螺丝，不需使用过大扭力9.5in-lbf（1.0Nm）.

警告! 确保舵管卡环和前叉定位孔保持一致，可在安装之前穿入一2mm内六角螺丝确保一致后进行安装定位螺丝。
确保在安装舵管卡环之前将碗组
预压调节螺丝旋松。

3

4
G
15mm高碗组盖

G
0mm低碗组盖

H

0-15mm
I

 图3：选择高或低碗组盖（G）
，之后放置于舵管卡环上。请注意，公示的几何角度是基于０ｍ ｍ低碗组盖测量而得。
 图4：在集成内芯（I）上安装0-15mm舵管垫圈（H）
，之后将骑行控制内芯集成件装入舵管内。

警告！为确保骑行控制内芯集成件的正确安装，不要安装超过15mm高度的垫圈。
确保舵管与骑行控制内芯之间没有润滑脂，否则将导致控制内芯下
滑而失去控制。
Specialized建议在安装骑行控制内芯时使用碳纤维止滑剂。
如有问题请资讯Specialized授权经销商。

5

5

6

J

将箭头与自行车前
方对齐

平整表面

注意：座箍需使用较长的4mm内六
角扳手来旋紧碗组盖后的螺丝。
产品编号：S175300015

 图5：确保控制内芯上端三个平面之一朝向自行车前方。
把立变径套（J）缺口朝向自行车的后方。
 图6：锁紧舵管卡环螺丝至扭力值55in-lbf（6.2Nm）。

警告!在骑行控制内芯安装后，确保舵管卡环螺丝安装时添加适量润滑脂并锁紧至指定扭力值。
在内芯未装入情况下，不要旋紧卡环螺丝。
不适当的安
装和/或锁紧可能会导致您失去控制和摔倒。

7

将变径套缺口与把立
缺口对齐

截面视图

8

橡胶套

L

碗组盖

内芯

前叉

K

卡环

舵管

把立

头管

2.5mm

轮胎

2mm

1.旋松

2.调整

 图7：在内芯上安装把立，把立缺口与变径套缺口对齐并与前轮方向一致。
依据把立制造商要求锁紧把立。
安装刹车（第４页）
 安装上碗组盖，锁紧扭力值18in-lbf（2.0Nm)

2.5mm

3.锁紧

 图8：使用2mm内六角扳手调节预压螺丝（K）直至其接触碗组迫紧环。
逐步均衡锁紧预压螺丝，捏紧前刹车并前后摇动自行车确认碗组不再存在晃动且转动
自如。
2mm内六角扳手会穿过上方锁紧螺丝后达到下方预压调节螺丝，上方锁紧螺丝使用2.5mm内六角扳手。

 图8：锁紧上方螺丝（L）至碗组预压调节螺丝（K）上（22in-Ibf,2.5Nm) ，确保预压调节螺丝固定。
锁紧螺丝上不可使用润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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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堆高

 移除把立盖和把立

 旋松卡环定位螺丝，旋松预压螺丝。

 从舵管中拆除内芯，不要拆除橡胶套！橡胶套非常紧而且很难装回，并且内部暴漏后会导致受到污染。
 参照第 5-6页图3-8安装步骤，进行调整堆高。

更换弹簧

1

2

注意：
除更换弹簧外，不
要拆卸避震内芯。

软 (蓝色)：13lb
中 (黑色)：25lb
硬 (黄色)：40lb

开口扳手

 图1：如需更换不同的弹簧，拆除把立和变径套，然后使用20mm开口扳手拆除内芯顶端螺丝。
 图2：从内芯内部取出弹簧，更换所需弹簧后重新安装顶部螺丝，将顶部螺丝旋紧。

注意：在旋松内芯顶部螺丝进行更换弹簧时，保持内芯在前叉内，锁紧卡环无需松开。
不可以用台钳固定内芯。

 使用扭力扳手！

 内芯橡胶圈上端箭头是否朝向自行车的前方？
 卡环定位螺丝是否旋紧？

碗组/堆高调节检查清单

 碗组预压是否调节？

 预压螺丝是否均匀锁紧，定位锁紧螺丝是否旋紧？
 把立螺丝是否锁紧？

安装公路SWAT储物盒
使用目的

Specialized公路SWAT储物盒适用于Specialized碳纤维公路车架使用，安装于下管和立管的第三个水壶架螺丝位置。
用于携带备胎（最大18-25c）
，16g CO2
气瓶，CO2气瓶接头，撬胎棒，EMT公路便携工具，延长气嘴和备用零钱。
警告！Sepcialized建议有授权经销商来安装SWAT储物盒。
不要在不兼容车架上安装（即使形状贴合）或者在其他本手册中未提及的安装方式情况下。

1

安装和使用

2
53216-9180

53216-9130
53215-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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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先将两个固定座安装在车架上，暂时螺丝不需拧紧。

 图1：将驱动侧储物盒固定在安装支架上，调整位置使其贴合车架，然后将四颗固定螺丝锁紧至扭力值25in-lbf（2.8Nm)
 图2：安装储物盒内容物（内胎，撬胎棒，16g CO2气瓶，CO2气瓶接头，延长气嘴，EMT工具）
，参照如下步骤。

3

4

 图3：EMT公路便携工具安装于侧门卡槽内。

 图4：确保内胎内没有残余空气，之后将气嘴插入储物盒内预留孔内。

5

6

 图5：保持气嘴在预留孔内，将内胎绕过储物盒中间。

 图6：在气嘴对侧压紧内胎，并由下方开始缠绕。
压紧位置和缠绕方向使得内胎缠绕后与储物盒面板之间保留最大空隙。

8

7

 图7：使用橡胶带套紧并内胎使其固定。

 图8：安装非驱动侧储物盒面板，关闭储物盒小门来锁紧面板。

警告！确保SWAT储物盒内所有配件固定，螺丝适当锁紧，可拆卸面板正确锁紧，储物盒面板上的小门关闭锁紧。
在储物盒未锁紧情况下不要骑行。
松脱
的储物盒面板可能会脱落影响自行车的安全骑行。

SPECIALIZED BICYCLE COMPONENTS

15130 Concord Circle, Morgan Hill, CA 95037 (408) 779-6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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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所有安装说明和注意事项可能会改动而不再另行通知。
请访问www.specialized.com获取更新信息。
反馈：techdocs@specialize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