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DuPoint所开发的Krytox（金属键结技术）润滑膜科技，加

上M2铬，特制蜡及其它成份。

在零件上形成一层蜡膜，不会吸附灰尘和泥土的油脂成份。若

您需要将单车停放在室内，或经常需要用汽车运送，蜡性润滑

剂适合非常注重零件清洁度的骑乘者使用

规格：2oz / 60ml滴头、4oz / 120ml滴头

耐水聚合物和抗沙尘抗磨损与腐蚀的添加剂。

专为长距离骑乘及恶劣气候的环境所设计。特别是潮湿与极端

的环境下使用。

0.65oz
迷你瓶

规格：0.65oz /19.3ml滴头、2oz / 60ml滴头、4oz /120ml滴头
           8oz /240ml滴头、8.3oz / 246ml喷头、128oz / 3.77L桶装

如何挑选 适合自己的 FINISH LINE 

              润滑剂 或 除油剂？

透过 FINISH LINE 网站，
选择您的习惯及喜好，
可以马上分析出您所适合使用的商品哦！

   立刻扫描

由铁氟龙聚化合物与特制的合成油调配而成，在干燥的气候下有

极佳的表现。。

规格： 0.65oz /19.3ml 滴头、2oz / 60ml 滴头、4oz /120ml 滴头
          8oz / 240ml 滴头、8.2oz / 244ml 滴头、17oz/500ml
          32oz /945ml 桶装、128oz / 3.77L 桶装

Ceramic Wet Lube
陶瓷湿性润滑剂

Ceramic Wax Lube
陶瓷蜡性润滑剂

WET Lube
湿性润滑剂

WAX Lube
蜡性润滑剂

0.65oz
迷你瓶

由全合成湿性润滑剂搭配奈米级陶瓷硼氮化合物，与超细微氟

聚化合物颗粒组成。

提供骑乘者最极致的顺畅度及有效降低噪音。

规格：2oz / 60ml滴头、4oz / 120ml滴头

一个步骤同时完成清洁与润滑的工作。在清除表面脏污的同

时，覆盖上一层干净且低摩擦润滑。

专为通勤或休闲骑乘的单车骑士所设计的单步骤配方。能快速

且同时完成清洁与润滑。

由奈米级陶瓷硼氮化合物，以及超细微氟聚化合物颗粒所组

成。

专为铁人三项运动者提供耐用的润滑度，且随时保持传动系统

的干净。

规格：0.65oz / 19.3ml滴头、4oz / 120ml滴头
           8oz / 230ml喷头、17oz / 502ml滴头

规格：2oz / 60ml滴头、4oz / 120ml滴头

0.65oz
迷你瓶

非常潮湿非常干燥

骑乘类型

骑乘环境

骑乘距离 0miles 100miles

公路 越野 比赛 休闲

1-StepTM Cleaner & Lubricant
清洁/润滑一次完成

DRY Lube
干性润滑剂



规格  :  4oz/120ml、8oz/240ml、
         33.8oz/1L、128oz/3.77L
规格  :  4oz/120ml、8oz/240ml、
         33.8oz/1L、128oz/3.77L

请扫二维码，观看密封胶使用教学



具有快干、全面清洁的特性，不会留
下任何油性残留物，能马上清除零
件上最顽强脏污。

快速除油剂 
Speed Bike Degreaser™

规格：558ml / 383g

超级洗车清洁剂 
Super Bike Wash™

可快速清除自行车上的灰尘、链条上
泥泞与有机溶剂残留物。适用于所有
表面处理及透明涂层的零组件，亦可
用于碳纤维、钛合金、铝合金、玻璃
纤维、不锈钢等材质零件。
*浓缩液使用时需加以稀释

规格：16oz浓缩液、1L喷头、128oz / 3.77L桶装

链  条 用   途 车  架
污  泥 肮脏程度 灰  尘

  快速
除油剂 

    柠檬酸强性
环保浓缩除油剂

多功能
除油剂

超级洗车
  清洁剂

车身抛光
  护漆剂

Citrus Bike Chain Degreaser Showroom Polish ＆ Protectant™

Chill Zone™
Multi Bike Degreaser

柠檬酸强性环保浓缩除油剂

以柑橘皮为基础原料的清洁剂。

它能清除最顽强的砂砾、油脂和脏污。

低表面强力的特色能穿透进入所有的零

件细部。快速清洁零件之后，就能直接

用水冲洗干净。

规格：12oz/360m喷头、20oz/600ml罐装、
              3.77L桶装

车身抛光护漆剂

车身抛光护漆剂是以铁氟龙氟聚化合物

制作，采用杜邦特氟龙表面保护科技。

在表面形成一层防水、抗锈、去除磨蚀

污染物的保护层，增加车身光泽感。车

身抛光护漆剂完全不含研磨细粒，对塑

胶、碳纤维是零件是绝对安全的。

规格：325ml喷头、1L喷头

多功能除油剂

这是一款强效又安全的除油剂！它的强

效功能足以清洁脏污的金属零件，且不

会损坏塑料材质的零件。

规格：12oz/360ml喷头、20oz/600ml罐装、
              3.77L桶装

生锈零件松脱剂

一种特殊的冷冻剂，可使金属冷却，使
低温低于华氏-50度/摄氏-45度，会造成
金属收缩及再生锈处产生微小裂缝，经
渗透松脱过后分解再冲刷锈蚀部份。使
用Chill Zone，大部份锈蚀零件能快速地
恢复完整功能。

规格：6oz/180ml喷头



Ceramic Grease
陶瓷润滑脂

陶瓷润滑脂的配方包括次微米陶瓷微粒
技术、铁氟龙氟聚化合物技术以及特级
无毒合成油。它能让五通轴、花鼓及碗
头组中的培林系统表现更上一层楼！

规格：2oz软管装、1lb桶装

Fiber Grip™
碳纤维止滑剂

碳纤维止滑剂是针对增加碳纤表面摩擦
力，减少互相锁固的碳纤维表面滑动的
情况而设计。使用后不需要过于用力锁
紧固环，便能做到安全的组装。

规格：1.75oz软管装、1lb桶装

Teflon Grease
特级铁氟龙润滑脂

是专为自行车培林系统所设计的配方，
100％的合成油配方能完整包覆培林内
的滚珠和垫圈；能保护碗头组和五通轴
免于变形，且能长时间隔离对零件产生
的伤害。

规格：3.5oz软管装、1lb桶装、4lb桶装

Brake Fluid
碟煞夹器油

两种油款都专门针对自行车用碟煞而设
计，并且都具备以下特性：超低的黏滞
度，令煞车杆、煞车皮均能灵敏的回弹
、反应；在任何温度下，都能有稳定的
表现。

规格：4oz/120ml

Stanchion Fluoro Oil
避震器活塞支柱润滑

避震器活塞支柱润滑油是采用纯杜邦液
态聚化合油。它能提升前叉性能，延长
前叉内管寿命，减少前叉的摩擦并保养
前叉的橡胶油封和O型环。

Max™ Suspension Spray

规格：9oz /266ml喷头、12oz /360ml喷头头

避震润滑喷剂

前叉避震作动处会随着时间干燥，累积
脏污和噪音。当前叉变得不灵活且失去
作动功能，Max避震润滑喷剂可有效加
强前后避震性能。

Shock Oil
合成避震润滑油

以半合成油为配方，不会随着温度变化
而变稠或变稀。低发泡科技能在各种骑
乘状况下提供稳定、良好的避震效果。

共有五种不同黏度可供选择：
2.5wt、5wt、7.5wt、10wt、15wt

Ti-Prep Anti-Seize Lube
自行车组件润滑剂

自行车组件润滑剂能防止金属零件接触
面之间的冷式熔接、磨痕和卡死，特别
是经常在高压、潮湿环境中的零件，例
如螺丝锁牙、座管、踏板等。适用所有
种类的金属，但强烈建议使用在活性较
高的金属。

规格：6.5cc

Fiber Grip™
碳纤维止滑剂

碳纤维止滑剂是针对增加碳纤表面摩擦
力，减少互相锁固的碳纤维表面滑动的
情况而设计。使用后不需要过于用力锁
紧固环，便能做到安全的组装。

规格：6.5cc、1.75oz软管装、1lb桶装

Cross Country Wet Lube
湿性润滑剂

耐水聚合物和抗沙尘抗磨损与腐蚀的

添加剂。特别是耐水聚合物，和抗沙

尘抗磨损与腐蚀的添加剂。

专为长距离骑乘及恶劣天候的环境所

设计。特别是潮湿与极端的环境下使用。

规格：6.5cc、2oz/60ml滴头、

            4oz/120ml滴头、8oz/240ml喷头



No Drip Chain Luber™
润滑剂涂刷

快速润滑自行车链条！可节省50％的润
滑剂，利用特殊刷头构造，只需要少量
润滑剂就能均匀覆盖在链条上，能避免
弄脏其他零件。

*另售组合包:润滑剂涂刷含4oz油品

Grunge Brush
简易型链条刷子

能用来清洁链条和飞轮，短刷毛能同时
清洁链条的四个面。另一端的长刷毛则
可清洁飞轮、变速器、大齿盘、煞车夹
器、踏板...等，定期清洁能预防零件提
早磨损。

*另售简易型链条刷子组:内含多功能除油剂
  4oz、干性润滑剂2oz、简易型链条刷

Pro Chain Cleaner
专业型洗链器

不需要拆卸链条即可清洁！拥有3个转动
刷头及擦拭垫的设计。链条移动时，清
洁每一节链结内部，而擦拭垫能再次清
洁链条外部并把多余水份和尘土移除。
底部有磁铁设计，可吸住造成链条磨损的
细微颗粒。

*另售专业型洗链组:多功能除油剂4oz、
  干性润滑剂2oz及洗链器

Premium Bike Care Value Pack
顶级自行车护理超值包

顶级自行车护理超值包是历年最畅销的
三样产品所组合而成，是最具经济效益
的组合包装，其中超级洗车清洁剂是浓
缩产品，使用前请稀释。

规格：多功能除油剂4oz、干性润滑剂4oz、
超级洗车清洁剂浓缩液4oz

踏板＆卡鞋扣片干式隔离剂
提供100% 干性铁氟龙涂层，可有效地
降低进卡、脱卡时的摩擦阻力，使适用
所有类型卡踏。

规格：5oz /150ml

E-Shift™ Groupset Cleaner
E-Shift™ 电子组件清洁剂

适用于所有自行车电子变速系统

能快速清除残留在自行车电子变
速系统上的润滑剂及污垢

有助减缓电子组件的磨耗

无残留且不需清水冲洗

规格：265ml/180g喷头、
            475ml/315g喷头



特殊吸油纤维技术

自行车碟煞清洁剂
Bicycle Disc Brake Cleaner

去除碟盘跟来令片上的污垢和油污，
以获得更好的煞车力。
清洁煞车表面，防止异音，取代煞车
部件中的水。
迅速简便-快速干燥无残物。
清洁时不会对煞车附近的精细部件产
生影响。

*不含丙酮-对涂料及塑料都非常安全
规格：295ml/215g喷头 

e-Bike 链条润滑剂
e-Bike Chain Lube
钼成份技术，可承受加速扭转力，抗锈且抗腐蚀。

规格：4oz /120ml

e-Bike 清洁剂
e-Bike Cleaner
能安全清洁的电动自行车的电子零件上的尘垢。

注意 : 清洁前必须先取下电池

规格：14oz /414ml

Grease Gun
润滑脂注油枪

可用于所有的注油孔。它可以轻易地把
润滑脂注入正确的位置。适合踏板、花
鼓、五通轴、碗头组等等零件的润滑工
作。

Gear Floss™ Microfiber Rope
齿片清洁线

齿片清洁线利用特殊纤维制成的丝线，
能够吸住泥沙、尘垢且不易四处残留，
有效对付难以接触的自行车零件。

Mechanic Grip Gloves
专业技师手套

专为长期使用及耐用所设计，专业技师
手套提供绝佳的抓握力、保护性及灵敏度，
可重复使用的手套让您能更轻松的进行精
密零件组装。
不含乳胶成份且每个指侧都使用特殊涂层
包覆，不仅维持指尖敏锐外也能够防止沾
上润滑脂、油污。

规格：SM/MD和LG/XL 

Easy-Pro™ Brush Set
五件刷子组

此套组共有五种不同形式的刷子，能应
付所有的清洁工作。
内含产品特色及使用说明，解释每支刷
子所具备的多重用途

规格： S：48”x 18”/ 122 X 46 cm
              
              
        

  L：60”x 36”/ 152 X 91 cm
 

Absorb-it MAT™

保养／维修区吸油垫

采用特殊吸油纤维技术，能够吸收油污。
此款吸油垫结合吸油纤维与防漏衬垫，
能保持您工作区域的整洁干净，是您工
作时的最佳帮手。



利用牆挂式展示台能节省空
间使用面积，产品陈列架构
分明、排列有序，明确的展
示所有产品并吸引关注。

墙壁式展示台

全金属结构，旋转基底，
以最少位置展示最多的
产品种类，完善的陈列
位置能排放各种商品，
美观耐用。

可水洗材质、厚重
耐久型的棉质帆布
制造。它在胸前有
两层磁化口袋、可
调整，所有的接合
处都以双道车缝线
缝合。

落地式展式台

工作围裙

多功能柜台展示架，能
明显展示出不同类型的
产品，最右侧还能放产
品简介，充分节省空间。

桌上型展示台

Pro Care Bucket Kit 6.0
六件式保养组

包含了六样产品自行车保养必需品，
另外内含一份自行车保养说明，
提供基本的单车保养概念。

六式保养组内容：干性润滑剂2oz、
湿性润滑剂2oz、多功能除油剂20oz、
超级洗车清洁剂1L、一支简易型链条
刷子、一个提桶

八式保养组内容：干性润滑剂8oz、
湿性润滑剂2oz、超级洗车清洁剂1L、
快速除油剂17oz、多功能除油剂20oz、
一支简易型链条刷子、一支大刷子、
一个提桶

Pro Care Bucket Kit 8.0
八件式保养组

包含了八样产品自行车保养
必需品，另外内含一份自行车
保养说明，提供基本的单车
保养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