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蠟性潤滑劑
Krytech Wax Lube
由DuPoint所開發的Krytox(金屬鍵結技術)潤滑膜科技，

加上M2鉻，特製蠟及其它成份。
在零件上形成一層蠟膜，不會吸附灰塵和泥土的

油脂成份。若您需要將單車停放在室內，或經常

需要用汽車運送，蠟性潤滑劑適合非常

注重零件清潔度的騎乘者使用。

規格：2oz/60ml滴頭、4oz/120ml滴頭

www.colmax.com.tw21

www.colmax.com.tw
09

陶瓷蠟性潤滑劑
Ceramic Wax Lube

由奈米級陶瓷硼氮化合物，以及超

細微氟聚化合物顆粒所組成。

專為鐵人三項運動者提供耐用的潤

滑度，且隨時保持傳動系統的乾淨。

規格：2oz/60ml滴頭、4oz/120ml滴頭
乾性潤滑劑
DRY Lube with Teflon® 
fluoropolymer
由鐵氟龍聚化合物與特製的合成油調配

而成，在乾燥的氣候下有極佳的表現。

規格：2oz/60ml滴頭、4oz/120ml滴頭、
8.2oz/244ml、17oz/500ml、
32oz桶裝、128oz桶裝

耐水聚合物，和抗沙塵

抗磨損與腐蝕的添加劑。

濕性潤滑劑
Cross Country Wet Lube

專為長距離騎乘及惡劣天候的環境所設計。

特別是潮濕與極端的環境下使用。

規格：6.5cc、2oz/60ml滴頭、4oz/120ml滴頭、
         8.3oz/246ml

由全合成濕性潤滑劑搭配奈米級陶瓷硼

氮化合物，與超細微氟聚化合物顆粒組成。

提供騎乘者最極致的順暢度及有效降低

噪音。
規格：2oz/60ml滴頭、4oz/120ml滴頭

一個步驟同時完成清潔與潤滑的工作。

在清除表面髒污的同時，也覆蓋上一層

乾淨且低摩擦潤滑。

清潔/潤滑一次完成
1-Step™ Cleaner & Lubricant

專為通勤或休閒騎乘的單車騎士所設計

的單步驟配方。能快速且同時完成清潔

與潤滑。
規格：4oz/60ml滴頭、8oz/230ml噴頭、
17oz/502ml

陶瓷濕性潤滑劑
Ceramic Wet Lube

終點線



檸檬酸強性環保濃縮除油劑
Citrus Bike Chain Degreaser

具有快乾、全面清潔的特性，不會留下任何油性殘留物，

能馬上清除零件上最頑強的髒污。

快速除油劑 Speed Bike Degreaser™

在表面形成一層防水保護層，減少灰塵

附著及增加車身光澤感。

可安全地使用於塑料及碳纖維等材質零件上。

超級洗車清潔劑 Super Bike Wash™

規格：18oz/558ml

規格：12oz/360m噴頭、20oz/600ml罐裝、3.77L桶裝

這是一款強效又安全的除油劑！它的強

效功能足以清潔髒污的金屬零件，且不

會損壞塑膠材質的零件。(可稀釋）

規格：12oz/360ml噴頭、20oz/600ml罐裝、
3.77L桶裝

規格：12oz/354ml噴頭、1L噴頭

可快速清除自行車上的灰塵、鏈條上

泥濘與有機溶劑殘留物。

適用於所有表面處理及透明塗層的零組件，

亦可用於碳纖維、鈦合金、鋁合金、

玻璃纖維、不銹鋼等材質零件。

*濃縮液使用時需加以稀釋 
規格：16oz濃縮液、1L噴頭、1加侖桶裝

一種特殊的冷凍劑，可使金屬冷凍收縮

並在生鏽處產生微小裂縫。

經滲透鬆脫過後再沖刷鏽蝕部份。

讓大多數的鏽蝕零件快速地恢復完整功能。

規格：6oz/180ml噴頭、12oz/360ml噴頭

終點線

多功能除油劑 
Eco Tech  Degreaser 

車身拋光護漆劑
Showroom Polish ＆ Protectant™

生鏽零件鬆脫劑  Chill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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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柑橘萃取物為基礎原料的

清潔劑。

可快速深入零件細部 ，清除頑強

砂礫、油脂和髒污。

清潔零件後，用水清除剩餘殘留物，

以確保擁有最佳效果。(可稀釋使用）



陶瓷潤滑脂 Ceramic Grease

碳纖維止滑劑
Fiber Grip™

特級鐵氟龍潤滑脂
Teflon Grease

避震潤滑噴劑
Max™ Suspension Spray

合成避震潤滑油 Shock Oil

避震器活塞支柱潤滑
Stanchion Fluoro Oil

具備最先進的培林潤滑科技 ,包括次微米

陶瓷微粒技術、鐵氟龍(Teflon)氟聚化合物

技術以及特級無毒合成油。

可防止五通軸、花鼓及頭碗組中培林

滾珠因摩擦產生的熱能傷害，確保培林

系統運作得更久、更安靜、更順暢。

規格：2oz軟管裝、1lb桶裝

專為自行車培林系統設計，

100％的合成油配方，能完整包覆培林內的滾珠

和墊圈。

在激烈的下坡賽中，可保護並避免頭碗組和

五通軸變形，且可長時間阻隔氣候對零件的損害。

規格：3.5oz軟管裝、1lb桶裝、4lb桶裝

針對增加碳纖維表面摩擦力及減少

鎖固時碳纖維表面滑動的情況設計。

使用後不需要過於用力鎖緊固環，

便能安全組裝零組件。

規格：6.5cc、1.75oz軟管裝、1lb桶裝

當前叉變得不靈活且失去作動

功能時，Max避震潤滑噴劑

可快速加強前後避震性能。

(正確用於乾淨的內柱；勿噴灑於

 煞車表面。) 

規格：12oz/360ml噴頭

避震器活塞支柱潤滑油是採用純杜邦液

態聚化合油。它能提升前叉性能，延長

前叉內管壽命，減少前叉的摩擦並保養

前叉的橡膠油封和O型環。

以半合成油為配方，不會隨著溫度變化

而變稠或變稀。低發泡科技能在各種騎

乘狀況下提供穩定、良好的避震效果。

共有五種不同黏度可供選擇：
2.5wt、5wt、7.5wt、10wt、15wt

規格：6.5cc

碟煞夾器油  Brake Fluid

兩種油款都專門針對自行車用碟煞而設

計，並且都具備以下特性：超低的黏滯

度，令煞車桿、煞車皮均能靈敏的回彈

、反應；在任何溫度下，都能有穩定的

表現。
規格：4oz/120ml

Ti-Prep 鈦零組件潤滑劑
Ti-prep Anti-Seize Lube

Ti-Prep 鈦零組件潤滑劑能防止金屬零件接觸面

之間的冷式熔接、磨痕和卡死，特別是經常在

高壓、潮濕環境中零件，如螺絲鎖牙、座管、

踏板等。適用所有種類的金屬，但強烈建議

使用在活性較高的金屬。

規格：265ml/180g噴頭、475ml/315g噴頭

E-Shift™ 電子組件清潔劑
E-Shift™ Groupset Cleaner
．適用於所有自行車電子變速系統

．能快速清除殘留在自行車電子變
速系統上的潤滑劑及汙垢

．有助減緩電子組件的磨耗

．無殘留且不需清水沖洗

踏板＆卡鞋扣片乾式隔離劑 

提供100% 乾性鐵氟龍塗層，

可有效地降低進卡、

脫卡時的摩擦阻力，

使適用所有類型卡踏
規格：5oz /150ml

終點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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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滑脂注油槍 Grease Gun

可用於所有的注油孔。它可以輕易地把

潤滑脂注入正確的位置。適合踏板、花

鼓、五通軸、碗頭組等等零件的潤滑工

作。

潤滑劑塗刷  No Drip Chain Luber™
快速潤滑自行車鏈條！可節省50％的潤

滑劑，利用特殊刷頭構造，只需要少量

潤滑劑就能均勻覆蓋在鏈條上，能避免

弄髒其他零件。

簡易型鏈條刷子  Grunge Brush
短刷毛能同時清潔鏈條的四個面。

另一端的長刷毛則可清潔飛輪、

變速器、大齒盤、煞車夾器、踏板...等，

定期清潔能預防零件提早磨損。

*另售簡易型鏈條刷子組:內含多功能除油劑

4oz、乾性潤滑劑2oz、簡易型鏈條刷

齒片清潔線
Gear Floss™ Microfiber Rope
齒片清潔線利用特殊纖維製成的絲線，

能夠吸住泥沙、塵垢且不易四處殘留，

有效對付難以接觸的自行車零件。

專業型洗鏈器 Pro Chain Cleaner

不需要拆卸鏈條即可清潔！

擁有3個轉動刷頭及擦拭墊的設計。

五件刷子組 Easy-Pro™ Brush Set
此套組共有五種不同形式的刷子，能應

付所有的清潔工作。

內含產品特色及使用說明，解釋每支刷

子所具備的多重用途。

六/八件式保養組
Pro Care Bucket Kit 6.0／8.0

六式保養組內容：乾性潤滑劑2oz、濕性

潤滑劑2oz、多功能除油劑20oz、超級洗

車清潔劑1L、一支簡易型鏈條刷子、一個

提桶 

頂級自行車護理超值包
Premium Bike Care Value Pack

八式保養組內容：乾性潤滑劑8oz、濕性

潤滑劑2oz、超級洗車清潔劑1L、快速除

油劑17oz、多功能除油劑20oz、一支簡易

型鏈條刷子、一支大刷子、一個提桶

*另售專業型洗鏈組:多功能除油劑4oz、

乾性潤滑劑2oz及洗鏈器

規格：多功能除油劑4oz、
乾性潤滑劑4oz、
超級洗車清潔劑濃縮液4oz

終點線

專業技師手套 
Mechanic Grip Gloves

*另售組合包:潤滑劑塗刷含4oz油品

專為長期使用及耐用所設計，
不含乳膠成份且每個指側都使用
特殊塗層包覆，不僅維持指尖
敏銳外也能夠防止沾上潤滑脂、
油污。
規格：Ｍ 和 L

保養／維修區吸油墊

規格：

採用特殊吸油纖維技術，能夠吸收油污。
此款吸油墊結合吸油纖維與防漏襯墊，
能保持您工作區域的整潔乾淨，是您工
作時的最佳幫手。

Absorb-it MAT™

48”x 18”/ 122 X 46 cm 
60”x 36”/ 152 X 91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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