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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使用您的 Brompton 之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尤其需注意安全和折叠这两个章节。然而，
本手册仅为指南之用，不可作为自行车骑行或维修的综合性指南。

  在购买 Brompton 后，明智的做法是在我们网站上“我的 Brompton”部分进行登记，录入
您自行车的详细资料；如此一来，倘若您的爱车被盗或我们需要与您联系，便有记录可做参
考。您将被要求输入序列号和车架号：序列号位于主车架背面的标签上; 车架号则戳记于靠
近底部托架的主车架上。这些信息将在 Brompton 数据库中得以保留，不会移交至第三方 
(www.brompton.co.uk/my/register.asp)。

如果您要自己进行任何调整或维修操作，首先请仔细阅读本手册中的有关章节，因为实施这
些操作时极易出错，从而危及单车的折叠步骤或对其造成伤害。本手册包含使用 Brompton 
的若干技巧和建议，但如果您对如何维护自行车仍不确定，请访问 Brompton 的授权经销
商，以获得专家建议。若需经销商列表，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brompton.co.uk/dealers/search.asp 

本手册符合 EN 14764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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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项

Brompton 针对用户在公路及状况良好的道路上骑行而进行设计，最大负载不超过110公斤
（包括车手和行李的重量）。Brompton 自行车不适用于特技表演、越野骑行或极限运动。
您的 Brompton 应只用于既定用途。使用不当可能会导致某些元件产生故障，并致使您的 
Brompton 无法享受保修。我们不建议在 Brompton 上安装儿童座椅，这样做将无法使用 
Brompton 保修。在您首次骑用 Brompton 之前以及此后定期骑用时，请密切注意以下事项：
•  我们建议您使用经认可的自行车头盔，尽管在某些国家佩戴自行车头盔并非强制性规定。
• 阅读并遵循您所在国家的法律规定，遵守所有适用的交通法规。
•  确保沿制动表面的轮辋清洁无损，并检查边缘磨损状况。若您怀疑轮辋的安全性，可将其

送至 Brompton 授权经销商处进行检查。
• 定期检查刹车、轮胎和转向系统。
• 适当调整刹车和齿轮，使缆线处于良好的操作状态。
•  在雨中骑乘时，刹车的有效性可能会降低，道路越湿滑，越要尽早 

制动。
• 检查所有车轮上的螺母均已适当拧紧（扭矩15nm）。
•  在英国，左手制动杆操纵后刹车，右手制动杆操纵前刹车，但这种设

置可能因国家而有不同。
•  在黑暗中骑乘时，应穿上反光衣服并使用车灯（前部车灯和后部车灯）；请查证并确保您

的车灯符合当地法律规定。

每次骑乘前后，请密切注意以下几点：

•  确保座管夹钳处于紧固状态（扭矩4-7Nm），座椅处于适当高度。
• 铰链夹钳到位，铰链杆紧固。
•  在折叠、展开以及使用单车时，避免将手或手指放到可能会被夹住或卡住的任何地方。
• 确保单车以正确的方式折叠或展开，以避免可能的伤害。
•  在 S 款车型上，不可使用 T 包、C 包或折叠篮筐（它们可能会对转向系统造成干扰）。
•  在 P 款车型上，请记住当您使用高度较低的握把时，不能进行刹车操作。
• 永远不要尝试在车把手杆与前叉交汇处改变其高度。

警告

单车上的许多部件均高度受力，并积累了较大里程数、承受过较重负荷或经受了艰难的骑乘
条件，最终将达到其设计寿命的目标，尤其是铝合金的疲劳寿命是有限的。不当使用可能
对单车造成伤害。您应检查各承重部件是否有损坏、腐蚀或破裂的迹象，并在必要时进行更
换。如您不能确定，请访问 Brompton 授权经销商，获取专家建议。

如果单车受到碰撞或撞击，您应立即停止骑乘，并请 Brompton 经销商进行检查。在对受损
零件进行更换之后，方可再次骑乘自行车。铝制部件上若有任何较深刮痕或损伤，均可严重
削弱其功能，并致使该部件过早失效。

注意：我们建议安全关键部件应使用正宗的 Brompton 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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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与展开

按照此处所提供的折叠与展开的说明，确保您正确地使用 Brompton 单车。

展开

步骤1
将踏板向外旋动，展开左侧踏板及
锁住踏板的闩板。

步骤2b
确保铰链夹钳板横跨两个铰链板，
并将其紧固。

步骤2a
将车把手展开至直立位置，如图所示。

步骤3
解开快拆柄，将座管及座垫拉起直至尽头，或拉到某一
适合您的高度。拧紧快拆柄；快拆柄应包裹座管外部，
在闭合状态下可触及车架。座垫应指向正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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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b
确保锁板横跨两个铰链板，拧紧车
体的铰链夹钳。

步骤5
从座垫处提起单车，使后车架与车
轮转动至其展开位置。取决于后车
架夹钳的设定（见第8页），后车
架可能会锁定到位。

步骤6 
您的 Brompton 现已展开，可供骑乘。

步骤4a 
站在自行车的左侧，座垫的右侧，车把手杆的左侧（如
图示），轻轻上提车身后部，将前轮从后车架处挪出。
接着使用“搅拌”动作，前轮朝前，将前轮转出并转至
其展开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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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 

步骤1
将车杆向车身前方推动（如后车架锁定到位），打开后车架夹锁。接着后拉高单车座垫，让后轮
得以向下摆动，并如图置于车体下方。
一旦车轮于车体下折叠妥当，请确保右侧脚踏板（链条一端）朝向后部，如图所示。

步骤3
解开快拆柄，将座管及座垫向下拉。拧紧快拆柄，快拆柄应包裹座管外部，在闭合状态下可触及
车架。

步骤2
拧松车体上的铰链夹钳（约4圈）。握紧车把手支撑，同时将座垫向后推，采取“搅动”姿势移动
座垫，直至其停留在后轮旁边。确保挂钩与后车架上的金属管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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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松开铰链夹钳，沿前轮摆动车把手，夹好夹子；或让车把手自行下落至相应位置。

步骤5
旋转曲柄，使右侧踏板触及
前轮

步骤6
向下按压踏板的锁板，以便露出
踏板的外部零件，对踏板进行
折叠。

注意:
1.  单车折叠后，座管将整个锁住已折叠部件；下方停车阀既是导引物，又可作为阻碍物以防止后车架

转动，必须正确地调节以确保其履行这两种职能。

2. 搬运 Brompton 时，需牢牢抓住座垫前端或车身。

3.  转动曲柄时不应折叠左侧踏板，因其能够带动后车身的零件，对您的单车造成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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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胎压

胎压是影响舒适性和安全性的重要因素。为确保安全、舒适的骑乘，请注意以下提示：

•  让您的轮胎保持充气良好的状态十分重要；充气不足的轮胎增加了踩踏难度（这使得骑乘不再充满
乐趣），使轮胎迅速磨损，并对搬运产生不利影响。强烈建议让您的轮胎保持充气良好的状态。

•  最适当的胎压取决于您的体重和偏好。在崎岖的道路上，将胎压保持在接近下限的范围内往往更加
舒适。然而，要获得最低限度的踩踏难度，较高的胎压则是您的理想选择。

• Brompton 单车装有 Schrader（美国）阀门，允许多种轮胎充气方式：

 -  Brompton 气泵适应性佳，安装于全钢打造的 Bromptons 的后车架之上。更换气泵时，确保其密
封盖不会妨碍气泵弹簧与后车架上的气泵定位器进行充分衔接。

 -  您也可以使用手动气泵或采用加油站可见的空气管路来充气。

下表显示用于 Brompton 单车所配备轮胎的推荐胎压。

Brompton Kevlar Schwalbe Marathon Schwalbe Kojak

最小胎压（磅

平方英寸）

最大胎压（磅

平方英寸）

最小胎压（磅

平方英寸）

最大胎压（磅

平方英寸）

最小胎压（磅

平方英寸）

最大胎压（磅

平方英寸）

前轮 65 100 65 115 70 115

后轮 65 100 65 115 70 115

2. 传动装置

Brompton 采用两种传动装置解决方案：一个变速器系统（左手触发）和一个轮毂齿轮传动系统（右手
触发）。这两个系统在两档变速和三档变速的Bromptons 单车上独立运用。当它们合并时，变速系统和
轮毂齿轮系统将产生6档变速的传动系统。无论您的 Brompton 是哪一个型号，换挡时应持续蹬车，如此
可减轻踏板压力；这将确保换档得以有效进行。

变速器、齿毂和触发器也需不时进行调节；若您感到传动装置运行不畅或换挡有麻烦，请参阅我们网站
（www.brompton.co.uk）上的技术章节，或让Brompton 经销商或合格的单车技师尽快调整，以避免传动
装置产生任何损坏。

BROMPTON 单车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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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刹车

应定期对刹车系统进行调整，因为它们对您的安全至关重要。调整间隔时间将取决于您使用 Brompton 
的频率；如果您拉动刹车杆时会碰到车把手，您的刹车系统需要进行紧急调整。刹车系统应妥善设置，
使制动衬块尽可能紧贴钢圈，不致干扰车轮转动。使用刹车杆上的刹车线来进行调整。如果您不确定如
何操作，请让 Brompton 经销商或合格的单车技师进行调整。

• 在设置后刹车时，单车应处于展开状态。

•  在设置前刹车时，勿使制动衬块的设置过于紧密，当车轮左右转向时，制动衬块才不会束缚轮辋。

• 如果您制动衬块表面的凹槽深度小于1毫米，请即进行更换。

4. 车灯

Bromptons 提供两种车灯供您选择；一个以电池供电的前、后车灯，以及当您骑乘时可以发电的轮毂发
电机系统。这些 Brompton 车灯可安装于任何车型。请依照当地法律对这些灯具加以应用。若需有关电
池车灯及轮毂发电机系统之运行的技术资料，请参阅我们网站（www.brompton.co.uk）的技术章节。

5. 后车架夹锁及 Brompton 的停放

后车架夹锁和悬架块使您得以选择对后车架进行“锁定”或“解锁”。

在“锁定”位置，当单车被抬
起时，后车架将保持与车身
连接。

注意：两个凸起的槽口将于锁
定位置面朝上方。

在“解锁”位置，当单车被抬
起时，后车架将下垂。

注意：挂钩的凹槽将面朝解锁
位置的上方。

若要在“锁定”或“解锁”状
态之间切换，在两个位置之间
转动悬吊块即可。

注意：作此调整时后车架必须
为“锁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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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折叠单车四处行

Brompton 上作为标准配置的小滑轮可用于将折叠单车推进狭小的空间。用
凸起的车把手作为握柄，尽管只适用于平滑表面上的较短距离，折叠单车
也可在滑轮上四处推行。
装上可选易行轮时，折叠单车的四处推行会容易得多。请记得将座管从完
全向下的位置向上稍微抬高，使其不致妨碍单车的滚动，但此时座管的高
度没有单车展开时那么高。

注意：
•  请勿将提高的座垫用作手柄来一道推动 Brompton；此时单车并未通过

座管锁紧，展开的风险很大。
•  在装有易行轮的单车上，记得在无需转动时将座管整个向下推进，如此车身底部的橡胶塞可充当制

动装置，阻止不必要的滚动。

7. 置物包
Brompton 拥有系列精选置物包配件，您可与您的 Brompton 进行搭配。这些置
物包允许一辆单车的前部和后架最多各负载重达10公斤的物体。

注意：
•  所有Brompton的前部置物包适于在 Bromptons 的 M款及 P 款车型上使用，

但 T 包、C 包和折叠篮筐则不适合用于 S 款车型。

•  使用前请注意所有置物包附带的说明。置物包使用不当可干扰单车的转向
功能，可能带来危险。

8. 润滑

如同任何机器一样，对单车的零部件进行润滑，使它们保持安全、有效的运行非常重要。尽管有些零部
件需要更频繁地加以润滑，我们建议您每年对单车进行一次润滑。

链条：    为了顺畅地骑行，链条必须处于良好的润滑状态。向后转动踏板时涂上
润滑油，确保其流入滚轴和侧板之间；让润滑油得以渗入，然后擦去多
余的油脂。

铰链夹钳：    夹钳螺栓的螺纹及其垫圈应不定期进行润滑。在夹钳板的内部表面涂抹
少许润滑油，也可令其更易于拆解。

折叠踏板：    已填充油脂的主轴承不应再上油。然而，若轴承并非云装自如，在封孔
以外加些润滑油将可延长其使用寿命。

轮毂齿轮传动装置：  齿轮和轴承均被密封; 仅在单车技师提供主要服务时需进行润滑。

在为您的 Brompton 进行润滑时，请避免座管或轮辋沾上油脂。任何优质的通用型油脂均可符合要求，
但推荐使用锂基润滑脂。至于链条，具有良好渗透性的链条润滑油可带来最好的润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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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增加舒适性及安全性的基本调整

1. 座垫高度的调整

座垫调整是让单车发挥最佳舒适性能的重要因素。座垫位置由个人进行选择，一个座垫无法适应每一个
人，但进行某些调整后，您便可找到舒适的座垫位置。如果您的座垫不舒服，不妨请合格的 Brompton 
经销商将座垫设置到您的最佳骑乘位置。

垂直调整
要检查座垫高度是否正确，需坐在座垫上，一只脚后跟踩在一个
踏板上，让曲柄与座管平行。如果您的腿不能完全伸直，您的座
垫高度则需升高，也就是说，在此位置上您的膝盖弯曲，座垫 
太低。

正常骑行时，您的脚掌踩在踏板上，将踏板踩至最低时膝盖应有
少许弯曲度。

纵向调整 
座垫可进行前后调整，以帮助您在单车上获得最佳骑乘姿势。座垫向前移动能离车把手更近，向
后移动则能提高座垫与把手之间的距离。在骑上您的 Brompton 之前，始终拧紧螺栓至 15-17Nm 
的适当扭矩。

注意：
 •  要让座垫达到最大高度，需将座管向上拉起，直至其到达顶端不动为止。座垫处于最低高度时，座

管不应低于车身。

座垫角度的调整
大多数人喜欢水平的座垫，但有些骑手喜欢让座垫的前端略微上翘，另一些骑手则喜欢让它略微
下斜。在骑上您的 Brompton 之前，始终拧紧螺栓至15-17N 的适当扭矩。在骑上您的 Brompton 之
前，始终拧紧螺栓至15-17Nm 的适当扭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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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额外高度

倘若通过对座垫进行重新定位，您仍未得到足够的座垫高度，Brompton 可提供两种选择，给您的座垫
额外增加高度：一根可伸缩座管和一根可伸长达60毫米的较长座管。可伸缩座管能够适应身材较高骑手
的骑乘需求，对折叠尺寸没有多少变动。

3. 车把手与控制杆的位置车把手与控制杆的位置

Brompton 上的车把手和控制杆由工厂进行设置，以在紧凑性和骑乘舒适性之间提供某种平衡。若您选
择进行任何更改，折叠的车把手或把手杆不可像正常状态那样靠近前轮并增大折叠尺寸。倘若出于任何
理由必须移动车把手杆组件，我们强烈建议您请 Brompton 授权经销商或经认证的单车技师进行任何调
整。夹钳螺栓应拧紧至 18Nm 扭矩。

4. 常规更换

建议有计划地更换单车零部件，以确保安全和良好的性能。我们建议的更换间隔适用于正常骑用的单
车；最适当的更换时机取决于您的使用状况和骑乘风格 我们建议安全关键部件应使用正宗的 Brompton 
替换零件。

•  铝制零部件：如同其他轻型机械一样，Brompton 的构造中采用了铝合金，这种材料在失效前设计寿
命有限。在正常使用条件下，铝产生疲劳失效的风险甚小，即便骑行数千英里亦如此。然而，其失
效风险会随骑用次数而增加，尤其是在艰难的骑行条件下或严重负载之后。因为这样的失效可能造
成伤害，每骑行 5000 英里，便应更换铰链夹板、车把手、链条装置、座管和踏板（若使用条件恶
劣，更换应更频繁），我们建议对这些项目定期进行检查。

•  传输：所有 Brompton 单车均具备自我调节功能，装有弹簧的紧链装置可保持恰当的张力。随着时
间的推移，链条及链轮会磨损，通常称为已达到链条拉伸限度；这将导致效率低下及能量传输不
力。我们建议每骑行 2,000-3,000 英里即更换链条和链轮，但定期清洗和润滑将可延长链条的使用寿
命。切勿在磨损链轮上使用新链条，反之亦然。为了对链条拉伸进行测量，您可能需要使用链条延
伸工具。

•  刹车缆线 的使用寿命有限，从而降低了失效的风险，建议更换缆线的间隔为每骑行 4000 英里或
更少里程数。新换外部缆线的长度应与原缆线的长度完全一致；为取得最佳效果，需使用正宗的 
Brompton 特定缆线，并请 Brompton 授权经销商或经认证的单车技师进行安装。长度有误的缆线可
能对您爱车的安全及性能造成影响。

•  齿轮缆线 的更换间隔应与刹车缆线一致。由于 Brompton 缆线是专门为Brompton 单车而设计的，应
仅使用正宗的 Brompton 缆线。请 Brompton 授权经销商或经认证的单车技师进行安装。长度有误的
缆线可能对您爱车的安全及性能造成影响。

•  制动衬块：新的制动衬块的制动表面有凹槽；一旦这些凹槽的深度小于1毫米或看不到时，应对衬块
进行更换。由于制动衬块对于您刹车的安全性能极为关键，我们建议您使用正宗的 Brompton 替换
制动衬块，并请合格的单车技师进行安装。

•  车胎：随着骑乘里程数的增加，当轮胎胎面开始磨损时，轮胎被刺破的风险加大。一旦您注意到轮
胎胎面磨损变薄，请更换轮胎。这将减少轮胎被刺破的机会，增加单车的踩踏效率。

•  发电机头灯：用于发电机头灯内部的电缆随着 Brompton 的折叠和展开会逐渐磨损。电缆磨损时请
立即更换，以免损害到您的发电机轮毂。如果您的车灯发生故障，请一位合格的单车技师进行检
查，让自己骑行时有迹可循，保持安全的骑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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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吊块和衬套：每年均应对悬吊块和衬套的磨损状况进行检查。若您注意到悬
吊块内出现任何裂缝，请立即对其进行更换。

•  轮辋：轮辋的制动表面会随着使用而磨损。随着轮辋磨损，制动表面的两侧
会出现空隙。此时应更换轮辋。

100英里服务

任何单车上的某些部件均需经过一段时间方可完全契合；为避免损坏，您购车后不久便需关注这些部
件。卖车给您的经销商将乐于免费履行这项重要的服务，但该服务必须于购买 3 个月内提供。经销商将
特别注意以下事项：

辐条  应对辐条的张力进行检查，并做出调整以使其适用。若某根辐条因任
何原因变得松散，周边的辐条将承担额外的负荷，并可能失效。

曲柄轴螺栓和踏板  必须检查曲柄轴螺栓和踏板的密闭性。恰当的扭矩为30NM：LH 踏板
的螺纹位于左侧。

缆线  虽然缆线已经过预拉伸，但仍不可避免地在初始拉伸的基础上进一步
伸长。由于这会影响轮毂齿轮传动装置的控制，应检查齿轮是否经过
适当调整。同时设置刹车亦值得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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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

若您的 Brompton 单车存在制造缺陷，如在首次购买日期的五年内（就车身而言）或两年内（就其他部
件而言）告知我们，我们将免费为您更换存在缺陷的部分。Brompton 用于在公路及状况良好的道路上
骑乘，并非为越野骑行而设计：越野骑行可使车架的压力超限，且其轮胎和车轮并不适合。

我的 Brompton

Brompton 网站的这部分内容允许车主记录其车辆的详细资料，以便在必要时与其联络。我们鼓励所有
新车主和现有车主进行注册。这些信息将在 Brompton 数据库中得以保留，不会移交至第三方 
（www.brompton.co.uk）。

序列号及车架号序列号及车架号

车身上座管背后的标签上印有10位数的序列号。车身上座管背后的标签上印有10位数的序列号。6位数
的车架号戳印于车身后部悬架枢轴的前方：记下这两列数字是个好主意。在下面所提供的文字框中输入
这些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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