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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您的 NOZA

 包裝內容物

註：配件可能會因國家或區域而異。

前底管 後底管

Xplova NOZA 訓練台主體 螺栓 x2 / 帽 x2 1.8mm 棘輪座墊片

調整旋鈕 -- 前底管

高度調整後固定用

快拆組 開口扳手 電源供應器

轉接頭 A 快拆用

棘輪座螺帽

轉接頭 B 快拆用
130mm/135mm

轉接頭 C 桶軸用

棘輪座螺帽

轉接頭 D 桶軸用
12x142/

12x14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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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外觀介紹

調整旋鈕
飛輪

LED 指示燈

電源線接口前底管
T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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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裝說明

 組裝 Xplova NOZA

1. 將紙箱 180 度翻轉，並打開紙箱的底部，將訓練台連同保麗龍一併取出。

2. 將前、後底管從保麗龍的側邊取出
（請勿打開兩側保麗龍）。

3. 取出螺栓穿入主支架上的螺栓孔。

4. 將前、後底管穿入螺栓，平放在主支架上。

5. 使用扳手將螺帽鎖緊。

6. 反轉保麗龍使NOZA 訓練台正立於地

面，並拆開兩側保麗龍，完成訓練台
組裝。

7. 將您自行購買的飛輪盤，對準缺口安
裝入棘輪座，並將飛輪盤鎖緊以防止
鬆脫。

注意：
NOZA 訓練台棘輪座相容 shimano 及 SRAM 飛輪盤，可直接安裝 11 速飛

輪盤。如您使用非 11 速飛輪盤，請將棘輪座墊圈先行裝入棘輪座底部再

安裝飛輪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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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裝飛輪 ( 選購 )

• 安裝相容 11 速的飛輪

手動將飛輪裝上棘輪座，並以飛輪外
蓋將飛輪固定在棘輪座上。使用飛輪
拆卸套筒將飛輪鎖緊在 NOZA 的棘輪

座上（工具不包括在內）。

• 安裝 9 速或 10 速的飛輪

安裝9或10速的飛輪前，需先將1.8mm
的棘輪座墊片套入棘輪座中，然後依
上述方式將飛輪鎖緊在 NOZA 的棘輪

座上。

• 13OMM 或 135MM 快拆式安裝

安裝在快拆式自行車車架時，您需要
使用轉換頭 A、轉換頭 B 和快拆組（這

三個配件已經包含在您的配件裏）。安
裝方式請參照右圖所示。

• 142MM 或 148MM 桶軸式安裝

安裝在桶軸式自行車車架時。您需要
使用轉換頭 C 和轉換頭 D （這兩個配

件已經包含在您的配件裏）。安裝方式
請參照右圖所示。

請使用隨附的電源供應器，並將供應
器插頭插入牆面上的插座來供應電
源。另一端插入如右圖所示的訓練臺
電源插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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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裝您的自行車

將自行車鏈條轉換到最小的飛輪齒盤上，然後拆卸後輪。接著將自行車鏈條與 NOZA 最
小的飛輪齒盤對齊後掛上鍊條，並將自行車安裝到 NOZA 的軸上，使自行車進入到可騎
乘的位置。

請正確地使用自行車快拆桿，使用時注意安全。當快拆桿的旋轉臂圓弧向外時，表示快
拆桿是鬆開的狀態，以順時鐘方向旋轉快拆桿旋轉臂可以鎖緊快拆桿。快拆桿的旋轉臂
應該放置在 NOZA 飛輪（棘輪座）的另外一側。

關於桶軸自行車的安裝方式，請參照下圖。將桶軸由飛輪（棘輪座）的另外一側穿入，
並將軸鎖緊。

注意：
1. 請確實地鎖緊快拆桿與桶軸，以避免造成財產或人身傷害。若無法確

實地鎖緊快拆桿與桶軸，請與您購買的經銷商，或與 Xplova 客服人員
聯繫，切勿強行使用NOZA。

2. 安裝時請將前輪抬起來，並同時按壓車架，使自行車確實安裝在 NOZA
上。
TC-5



組裝說明

T
C

 指示燈說明
當訓練台接上電源時，指示燈會先亮紅色，表示訓練台控制板正在進行自我檢測與自動
歸零的動作。當指示燈閃爍綠色，表示控制板已經完成自我檢測及自動歸零，並且進入
待機狀態，可以進行正常的騎行了。

 規格表

編號 指示燈狀態 狀態說明 注意事項及備註

1 紅色 控制板自動檢測及
自動歸零正在進行
中

• 一般情況下，插上電源後 2-4 秒
後會完成。

• 在尚未完成自動歸零及自動檢

測時，請勿使用訓練台，以避
免功率測量偏差。

2 閃爍綠色 自動檢測及自動歸
零完成

可以連接軟體。

3 常亮綠色 藍牙已連接 已連接藍牙設備且配對成功。

4 藍色 訓練台已啟動且供
電正常

與藍牙或 ANT+ 設備連接時，訓練

台騎行時的燈號皆會亮藍色。

訓練台尺寸（已組裝） 620 x 518 x 453 mm

總重量（未含包裝） 16.5 KG

飛輪重量 5.7 KG

噪音級別 58 dB (@30KPH)

最大功率輸出 2500 W (@58KPH)

最高模擬坡度 18% (@70KG)

功率誤差 ±2.5%

傳動系統

飛輪（選購）
需購買 / 安裝飛輪盤：相容 shimano 及 SRAM 8/9/10/
11 速的飛輪盤

傳輸訊號 ANT+、ANT+ FE-C、Bluetooth Smart

韌體更新 是

電源規格 100 - 240 V、1.5 A、50 Hz - 60 Hz

包裝尺寸 598 x 275 x 56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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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警告及規範

 使用前安全警告

1. Xplova NOZA 的電源供應器規格如下：

• 輸入： 100 ~ 240 VAC / 1.5 A 

• 輸出：19 VDC / 4.7 A 

• 插頭：外徑 5.5 m/m；內徑 2.5 m/m；長度 10~12 m/m

2. 僅能使用 Xplova NOZA 指定的電源供應器，不符合規格的電源供應器將造成訓練台

不可挽回的損害。

3. 訓練台運作時，請勿碰觸訓練台，並應避免讓不相關的人員、動物或物品靠近，以
免造成危險。

4. 請在開始任何訓練計畫之前諮詢您的教練。

5. 請勿將您的手或任何物體放在 Xplova NOZA 的旋轉零件附近。

6. 當您使用一段時間後，Xplova NOZA 的飛輪可能會變熱。請勿在短時間內碰觸飛輪。

7. 在飛輪轉動時，切勿試圖拆卸自行車。

8. 當您使用 Xplova NOZA 時，請讓您的小孩和寵物遠離，避免造成傷害。

9. Xplova NOZA 只能夠安裝及使用在平穩的地面。

10. 進行訓練時，請小心騎乘安全。

11. 請遠離水源。

12. 訓練前，應檢查自行車是否牢固的固定在 Xplova NOZA 上。

13. Xplova NOZA 只能在組裝完整後才能使用。

14. 使用 Xplova NOZA 時，僅能使用經過本公司認定的配件和供應器。

 注意事項

1. 對於使用其他廠商軟體、應用程式、設備導致 Xplova NOZA 故障，Xplova 公司概

不負責。

2. 由於 ANT+™ 與藍牙通信協議相互排斥，因此 Xplova NOZA 不可能同時透過

ANT+™ 或藍牙協議發送資料，即其中一個協議連接時，Xplova NOZA 會自動停止

使用另一協定，避免可能造成 NOZA 程式的錯誤。

3. 無線電配備可能產生干擾，會改變或完全阻止 Xplova NOZA 的正常運作。故，使用

NOZA 訓練，應避免在高壓電線、交通信號燈、鐵路電線、公共汽車或電車等環境。

4. 不使用 Xplova NOZA 時，切勿將其長期暴露于陽光直射的環境中。

 免責聲明

對於因使用 Xplova NOZA 而導致（無論直接還是間接）用戶身體所遭受的暫時或永久
性損傷，Xplova 公司概不負責。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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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護與保養

1. 清潔訓練台時，切勿使用任何腐蝕性的清潔產品。

2. 不要在訓練台表面上打磨或鑽孔，刮痕或鑿孔會導致裂縫的產生。

3. 請將訓練台放置在室內，保持乾燥避免潮濕損壞。

 無線警語

根據 NCC 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規定：

經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非經許可，公司、商號或使用者均不得擅自變更頻
率，加大功率或變更原設計之特性及功能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影響安全
及干擾合法通信，經發現有干擾現象時，應立即停用，並改善至無干擾時方得繼續使用
前項合法通信，指一電信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通信低功率射頻電機需忍受合法通信或工
業、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設備之干擾。

 Xplova 有限產品保固政策

此「有限產品保固」適用於 Xplova 產品，包括原廠 Xplova 盒裝內所有配件。如果產
品的使用與維修方式皆遵照購買人在購買時獲得之使用手冊及其他隨附文件的指示，
Xplova 保證來自其授權經銷商與零售商的產品將符合產品規格，且在「有限產品保固
期限」期間（即從原購買日期起的 1 年內），沒有材質和工藝的瑕疵。此「有限產品
保固」受下列條款與條件規範：

1. 若要獲得保固服務，您必須提供購買憑證（零售商的收據正本或副本）。

2. 此「有限產品保固」僅在銷售本產品的國家 / 地區具有效力。

3. 在「有限產品保固期限」期間，此「有限產品保固」是讓 Xplova 進行維修或更換

損壞產品的唯一憑證。若原產品包裝中遺失的元件是透過線上拍賣所購得，恕

Xplova 不予以更換。

4. 若要獲得保固服務，請聯絡您當地的 Xplova 授權零售商或 Xplova，瞭解運送說明

和 RMA 編號。

5. 在「有限產品保固期限」期間，此「有限產品保固」包含產品的檢測與維修費用。
損壞之產品應由購買人自行付費運送至指定場所，且須一併提供購買憑證與 RMA
編號。

6. Xplova 會將維修後或更換後之正常運作的產品送至可供客戶取貨的區域。更換後的

故障產品或元件全數歸 Xplova 所有。

7. 由 Xplova 維修後或更換後的產品應繼續獲得保固，期限為原始保固期限的剩餘時

間，或從維修或更換日期起的三（3）個月，以時間較長者為準。

8. Xplova 保留隨時新增、刪除或修改條款與條件的權利，恕不在其以下列出的網站上

另行通知。

9. 如果損害是由下列任何原因所導致，則不適用此有限保固：

A. 產品序號已遭移除、抹除、汙損、修改或無法辨識。

B. 以不正常方式使用本產品而導致的損壞。

C. 正常損耗的產品退化。

D. 由非 Xplova 指定之廠商對本產品進行不正確的安裝，或進行未經授權的改裝或

維修所造成的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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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搭配非 Xplova 官方授權或提供的元件或配件進行操作，或用於非主要用途外之

範圍所造成的損壞。

F. 將本產品暴露於異常具腐蝕性的環境，或在極度高溫或濕度的狀態下操作所造成
的損壞。

10. 在法律對損害賠償免責的最大範圍內，Xplova 不對任何附帶或衍生性損失或傷害所

造成的任何損失承擔責任，包括但不限於利潤損失或商業損失。

11. 此「有限產品保固」不影響客戶在產品購買國家所享有之法定權利，此類權利仍受
到保護。某些國家不允許排除或限制偶然或間接的損失或損害，或暗示保證的限制，
在此情況下，上述排除之限制可能不適用於此類客戶。

保固服務：保固期限因區域而有所不同

1. 產品本體與組件自購買日起一年內，於正常使用狀況下可獲得免費售後維修服務。

2. 保固維修時，須出示原購買發票或是單據，維修中心將依憑證提供保固內服務，或
是有償維修。

請注意，「有限產品保固期限」以及服務提供和回應時間可能會根據國家而有所不同，
而且可能也會受限於產品購買國家之註冊規定。如果您需要有關保固條件的協助，或有
任何其他查詢，請聯絡原零售商或 Xplova。

網站：https://www.xplov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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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facturer: Xplova Inc.

6F., No.68, Ruiguang Rd., Neihu Dist., Taipei City 114, Taiwan (R.O.C.) 

Tel: +886-02-2790-3878 

E-mail: service@xplova.com

NOZA BIKE POWER TRAINER

Product Warranty

產品保固服務卡

製品保証書

제품 보증

Please retain the original purchase receipt or approval in order to protect your right 
of free warranty service.

務必保留原購買收據或是發票，以保障您的保固權益。

保証を受ける際には、購入日・購入店名が証明できる書類（レシートなど）を 
添えてください。

무료 보증 서비스를 받을 권리를 보호하기 위해 원본 구매 영수증 또는 구매 승인서

를 보관하십시오 .

Serial Number

產品序號

シリアル番号 

일련 번호

Purchase Date

購買日期

購入年月日

구매일

Dealer stamps

經銷商蓋印處

購入販売店捺印

딜러 스탬프



 Service Information / 全球服務據點 / サービス情報 /서비스 정보

Italia
• lunedì ~ venerdì
• 9:00/13:00 - 14:00/18:00
• +39 02 36 00 49 52
• xplovaServiceIT@Sertec360.com

台灣
• 週一 ~ 週五
• 08:30 - 17:00
• +886 2 2790 3878
• service@xplova.com

Deutschland
• Montag ~ Freitag
• 9:00 - 17:30
• +49 04102 9982 811
• xplovaServiceDE@Sertec360.com

香港
• 週一 ~ 週五 10:00 - 19:00
• 週六 10:00 - 13:00
• +852 3460 4217
• info@novo-digital.com.hk

United Kingdom
• Monday ~ Friday
• 9:00 - 18:00
• +44 0371 760 1019
• xplovaServiceUK@Sertec360.com

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 วนัจันทร ์~ วนัศกุร ์10:00 - 20:00
• วนัเสาร ์10:00 - 18:00
• +66 2685 4311
• acercare@acer.co.th

France
• lundi ~ vendredi
• 9:00/13:00 - 14:00/18:00
• +33 01 72 02 30 63
• xplovaServiceFR@Sertec360.com

Malaysia
• Monday ~ Friday
• 9:00am~5:00pm
• +604 618 0496
• xplovasales@gmail.com

España
• Lunes ~ Viernes
• 9:30/13:30 - 14:30/18:30
• +34 91 414 24 07
• xplovaServiceES@Sertec360.com

Philippines
• Monday ~ Friday
• 9:00am ~ 5:00pm
• +639153692106
• +639228685264

België (La Belgique)
• Maandag ~ Vrijdag (Lunedi~Venerdì)
• 9:00am - 17:00pm
• +32 078484672
• xplovaserviceBFR@sertec360.com
• xplovaserviceBDU@sertec360.com

日本
• 月曜～金曜
（祝祭日、年末年始、特定休業日を除く）

• 10:00 ～ 17:00
• 03-6386-9681
• style_b_staff@ncd.co.jp 

Denmark
• Mandag ~ Fredag
• 09:00 – 17:00
• +4578737424
• XplovaServiceDK@Sertec360.com

한국
• 월요일 ~ 금요일
• 09：00 ~ 17：00
• +82 – 70 -4820-2394
• xplova@jscomposite.co.kr

Australia
• Monday~Friday
• 09：00 ~ 17：00
• https://www.bikesportz.com.au/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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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again for purchasing the Xplova NOZA.

Xplova reserves the right to design, change specifications, and 
improve quality.

Should you have any questions regarding use of the bike trainer,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xplova.com.

再次感謝您購買 Xplova NOZA。

本公司保有產品設計、規格變更、品質改善的權利。

如果您對於使用單車互動訓練台有任何的疑問，
請參考我們的網站 www.xplova.com。

Xplova NOVA をお買い上げ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Xplova は、設計、仕様の変更、品質向上を行う権利を有します。

バイクトレーナーの使用について不明な点がございましたら、
弊社の Web サイト www.xplova.com までアクセスしてください。

Xplova NOZA 를 구입해 주셔서 다시 한번 감사드립니다 .
Xplova 는 디자인에 대한 권리 , 사양 변경에 대한 권리와 품질 향상

에 대한 권리를 보유합니다 .
자전거 트레이너 사용에 관하여 질문이 있는 경우 당사 웹사이트를 

방문하십시오 : www.xplov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