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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您和您的会员走得更远



2



为了燃烧热量；为了塑造好身材；消除因过多工作、食物或压力带来的
不良影响。还有人希望通过有氧运动锻炼耐力，防止伤害，为激烈竞争
作准备。或者仅仅希望更长寿、更强壮、更健康。赛百斯 (Cybex) 跑
步机、运转机、健身车为您的会员提供各种充满活力的锻炼方式，让
他们活动身体、锻炼心脏。

我们的有氧设备系列产品种类丰富、性能卓越，能够帮助各个年龄阶
层和技术水平的人士达成健康目标。赛百斯在实验室、体育馆和竞技
场等重要场地都经过了实践检验。

有些人健身是 
为了减肥

3



赛 百 斯 健 身
想要吸引并留住会员？为他们提供效果可靠
的有氧设备 – 所花时间更少、身体所受压力
更小。赛百斯跑步机、运转机和 Total Access 
器 械 帮 助 您 和 您 的 会 员 更 快 达 成 目 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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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机
Cybex 跑步机是跑步者的首选。与
其他任何品牌相比，它们融合了更
多 先 进 技 术 。IS3 智能 化 悬 垂系
统、ARMZ 固定器、可选 E3 View 嵌
入式 HD 显示器让 Cybex 跑步机和
您的设备与众不同。第 9 页。

运转机
赛百斯运转机具备多种功能。它所
燃烧的热量要比普通的椭圆机多 
16%。它可以提高心率、让全身充满
活力、紧实肌肉、增加力量 – 同时将
关节压力减轻到最低。它还令剧烈
运动更加轻松。第 14 页。

健身车
不管您的会员是在训练铁人三项，
或是从未用过健身车，他们会发现赛
百斯立式和靠背式健身车都能满足
他们的需求。骑车者可以从低缓的 
20 瓦功率输出增加到 900 瓦，足够
让热切的单车赛手达到最大极限。
第 20 页。

TOTAL ACCESS
赛百斯功能多样，适合每一个人。我
们的 Total Access 跑步机、运转机、
健身车适用于认知、感官、身体障碍
的人士，健身锻炼者也可使用，是合
理超值的投资。第 27 页。

9 跑步机

TOTAL 
ACCESS 27健身车 20

14运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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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赛百斯？

因为没有
任何其他健身公司
比我们做得更多，
以 帮助您的会员更快达到目标

“对赛百斯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器材、背后蕴含的科学和公司的坚定承诺了解越多，
我就越坚信这是 MACCOLL 的最佳选择。”

 – SHANA MCELROY，美国罗德岛林肯 MACCOLL YMCA 健康保健部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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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百斯优势
我们对您作出的成功承诺与我们的定位与活动直接相关 
– 设计、建造、支持经科学验证的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器
材，帮助您的客户塑造形体，为您节省资金。 

不管是认真的运动员还是仅仅希望减掉几磅体重的人，只
要使用赛百斯设备，都能更快地达成塑身、减肥、表现等
目标。同时，选择赛百斯的俱乐部所有者和经理可以获得
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致力于帮助他们开发业务、创造持
续的竞争优势。

健身科学
每一种赛百斯健身产品都以赛百斯研究所 (CRI) 
广泛探索人体生理和生物力学所了解的科学事
实为基础。您可以确信，我们的有氧运动和力
量训练器材安全、有效，旨在帮助不同级别的

会员取得明显进展。 

建立您的业务
赛百斯自始至终都为助您成功建立健身业务而与您合作。
我们的解决方案囊括一切，包括建筑设计和地板规划，以
及融资工具和员工训练，并提供持续品牌和市场支持，来
帮助您吸引新客户、留住老客户。您甚至可以从一系列几
乎没有限制的框架和装潢颜色中进行选择，自定义器材，
完善您的装饰，加强您的品牌特色。 

源于美国
赛百斯产品由技术熟练的工人使用优质材料在美
国设计制造，达到最小容差。易于使用、维护简

单、经久耐用，抵换价值高，通常转售价可以达到原购买
价值的 50% 以上。 

此外，它们非常可靠，提供反应快速的服务团队支持，确
保您的赛百斯健身器材在最佳状态下运转。

一个值得信赖的品牌
赛百斯是运动员熟知的品牌，也是成千上万个健康俱乐部
和健身中心所有者和经理的首选品牌。它也是职业运动员
和 NFL、NBA、MLB、NHL、FIFA 和 PGA Tour 等体育联
盟使用的品牌。另外，您还能看到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和
大学校园内使用不同型号的赛百斯器材。 

让赛百斯优势成为您的优势
40 多年来，赛百斯一直在创造和交付高性能的科学健身器
械，帮助健身俱乐部所有者成功建立健身业务。现在，我
们希望同样为您提供帮助。

为什么我们应该成为您信赖的合作伙伴？要了解更多原
因，请访问 cybexintl.com，让赛百斯优势成为您的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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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机
跑步机是健康俱乐部和健身中心的主要器械。但这
并不意味着它们都是一样的。赛百斯跑步机不同于
任何其他跑步机。它们是赛百斯研究所对运动生物
力学广泛研究的直接结果。融合大量技术，旨在为
不同级别的训练者提供卓越体验。 
我们的跑步机符合美国最佳品质
标准，并获得了全球知名健身中心
的认可。所以，无论您选择我们的
790T，770T，625T或者525T，都能

为您的会员提供一个舒适的健身体
验。Cybex能为您量身定制符合您健身
场所，用户及预算的跑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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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0T/770T
790T并非一般的跑步机，它具有较强的速度和坡度调节范围，能够满
足您更多更高的健身需求。它的最高速度高达15.6英里/时（25公里/时）
，能提供给用户不同的速度训练，且能进行马拉松长跑训练或冲刺训
练。790T的最大坡度调节从15%增加至20%，给跑步者们增加了一个更
强的燃烧脂肪的挑战机会。790T通过提高大范围的强度锻炼级别，给用
户提供更为广泛的锻炼程序，同时保持与770T一样的的耐用性，稳定性，
舒适性及娱乐选项。

770T是一台具有突破性设计的器材，能给用户提供比以往任何跑步机更
好的耐用性，稳定性，舒适性及娱乐选择。770T是第一台融合了我们专利
ARMZ稳定扶手技术的跑步机，安全性更高，自信感更强。770T的核心部
位是IS3智能悬浮系统，此结论已得到Cybex研究学院的充分证实。使用
770T跑步机，跑步者们能体验到一种平缓的，舒适的，且只有很小压力和
冲击的锻炼感觉。且770T由顶级US 钢材制造而成，经得起最苛刻的运行
环境和极具挑战性的锻炼强度。

770T

访问cybexintl.com 的产品规格。

ARMZ 平衡杆

IS3智能化悬垂系统

新品！ 790T

可调节风扇

递升增加高度较低

60˝ × 22˝跑步面积 可调节风扇
(152 cm × 56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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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3智能化悬垂系统
IS3 使用先进的弹性体，在每一步骤中缓冲减震。跑步机
底板在脚登上时较为柔软，而在中间时间和脚趾离开台面
时变得非常坚硬，正好跟跑步时的身体机制保持一致。

高清显示器
可选 E3 View HD 显示器提供三种不同的显
示模式，在 15.6 英寸 嵌入式宽屏显示器上
精确显示您需要的内容。 

CardioTouch™

有氧触摸屏技术 触摸显示器为每种训练程序
和娱乐活动控制提供单独的指挥中心。

赛百斯 ARMZ
人体工程学设计的专利固定器功能超过传统的支持杆， 
确保不同体型的人都能安全舒适地锻炼。

CardioTouch™

E3 View
请参阅第 30 页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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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T
投资赛百斯跑步机时，您希望它的性能稳定、舒适、可靠，还希望智能设计、
优质生产。希望一台跑步机能拥有以上所有优点，使用简便，经久耐用，经
得住时间的考验。625T 能满足上述所有愿望。和所有赛百斯跑步机一样，它
包含 IS3 智能化悬垂系统和大面积跑步区域。传送带边对边覆盖，将磨损最小
化，增强安全性能。此外，您还能翻转底板，延长使用寿命。分层式显示器让
运动项目和指标处于与眼平视的水平。而音量、速度、倾斜度按钮内置于控制
台上，使用者通过指尖就可全部控制。通过选配的iPod/iPhone集成器，用户能
轻松为iPod或 iPhone充电、听音乐、切换频道及控制音量。

625T E3 View
可选显示 
请参阅第 30 页查看详情。

标准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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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T 
525T 结合商用产品工程和先进的赛百斯设计，形成操作简便的超
值跑步机。采用优质美国钢材按照最高生产标准制造而成，具有
增加高度低、配备ARMZ 安全固定器和 IS3 智能化悬垂系统、跑步
面积大等特点。此外，它融合创新性 QR 码，用户通过移动设备
就可轻松访问设备信息和运动项目。选配iPod/iPhone集成器 。

525T

分层式显示器E3 View
可选显示 
请参阅第 30 页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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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形训练器
一台革命性的全功能器械。经科学证明，使用弧形
训练器运动30 分钟所燃烧的热量比使用椭圆机高出 
16%，而膝盖、臀部或背部所受的压力更小。它可
以提高心率、让全身充满活力、紧实肌肉、增加力
量 – 同时将关节压力减少到最低。弧形训练器让最
剧烈的运动感觉更轻松。
弧形训练器的倾斜及反作用力范围广
泛，是一款名副其实的三合一器械。
在较低倾斜度级别，它就像越野滑雪
者在滑行。在中等倾斜度级别，像椭
圆机一样跨步。在高倾斜度级别，感
觉像是踏步机或登山机。而且，因为
腿部以符合生态力学的规范路径运
动，膝部所受压力减少，而臀肌和腘
绳肌运动更充分。

不论您的会员选择哪种级别，他们都
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进行更完整而
安全的运动。

多种研究证明，运转机在热量燃烧、
肌肉耐力和工作能力等重要领域的表
现都超出椭圆机。了解更多此类研究
证明，请访问 cybexintl.com。

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了解其他人
对运转机的评价。 

14



15



770AT/770A
不论是初学者还是运动发烧友，我们的高端运转机都让运动更快、
更安全、更有成效。根据威斯康星大学的独立研究，它所燃烧的热
量比椭圆机或交叉训练机等竞争者最多高出 16%。而膝盖压力减
少 83%。肌肉耐力提高 38%。此外，它还能显著加强力量、心血
管健康和 20 至 30 分钟间隔的原始力量。

可选 E3 View HD 嵌入式宽屏显示器提供三种不同的显示模式，在 
15.6 英寸 屏幕上精确显示您需要的内容。肌肉图显示器让使用者
能够针对单个肌肉群进行锻炼，而目标速度栏作为可视激励器，让

锻炼者保持积极性。

使用运转机，能够轻松利用赛百斯经科学优化的运动程序，
帮助运动员更快达到个人目标。我们最好的运转机包括针对
进行全身锻炼人群的 770AT，以及专为希望集中锻炼下肢运
动者设计的 770A。

770A*

访问cybexintl.com 的产品规格。* 可定制品牌-需额外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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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图™

这一创新性显示器能让使用者针对单个肌肉群进行锻炼，还
能充分利用运转机提供的几乎无限制设置。根据源自测量耐
力、倾斜度、步频的肌电图数据的算法，颜色从黄色（低强
度）到橙色，红色，最后到闪烁的红色（高频）。 

目标速度栏
弧形训练器的内置运动自动调节阻力和倾斜度，帮助使用者
达到健身目标。但是，步速完全取决于使用者。因为锻炼者
在困难加大时会不自觉地减缓步伐，目标速度栏提供简单的
可视激励器，激励使用者在锻炼中持续努力。

肌肉图™

标准显示器。

专用 AV 让使用者可通过
手指控制

踏步可自由迈入

24 英寸步幅

同边技术 (Same Side Forward, 
SSF) 手柄保证姿势正确

针对不同肌肉群，
可调节倾斜度

E3 View
可选显示 有关详情请参阅第30页

可调节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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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AT/625A
我们商用级别的运转机牢固可靠，保养成本低，可获得较高的转售价格。经测试
和验证的三合一机械，以实用简捷的设计，展现出我们高品质运转机的性能和健
康优势。625AT 和 625A 运转机专为重视健康胜过虚饰的使用者和环境设计。我
们的全身和下肢运动器械都通过清晰简洁的显示器提供减肥、力量、热量运动的
完整选择。因此用一台机器就可满足初学者和高级运动员的不同需求。625AT 和 
625A 价格适中，让您轻松享有健康。通过选配的iPod/iPhone集成器，用户能轻
松为 iPod或 iPhone充电、听音乐、切换频道及控制音量。
选配iPod/iPhone集成器。

625AT

625A

标准显示器E3 View
请参阅第 32 页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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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AT
赛百斯 525AT 特别适合在需要节省空间的运动地点中使用，如酒
店、公司健身中心及住宅环境。这款经验证的运转机提供较大的倾
斜和阻力范围，是一款名副其实的三合一器械。在较低倾斜度级
别，它就像越野滑雪者在滑行。在中等倾斜度级别，像椭圆机一样
跨步。在高倾斜度级别，感觉像是踏步机或登山机。所有运转机的
每一级别都能传奇般地燃烧热量、保证安全，而套件使用更简便。
创新性 QR 码，使用移动设备就可轻松访问设备信息和运动项目。
选配iPod/iPhone集成器。

525AT*
标准显示器E3 View

请参阅第 30 页查看详情。* 可定制品牌-需额外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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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车
您一学会使用健身车，就会乐此不疲。健身车可帮助您轻松锻
炼肌肉和耐力。赛百斯让室内单车运动轻松有趣。 
不论您的团队成员是想让心率达到最大，还是
仅仅想减掉几磅多余的脂肪，赛百斯健身车都
可帮他达成心愿。广泛的阻力调节范围及自调
松紧皮带，给用户提供更为舒适和安全的健身设
施。由于自动张力传动带系统可以产生适合会员
个人需求的合适阻力，因此我们的立式和靠背
式健身车提供广泛的阻力级别。力量范围在 20 
至 900 瓦之间，赛百斯健身车合适所有人 － 康
复病人、初学者以及准备爬上崎岖的比利牛斯
山的超健康自行车手。

对于需要性能优良、保养成本低健身器械的健
康俱乐部和健身中心，赛百斯 770 和 625 系
列是正确选择。将时尚设计、超简便使用和高
可靠度骑行完美结合。我们的 525 系列脚踏机
特别适合希望提供高品质运动经验的酒店、公
司、多单元房屋和家庭健身空间使用。

20



21



770C
访问cybexintl.com 的产品规格。

770C/770R
在大道和小径，您需要的是两种不同的健身车。但是在体育
馆，一辆健身车就可以帮您完成两种功能。健康俱乐部所有者
和经理告诉我们，770C 是业内最特别的健身车 – 有三种不同
的操作模式，21 个级别的程序，以及我们专有的赛百斯自身
张力驱动器。这款多功能机器的多位置把手适合从直立骑行到
悬空骑行的各种骑车方式。此外，还配备两副接触式握柄，能
够在任何位置监测到心率状况。 

770R 卧式训练器特有流程整合演练设计，显示器下方配备
扶手，方便任何使用者上下。座椅把手安装接触式心率握柄，
监测运动中的心率状况。可选 E3 View HD 内置显示器提供三
种不同的显示模式，在 15.6 英寸 高清显示器上显示会员需要
的娱乐或锻炼内容。不管是初次练习健身车，还是准备下一次
大型赛事的自行车手，赛百斯 770C 和 770R 都是绝佳选择。

运动把手，配备两个
接触式心率握柄

容易调节的踏板带

单手座位调节

山地自行车曲柄

可调节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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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0R

开放的走入式设计

侧面握柄，配备两个
接触式心率握柄

高清显示器
可选 E3 View HD 显示器提供三种不同的显示
模式，在 15.6 英寸 嵌入式宽屏显示器上精确
显示您需要的内容。 

CardioTouch™

CardioTouch™ 触摸显示器为每种训练程序和
娱乐活动控制提供单独的指挥中心。

请参阅第 30 页查看详情。

可调节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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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C

625R

625C/625R
赛百斯 625 系列以各种诱人优势提高你的会员的健身体验 – 不论
是选择 625C 来进行铁人三项训练，或是选择 625R 轻松开始新的
健身课程。 

从绝妙的美观外表，到自动张力驱动等内在细节，这些健身车
吸引着所有技能级别的使用者们上车锻炼。它们提供针对刚
刚开始训练项目人士的最低起始级别（仅 20 瓦），也提供
高最阻力（900 瓦），足以挑战专
业循环赛手。 

对您而言最重要的是，625C 和 625R 
都由锻钢焊接而成，并拥有三块重型
山地自行车曲柄，在健身房地面上可
转化为较低的保养成本。赛百斯工程
师所设计的外壳甚至可将汗水从健身
车机身上直接清除，进一步降低了服
务需求。通过选配的iPod/iPhone集
成器，用户能轻松为 iPod或 iPhone
充电、听音乐、切换频道及控制音量。
选配iPod/iPhone集成器。

标准显示器E3 View
请参阅第 30 页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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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C/525R
赛百斯 525C 立式和 525R 卧式健身车操作简便，让您的会
员以正确方向骑行 – 不论是希望以最高 600 瓦的阻力完全
倾斜，或是以 20 瓦阻力靠在座位上舒适骑行。

三件式锻钢山地车曲柄为525C及525R的超值配置，大大降
低了维护成本。它们都包含自身张力供应驱动器，启动更
轻松，操作更顺畅。二者的座位设置和踏板调节都
很方便。525C 配备传统的运动把手，配备两
个接触式心率握柄，而 525R 配备兼作心
率感应器的侧面握柄。两种健身车
都提供创新性 QR 码，可通过移
动设备轻松访问设备信息和运动项
目。选配iPod/iPhone集成器。

525R

525C

标准显示器E3 View
请参阅第 30 页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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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ACCESS
在赛百斯，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机会，拥有可能
的最佳锻炼体验 – 不论他们是有身体损伤、认知障碍或者
年龄变大。因此，我们专门设计了满足残联人士以及活跃
的高龄人群健身需求的健身设备。

我们的 Total Access 系列消除了阻止这一
重要人群进行运动的障碍，使他们可以享受
应得的完整而多样化的运动。它为被健身设
备界忽视的广大人群提供高品质的有氧运动
和力量训练。

赛百斯 Total Access 不仅符合，而且超出
国际残障器材认证机构 的标准，让残障和
非残障人士使用同一器材进行健身训练，享
受同样的健身体验。这就意味着，您能购买
一台所有使用者能够一起使用的设备。

通过为不同年龄和能力的人士提供
在满足他们需求的器械上提升健康
状况的方法，Total Access 能够帮
助您吸引大量而众多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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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cybexintl.com 的产品规格。

弧步训练机
625AT TOTAL ACCESS 
•足踏锁定装置
•侧面静态握柄
•显著的控制台标志
•颜色各异的足踏板

跑步机
625T TOTAL ACCESS
•多个安全带图标
•醒目的控制台标志
•紧急停止安全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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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cybexintl.com 查看我们其他残联
健身设备的功能与优点。我们邀请您与
赛百斯合作，定制超出您的设施及其会
员预期的解决方案。

健身车
625C TOTAL ACCESS 
•显著的控制台标志
•单边鞍座适中高度调节
•Unicam 踏板附有脚踝带
•醒目数字，用于每一坐姿定位

625R TOTAL ACCESS  
•单边座位适中调节
•侧面握柄操作方便
•步入式设计
•显著的控制台标志
•Unicam 踏板附有脚踝带
•醒目数字，用于每一坐姿定位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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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百斯锻炼：
个性化 设置
每个人进行锻炼的方式都不一样。有些人
相看到他们运动项目的详情，有些喜欢
增加些娱乐，还有些不想看到任何运动
数据。推出了这款可选高清 E3 View 显
示器。体验三种不同的显示模式，它们在 
15.6 英寸嵌入式宽屏显示器上精确显示您
需要的内容。赛百斯使您更容易将锻炼视
作终极逃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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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屏幕上只显示 TV、iPod® 
或 iPhone®的视频。

娱乐。使用者能通过TV、iPod® 
或 iPhone®观看视频，同时密切
关注自己的锻炼数据。

锻炼。此视图可清晰完整地查看
锻炼数据。

内置无线音频接收器
此解决方案适用于将电视屏幕安装在墙上的俱乐部。770、625、525 
系列内置无线音频接收器。它配合新的和现存的 800 和 900Mhz 发射
器工作，包括CardioTheater、CardioVision、Broadcast Vision/ BE 和 
Enercise。赛百斯/MYE® 无线娱乐系统将您的有氧运动区域转化成特别
的娱乐环境。你的会员只需将耳机插入赛百斯控制台的耳机插孔，选择
任何强上安装的音频即可。内置式 TV 选择、音量控制和耳机插孔都位于
赛百斯控制台上。 

指挥中心
无线音频接收器已集成到700，600或500系列，用户可选择购买此功
能。700系列的有氧触屏能给用户提供一个独立的控制中心，可自由选择
锻炼程序和娱乐选项。会员能轻松设置锻炼项目，为 iPod® 或 iPhone®

充电，滚动查看播放列表、专辑、艺术家、播客及其他内容。

*标准的700系列，可选的525和625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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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您的设备，
建立您的品牌
由于我们根据订单制作每台运动器械，您将有机会通过定制您的
赛百斯设备，调节您的创意肌肉，扩张势力、补充环境装饰、扩
大品牌影响力。从广泛的优质标准框架中选择颜色和装饰面料。
或者添加图像，补充您的品牌外观和感觉。利用我们优越的定制
技术和技能，为您的设施带来个性化的格调。让赛百斯设备的每
一部分都打上您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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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我们的最新定制信息，请访问 mydesign.cybexint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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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 Spa, San Jose, Costa Rica, Cybex Fitness Center



有氧运动

运转机

770AT：全功能运转机

770A：运转机

625AT：全功能运转机

625A：运转机

525AT：全功能运转机

跑步机

790T：最佳产品

770T：最佳产品

625T：商用训练机

525T：商用训练机

健身车

770C：立式健身车

770R：卧式健身车

625C：立式健身车

625R：卧式健身车

525C：立式健身车

力量训练机

Eagle：最佳产品

蹬腿训练机

腿部伸展机

坐式屈腿训练机

卧式屈腿训练机

小腿训练机

臀部收缩/扩展机

臀大肌训练机

推胸训练机

斜式推胸训练机

推肩训练机

高拉训练机

上斜拉力机

划船机

二头肌推举机

二头肌伸展机

飞鸟运动/三角肌训练机

侧平举训练机

腹部训练机

背部伸展机

躯干训练机

Prestige VRS：基准
模型

蹬腿训练机

腿部伸展机

坐式屈腿训练机

卧式屈腿训练机

臀部扩展

臀部收缩

臀大肌训练机

站立式小腿运动

推胸训练机

推肩训练机

下拉训练机

划船机

二头肌推举机

二头肌伸展机

三头肌推胸机

侧平举训练机

飞鸟运动/三角肌训练机

协助式引体向上训练器

腹部训练机

背部伸展机

转体机

VR1：商业价值高

蹬腿训练机

腿部伸展机

坐式屈腿训练机

臀大肌训练机

站立式小腿运动

推胸训练机

推肩训练机

高拉训练机

划船机

二头肌推举机 — 基于缆
线设计

二头肌推举机 — 基于臂
形设计

二头肌伸展机 — 基于缆
线设计

二头肌伸展机 — 基于臂
形设计

飞鸟运动/三角肌训练机

下拉训练机

腹部训练机

背部伸展机

VR1 一机两用型：节
省空间

臀部收缩/扩展机

腹部/背部伸展机

二头肌/三头肌训练机

多角度推举训练机

高拉/划船机

腿部伸展机/屈腿训练机

功能训练机

Bravo™

Bravo Pro™

Bravo 训练机

Bravo 拉力机

Bravo 推举机

FT-325

Big Iron (17)*

Multi Gym (1)*

Jungle Gym (14)*

挂片式 (12)*

自由重量训练机 (21)*

有氧康复训练

有氧康复训练

运转机

跑步机

立式健身车

卧式健身车

Prestige Total Access 
力量训练

蹬腿训练机

腿部伸展机

坐式屈腿训练机

推胸训练机

推肩训练机

高拉训练机

划船机

复合拉伸机

150 套单件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机

访问 cybexintl.com 了解完整的产品清单。

http://www.cybexintl.com/


扫描自定义你的健身空间

©2015，赛百斯国际，保留所有权利。有氧训练手册。

规格可能会在 变更。实际颜色可能与展示的样本不同。

赛百斯产品设计和生产于美国。

 全球总部
10 Trotter Drive
Medway, MA 02053 USA
电话 + 1.508.533.4300
传真 + 1.508.533.5500

CYBEX INTERNATIONAL UK LTD
Premier House 
Beveridge Lane
Bardon Hill
Coalville, LE67 1TB UK
电话 + 44.845.606.0228
传真 + 44.845.606.0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