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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破 界 限 ， 挑 战 自 我 ！

产品系列



Ruben和Mitch Booth
意大利加尔达湖 – Hobie MultiWor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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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胸怀大志的Hobie Alter在他父母的车库里一个人成

立了公司。

 
灵感源自他对水的热情，也受到了家人和社区的支持。Hobie
开创了一种乐趣十足并且享受环境的生活方式。

 
通过不断创新来突破界限，Hobie打造了能让人们拥有水上

新玩法的船只。

 
这是一种强大而独特的文化传承，植根于几十年的冲浪板成

形和船只建造知识。

 
使用最优质的材料制造，每一个细节都展示了Hobie永恒的

工匠精神。

 
只为走得更远，走得更快，注重性能的产品将驱使您投入

下一次冒险。

 
唯一的问题是…接下来做点什么？

 
与Hobie一起游玩水面…

                  突破界限，挑战
自我！

3hobieca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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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bie Bravo是新手在好天气的理想选择，同时仍能让老手乘风尽兴一番。其独特的硬

甲板直接安装到船体。坚固的滚塑聚乙烯结构使Bravo成为海滩下水和大风天靠泊课程

的理想选择，其简单易用，无张帆杆的主帆在风大时卷收，同时保持足够的刚性以捕

获微风。如果风真正开始刮起来，Bravo的风帆可从易于架设的A型框架桅杆飘离， 

轻松地缩帆。

标准功能：

• 耐冲击的滚塑聚乙烯船体经久耐用

•  无张帆杆平顶Dacron主帆在阵风中卷收以实现力量控制；成角度的完整板条可实现轻松缩帆和收拢

• A型框架桅杆可快速装配

• EZ Loc船舵控制系统可简化降低或升高船舵

• 四个角落安装的把手和双甲板下把手提供牢固的抓握

• 一个8英寸旋转密封舱，保持小物品干燥

• 六个排水孔，加速座舱排水

• 带有衬垫的钩脚带让人在大风天多点安心

• 绝缘Comptip桅杆有助于确保安全

•“Hobie Bob”桅浮和专用扶正线，简化扶正

选件：

铝制拖车、沙滩车/手推车、张帆杆

滚塑系列

规格：

定员：1-2人

船长：12英尺/3.65米 
船宽：4英尺5英寸/1.35米 
最大装载：400磅/181千克

船重：195磅/88.45千克

船舵扬起时的吃水：9英寸/0.23米 
桅杆长度：19英尺/5.79米 
帆面积：86平方英尺/7.99平方米 
船体结构：滚塑聚乙烯

海
洋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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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手到老手， 
BRAVO皆可让他 
们享受美好 
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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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VE动感十足、稳定
且迅速，拥有令人 
赞叹的使命灵 
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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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趣味、多用及极简维护著称的双体帆船Hobie Wave可承载四人一同出海游玩，不仅让航

海成为一个完美的社交娱乐活动，同时也是一艘注重性能的运动型帆船。其对称设计的船体

和龙骨提供浮力从而免去对活动披水板的需要。滚塑聚乙烯的坚固船体保障了航行的安全，

亦能驶上沙滩停驻。无论是微风拂面或是狂风来袭，Wave的船帆都可轻松胜任。同时还有

Wave Club版可提供给学校、度假村和船舶租赁公司。

标准功能：

• 耐冲击滚塑聚乙烯船体浮力强，易于冲上沙滩

• 模塑中心线龙骨取代了活动拨水板

• EZ Loc船舵控制系统，简化降下和升起船舵

•  全板条、多彩平顶Dacron主帆无张帆杆，设有安全观察窗（提供海洋微风的颜色）

•  经典版配备一体式彩色网眼弹簧垫，易于安装且随带内置饮料架；Club版配备三件式网眼弹簧垫，

使用系带和索环系统进行固定

• 绝缘Comptip桅杆，保证船只在电线附近时的安全

• 舒适的衬垫座椅缓冲垫柔软舒适

选件：

铝制拖车、沙滩车/手推车、三角帆和三角帆工具包、衬垫靠背、拉链收帆主帆

滚塑系列

规格：

定员：1-4人

比赛定员：1人

船长：13英尺/3.96米

船宽：7英尺/2.13米

最大装载：800磅/362千克

船重：245磅/111千克

船舵扬起时的吃水：11英寸/0.28米

桅杆长度：20英尺/6.09米

帆面积：95平方英尺/9平方米

船体结构：滚塑聚乙烯

海
洋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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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的T2将强大的风帆索具和双吊架帆缆索具与一对宽敞的滚塑聚乙烯船体搭配，形成一 

艘易用操作、令人肾上腺素激增的火箭船。T2的对称形状龙骨无需活动拨水板，而且如果

您意外发现倾覆的倾向，船的内置扶正线和“Hobie Bob”可简化扶正操作。平顶主帆、 

Dacron三角帆和可选的Gennaker使T2成为帆船过渡到高性能多体船帆船的完美船只， 

同时仍然提供极速性能，让经验丰富的水手也兴奋不已。

标准功能：

• 有可更换龙骨滑轨的滚塑聚乙烯船体，超级耐用和耐冲击

• 全板条平顶、色彩鲜艳的Dacron主帆提供了良好的下风可见性

•  平切Dacron三角帆从前横杆上的固定点成片，并具有一体化抗紫外线带，便于收拢存放

• 坚固的网眼弹簧垫具有方便的缝制储物袋

• EZ Loc船舵控制系统简化了降下和升起船舵

• 舵柄延长件在压舷或线缆配重时提供转向控制

• 绝缘Comptip桅杆，保证船只在电线附近时的安全

•“Hobie Bob”桅浮和扶正线，简化扶正

选件：

铝制拖车、沙滩车/手推车、Gennaker工具包、球帆放帆和收帆系统

滚塑系列

规格：

定员：1-4人 
船长：16英尺/4.90米 
船宽：8英尺/2.43米 
最大装载：529磅/240千克

船重：388磅/176千克

船舵扬起时的吃水：10英寸/0.25米 
桅杆长度：26英尺6英寸/8.07米 
帆面积：172平方英尺/16平方米 
船体结构：滚塑聚乙烯

海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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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塑火箭船，
水手们对它 
梦寐以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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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船运动的最大乐趣之一是能与所爱的人共享，Getaway已准备好为您铸造美妙回忆。虽然人 

手少也能在温和微风中操纵Getaway，但这艘强大的双体船最多可以搭载六名水手，使其成为一 

艘多功能的家庭娱乐平台。新近重新设计的滚塑聚乙烯船体具有反向船头和额外6英寸的长度，

改善了Getaway的娱乐性能。享受即兴的野餐午餐、多船拼筏和学习帆船会。Getaway宽敞的 

网眼弹簧垫提供充足的座位，可选的翼座增强舒适和扶正力矩。

标准功能：

• 滚塑聚乙烯船体浮力大，抗冲击

• 集成龙骨使搁滩轻而易举，无需活动拨水板

• EZ Loc船舵控制系统简化了船舵操作

•  色彩鲜艳的全板条无张帆杆主帆，高剪裁帆脚，轻松全面观察航道和改变航向

• 网眼船头弹簧垫和主弹簧垫提供座位选项

• 滚轴拢帆三角帆简化前帆设置

• 两个船体的一体式冷藏/干燥储存室提供储存选项

• Comptip桅杆增加了电源线周围的安全

•“Hobie Bob”桅浮和扶正线，简化扶正

•  宽敞的座位区可容纳多达六名水手

（1000磅最大承载能力）

选件：

翼座、带有可选双滚轮和帆椼座的铝制拖车、沙滩车/手推车、单吊架系统

滚塑系列

规格：

定员：1-6人 
船长：17英尺/5. 20米

船宽：7英尺8英寸/2.34米 
最大装载：1000磅/453千克

船重：390磅/177千克

船舵扬起时的吃水：10英寸/0.25米 
桅杆长度：25英尺/7.62米 
帆面积：180平方英尺/17平方米 
船体结构：滚塑聚乙烯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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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朋友同乐，GETAWAY最适
合一群人共同游玩



HOBIE帆船...

Hobie 16 Worlds
                                     大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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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性的Hobie Cats从1968年开始就直接从沙滩直接下海远航。容易设置，快速学习，但准备

好挑战最精进的水手技能，Hobie帆船永远改变了帆船运动。召集您的船员。现在，Hobie船队

驰骋于六大洲，与国际Hobie帆船协会（International Hobie Class Association）共同竞技。

乐趣
社交 
竞争 
振奋人心

为每个人

hobieclass.com

Hobie 16 Worlds
                                       澳大利亚杰维斯湾

13hobieca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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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AGE®

帆船运动从未如此简单。风吹过时，看Mirage Adventure Island飞跃水面。令人印象深刻，

平易近人，装有滚轴拢帆主帆和两个外支船体支腿，具有卓越的稳定性。非常适合新手， 

但也能让经验丰富的老手激动不已。如果风停了，就让MirageDrive®180带您回家。装备 

配件弹簧垫工具包，以获得更大的装备储存空间。

标准功能：

• 踏板动力换向MirageDrive 180在风小时轻松运动

• 外支船体浮标和侧支柱横杆重量轻，颜色协调

• 全板条、无张帆杆主帆配备易于使用的滚子收帆系统

• 碳复合材料帆椼降低高处的重量

• 定制帆椼和帆储存袋保持您的工具包整洁

• 一体式活动船板完全缩回，便于浅水区探索

• 后摆式船舵简化了下水和搁滩

• 二件式玻璃纤维船桨提供上身锻炼

• 豪华舒适的Vantage CT座椅便于长时间冒险

•  船尾货舱区域、超大加盖船头舱和两个8英寸旋转密封舱可容纳多日补给

• Lowrance® Ready System便于添加Lowrance鱼探仪和/或海图仪

选件：

侧支柱弹簧垫工具包、铝制拖车、沙滩车/手推车、装配Torqeedo电动机工具包的Hobie eVolve、

保鲜箱、插入式拖车

规格：

定员：1人 
船长：16英尺7英寸/5.05 米 
外支船体展开时的宽度：9英尺6英寸/2.90米 
外支船体收回时的宽度：44英寸/1.12米 
最大载重*：400磅/181.44千克 
装配后船体重量*：102磅/46千克

配帆后船体重量*：185磅/84千克

桅杆长度：16英尺6英寸/5.03米 
帆面积：65平方英尺/6.04平方米 
船体结构：滚塑聚乙烯

包括Lowrance Ready System*
*参见网站了解完整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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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BIE ADVENTURE ISLAND
提供多种运动乐
趣的入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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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人或双人TANDEM ISLAND
                     让水上乐趣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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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AGE

在Mirage Tandem Island三体船帆船皮划艇上，Hobie的传奇航海知识与的革命性

MirageDrive 180相遇。‘TI’ 有容纳一位朋友的充裕空间，对于初学者来说宽敞且稳定； 

而对于专家而言，迅速且令人兴奋。MirageDrive踏板力量无穷。没有风，也不用 

担心，有风就更好了。MirageDrive可以帮助您轻松完成帆船运动操作动作。

标准功能：

•  两个踏板驱动的MirageDrive 180和两个两件式玻璃纤维桨在无风的日子也能高效移动

•  外支船体浮标和甲板上安装的侧支柱横杆重量轻，颜色协调，并且容易缩回/移除

• 全板条、无张帆杆主帆配备易于使用的滚子收帆系统

• 碳复合材料帆椼降低高处的重量

• 一体式活动船板完全缩回，便于浅水区探索

• 后摆式Island船舵简化了下水和搁滩

• 豪华舒适的Vantage CT座椅便于长时间冒险

•  船尾货舱区域、超大加盖船头舱和三个8英寸旋转密封舱可容纳多日补给

• 两个驾驶舱中的指尖转向和风帆控制，简化了帆船操纵和驾驶

• 模塑钓竿(2)和杯/瓶(4)座可实现长时间漂浮

选件：

侧支柱弹簧垫工具包、铝制拖车、沙滩车/手推车、装配Torqeedo电动机工具包的Hobie eVolve、

保鲜箱

规格：

定员：1-2人 
船长：18英尺6英寸/5.64米 
外支船体展开时的宽度：10英尺/3.05米 
外支船体收回时的宽度：4英尺/1.22米 
最大载重*：600磅/272千克 

装配后船体重量*：130磅/59千克

配帆后船体重量*：240磅/109千克

桅杆长度：18英尺/5.49米 
帆面积：90平方英尺/8.4平方米 
船体结构：滚塑聚乙烯

包括Lowrance Ready System*
*参见网站了解完整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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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0年以来就为多船体
乐趣设定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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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闷热的游艇俱乐部和过度炒作的航海传说：海滩下水的Hobie 16重新定义了国际范式， 

提供高性能的帆船运动，不必自惭形愧，也不必趾高气昂。Hobie 16使用双吊架帆缆索具

驯服其强大的风帆索具，其产生升力的不对称玻璃纤维船体消除了船员工作密集型活动拨水

板的需要。其成果是打造了一个动感十足的刺激机器，可搭乘多位水手，演变视风角度并畅

享多体船乐趣。超过十万艘Hobie 16走向全球，始终带给让人畅快欢笑的航海乐趣和世界

级比赛体验。

标准功能：

•  不对称玻璃纤维船体无需活动拨水板，并且便于海滩下水和抢滩

• 后摆式船舵系统使得在海滩下水和上船坡轻松自在

• 功能强大、色彩鲜艳的Dacron主帆和三角帆专为比赛而准备，具有国际标志性

• 双吊架帆缆索具助您控制强大的风帆索具

• 球轴承哈肯滑轮大大减少线处理摩擦

•  黑色阳极氧化铝制帆椼刚性强，重量轻，并配有Comptip桅杆，在靠近电线航行时增加安全裕度

• 高架弹簧垫有助于确保乘坐干燥，提供不错的立足点，同时对吊架线进行线缆配重

• 碳纤维船舵线圈坚固，重量轻

选件：

带有可选双滚轮和帆椼座的铝制拖车、沙滩轮/小推车、大三角帆和大三角帆回收工具包

玻璃纤维

规格：

定员：1-4人 
比赛定员：2人

船长：16英尺7英寸/5.05 米 
船宽：7英尺11英寸/2.41米 
最大装载：800磅/362千克

船重：320磅/145千克

船舵扬起时的吃水：10英寸/0.25米 
桅杆长度：26英尺6英寸/8.07米 
帆面积：218平方英尺/20平方米 
船体结构：玻璃纤维/泡沫夹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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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一个追求速度的极限选手，那么Wild Cat的存在便是为了突破你的极限。速

度的配方就在你的手边：有风，有水，再给帆索一些负重，这艘顶级性能的双体帆船

便能刷新您对水上驰骋的定义。拥有着破浪的船头，旋转翼柱，双吊帆桅杆，碳纤维

船舵，活动披水板，再加上一对极限轻便的玻璃纤维船体，Wild Cat是赛场上最优良

的血统，所向披靡。平顶Pentex 聚酯面料主帆、自动转向前帆以及一个不对称设计的

大三角帆与收帆系统相结合，铸造了海面上独一无二的Wild Cat帆船。

标准功能：

• 玻璃纤维船体，包括EVA防滑和船尾检视孔，重量轻且刚硬

• 碳纤维强化船舵推进器叶片和活动拨水板以增加强度并减轻重量

• 碳纤维伸缩式舵柄延长件，远足时节省操纵

• 旋转翼桅提供额外的升力和性能

•  功能强大的平顶Pentax Mylar主帆和全板条、自动迎风换舷的三角帆提供大马力

• 大三角帆和袜子式卷帆器最大限度提升微风中航行时的从容

• 双吊架帆缆索具驯服其强大的风帆索具 
• 带有球轴承哈肯滑轮的10:1主板系统适合大风天航行

• 16:1帆前角下拉索系统使用轻巧且强大的系缆墩

选件：

铝制拖车或沙滩车/小推车（两者均配有可选的船体支架）

玻璃纤维

规格：

定员：2人 
比赛定员：2人

船长：18英尺/5.46米 
船长：8英尺6英寸/2.59米 
最大装载：529磅/240千克

船重：397磅/180千克

船舵扬起时的吃水：7英寸/0.18米 
桅杆长度：29英尺6英寸/8.99米 
帆面积：454平方英尺/42平方米 
船体结构：玻璃纤维/泡沫夹层 

烟
灰
色

白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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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力量和 
灿烂的笑脸定
义了WILD CAT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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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锋衣
这件可以呼吸的套头式冲锋衣帮您保持干燥清爽。
腰部、颈部和腕部拥有氯丁橡胶收紧密封带。

毛巾
在冒险后用五颜六色的Hobie海滩巾擦干身体。
超大的35英寸 x 60英寸丝绒毛巾有充满活力的 
橙色、青柠色、黄色和水蓝色可选。
6000  HOBIE海滩巾 – 橙色
6001  HOBIE海滩巾 – 青柠色
6002  HOBIE海滩巾 – 黄色
6003  HOBIE海滩巾 – 水蓝色

救生衣
利用经过认证的个人漂浮设备确保安全。高质量
结构，提供多个款式和颜色，完美适合您和您的
Hobie风格！

豪华帆袋
利用分隔存放并且可以收缩的帆袋，保持部件和
风帆安全、整洁并且受到良好保护。适合任何尺寸
的Hobie船帆。
3121  HOBIE豪华帆袋

吊裤
利用这种舒适的吊裤改善您的拉帆体验。提供
多个款式以满足您的品味。

拖车
从精简版到豪华版的全系列拖车，解决您的运输
需求。

沙滩拖车/手推车
在任何海滩、泥地、沙地或岩石区轻松拖动。
让下水起航更加轻松，更有乐趣。请查看零件
和配件目录了解不同型号。

HOBIE - 水和风浪的大师
17个章节300页，共12万字的文字和585张照片， 
记录了Hobie辉煌的一生。拥有传奇的一部分！
87369116 书 - HOBIE - 水和风浪的大师

HOBIE小卷盖干燥袋
8英寸直径 x 14英寸。这个干燥袋由坚
韧的材料制成。封紧可保持物品干燥。
71703001  8英寸HOBIE干燥袋 

配件

部件和配件目录
请查看我们部件和配件目录中的整 
个产品系列，网址：
hobiecat.com/catalogs-brochures/.

帽子
您的Hobie生活方式是什么？用帆船、 
Mirage Eclipse™、钓鱼或经典Hobie钻石 
帽展示您的热情。
5043  HOBIE ECLIPSE帽
5055  HOBIE ANGLE H帽
5054  HOBIE SAILING帽
5041  HOBIE经典钻石图案帽

HOBIE婴儿/儿童救生衣
这些救生衣可为不同的小体型乘员轻松调整。 
 （芒果色）
S6770IMG <30磅
S6770CMG 30至50磅
S6770YMG 50至90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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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 所有型号的颜色、图像和规格可能有所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 所公布船只尺寸为估计数据，由于不可避免的制造工艺可能有少许误差。

页数

定员

比赛定员

长度

船宽

稳向板

船舵扬起时的吃水

船舵落下时的吃水

桅杆长度

帆面积

主桅帆

三角帆

大三角帆装备

船重

载重

向上扬起的船舵

单吊架

双吊架

侧翼

最高侧翼负荷

ADVENTURE ISLAND

14

1

16英尺7英寸/5.05米

9英尺6英寸/2.90米

活动船板

6英寸/0.15米

26英寸/0.66米

16英尺6英寸/5.03米

65平方英尺/6.04平方米

已包括

185磅/42千克

400磅/181.44千克

已包括

TANDEM ISLAND

16

1-2

18英尺6英寸/5.64米

10英尺/3.05米

活动船板

6英寸/0.15米

26英寸/0.66米

18英尺/5.49米

90平方英尺/8.4平方米

已包括

240磅/109千克

600磅/272千克

已包括

BRAVO

4

1-2

12英尺/3.65米

4英尺5英寸/1.35米

9英寸/0.23米

19英尺/5.79米

86平方英尺/7.99平方米 

已包括

195磅/88.45千克

400磅/181千克

已包括

WAVE

6

1-4

1

13英尺/3.96米

7英尺/2.13米

11英寸/0.28米

20英尺/6.09米

95平方英尺/9平方米

已包括

选件

选件

245磅/111千克

800磅/362千克

已包括

选件

座椅靠背可选

滚塑系列 MIRAGE ISLAND系列 玻璃纤维系列

HOBIE 16

18

1-4

2

16英尺7英寸/5.05米

7英尺11英寸/2.41米

10英寸/0.25米

26英尺6英寸/8.07米

218平方英尺/20平方米

已包括

已包括

选件

320磅/145千克

800磅/362千克

已包括

已包括

WILD CAT

20

2

2

18英尺/5.46米

8英尺6英寸/2.59米

活动拨水板

7英寸/0.18米

4英尺2英寸/1.27米

29英尺6英寸/8.99米

454平方英尺/42平方米

已包括

已包括

已包括

397磅/180千克

529磅/240千克

已包括

GETAWAY

10

1-6

17英尺/5.20米

7英尺8英寸/2.34米

10英寸/0.25米

25英尺/7.62米

180平方英尺/17平方米

已包括

已包括

390磅/177千克

1000磅/453千克

已包括

选件

选件

450磅/204千克

T2

8

1-4

16英尺/4.90米

8英尺/2.43米

10英寸/0.25米

26英尺6英寸/8.07米

172平方英尺/16立方米

已包括

已包括

选件

388磅/176千克

529磅/240千克

已包括

已包括

HOBIE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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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BIE CAT COMPANY
控股公司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欧申赛德
1-800-HOBIE-49
hobiecat.com

HOBIE CAT BRASIL
独立经销商
巴西圣卡塔琳娜州贝罗港
+55 (47) 3369 6096
hobiecat.com.br

HOBIE KAYAK EUROPE
独立经销商
荷兰斯泰伦丹
+31 (0) 187 499 440
hobie-kayak.com

HOBIE CAT AUSTRALASIA
子公司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赫斯基森
1-800-4-HOBIE
hobiecat.com.au

HOBIE CAT EUROPE
子公司
法国土伦
+33 (0) 494 08 78 78
hobie-cat.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