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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语 

自从 2014 年末我第⼀次定制 Falco 到现在已经两年有余。2016 年上旬在

ATC 黄师傅和⼤圣的组织下，ATC 在同年 8 月进⾏了中国区 Falco 的第

⼀次团购，并在团购结束之后于年末与 Falco 达成了代理商的协议。由于

Falco 在国内尚偏小众，所以我重新将 Falco 的产品介绍进⾏编辑。对其

主要产品，品牌进⾏介绍，⽅便有兴趣的朋友选择，也⽅便英⽂不好的

朋友能够更加详细地了解这个来自东欧的品牌。 

-2017.1.9 上海 

 

Falco 官⽹：http://www.falco.ee/  

定制表格链接：https://jinshuju.net/f/kq5XxS 定制⼆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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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简介: 

Falco 中⽂直译猎隼，是东欧爱沙尼亚 Estonia 的弓箭品牌。创立于

1988 年 1 月 22 日（其实他们第⼀对奥林匹克反曲弓弓片是 1987 年⽣产

的，在维苏的滑雪器材实验室用层压技术⽣产的，滑雪板其实和我们用

的弓片的层压技术⼀样；射箭沙龙中有⼀个⼆⼿贴有出售 Falco 早期的反

曲弓片），主要⽣产⼀体长弓。欧洲许多传统弓比赛的选⼿都使用 Falco

的产品，Falco 的现任负责⼈ Siim Talmar 自⼰也是传统长弓爱好者。

Falco 官⽹贴出的往届战绩如下（部分）： 

－1989 年 FITA－1 比赛 冠军（Eve Suits)  1189 分 

－1999 年 IFAA 欧洲原野成⼈组冠军 (Timpani )  

－2003 年 EFAC 团队赛 6 枚奖牌 

－2005 年 IFAA 长弓组 12 枚奖牌 

－2006 年六月 澳洲比赛 ⼀枚⾦牌⼀枚银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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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co 猎隼品牌总共⼋个长弓型号，按照用途分为四类： 

1.比赛与狩猎用弓（型号：Force，Trophy，Triumph 和 Spirit） 

2.狩猎与骑射弓（型号：Storm） 

3.娱乐用弓［老外有个用词叫 backyard archer 后院弓⼿指的是在家里

玩纯业余不去打比赛不打猎的那⼀部分⼈］（型号：Legend，Twin） 

4. ⼉童弓［给小朋友激发兴趣的弓，给三到四岁的⼉童使用的］ 

（型号：Robin，Robin Vintage） 

 

可以按照各自需求定制，我个⼈建议是国内的朋友们定Trophy Vintage 

经典奖杯系列（这是Falco家的招牌产品），Force Vintage 经典原⼒系

列，Spirit 情怀系列，Storm 风暴系列，Legend 传奇系列（Archers 

Review上有⼀篇测评，评价很好）。这⼏个系列我认为是Falco相对优秀

有特⾊的⼏个型号。并且在价格上相比较其他的同级别产品稍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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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注意事项： 

Falco单个订单定制时间在⼀个半月⾄月之间。由于是团购可能时间会在

三个月到四个月之间，具体时间按实际情况确认。Falco的国际订单⼀律

使用FedEx联邦快递，运费在55欧元左右，团购由于运费平摊会低于55欧

元。由于FedEx是主动报关，关税⼤致30%。 

Falco全线产品都是⼀体长弓，并⽆分体。但是Falco与我联系的过程中也

表示这是他们之后发展的⼀个⽅向。Falco的弓把默认低推（除Force原⼒

外），带⼿指定位，可以加价定做中推（也就是枪把）。具体设计可看

⽂末的图集。另外Falco与当地雕刻⼯作室有合作关系，可以增加定制弓

把雕刻，⽂末图集中也有两把中国弓友定制过的雕刻弓把。 

 

定制可以通过链接填写定制表格：https://jinshuju.net/f/kq5XxS  

或扫⼆维码填写表格： 

 

表格常年有效，如有疑问可联系邮箱： peterpan98041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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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的选择-弓把选料 

Falco的⽊材选料分为两周，⼀种为弓把料［Handle］⼀种为弓臂料

［Limbs］。分别用于相对应的位置（弓把&弓片）由于Falco⼤量使用天

然⽊材⽽不是科技⽊等⼈造处理⽊材，部分天然⽊材的特性的差异［硬

度和韧度］，在制作过程中会对应用的弓的磅数有要求。所以Flaco在介

绍中都有标出安全磅数，请在定制⾼磅数（45及以上）时多加注意。 

 

1. Curly Brich ： 皱纹桦⽊可能是桦⽊根瘤部分的⽊材（猜测），多见于

⼑柄。官⽹标注建议用在50磅以下的弓上，猜测是由于桦⽊非硬⽊所

导致，虽然根瘤部分密度上升但是仍然不均匀。特点是花纹比较好

看，颜⾊比较淡雅，弓实物颜⾊有些许反光的波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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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alisander：⿊黄檀，硬⽊，油性⼤，颜⾊发灰，多见于乐器。也有⼈

开做⼿串。官⽹没有标注有何磅数限制。国内有⼈把它和⿊檀等檀⽊混

淆，比较深沉朴素的⼀个⽊料。 

 

3.Padouk：也就是非花（非洲花梨），又叫非洲红花梨，非洲紫檀。硬

⽊，⼤都用于家具，地板等。官⽹标注建议用在50磅以下的弓上。 

 

4.Cocobolo：黄檀，产于中美洲，做家具的做笔的做吉他的都很多。花纹

很好看。Falco分为Light浅⾊和Dark深⾊两种，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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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实物是很朴素的橙红⾊，我定制的第⼀把Falco弓把用料即为Dark 

Cocobolo）。总之黄檀还是属于比较耐看的⼀类的。 

 

浅⾊黄檀 

 

深⾊黄檀 

5. Wenge：非洲崖⾖⽊（学名：Millettia laurentii ），原产非洲刚果。⽊

⾊偏⿊。没有磅数上的限制。俗称非洲鸡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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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acewood：美国梧桐，颜⾊偏橙黄，赤褐⾊。⽊质紧实。多用于西洋

的细⽊⼯作，也有做⼑把，吉他贴片等官⽹未标注任何磅数限制。 

 

7. Zebrano：斑马⽊ ，又叫乌⾦⽊。这个⽊料可能⼤家都比较熟悉了，

国内许多弓匠诸如炎字、巴尔等都有使用。官⽹没有标注任何磅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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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merican Walnut：美国胡桃⽊，国内外许多⽊⼯爱好者都拿来拼桌面

拼家具板材。⽊材偏灰褐⾊，官⽹建议做45磅以下的弓。 

 

9.Bocote：破布⽊，也叫墨西哥黄⾦檀，国外用来做台球杆，⼑柄等。硬

度很⾼。花纹相当有特⾊，运⽓好的话开出来会非常漂亮。官⽹没有标

注任何磅数限制 

 

10.Beech：⼭⽑榉，也称青冈⽊。⽊纹朴素简单（极简主义美学）多用于

北欧风格的家具上，⽊材强度中等，官⽹建议用在45磅以下的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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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Ationwood: 染⾊⽊，即科技⽊。Falco有⼗三种颜⾊供选择并且可以定

制拼贴⽅法。（他们的技术是科技⽊片层压在⼀起再切出弓把） 

 

12.Heavy Composite: ⾼密度聚合物（具体的名字尚不清楚，有可能是醛

酚也就是电⽊）。这个材料是官⽹上还没有更新的。可以选择部分拼花

或是全部使用，对增加弓把重量（前⼿稳定）非常有效。如果全部使用

将会增加1100克的重量，Siim表示即使部分使用也对弓把重量提升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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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可能表示Falco在往分体弓发展。现在使用需要看使用量部分加

价，定制需事先确认增加的价格 

 

弓把料介绍结束语： 

弓把料选择相对多样，但是要注意的是花纹，由于⽊材花纹的唯⼀性

（同⼀种花纹不可能在出现⼀次），看照片的时候不要为花纹和颜⾊所

吸引。另外Falco官⽹也标明了，弓把的选材和弓的性能表现没有什么非

常⼤的直接的关系，只是美观⽽已。 

另外Falco还提供弓把的⽊料拼接，⼤致的弓把拼花⽅法在图集中有收

录，如果有特殊要求可来图定制看情况可能增加价格。 



 15 

⽊材的选择-弓臂选料 

弓臂料是应用在弓片上。是使用⽊材的切片贴在弓胎或碳片与透明玻璃

纤维片之间，起到⼀种装饰作用。和弓本身的性能表现并没有什么关

系，主要是审美上的需求。Falco提供⼋种⽊材、钻⽯碳片、⿊⾊玻片等

选择。Falco的使用⽊材和官⽹上的图因为⽊材的唯⼀性会稍有出⼊，也

请各位注意。 

1.Palisander:⿊黄檀，硬⽊，油性⼤，颜⾊偏灰褐⾊。 

 

2.Birdseye Maple: 雀眼枫，国内外都有⼤量的使用。枫⽊的⼀种，有鸟雀

眼睛样的花纹。原⽊⾊，偏米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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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Zebrano：斑马⽊， 国内用的弓匠也不少。属于原⽊⾊偏黄，有条

纹。 

 

4. Bubinga：非洲花梨⽊，非花。颜⾊偏橙红⾊。 

 

5. Lacewood ： 美国梧桐。颜⾊偏橙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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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Olive Ash：欧洲白蜡⽊，也称橄榄白蜡⽊（Ash-白蜡⽊） 

 

7.Ebony：⿊檀 ，学名就是加蓬乌⽊或苏拉威西乌⽊。花纹偏⿊有灰褐⾊

纹路。 

 

8. Curly Brich:皱纹桦⽊板，原⽊⾊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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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oot Veneer : 染⾊⽊皮，有 15 种颜⾊选项需事先联系确认颜⾊。 

 

10. Black fiberglass : ⿊⾊玻片，官⽹上未标 

 

11. Diamond Carbon : 钻⽯碳片，Falco独家产品。具体介绍翻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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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4年，我们开始使用钻⽯碳片，钻⽯碳片是⼀种⾼密度的的碳纤维贴

片，用于弓的正面（朝目标⼀面）的弓臂上。如果使用钻⽯碳片弓的、

正面会是⿊⾊碳片。相比普通碳片，钻⽯碳片拥有更加显著的增加箭速

的效果。参照所使用的弓的磅数，钻⽯碳片⼤约能增加5-7fpt（英尺每

秒）的箭速。钻⽯贴片是Falco在2014年推出的产品，到现在为⽌尚未有

任何已知的弓匠使用这个产品。钻⽯碳片的价格为四⼗欧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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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选项：  

除了弓把弓臂等⽊料选择外，Falco还提供⼀些定制升级选项。本章将对

这些选项进⾏介绍各位可以按照自⼰的使用习惯和对性能的要求进⾏定

制。增加的费用因型号不等，具体请参考报名表或下⽂介绍。 

 

1. 弓胎：Falco在15年中下旬时在官⽹上更新，在原有的枫⽊胎(Maple 

Core)选项上新增⽵胎(Bamboo Core)选项。⽵胎可用于Force Vintage经典

原⼒系列，Trophy Vintage经典奖杯系列，Storm风暴系列以及Spirit 情怀

系列。⼤约40欧元的附加价格。⽵胎主要增加弓的箭速并且减轻弓身重

量。 

 

2.碳片：Falco共有两种碳片，普通碳片(Carbon Layer)和钻⽯碳片

（Diamond Carbon）。两种选项适用于Force Vintage经典原⼒系列，

Trophy Vintage经典奖杯系列，Storm风暴系列以及Spirit 情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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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碳片(Carbon Layer)：普通碳片贴于弓臂之上用于增加箭速，最多可

贴两层普通碳片（每层的价格⼤约三⼗欧元），除Force Vintage经典原⼒

系列因为原配置已含⼀层普通碳片，所以只可再贴⼀层。普通碳片因贴

在装饰⽊皮下所以不影响弓臂⽊材选择 

-钻⽯碳片（Diamond Carbon）：钻⽯碳片是Falco的独家产品，上⽂已详

述本章不再赘述。钻⽯碳片贴在弓臂正面呈⿊⾊，弓臂正面不可选择其

他⽊纹。 

 

3.弓把：Falco提供两种推把选项：低推（Regular Grip） 和中推（Pistol 

Grip枪把）。由于是长弓所以没有⾼推选项。默认低推。中推选项需要另

外收费20-30欧元（各弓型号收费不同）。另Spirit情怀系列还有⼀个箭台

选项-拉尔斯安德森式箭台。拉尔斯安德森 Lars Andersen，著名速射射

⼿。在他的视频劈箭⼀部分中使用的长弓就是Falco的Spirit情怀系列，使

用的是他定制的特殊的箭台。Falco也把这个箭台选项加⼊了Spirit情怀系

列的定制内容中（拉尔斯安德森箭台-四⼗欧元的额外费用，仅限于Spirit

情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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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斯安德森箭台-Spirit 情怀系列 

 

4.漆面：Falco提供两种漆面处理的⽅式，标准处理Standard（雾面效果，

不另⾏收费，默认选项）和⾼抛处理High Gloss Polish（镜面效果，收费

约四⼗欧元，限于Trophy Vintage奖杯系列，Force Vintage原⼒系列，

Storm风暴系列） 

注*：⾼抛Falco使用的是⾼光漆，在2016年的团购中部分⾼抛处理的弓弓

梢稍有挂漆。如有类似情况请用较⾼目数砂纸稍加打磨⾄不刮⼿即可。

（1000目以上） 



 23 

 

标准雾面处理 

 

⾼抛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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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弓型号-Trophy Vintage 经典奖杯系列： 

Trophy Vintage是Falco的当家弓形，也是许多比赛和打猎中Falco射⼿所

钟爱的器材。以下⽂字翻译自官⽹介绍。 

 

多年以来，奖杯系列都是我们所有型号中的佼佼者和招牌产品。⼀把拥

有出⾊射击体验以及⾼度稳定性的产品，伴随于⽆数顶尖射⼿的比赛和

狩猎旅途，满⾜他们的需求。奖杯系列是⼀把为射⼿量身定制的产品，

我们始终坚持为每⼀个射⼿定制贴合他们需求，尽可能地提供⼈弓和⼀

的产品。我们将各类珍稀⽊材结合于奖杯这款产品上，让她正真地独⼀

⽆⼆，引⼈注目。在成为⼀个出⾊的器材的同时，也成为⼀个精良的艺

术品。我们坚信只有在审美和性能上的统⼀与出类拔萃，才能够贴近射

⼿个⼈，使武器称为⼈⼿臂的延伸。（注：这段话我个⼈非常认同，完美

诠释了传统弓射⼿对弓的器材以及美感的需求的原因） 

 

名贵⽊材的选用增加了弓把的重量，随之增加了良好的持弓⼿稳定性。

在⿊檀，乌⽊等沉⽔⽊材上尤其明显。另外在我们与CWP公司的合作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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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提供科技⽊的弓把，让射⼿可以选用不同颜⾊的⽊材来定制弓

把。颜⾊的有机结合促⽣了另⼀种带有科技感的美。 

 

另外奖杯系列的弓把被设计地完美贴合⼈的⼿掌，以提供完美的舒适和

稳定。射⼿可以定制带有拇指定位的低推把，抑或是我们特⾊的中推

把。 

 

 

数据： 

弓形：R／D reflex deflex 微反曲长弓 

弓弦：飞速弦（没有额外费用，可按照情况定制弦料） 

箭台：皮⽑箭台（已贴好，⽆侧箭台） 

磅数：25磅－75磅 

弓长：64⼨（1.62米），66⼨（1.67米），68⼨（1.72米），70⼨（1.77米） 

价格：370欧元起 

⽵胎－40欧元（替换枫⽊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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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碳片－30欧元／层 最多两层 

钻⽯碳片－60欧元 

中推把－30欧元 

⾼抛表面处理－40欧元 

Falco定制弓包优惠价－25欧元（搭配弓） 

Falco定制体恤衫－14欧（搭配弓） 

 

推荐弓档在7⼨－7.5⼨，可以结合实际情况调整。Falco使用Spectra的飞

速弦弦料，股数按照磅数增减（14股｜16股｜18股）。奖杯系列达到IFAA

／NFAA／WA等比赛的要求。奖杯只能在四⼗磅以下的弓上切过中⼼

线，这把弓的设计理念是能够参加各类比赛，⽽IFAA对切中⼼线的型号

是禁⽌的。如有特殊需要Falco可制作切中⼼线的40磅以下的弓，可能会

产⽣另外的费用。奖杯系列⽊箭，碳箭，铝箭都可以使用。也可以和

Falco联系购买Falco的定制⽊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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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弓型号-Force Vintage 经典原⼒系列： 

Force Vintage是Falco第⼆款畅销的型号。弓片后置的设计，反曲和加碳

片的设计让原⼒系列成为⼀把追求⼒量（名字Force的含义）与速度的

弓。充分贴合原野猎⼿们对箭速和杀伤⼒的追求，同时较长的弓长也保

障了稳定和舒适的射击体验。以上⽂字翻译自官⽹介绍。 

 

 

数据： 

弓形：Deep R／D reflex deflex ⼤反曲长弓＋⾼推把 

弓弦：飞速弦（没有额外费用，可按照情况定制弦料） 

箭台：皮⽑箭台（已贴好，⽆侧箭台） 

磅数：30磅－70磅 

弓长：64⼨（1.62米），70⼨（1.77米） 

价格：475欧元起 

⽵胎－40欧元（替换枫⽊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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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碳片－30欧元／层 最多⼀层 

钻⽯碳片－60欧元 

⾼抛表面处理－40欧元 

Falco定制弓包优惠价－25欧元（搭配弓） 

Falco定制体恤衫－14欧（搭配弓） 

 

推荐弓档在7⼨－7.5⼨，可以结合实际情况调整。Falco使用Spectra的飞

速弦弦料，股数按照磅数增减（14股｜16股｜18股）。原⼒系列达到IFAA

／NFAA／WA等比赛的要求。原⼒只能在四⼗磅以下的弓上切过中⼼

线，这把弓的设计理念是能够参加各类比赛，⽽IFAA对切中⼼线的型号

是禁⽌的。如有特殊需要Falco可制作切中⼼线的40磅以下的弓，可能会

产⽣另外的费用。原⼒系列⽊箭，碳箭，铝箭都可以使用。也可以和

Falco联系购买Falco的定制⽊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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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弓型号-Storm 风暴系列： 

Strom是Falco最有特⾊的型号之⼀，整弓极短（54⼨⼀米三），比部分反

曲猎弓还要短小。弓身微反曲，调整完后声音和震动⼏乎可以忽略不

计，且拉感及其柔和。下⽂翻译自官⽹介绍。 

 

作为我们最新的型号，风暴被设计成⼀把骑射和狩猎用弓。第⼀把风暴

由我们长期的合作测评射⼿ Marko Suhonen 定制收藏。 

在设计 Storm 时，我们想要设计出⼀款迅猛快速的弓并且能够让骑射射

⼿自如地射击。按这样的要求，风暴则必须相当短小精悍。虽然吸纳蒙

古和匈牙利古代的反曲弓形会更加简单，但是这样的做法并不令我们满

意。在许多的研究和摸索后，我们最终把眼光投向了北美草原上印第安

族⼈的骑射弓。风暴吸纳其特点并结合现代科技，做出了这样⼀款⾰命

性的产品。 

当我们把我们的第⼀把 Storm 邮寄给 Marko Suhonen，并在 Marko 发布

了测评视频后，我们从未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收到那么多良好的反馈。综

上可见 Storm 弥补了短狩猎长弓这个市场需求的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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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m 的弓长为 54 ⼨，137 厘米。最⾼可定制 60 磅。由于弓身短小，射

⼿的拉锯不能够超过 28 ⼨。由于这是我们最新的型号，之后的改进版本

可能会打破这些限制。 

 

⼀位射⼿正在使用Storm进⾏骑射 

数据： 

弓形：R／D reflex deflex 微反曲短弓（作弊弓） 

弓弦：飞速弦（没有额外费用，可按照情况定制弦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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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台：皮⽑箭台（已贴好，⽆侧箭台） 

磅数：最⾼ 60 磅 

弓长：54 ⼨，1.37 米 

价格：基础染⾊⽊把 225 欧元 

          名贵⽊材把 245 欧元 

⽵胎－30 欧元（替换枫⽊胎） 

普通碳片－20 欧元／层 最多两层 

钻⽯碳片－45 欧元 

中推把－24 欧元 

⾼抛表面处理－30 欧元 

Falco 定制体恤衫－14 欧（搭配弓） 

 

推荐弓档在6⼨左右，可以结合实际情况调整。Falco使用Spectra的飞速弦

弦料，股数按照磅数增减（14股｜16股｜18股）。风暴系列因为弓长并为

达到IFAA／NFAA／WA等比赛的要求。如有特殊需要Falco可制作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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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40磅以下的弓，可能会产⽣另外的费用。风暴系列⽊箭，碳箭，

铝箭都可以使用。也可以和Falco联系购买Falco的定制⽊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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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弓型号-Spirit 情怀系列： 

情怀是 Falco 四个主要型号中之⼀。情怀系列相对比较中庸，吸纳了

Trophy 的性能和 Strom 的性价比。是非常适合⼊门的⼀款弓，另外也有

诸多定制选项。许多著名的射⼿也都使用情怀，如非常有名的速射⼤师

拉尔斯安德森。下⽂翻译自官⽹介绍。 

 

情怀系列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射⼿比赛和娱乐的伴侣。在价格上的实惠并

不影响我们对极致射击质量的追求和展现，这使得情怀被众多猎⼿，比

赛选⼿所钟爱。反曲的弓梢和纤细的弓臂增加了箭速和容错。 

情怀系列弓把完全贴合⼿掌，因为弓形的良好设计使得拉感极柔顺，震

动被极⼤地减少，调整完美时甚⾄可有可⽆。在增加碳层之后情怀的箭

速也不可小觑。作为 Falco 的基本型号，我们给情怀提供了“Falco Finger 

Cut”也就是⼿指定位，使射击时抓握的稳定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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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弓形：R／D reflex deflex 微反曲短弓 

弓弦：飞速弦（没有额外费用，可按照情况定制弦料） 

箭台：皮⽑箭台（已贴好，⽆侧箭台） 

磅数：25-60 磅 

弓长：64 ⼨（1.62 米），66 ⼨（1.67 米），68 ⼨（1.72 米），70 ⼨（1.77

米） 

价格：25-40 磅  230 欧元 

          41-50 磅  240 欧元 

          51-60 磅  250 欧元 

⽵胎－40 欧元（替换枫⽊胎） 

普通碳片－30 欧元／层 最多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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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碳片－60 欧元 

中推把－30 欧元 

拉尔斯安德森箭台-40 欧元 

Falco 定制弓包优惠价－25 欧元（搭配弓） 

Falco 定制体恤衫－14 欧（搭配弓） 

 

推荐弓档在7⼨－7.5⼨，可以结合实际情况调整。Falco使用Spectra的飞

速弦弦料，股数按照磅数增减（14股｜16股｜18股）。情怀系列达到IFAA

／NFAA／WA等比赛的要求。情怀只能在四⼗磅以下的弓上切过中⼼

线，这把弓的设计理念是能够参加各类比赛，⽽IFAA对切中⼼线的型号

是禁⽌的。如有特殊需要Falco可制作切中⼼线的40磅以下的弓，可能会

产⽣另外的费用。情怀系列⽊箭，碳箭，铝箭都可以使用。也可以和

Falco联系购买Falco的定制⽊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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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弓型号-Legend 传奇系列： 

传奇是Falco的经典型号，也是Falco现今存世量最⼤的型号之⼀，是我们

名副其实的传奇产品。最早的产品在1997年为塔图的罗宾汉演出提供，我

们当时为他们订做了10把传奇长弓，这也是Falco长弓之路的起点。⼆⼗

年过去了，传奇依然在欧洲和全世界有着标志性的地位。Falco的第⼀个

欧洲IFAA冠军也是由1999年传奇的使用者Tapani Säila斩下的。在那之后

Falco⾛向了定制的模式，但是作为⼀个卓越的产品传奇并没有丧失光环

上的⾊彩，甚⾄更佳优秀闪耀。每年传奇的销量都稳步递增，也从爱沙

尼亚，我们的故乡，⾛向了全世界各国家如中国，俄罗斯等国家。 

 

在2010年，英国独立媒体《射⼿回顾》中对Falco Legend进⾏了评测，他

们评论道“这是⼀款貌不惊⼈的长弓，简洁的设计和低门槛的价格与出乎

意料的稳定和卓越的性能形成反差，令⼈叹为观⽌“ 具体⽹页可点击：

http://www.archers-review.com/bow-reviews/falco-legend-flatbow-5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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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是弓梢反曲的长弓弓形，同时弓把有Falco定制的Falco定位点，让握

弓⼿的稳定性更佳出众。 

 

数据： 

弓形：Reflex 弓梢反曲长弓 

弓弦：达克龙弦（没有额外费用，可按照情况定制弦料） 

箭台：皮⽑箭台（已贴好，⽆侧箭台） 

磅数：20磅－60磅 

弓长：64⼨（1.62米），66⼨（1.67米），68⼨（1.72米），70⼨（1.77米） 

价格：20-30磅 165欧元 

          31-40磅 175欧元 

          41-50磅 185欧元 

          51-60磅 190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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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co定制弓包优惠价－25欧元（搭配弓） 

Falco定制体恤衫－14欧（搭配弓） 

 

推荐弓档在7⼨－7.5⼨，可以结合实际情况调整。Falco使用Spectra的飞

速弦弦料，股数按照磅数增减（14股｜16股｜18股）。传奇系列并不达到

IFAA／NFAA／比赛的要求，但是达到WA比赛的要求。传奇可制作切中

⼼线的弓，可能会产⽣另外的费用。情怀系列⽊箭，碳箭，铝箭都可以

使用。也可以和Falco联系购买Falco的定制⽊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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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弓型号-Twin 双⼦座系列： 

双⼦系列⼀经出世就饱受欢迎，事实上来说她是⼀把兼顾左⼿和右⼿拉

弦使用者的产品。我们的设计理念是在全世界90％以上的⼈使用右⼿拉

弦，在箭馆往往由于成本问题，购买的馆弓往往是右⼿弓，这样⼀来左

⼿拉弦的射⼿则被孤立在外了。不过这个问题由于双⼦系列的以完美的

解决。 

从双⼦的性能和表现来看，她是传奇系列的⼀个变种，她在传奇系列的

基础上拥有两个箭台。 

 

数据： 

弓形：Reflex 弓梢反曲长弓 

弓弦：达克龙弦（没有额外费用，可按照情况定制弦料） 

箭台：皮⽑箭台（已贴好，⽆侧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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磅数：20磅－35磅 

弓长：64⼨（1.62米），66⼨（1.67米），68⼨（1.72米） 

价格：175欧元 

Falco定制弓包优惠价－25欧元（搭配弓） 

Falco定制体恤衫－14欧（搭配弓） 

 

推荐弓档在7⼨－7.5⼨，可以结合实际情况调整。Falco使用Spectra的飞

速弦弦料，股数按照磅数增减（14股｜16股）。双⼦座系列并不达到IFAA

／NFAA／WA等比赛的要求。双⼦座系列也不可制作切中⼼线的弓。双

⼦座系列⽊箭，碳箭，铝箭都可以使用。也可以和Falco联系购买Falco的

定制⽊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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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弓型号-Robin 知更鸟系列： 

知更鸟系列在全球⼉童弓市场中存世量极⼤，我们推荐的使用年龄是10

岁到13岁。基础版本的弓把由桦⽊制作并且可以按需染⾊，⽽经典知更

鸟系列则可以选用珍稀⽊材或者是染⾊科技⽊拼花制作弓把。另外经典

知更鸟版本的弓臂可以选用染⾊科技⽊片来作为弓臂料。箭台使用皮⽑

箭台，弓弦为达克龙弦 

 

普通版知更鸟 

 

经典知更鸟科技⽊弓把 



 42 

数据： 

弓弦：达克龙弦（没有额外费用，可按照情况定制弦料） 

箭台：皮⽑箭台（已贴好，⽆侧箭台） 

磅数：15磅－30磅 

弓长：54⼨（1.37米） 

价格：知更鸟（普通版） 84欧元 

          经典知更鸟           92欧元 

Falco定制体恤衫－14欧（搭配弓） 

 

推荐弓档在5.5⼨－6⼨，可以结合实际情况调整。Falco使用达克龙弦。知

更鸟系列并不达到IFAA／NFAA／WA等比赛的要求。知更鸟系列也不可

制作切中⼼线的弓。知更鸟系列⽊箭，碳箭，铝箭都可以使用。也可以

和Falco联系购买Falco的定制⽊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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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的选择-弓包和护指： 

Falco官⽹中护指（⼿套）共有两种品牌。Falco和Neet，其中Falco为贴牌

⽣产，⽽Neet则是美国著名的射箭配件的制作商。 

 

Neet T-G5 

指尖添加科尔多瓦马臀⾰，护指长度，腕长可选。型号有S,M,L,XL 

24欧元 

 

 

Neet FG-2L 

⾼级棕⾊翻⽑⽜皮+光面皮（撒放部分），松紧带设计。型号有

XS,S,M,L,XL 

16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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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t FG-2SC 

迷彩⾊+光面皮（撒放部分）松紧带设计。型号有XS,S,M,L,XL 

16欧元 

 

 

Neet NY-G2-L 

⼉童款，棕⾊翻⽑⽜皮+光面皮（撒放部分），松紧带设计。型号有：小

号，中号。 

13欧元 

 

 

Falco#1 

皮射箭⼿套，双层指尖保护。型号有S,M,L,XL，XXL 

16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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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co F300A 

⼤马⼠⾰⼿套，双层指尖保护。型号有XS，S,M,L,XL，XXL 

16欧元 

 

 

Falco 300R 

皮射箭⼿套，双层指尖保护（橡胶）。型号有S,M,L,XL，XXL 

17欧元 

 

 

Falco F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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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欧元 

 

 

Falco F304 

⾼级棕⾊翻⽑⽜皮+光面皮（撒放部分），松紧带设计。型号有⼉童款，

XS,S,M,L,XL 

14.5欧元（⼉童款12.5欧元） 

 

 

 

绒面长弓弓包Must Mood合作款 

分69英⼨和71.25英⼨。单独购买30欧元｜与弓⼀起购买25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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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弓包，长度194厘米，宽11厘米 

39欧元 

 

 

⼭⽺皮弓包加装饰性皮流苏，长度194厘米，宽11厘米 

42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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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t长弓包，印有那瓦霍族图案，加厚底部。 

35欧元 

 

另官⽹上有许多配件，由于数量众多不及⼀⼀翻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

自⾏上⽹浏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邮件询问我们具体产品的⼤小尺⼨。 

配件⽹址：http://home.falco.ee/products_eng/access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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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ATC （Archery Top Club）射⼿坐天台俱乐部 是由射箭爱好者发起的，

位于上海市闸北区的射箭俱乐部。面积 2000 余平米，有 10 米，18 米，

30 米（在建）等多条箭道，是上海市传统弓爱好者的据点之⼀。 

 

除箭馆经营外，ATC 还努⼒推⼴射箭⽂化。自 2015 年起举办上海市传统

弓猎射箭邀请赛起⾄今已成功举办两届，受到诸多传统弓爱好者好评。

多次以协办单位，参赛团队身份参与国内传统弓比赛如上海市市民赛、

上海市射箭俱乐部联赛等比赛并多次取得名次。ATC 还与国内外器材制

造商进⾏合作（如炎字弓坊，Falco 猎隼等）以降低国内射箭爱好者们购

买器材的门槛。 



 50 

ATC 俱乐部地址：闸北区中⼭北路 756 号达⼈湾 1 期 4 楼（线下实体店

也在筹备当中） 

ATC 微信公众平台：ATC—CLUB 

 

Falco 定制具体问题可邮件 peterpan980413@163.com 咨询了解 

 

 

Falco|代理资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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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co 产品图集： 

图集中包含 Falco 部分产品，在定制的过程可以参考借鉴图集中弓把拼花

的⽅式，如有必要可在定制时邮件我们样图。原图中⽊材配置为英⽂，

可参考前⽂的⽊材介绍自⾏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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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Falco 猎隼官⽹ http://home.falco.ee 

Archery Review 射⼿回顾, Steve, n/a,  

<http://www.archers-review.com/bow-reviews/falco-legend-

flatbow-5028-> 

射箭沙龙“东欧 Falco 猎隼介绍“贴，半⼄⽆题，2016.2.22 

<http://www.archerysalo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

&tid=126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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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Acknowledgment： 

如果没有 ATC 联合创始⼈齐浩刚先⽣与黄征先⽣的⼤⼒支

持，2016 年的团购与之后陆续与 Falco 猎隼的合作根本⽆法

完成。感谢来自两位的支持和鼓励使得陆续的团购，合作

与本介绍得以问世。 

 

非常感谢 Falco 猎隼现任 CEO Siim Talmar 先⽣对于我们的

合作意愿的支持与良好的邮件沟通。Talmar 先⽣对于产品

严谨的态度与钻研精神使每⼀个优良的产品得以问世，并

且 Talmar 先⽣提供的优惠使得更多中国射⼿能够定制到⼼

仪的产品。代理它们是我们的荣幸。 

 

另外对射箭沙龙（ www.archerysalon.com ）上所有关注

Falco 猎隼的用户表示感谢。来自各位的支持使得我们继续

与 Falco 猎隼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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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介绍中如有任何内容上的问题可以通过“关于我们”部分中

的邮件地址与我联系修改。 

2017.1.14 于上海 潘嶷（半⼄⽆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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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out the support from two co-founders of ATC (Archery 

Top Club, Shanghai), Mr. Haogang Qi and Mr. Zheng Huang. 

The 2016 Falco bulk order and the following cooperation will 

never come true. Special thanks to their support and 

motivation makes the following bulks on plan and enable the 

birth of this introduction.  

 

Special thanks to the CEO of Falco, Mr. Siim Talmar. For his 

friendly emails and support for our dealership. The strict 

craftsmanship of him upon high standard products enable the 

birth of many high performance and beautiful longbows. Also, 

his generous discount made more Chinese archery able to get 

their ideal longbow with lower financial costs. It is a great 

honor to be a dealer of Falco’s product.  

 



 90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all supporters from 

archerysalon.com （ www.archerysalon.com ）who gave 

these high quality products with lots of positive comments. 

Supports from them enable this dealership with Falco.  

 

If there are any problems, please contact us through the email 

address in the “About Us” part.  

 

 

2017.1.14 Peter Pan 

Shanghai,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