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猎物猎刀彼得(Peter)致词
25周年大庆
时光如梭，光阴似箭，自1984年公
司创立至今，转眼间已经25年过去
了。目前我们已经发展成为北欧最
大的刀厂，出产全球最知名品牌的
刀具。为了表示对中国和东南亚地
区华裔消费者的厚爱，庆祝公司成
立25周年，我们特此出版中文的产
品目录。

国防材料管理局来信询问
早在1987，公司就收到瑞典国防材
料管理局(FMV:Flyg)的来信，希望
我们设计一款综合性能比较强的生
存刀，供瑞典国防军飞行员使用。
起初他们使用过多种知名品牌的产
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效果并不
理想。 

新哲学
收到订货后，我们便开始研制工
作，全身心投入，采集各种信息，
寻找了各种资料，设计出各种样
式，为求生刀制定出新策略，于
1995年正式向瑞典空军首次交货。

世界上最时兴的刀具
我们需要足够的时间来不停的试验
和不断的改进。听取了飞行员对刀
具的各种要求，结合了各种环境下
使用的经验，经过多次的使用测
试，最终开发出这款令我们骄傲的
产品。它是最先进、最实用、最可
靠的生存刀具，是JAS-39“鹰狮”
全天候战斗机每一位飞行员最忠实
的朋友！ 

誉满全球
F1型生存刀一时间誉满全球，主要
是因为这是最早系列生产、刀刃用
特种钢制造的直刀。用于F1型刀具
的新哲学也应用于后来开发的其
他型号，使Fällkniven公司跃居世
界狩猎刀及生存刀制造厂家的最前
列。安全可靠的设计、高水平的技
术以及合理的价格使我们的产品今
日行销全世界。

猎人眼睛
怎么会有这个成功故事的呢，位于
北极圈以上的一家微型企业，远离
世界的人口稠密地区，又怎么能
够成功地将自己的产品推向市场的
呢？我相信这跟我本人当过猎人和
渔夫有关。老是跟大自然打交道就
可以获得丰富的经验，知道器具和
设备的性能，这就为具有公司刀具
产品特点的外观设计和技术设计打
下基础。 

不过我并不认为这一切都是我的功
劳；在内心和脑海的潜在记忆里存
有世世代代的经验，懂得什么样的
利刃可以在野外得心应手。我想不
如把这种想法、这种看法、这种经
验称为猎人眼睛，就是判断良好可
靠性能的本能。所以，即使在严
峻的场合，你也可以信赖我们的产
品，要知道你得到的是用于野外的
刀具。                                                                                                                             

代代相传
经营25年之后，我打算逐步把公司
的业务转交给儿子爱立克(Eric)。
他对于刀具十分内行，会把家族传
统承上启下代代相传，完美无缺。
我自己呢，希望能够在森林旷野中
多打发一 些时日，说不定灵感一
来，设计出更多的刀具款式，带有
猎人眼睛标记。

艰难而有趣
当然，经过不少苦思冥想之后，开
始设计的时候还得绞尽脑汁才终于
制成大型猎物狩猎刀。新设计的构
思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但确定准确
尺寸仍然是一个大关，而且沿途陷
阱比比皆是。我无意小看孕妇经历
的痛苦磨难，但还是想说，刀具设
计师体验的困苦也是大同小异的。
在刀具设计的尺寸方面，可以说是
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一切都要凭
借自己的判断。我从1974年以来就
打猎，但投入大自然却老早就开始
了；森林湖泊，山川海洋，50年来
犹如我的家园。因此，我设计一把
新刀的时候左右逢源，新刀也就成
了我宠爱的亲生“孩子”。 

媒体的威力
旧时在我的家乡，一个人的刀刃长
度不超过7.5厘米，别人就认为是
了不起的猎人了，狩猎杂志也毫不
犹豫，随声附和。媒体的威力无
穷，转眼间所有猎人都开始佩戴短
刃狩猎刀，唯恐落伍掉队。不错，
在大多数情况下操短刃刀可以得心
应手，例如清理猎物，但老实说，
恐怕知道把刀刃放在哪里才是关键
吧？要是观察一下屠户老手，就会
发现他的刀刃超过13厘米长。我们
该怎样下结论呢？

归根结底，关键不在于刀刃长度，
而在于刀具是否令人满意，是否好
用，是否安全可靠，是否易于清
洁，刀刃是否经久耐用，是否有多
种用途。

大型猎物狩猎刀
我认为专业狩猎刀(PHK)是世界上最
好的大型猎物狩猎刀之一，在功能、
安全和卫生方面皆首屈一指。刀刃的
特殊设计(upsweepdrop-point，上弯
水滴尖)造成较长的剥皮弯刃而不显
得宽大或者笨重。刀刃用防锈压烧粉
末钢3G制成，坚固而锋利。刀柄用经
久耐用的Thermorun橡胶制造，护手
用不锈钢做成，无论在任何场合使用
都很安全舒适。恐怕世上不会有比这
更好的大型猎物狩猎刀了。

Zytel 尼龙鞘
注射模塑的新式Zytel尼龙刀鞘兼有
紧凑、结实和稳固等特点，备受用户
青睐。 

产品规格  PHK
全长(毫米)      239
刃长(毫米)    126
刃厚(毫米)        5
刀刃外形  凸形
柄芯  宽式
重量(刀)          190克
钢材  3G
硬度(HRC)         62
刀柄材料       Thermorun
刀鞘材料  Zytel



Fällkniven公司庆贺刀具生意开张
25周年！
我们用这些刀具来庆贺本公司开张
25周年。灌注到这些狩猎刀型号里
去的是我们多年来在森林和旷野中
频繁使用狩猎刀的经验。我们把实
际设计的知识和北欧古典形式语言
结合起来，再加上世界上最先进的
炼钢技术，终于制成超群出众的直
刀和折刀！

高档狩猎刀

HK9
HK9狩猎刀供技巧高超、经验丰富的
猎人使用，这样的猎人知道在猎物
身上什么部位下刀。这也是一把很
好用的万用狩猎刀，手感踏实，小
巧玲珑，易于使用，把握稳固。说
实话，手上操一把这样的刀具，心
里就会感觉到是在使用世上最高档
次的狩猎刀。一下刀就会注意到，
压烧粉末钢刀口锋利无比。

HK9cx
我们感到自豪，能够制造款式华美
精致而又非常实用的高级刀具。抛
光的大马士革钢刀刃，CowryX粉末
钢刀芯，不仅美观大方，也很坚实
锋利，远比我们所知其他钢种制造
的产品优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
特种款式不会存放在玻璃柜里面，
而是用于实际，所谓华美而实用！

FH9
当然，折刀不如直刀扎实，制
造成本也高些，因为活动部件
多一些。不过，许多人仍然情
愿使用折刀，主要是因为折刀
轻便，不引人注目，在城市环
境中特别受欢迎。FH9实际上是
一种狩猎用折刀，但我们认为
多种用户均会喜欢这种小巧款
式及其天然功能。有一个独特
的搭扣把刀刃锁住，还有一个
强劲夹子把折刀夹到裤袋衬里
上面。

FH9mop
好吧，我们承认这个有珍珠母
贝刀柄的漂亮玩意儿不是用
来打开油漆罐的老式开罐器。
不过，我们还是希望那些投资
到这把美不胜收折刀上的顾客
舍得把这个奢侈品用于日常生
活，因为这毕竟是一把通用
刀，无非属于高档罢了。压烧
粉末钢刀刃保持刀口无比锋
利，整把刀的手感踏实，做工
精致。珍珠母贝镶嵌光彩夺
目，美不胜收！

产品规格     HK9    HK9cx    FH9    FH9mop
全长(毫米)   195     195     158     158
刃长(毫米)    90      90      67      67
刃厚(毫米)   4.5     4.5       3       3
重量(克)     174     174      91      91
钢材      3G   Cowry X    3G      3G
硬度(HRC)     62      64      62      62
刀柄材料     褐红色/象牙色胶木， 珠母贝
刀鞘       天然色皮革      夹子      小羊皮



世界水平的皇家系列
带有3个皇冠标志的皇家系列刀具
拥有世界最先进的制作水平和科
技含量。经过长期的开发工作，
我们使用压烧方法制作出三枚式
结构的刀刃，首先选用拥有专利
技术的3G粉末钢作为芯材放在中
间，因为它有着很高的硬度，再将
防锈能力强同时又良好韧性的钢
材放在两侧，经过高温融合和重
力挤压形成三枚式结构的刃材。
这种先进的工艺可以使刀具既有
高超的硬度，又有良好的韧性，
可以说：鱼和熊掌可以兼得！                                                                                                                                               
   

皇家系列TK1
如果想拥有一把高档手工刀，那么
TK1就是理想的选择，因为它有着高
超的压烧式三枚结构工艺，超高硬
度的专利钢材，还因为这是全球知
名的品牌。每一把刀都是由经验丰
富、技术纯熟的刀匠用手工制作，
而且手柄使用天然材料，所以每一
把刀都是独一无二的。从2009年
起，我们共推出3种手柄共消费者选
择

皇家系列 TK2
TK2的特点是性价比较高，选用了同
样的钢材和工艺。手柄换成了合成
的复合材料，这种材质手感舒适，
防滑而不易脱手。流畅俊朗的外
形，良好的性能和完工度，会让你
爱不释手。

皇家系列 TK5 - 高档狩猎刀
老练猎户一定喜欢这种狩猎刀！处
理猎物用的刀具不必那么大，形状
却必须合适。水滴尖刀刃的形状恰
到好处，不伤内膜和脏器，不过也
要会下刀才行。三指刀是这样把握
的 – 刀柄底端放在手心里，手指
摆在刀刃上，操刀的方法也就心领
神会了。TK5的刀柄短小，不宜当作
切割刀运用，只能作为纯粹的狩猎
刀使用。许多人喜欢短些的刀具，
所以TK5有可能成为十分抢手的通用
刀。木制刀柄无需特别的保养，不
过偶尔涂一滴木油或者搽一点普通
的家具抛光油也无伤大雅 。 

皇家系列 TK6 – 狩狩猎刀
猎人中意的是能保持锋利的狩猎刀 
– 这正好是TK6的特长！刀刃用压
烧粉末钢制造，既有坚韧质地又能
保持锋利。刀柄用刻有格状纹路的
Thermorun橡胶制作，把握稳当而
卫生舒适。你恐怕从来没有操过一
把这样能长久保持锋利的狩猎刀。
刀锋一旦钝了，可以用一块平板钻
石磨刀石将其磨利。不妨看一看我
们的磨刀石DC3和DC4。保养刀具最
简单的办法是用洗涤剂在温水中清
洗，然后任其自己晾干。

产品规格         TK1    TK2    TK5    TK6
全长(毫米)       215    215    175    175
刃长(毫米)       100    100     80     80
刃厚(毫米)       4.5    4.5    4.5    4.5
重量(克)         181    145    146    117
钢材               3G – 层压粉末烧结钢
硬度                      62 HRC
刀柄材料  Cocobolo黄檀木，胶木，Thermorun
刀鞘                     黑色皮革

皇家系列直刀



皇家系列折刀

皇家系列的绅士折刀
这些精致而高雅的折刀一定会得到爱
刀人士的喜爱，成为爱不释手的把玩
之物。可是不要只把它看成是一件工
艺品，虽然有着亮丽的外表，却也有
高超的工艺和实用性。它的刃材选用
瑞典专利3G粉末钢和VG2不锈钢，以三
枚式结构制作。经过我们的特殊热处
理，有着超高的硬度和良好的韧性。
再经过手工研磨，可以使刃锋锐利无
比。
设计人性化，所有型号的刀刃上均带
有指甲槽，令开刀更方便，连左撇子
也会觉得易如反掌。锁定方式为背
锁，这种方式安全可靠。配有杜邦
Cordura面料制作的尼龙套，以及精美
的礼盒包装。
手柄全部采用天然材料，经刀匠多道
精细加工制作而成。由于材料取自大
自然，各地区的气候又各不相同，而
且由于材料本身的特性，所以请注意
多加保养。
这些精美的折刀同样注入了手工匠人
们心血，每一把刀都有细微的差别，
也都是独一无二的，有的华丽而高
贵，有的内敛而素雅，有的个性十足
与众不同，显示出选用顾客各自的性
格特点。

皇家系列 3
Cocobolo黄檀木是一个中度棕色的硬
木品种，我们喜欢把这种硬木用于手
制刀具。涂抹少量的木油或者普通家
具抛光油可以增加刀柄的光彩。

TK3-tw ”雅虎”
雅虎折刀的材料名副其实，选用的是
虎纹枫木 (Tiger Wood) 制作。这种树
木属于杉木科，是制作刀具常用的高
档硬木。它的颜色稍暗，质地细密，
纹理犹如老虎身上的花纹，色调十分
高雅。

TK3-rq – 2009年停产
红温柏树 (red quince) 是一种纹理美
丽的苹果树。这种材料经环氧树脂处
理之后性能非常稳定，而且很美观！
涂一点油可以更加光亮。

TK3-bq – 2009年停产
黑温柏树 (black quince) 是一种纹理
美丽的苹果树，颜色有黑色、灰色和
米色几种。这种材料经环氧树脂处理
之后性能非常稳定。每把刀柄的外观
都各有不同！

TK3-im
象牙色胶木外观酷似象牙，却更坚硬
而且可以合法使用。这是经典的刀柄
材料，美观实用！

TK3-mm
褐红色胶木是一种深红色刀柄材料，
用于手制小巧刀具。薄薄抹一层油可
以增加光亮度。

TK3-mop “公爵”
纯真的珍珠母贝应该算是世上最佳的
刀柄材料了。这里采用的是AAA珍珠母
贝，属于最高品级。木工镶嵌亦属顶
级，也许不言而喻吧？
珍珠母贝具有华丽的外表。AAA级别
的天然珍珠贝母，中间镶嵌天然鲍鱼
壳，在阳光下会释放出绚烂夺目的光
彩。这些都是最高级的手柄材料。只
有具备多年经验丰富和高超手艺的刀
匠才能制作和镶嵌这些材料。造型优
美，富丽堂皇，尽显主人的高贵。

TK3-jb “苏格兰贵族”
它的手柄材料是一种产于苏格兰高地
的高原牛骨，这种牛只在高地附近繁
育，数量稀少。苏格兰由于海拔高，
无污染，所以这种牛的骨头质地细密
而结实。

皇家系列 TK4 绅士折刀
它的手柄是用一种叫”子托” (Zytel) 
的材料制造，是由杜邦公司开发的一
种复合材料，有重量轻、有韧性、抗
冲击、耐腐蚀等多种优点。TK4的线
条优美流畅，简洁大方。整体重量很
轻，性价比最高。

产品规格           TK3       TK4
全长(毫米)          165       165
刃长(毫米)          70        70
刃厚(毫米)          2.5      2.5
重量(克)            100       50
钢材   3G – 层压粉末烧结钢
硬度                 62 HRC
刀柄材料       Cordura尼龙皮带鞘        



高档折刀

Mod. U1
这种折刀有一点特别 – 现代
炼钢技术与百年折刀设计相结
合。Mod. U1 缺少刀刃锁定机
构，所以许多国家的人都把它当
作削笔刀，允许在公共场所携带 
，不过餐馆、体育场和学校区域
除外。刀刃用一个弹簧搭扣固
定，可以防止刀刃自己折叠。这
种技术已经存在100多年。刀刃
用粉末粉末钢制造，即我们有名
的3G钢，可以使刀锋持久锋利，
超过一般水平。刀柄用不锈钢作
衬里，两边使用漂亮的cocobolo
黄檀木、海蓝色或赭色的光滑牛
骨。随刀附送黑色cordura 尼龙
鞘。折刀两边完全对称，刀刃两
侧均有指甲槽，以便左撇子和右
撇子都可以使用。

Mod. U2
这是世界上第一把用粉末粉末钢
制造的折刀。现在已久经考验
的粉末钢 Super Gold Powder 
Steel (SGPS, 超金粉末钢)极其
昂贵，不易加工，而且要求先进
的技术知识和富有经验的制刀工
匠。这种钢材的优点在于可以保
持刀锋长期锋利，这一点在今天
来说是无以伦比的了。用结实合
成材料制造的细刀柄轻巧而便于
携带。折刀两边完全对称，刀刃
两侧均有指甲槽，以便左撇子和
右撇子都可以使用。传统的锁定
机构没有什么令人不愉快的惊人
之处，但可以发出清脆的响声，
把刀刃锁定在开启位置。

Mod. P 和 P3/3G
设计简单却很先进，很多人为之
倾倒，尺寸则正中猎人和渔夫的
下怀。这种折刀易于清洗，因为
是在刀柄的边际来开启刀刃。可
以用一只手来开关刀刃，很巧妙
也很实用，而紧密的内装锁定功
能令人感觉安全。水滴尖形状的
刀刃用防锈特殊钢(VG10)制造，
因而能够长久保持锋利。还有几
款豪华型，刀刃用粉末粉末钢
(3G)制造，刀柄用cocobolo黄檀
木、海蓝色或赭色的光滑牛骨制
造，而牛骨取自高原自由漫游的
黄牛。每把折刀都配有一个黑色
Cordura尼龙鞘，可以佩戴在皮
带上。

有些国家不许在公共场所携带可
以快速打开的折刀，即刀刃上
有一个小孔或者小突起物的折
刀。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提供型
号P和型号P3G，刀刃上有经典
式指甲槽，型号标记中标有字
母“n”。 

保养
折刀含有几个活动部件，当然绝
不会像直刀一样强劲。折刀是一
种精确器具，应当获得尊敬和爱
护。受到粗暴使用的折刀，刀刃
会扭曲，锁不牢，那就不包括在
保用范围之内了。一把现代折刀
应当定期用温水和洗涤剂清晰。
要尽量避开油脂，因为现代的刀
具都具有自我润滑的轴承。油脂
之类的物质会沾染尘垢，增加而
不是减少磨损。磨利刀具宜用细
钻石磨刀石，此外还可以使用陶
瓷磨刀石来获得最终的刀片锋利
度，参见产品DC3和DC4。

产品规格           P    P3G      U1    U2
折叠后长度(毫米)      103            86
刃长(毫米)            77             64
刃厚(毫米)             3            2.5
重量(克)            73   72        73    42
钢材           VG10, 3G,     3G,Lam.SGPS
硬度(HRC)            59,  62,     62,   62



PXL – 高强度刀

产品规格            PXL
全长(毫米)          199
折叠长度(毫米)      111
刃长(毫米)           88
刃厚(毫米)          3.5
钢材             3G
硬度(HRC)            62
重量(克)    176 (6.2盎司)
锁定机构          内装锁

大型而时兴
PXL是一种较大型的时兴折刀，
供日常使用(又称EDC – Every 
Day Carry, 每天携带型)。 可
调节式防锈刀刃用粉末粉末钢3G
制造，可以长久保持锋利。刀柄
用不锈钢制造，饰以各种胶木，
将来还会采用其他材料。刀刃锁
定机构属内装锁，便于一只手开
关折刀。PXL配有一个可拆下来
的强劲夹子，便于快速而舒适地
取用折刀。须知这种折刀安装精
确，异常锋利，应当小心使用。
有些国家不许在公共场所携带可
以快速打开的折刀，即刀刃上有
一个小孔或者小突起物的折刀。
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提供PXL，
刀刃上有经典式指甲槽，型号标
记中标有字母“n”。

保养
折刀含有几个活动部件，当然绝
不会像直刀一样强劲。受到粗暴
使用的折刀，刀刃会扭曲，那就
不包括在保用范围之内了。
一把现代折刀应当定期用温水和
洗涤剂清晰。要尽量避开油脂，
因为现代的刀具都具有自我润滑
的轴承。油脂之类的物质会沾染
尘垢，增加而不是减少磨损。
磨利刀具宜用细钻石磨刀石，此
外可以使用陶瓷磨刀石来获得最
终的刀片锋利度，参见产品DC3
和DC4磨刀石。

保 用 
我们提供两年的保用期，涵盖制
造方面的缺陷，即在制造过程中
出现、但是在开始使用刀具时才
发现的缺陷。正常使用中的刀具
才能获得保用，错误使用的刀具
不在保用范围之内。



Northern Light

产品规格      NL1    NL2    NL3    NL4    NL5    NL5cx
全长(毫米)    385    323    268    244       215
刃长(毫米)    250    200    150    130       100
刃厚(毫米)      7    6.5      6      5         5
外形                  凸形
柄芯                       贯穿
重量(刀)     520克  380克  280克  190克      180克   
钢材                Lam. VG10
硬度                     59 HRC
刀柄材料                 革及铝               镍银
护手                     不锈钢               镍银

NL1 Tor (雷神)
雷神大型高档博依(Bowie)刀，
外形挺拔庞大，线条明快流畅。
雷神是北欧神话里身体最强壮，
武力最强大的人物。庞大的雷神
刀刃采用三枚式制作，强筋而锋
利，令人望而生畏。通体式龙骨
结构，可以承受很大的强度。压
缩牛皮的手柄把握舒适，使再大
的力气劈砍也不震手。它是可靠
的“朋友”，和它在一起就会想
到英勇无畏的勇士。

NL2 Oden (战神)
Oden战神是北欧神话中级别最高
的神，是英灵神殿的主人，传
说是人类和众神的祖先，也是武
力最强大的神，但是他也拥有着
高超的智慧。这个名字已经说明
了产品本身的意义，运用同样的
材料和工艺，可以承受很大的强
度。具有劈砍和切割等优秀的综
合能力。

NL3 Njord (海神)
Njord是北欧神话中掌管大海和
海岸之神，还管理所有的渔夫
和海员。它是Vanir神族的首
领。NL3具有适中的尺寸，良好
的配重比例，是综合性能很好的
博依刀，北极光系列中销售最好
的产品之一。

NL4 Frej (豐饒之神)
东西方人民都对生活有着美好的
向往，从这些神话故事中就可以
看出。弗雷在神话中主司丰收、
生殖和愛情，还掌管精灵、妖
怪、魔法矮人。拥有此刀就会发
现它的良好品质，而优异、美好
的寓意也会带来好运道。 

NL5 Idun (青春女神)
它是北极光系列中最小的一个型
号，重心靠近手柄，十分易于操
持，是结合了猎人的丰富狩猎经
验制作出来的。传说Idun是永恒
青春的象征，掌管不老村中的苹
果树，吃了树上结的苹果可以长
生不老。

NL5cx IDUN
我们很乐意在这里介绍世上最
先进的狩猎刀 – Mod. NL5cx 
Idun，刀刃用 Cowry X 大马士
革钢制造。这恐怕是世界上各个
范畴里最好的锋钢了，刀刃则属
于世上最高档次之列。刀锋含有
粉末钢，具有以下极端含量：
碳3%，铬20%，钼1%，钒0.3%和
铁高达100%。其硬度不低于 64 
HRC！ 两侧含有防锈120层大马
士革钢，刀锋含有粉末钢。我们
制造的刀刃美观而坚硬，绝对属
于世界级别。装饰件是纯镍银
的，刀柄的其余部分用层叠皮革
制成。这种狩猎刀的生产量有
限，所以有时会供不应求。此刀
是出色的通用刀，但恐怕大多数
顾客是把它当作收藏品来购买
的。



狩猎刀

产品规格          WM1   WM1/3G    H1   H1/3G
全长(毫米)    175            210
刃长(毫米)     71            100
刃厚(毫米)              3.5             5
外形                      凸形
柄芯                           宽式
重量(刀)              70g克          180克
钢材               VG10    3G   Lam.VG10  3G
硬度(HRC)            59     62       59    62
刀柄材料         Thermorun橡胶   Thermorun橡胶
刀鞘           Zytel尼龙       Zytel尼龙

WM1 – 小宠儿！(通用项链
刀)
在大多数情况下，7厘米长的
刀刃，特别是如果有3毫米
厚，已作凸磨，又坚硬又锋
利，那么用来打猎已经足足
有余。起初，我们认为WM1
可能成为小猎物狩猎者的特
殊刀，不料许多其他顾客也
对此型号感兴趣。后来，我
们又提供一个塑料刀鞘，以
便把狩猎刀挂在脖子上或者
放在任何口袋里携带，结果
大获成功！登山的人、划独
木舟的人、骑登山车的人、
远足的人 – 大家都翻然醒
悟，把狩猎刀挂在脖子上携
带确实是一个巧妙办法，明
显易见，伸手可及。刀鞘也
可以很方便地挂在皮带上。
这种便携式狩猎刀的刀刃用
粉末粉末钢WM1/3G制造，所
以具有更加持久保持锋利的
性能。

H1 – 经典优秀的狩猎刀
这种狩猎刀用高科技材料制
造，但其设计却来自斯堪的
纳维亚北部的古典制刀传
统。刀刃的剥皮曲线，加上
形状优美的尖端，使这把狩
猎刀成为大型猎物猎人的美
梦 – 世上最好的狩猎刀之
一。刀背整整5毫米厚，但
刀锋削木时仍然足够锋利及
平稳，因为刀刃呈凸形。饱
满的刀柄用具有格状纹路的
Thermorun橡胶制作，把握安
稳舒适。这种刀没有护手，
所以 Mod. H1 之类的高档
刀更适合老练的猎手或伐木
工使用。出于卫生方面的考
虑，这种极品刀只与Zytel尼
龙鞘一起交货。猎人多半喜
欢长期保持锋利的狩猎刀，
那就可以选用H1，因为这种
刀是用粉末粉末钢制造的，
而型号H1/3G公认为无懈可击
的刀型！



Mod. F1 – 令我们骄傲的产
品
花了8年时间研制一把刀，
听起来似乎太久。原因是我
们需要足够的时间来不停的
试验和不断的改进，听取飞
行员对刀具的各种要求，结
合各种环境下使用的经验，
经过多次的使用测试，最终
开发出这款令我们骄傲的产
品。它是最先进、最实用、
最可靠的生存刀具，是每一
架JAS-39“鹰狮”全天候战
斗机飞行员最忠实的朋友！

F1 家族
由于一直热销，很多顾客想
拥有不同版本的F1。为了满
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我们
开发了一系列产品，使用不
同的钢材，具有不同的手
柄，由经验丰富的匠人手工
制作，每一把刀都注入他们
的心血。如果要选用高档产
品，不妨在这个家族中查
找。

F1/3G
多年之前，我们开始开发如
今已经出名的三冕牌小刀系
列，当时我们试用了一种全
新的钢材，即无人知晓的粉
末层压烧结钢。我们自己的
实验结果很好，但是为了稳
当起见，我们还想在开放的
市场上也测试一下这种钢
材。于是，我们用这种3G钢
制造了110把F1小刀，随后行
销全世界。反映居然是肯定
的，这样我们才能开始生产
最高档次的小刀系列。

全球限量版本
为了回馈消费者的厚爱，在
25年庆典之际，我们准备在
2009年夏天推出限量的版
本。全球发行1000把，使用
专利3G钢材手工制作，高级
镜面抛光，带有独特的皇冠
标志，每一把刀都有独立的
编号。                                      

产品规格     F1M      F1      F1/3G
全长(毫米)    210      210      210
刃长(毫米)    100       97       97
刃厚(毫米)              4.5
外形             凸形
柄芯           全      宽        宽
重量(刀)     200克    150克    150克
钢材            Lam.VG10         3G
硬度(HRC       59      59        62
刀柄材料      胶木     Thermorun橡胶
刀鞘          皮革，   皮革或Zytel尼龙

狩猎刀和生存刀



Mod. S1 – 丛林刀

产品规格                 S1
全长(毫米)            247毫米
刃长(毫米)           130毫米
刃厚(毫米)             5毫米
外形                    凸形
柄芯                    贯穿
重量(刀)               190克
钢材               Lam. VG10
硬度                  59 HRC
刀柄材料                 Thermorun
橡胶         皮革，Zytel尼龙

制作自己的刀具！ 激光雕刻

世界级别的刀刃
现在可以根据我们最受欢迎的任
意一个型号来个制作本人自己的
版本。由于刀刃的柄芯依从原
来型号的刀柄轮廓，所以刀刃
特别坚韧稳固。刀刃和护手已经
完工，你只需寻找几块漂亮的木
片(或者鹿角、牛骨或者别的什
么好看材料，尽量发挥自己的想
象力!)，买几个已经攻丝的铆钉
和一小段管子(制刀厂和配件店
里有卖)，就可以动手了！如果
不想自己制作刀鞘，可以买现成
的，但要保证能够匹配才行，
这就要求刀柄与原件的形状一
致。制作自己的小刀其乐无穷，
何况刀锋是用世上最好的锋钢 
(VG10, Lam.VG10) 制成，保证
可以制成自己出色而有用的小
刀，而且兼备个人特色。

礼物变得更宝贵
礼物或馈赠品上面刻了标
志、文字或姓名，价值就会
陡增。我们购置了欧洲最现
代化的纤维激光机之一，可
以迅速而方便地把顾客的刀
具个人化，价格也极其合
理。雕刻在本公司就地进
行，所以不必另交运费，而
且为了降低单价对大批量的
要求也相应减少。 

价格低廉
现在可以廉价把姓名刻在单
把刀上。这种新式激光雕刻
非常有益于环保 – 没有废
水废气排放出来，能源消耗
也极少。激光雕刻出来的图
文很清晰细腻，所以即使是
复杂的标志图案也能够清楚
显现出来。欲知价格和交货
时间，请访问我们的网址，
或者打电话来查问。

Mod. S1
S1是为户外活动爱好者而设
计的，具有较轻的重量及合
理的重心比例，无论是丛林
漫步、山野远足、捕鱼打
猎、甚至劈砍杂木、清除营
地，它都是必不可少的伙
伴。刃部中间使用VG10高级
不锈钢，两侧使用韧性很好
的420J2不锈钢，通体龙骨外
加三枚式结构，可以承受很
大的强度。这是本行业中第
一把凸磨而且防锈能力超强
的户外用刀。



救生刀 杰出的军用刀

产品规格        A1             A2
全长(毫米)     280             325
刃长(毫米)     160             202
刃厚(毫米)             6           
外形                  凸形  
柄芯                 宽式
重量(刀)      310克          370克   
钢材                Lam.VG10  
硬度                 59 HRC   
刀柄材料         Kraton®聚合物   
刀鞘        Zytel尼龙，        皮革

产品规格          G1       MC1
全长(毫米)       190       360
刃长(毫米)        90       237
刃厚(毫米)       4.5        6
重量(刀)        100克     360克
钢材                 VG10
硬度                  59 HRC
刀柄材料 Thermorun橡，Kraton®聚合物 
涂料               CC 8H       -
刀鞘             Zytel尼龙

A2 – 强大的丛林生存刀
经验老到的户外活动爱好者有这
样一句话：离大路越远，就越需
要一把更大的刀。置身于山林旷
野、原离人群和帮助的时候，最
需要的就是A2这样的“忠实朋
友”。运用的同样的材料、同样
的结构、同样的工艺，不同的是
外形尺寸、合理的配重和设计。
这种尺寸非常适合劈砍。可以用
来披荆斩棘、砍伐树木、刨地
挖坑搭建帐篷、开山劈石打通道
路。显然，它的表现绝对不会令
人失望。

A1 – 军方的宠儿
这种生存刀颇受军方的宠爱，因
为它合乎军用刀具的要求。简
洁：除去多余的累赘，没有刺刀
的那种笨拙。实用：博依刀形适
合各种用途，劈砍、切割、穿刺
都适宜。可靠：三枚式夹钢，通
体龙骨，可承受各种强度的工
作。当然，在户外丛林中，它也
是很不错的选择。除了瑞典之
外，在很多别的国家军队中也都
能看到它的身影。

Mod. MC1 -  现代排障刀
开发 Mod. MC1 是由于一个
北约组织国家提出正式要求
而开始的。我们接到请求后
开始设计和研制，经过多次
定型和测试，还与军队用户
交流经验。2002年此刀开始
执行正式使命，工程兵用它
来排除地雷。这是一把双刃
的刀具，具有笔直的中脊，
对称的刀刃，极快的锋线。
由于是双刃且中心靠后，这
也是一把良好的格斗刀。

Mod. G1 – 紧凑型格斗刀
G1具有小巧亮丽的造型，但
是有一个凶恶的外号 – ”
地狱守卫犬”。这个外号同
样来自北欧的神话故事。这
是全用VG10打造的双刃匕
首。刀身带有黑色的战术涂
层，可以避免反光和防止腐
蚀。尺寸小巧，使用灵活，
隐蔽性很强。防滑的手柄材
料，重心正好在手中，适合
格斗。刀鞘设计很合理，可
以挂在脖子上，也可以悬挂
于腰间。



产品规格     F2     F3     F4
全长(毫米)  110    130    150
刃长(毫米)         2.5
刀刃外形          凸形
柄芯              宽式
钢材            Lam.VG10
硬度             59 HRC
刀柄材料      Thermorun橡胶
刀鞘          Zytel尼龙

专业刀具：鱼刀/屠宰刀 厨刀

产品规格        K1           K2
全长(毫米)      330          305
刃长(毫米)     200          175
刀刃外形        46           47
柄芯                  宽式
钢材                Lam.VG10
硬度                 59 HRC
刀柄材料         Thermorun橡胶

新的质量概念
这些都是高质量的现代专业刀
具，生产的宗旨是：专业、实
用、美观。我们选用了一种很好
的高速钢(锋钢)，虽然价格略
高，但是产品非常锋利而且有很
强的耐磨性。廉价的刀子虽然便
宜，但使用不了多久，而我们的
刀具，或许可以使用一辈子。在
厨房里、在肉制品加工厂或者猎
场，都有我们产品的用武之地。

Mod. F2 专业鱼刀
这是一把非常好的鱼刀，设计合
理，美观耐用。较窄的刀刃可以
用来轻松剔骨、去皮、开膛、清
理内脏。由于刀刃窄而短，易于
操作，也适合切割薄片和小块，
甚至可以用于简单的雕刻，所以
也很受厨师的喜爱。

Mod. F3
我认为这是完美的屠宰刀和剥皮
刀！刀刃形状最适于给大一点的
野物剥皮，然后分割肢体，最后
挂起来 。刀锋可以做薄一些而
不致影响强度，所以刀锋切割极
厚的兽皮也轻而易举，不过要留
神，千万不要把自己割伤。   
                                                                                                                               
Mod. F4
切割大块兽肉宜用长一点的刀
刃，这样切割均匀一些，整齐一
些。我甚至尝试过用这种刀来切
鱼片，利索极了 – 狭窄而坚实
的刀刃将八公斤重的鲑鱼从头一
直切到尾，精确无误。                                                             

K1 and K2 – 高档厨刀：锐利、
轻巧、耐用！
专为厨房设计，是最优秀的厨
刀。造型按照人体工程学设计，
手感舒适，切割省力。重量轻，
使用轻巧灵便。我们使用烧压式
三枚结构来制造这些厨刀，高档
的材料，高超的工艺，装上防滑
的手柄，整体相得益彰。如果想
成为制造美味食品的专家，那就
应该选择这些厨刀，尤其对于镍
金属过敏者，这是不二之选。

厨房里的两个宠儿 – 绝对世界
一流水准，媲美世界任何顶级品
牌

Mod. K1 是一把经典厨刀，刀锋
可以作双向切割。操持这把特别
轻便而又稳固的刀具实为一大快
事 – 切割毫不费劲，好像人手
得到延长一样。我们热诚推荐此
刀！
Mod. K2 是现代厨房不可或缺的
刀具！切成薄片细块的新鲜蔬菜
不仅有益于健康，还赏心悦目，
美味可口。只有设计完美的日本
三德牌(Santoku)刀具才能达到这
样的水平。



磨刀石

促销

钻石磨刀石/陶瓷磨刀石
用钻石和陶瓷制作的组合磨刀石可
以进行各种打磨。磨刀石DC3和DC4
由一个细钻石磨刀石(25微米)和一
个很特殊的、用合成蓝宝石制成的
陶瓷磨刀石构成。这些材料的优点
是，虽然会慢慢磨损，形状却保留
平坦，不会变形。这是磨刀石难能
可贵的优点。钻石/陶瓷是我们所知
最坚硬的材料，所以这些磨刀石可
以打磨各种钢材。打磨时也不必使
用水或油，只要事后用一点温水和
洗涤剂来清洗就行了。开始时磨刀
石可能略显粗糙，但使用一段时间
之后就会变得细腻得多。随送一个
皮套子。

D3和D4
用钻石磨刀石打磨的刀锋多半已经
足够锋利，很少有必要打磨得像刀
片那样锋利。因此，用钻石磨刀石
磨出来的细微锯齿形刀锋比刀片式
的细腻刀锋更加锐利。由于这个原                                                                                                                                                
                                 因，
我们也提供几种磨刀石，表面仅由
工业钻石构成，覆盖了一层氮化钛
铝 (TAN)。随送一个褐色皮套子。                                                             

D3t和D4t
与上述磨刀石相同，但没有皮套
子，只有双面粘胶的胶带，可以把
磨刀石贴在任何地方，例如贴在我
们的Zytel尼龙鞘上面。胶带(VHB 
5925F)十分有力，粘上去再过一个
昼夜之后会坚如磐石。在大小方
面，D3t适合F1, H1和S1的塑料鞘，
而D4t适合A1的塑料鞘。  
   

钻石磨刀棒D12
厨刀很快就需要打磨，所以经常使
用我们的钻石磨刀石D12是大有好处
的。这个椭圆形磨刀棒上覆盖有细
小钻石， 所以即使刀具是用坚硬的
不锈钢制造，也可以很快把刀锋磨
利。为了延长使用寿命，磨刀棒上
覆盖了一层氮化钛铝，这是一种极
其坚硬的高级材料，只用于特别高
档的产品上。钻石磨刀棒主要用来
恢复刀锋的楔形，而在某些场合磨
刀棒造成的细微锯齿可以把新鲜面
包等切割得极好。

陶瓷磨刀棒C12
厨刀偶尔变钝时，常常可以用陶瓷
磨刀棒来打磨。这种全新的陶瓷磨
刀棒用真正的陶瓷制作，整个磨刀
棒上均有细槽，可以把刀锋磨光，
除去粗糙的部分，长久保持锋利。
所以，要想操持真正锋利的刀具就
最好把钻石磨刀棒与陶瓷磨刀棒结
合起来使用。陶瓷棒是不会磨损
的，但经不起折弯或者掉在地上。

怎样使刀具变锋利？
使刀具变锋利最好的办法是使用一
块平整细腻的钻石磨刀石，如D3, 
D4, DC3或DC4。技巧很简单：试图从
磨刀石上切一个薄片下来！这当然
是不可能的啦，但要陡然保持正确
的角度，作正确的往复运动。最后
用陶瓷磨刀石来打磨刀锋。不必用
油或水。怎样才看得出来磨刀石磨
着正确的地方呢？简单得很：用一
枝标示笔在刀锋上作彩色标记，磨
刀的时候就能够看到刀锋的什么地
方接触到磨刀石。

凸磨刀锋
我们的直刀有些是有凸磨刀锋的，
许多人不知道如何打磨这样的刀
锋。其实比人们想象的简单得多 – 
关键是要使用一块平整细腻的钻石
磨刀石，用手来打磨。刀锋要尽量
薄一点，因为薄刀锋比厚刀锋切得
省力一些。薄刀锋仍然坚韧，因为
我们一贯使用特殊钢和粉末钢来制
刀。如果徒手无法保持稳定的刀锋
角度，可以用自动机构来形成凸磨
刀锋，我们认为这样可以获得锋利
度和强度的最佳结合。

磨刀服务
刀锋经常使用了几年之后就会变
厚，那就又该打磨刀刃了，即让刀
锋变薄，以便继续用磨刀石或磨刀
棒来打磨刀具。如果没有机器或技
巧来自己动手做，应当把刀具寄给
我们重新打磨。我们可以就地把刀
具基本上打磨成原来的形状和光
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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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ällkniven公司简介
我公司纯属家族企业，深深地植根于瑞
典北博藤省(Norrbotten)的土壤。瑞典
的森林覆盖率占国土总面积的80%，三面
环海，林业及渔业是瑞典人的基本产业，
我们有着几十年的打猎、捕鱼、野营、探
险的经验。根据实际经验我们知道什么样
的刀具最为好用。我们的公司创始于1084
年，如今我们已是世界知名的刀厂，生产
全球知名的品牌。

刀鞘
我们一直特别注意制造功能出色的刀鞘，
因为刀具要靠刀鞘来随身携带。我们独家
为每种型号提供几种不同的刀鞘。可以选
择缝制精良的美观皮革鞘或者全天候注射
模塑的超级坚硬Zytel尼龙鞘。皮革鞘上
不可涂油脂，只能擦鞋油或者上蜡等等，
起防水的作用。

设计的哲学
每一把刀都是多年辛苦工作和测试的结
果。除了我们自己的测试之外，我们还请
吕勒奥(Luleå)理工大学测试我们刀具的
抗断强度，请参看我们的网址。       所
以，我们的刀具十分可靠，经得起极端情
况的考验。世界上唯有我公司清一色运用
高级特种钢，以保证刀具的极高质量。

防锈特种钢
VG10是昂贵而难以加工的钢种，但如果硬
化和淬火得当的话，可以制成坚韧的刀
刃，而且几乎永不生锈。如今我们差不多
完全使用压烧刀刃，因为这种刀刃比一般
的刀刃坚固大约20%。我们的刀刃表面有
一层420J2，刀锋用VG10钢制作，所以非
常坚韧，还可以长期保持锋利。

大马士革钢
炼制大马士革钢的艺术已有一千多年的
历史。我们把多层不同种类的钢材锻造
在一起，就制成美观坚韧的刀刃。在高
档直刀NL5cx的刀锋表面，我们加了一层
粉末粉末钢(Cowry X)，使其锋利无比，
美不胜收。

粉末钢
我们在压烧粉末钢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虽然粉末钢昂贵而难以加工，我们仍然
相信将来的高质量刀具必然具备粉末钢
的刀锋，因为没有任何其他钢材能够像
这种钢材一样长久保持锋利。我们超过
半数的产品含有粉末钢，这个比例将来
还会增加。

黑色刀刃
黑色特氟龙(Teflon)涂层保护刀刃不受
腐蚀性物质侵蚀，防止不必要的反光。
我们的新 Ceracoat 8H 涂层异常牢固，
但是不可能在完全光滑的不锈钢表面上
长期保持黑色涂层，所以不可指望涂层
经得起粗暴滥用。在盐水环境里，最好
使用这种具有黑色表面的刀具。

刀柄材料
刀具把握是否舒适安稳取决于刀柄的形
状、硬度和材料。在耐磨性以及对化学
品和紫外线的敏感性等参数方面我们都
对刀具作了最佳适应，以确保刀具可以
安全使用许多年。

保用期
我们提供两年保用期，保用范围包括材
料缺陷和制造缺陷，即制造时产生的缺
陷、直到刀具启用时才发现的缺陷。所
谓缺陷，一般是指在半年之内发现的，
而不是几年之后才发现的。我们负责修
理或换新。保用期不适用于错误使用的
刀具 – 刀具是一种精密切割器具，不可
用来当杠杆用力撬动。血液、盐水或其
他腐蚀性物质引起的着色不在保用范围
之内，刀尖折断也不在保用范围之内。
刀鞘的缺陷如果是在制造过程中产生
的，可以替换新的刀鞘。

保养须知 – 直刀
保养刀具最简单的办法是保持清洁和干
燥。用清水和一点洗涤剂清洗，事后一
定要让刀具彻底晾干。刀刃上不必涂油
脂，但木柄上擦一点木油或亚麻子油可
以获得更深沉、更美丽的光泽。皮革鞘
并不需要保养，但涂一点硅基鞋油或蜡
可以增强表面的防水性能。不要涂搽油
脂，免得皮革变软。

保养须知 – 折刀
当然，折刀活动部件多一些，所以不如
直刀扎实。粗暴使用折刀必然导致刀刃
松弛，刀刃锁定机构变得不可靠。这样
的情形不在保用范围之内。时新的折刀
应当用清水和一点洗涤剂来清洗。要尽
量避开油脂，因为现代的刀具都具有自
我润滑的轴承。油脂之类的物质会沾染
尘垢，增加而不是减少磨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