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冰雪 (KODE) 42 
冰雪 (Kode) 42 是一款专业、高科技野外滑
雪背包，专为滑雪／滑雪登山、遍游各小
屋及滑雪巡逻而设计。

独有特点 
• 两个顶部置入和背板连通主隔层
• 顶部置入和双隔层顶袋特有整合式安全 
 帽携带系统、雪镜袋和带盖拉链口袋
• 带盖绳索背负系统

主要布料
• 420 HD 高密尼龙
• 420D 六角格尼龙

尺寸 容量 重量
小／中  2319 立方英寸 / 38 升 3 磅 8 盎司 / 1.59  公斤
中／大  2563 立方英寸 / 42 升 3 磅 11 盎司 / 1.67  公斤

冰雪 (KODE) 32  
冰雪 (Kode) 32 是一款专业、高科技野外滑雪
背包，专为遨游偏远区而设计。

独有特点 
• 上方拉链雪镜／斜袋采用热压凸纹、 
 防刮涂层
• 可收起的安全帽携带系统

主要布料
• 420 HD 高密尼龙
• 420D 六角格尼龙

尺寸 容量 重量
小／中  1770 立方英寸 / 29 升 3 磅 0 盎司 / 1.36  公斤
中／大  1953 立方英寸 / 32 升 3 磅 3 盎司 / 1.43  公斤

冰雪 (KODE) 22  
冰雪 (Kode) 22 是一款专业、高科技野外滑雪
背包，专为遨游偏远区和田园乡村而设计。

独有特点 
• 上方拉链雪镜／斜袋采用热压凸纹、 
 防刮涂层
• 可收起的安全帽携带系统

主要布料
• 420 HD 高密尼龙
• 420D 六角格尼龙

尺寸 容量 重量
小／中  1220 立方英寸 / 20 升 2 磅 12 盎司 / 1.25  公斤
中／大  1343 立方英寸 / 22 升 2 磅 14 盎司 / 1.31  公斤

冰雪 (Kode) 系列
使用手册
恭喜您购买 Osprey 冰雪 (Kode) 系列背包。我们注
重细节，追求完美，为您呈献真正全功能的背
包，而且我们希望确保您完全了解并充分使用您
的新款 Osprey 背包。本手册将为您的背包提供从
基础开始的完整产品介绍。 

WWW.OSPREYPACKS.COM

共有特点

避震结构
冰雪 (Kode) 系列避震系统由 HDPE 
背板、LightWire™ 外部合金框（仅
限 42、32）和热塑造型 SnowShed™ 
背板组成，可实现无以伦比的承
载能力及性能。

背带
每一款冰雪 (Kode) 系列背包均配
备固定式 EVA 发泡填充背带，特
有带求生哨带扣的可调节胸带
以及隔离水袋。

ErgoPull™ 腰带
每一款冰雪 (Kode) 系列背包均配
备固定式、EVA 发泡填充腰带和
圆边、大拉链口袋，以及经改良
的笔直 ErgoPull™ 闭合系统。在操
作 ErgoPull™ 时，应将织带足够放
松，以便您能连结中央扣。然后
握住任一侧织带的松头，同时双
手均匀用力拉紧并使其交叉。 

背板干燥袋取装
两个拉链背板连通主干燥隔层，
可在背负滑雪鞋或滑雪板时存取
装备和水袋 — 并可在取装时防
止背板、背带和腰带碰到雪。
从内部来看，您将看到可存放
干燥装备的宽敞空间、拉链水
袋隔层以及附有内置钥匙扣的拉
链网袋。

冰雪 (Kode) 32
冰雪 (Kode) 22

冰雪 (Kode) 42

更新日期：2013 年 07 月 01 日使用回收纸印刷

OSPREY ADDONS™

定制 Osprey 全套附件 (AddOns™)，保护您的
背包。欲了解全套产品，请访问您当地
的 Osprey 零售商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ospreypacks.com。

背包保养
Osprey 推荐使用 Nikwax® 产品护理背包。 
欲查看清洁背包的完整说明，请访问：   
www.ospreypacks.com/PackTech/PackCare

哪怕常年使用，您的背包也极为经久耐用。但
一些基本步骤将确保您的背包保持最佳状态。

• 每次旅行后，确保彻底清理背包。

• 如果背包弄湿，悬挂晾干。

• 解开所有背带。

• 时常清洗背包。（不得将配备我们 High Road™ 有轮底盘的旅 
 行包浸入水中。）

打包
正确打包能够 使用背包时的最佳舒适度。 
欲了解完整信息，请访问：确保  
www.ospreypacks.com/PackTech/ 
HowToPackYourPack

保证
Osprey 的背包采用耐久性设计，使用寿命长，而且无论您如何
重负荷地使用，我们都提供最好的保证。有关详情，请访问  
www.ospreypacks.com。 

有疑问吗？
请与 Osprey 客户服务部联系。真切的客户服务。请转到 
www.ospreypacks.com 的客户服务选项卡。

OSPREY PACKS, INC.
115 PROGRESS CIRCLE
CORTEZ, CO 81321 USA
+1 866 284 7830

重 轻



冰雪 (KODE) 42

冰雪 (Kode) 42: 双顶部置入／背
板取装
在冰雪 (Kode) 42 顶袋的下侧，您将看
到可作为背包绳索装载系统的尼龙织
带。A) 只需将盘好的绳索放在尼龙织
带下方，并使用滑扣拉紧。B) 经由顶
袋束带重新扣上顶袋，并将绳索固定
在顶袋和主包体之间。

冰雪 (Kode) 42: 顶袋
在冰雪 (Kode) 42 采用双隔层拉链顶
袋，特有整合式安全帽装载系统、防
划雪镜袋和带盖拉链口袋，以最大化
收纳和取用效率。

冰雪 (KODE) 32 和 22

冰雪 Kode 32 和 22:  顶部暗袋 顶部
拉链暗袋采用热压凸纹、防划涂
层，是存放雪镜和其他小件物品的
理想位置。

冰雪 Kode 32 和 22: 可收起安全帽
装载
冰雪 (Kode) 32 配备可收起安全帽装
载系统。使用方法：A) 松开有安全帽
装载盖的顶部斜隔层并从口袋中伸
出。B)  找到背包顶部的安全帽图标，
并按下安全帽下颏带。C) 将安全帽盖
拉到安全帽上，并将两个公扣扣入位
于背包顶部负重提举带对面的两个
母扣。颠倒步骤，可卸下。

Hydraulics™  贮液器
在您的背包里装进 Osprey Hydraulics™  
2 升或 3 升水袋贮液器，稳定、高效、
持续提供用水。如需更多信息，请访
问您当地的 Osprey 零售商或访问 www.
ospreypac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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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有特点说明

A  

B  

铝合金框架滑雪鞋装载
铝合金框架滑雪鞋装载系统包括附
有凸轮锁扣的上部滑雪鞋装载袋，
以及下部加固滑雪鞋装载绳环。使
用方法：A) 将滑雪鞋尾部滑过下部滑
雪鞋绳环且尖头朝上，B) 将上部滑
雪鞋装载带夹在滑雪鞋固定器上并
重新扣上带扣，拉紧装载带并用凸
轮锁将带扣锁在指定位置以稳定地
背负滑雪鞋。颠倒步骤，可卸下。

滑雪鞋斜向装载
利用底部前板织物的一侧，并固定
顶部前板织物的另一侧可斜向装载
滑雪鞋。使用方法：A) 通过滑扣松
开下部织物，将滑雪鞋尾部滑入装
载带加固区域的下方，并重新拉紧
装载带。B) 通过防护编制绳环下方
的实用手套扣松开顶部装载带，并
将滑雪鞋的上部放在另一条装载带
的加固区域下方，然后重新连接带
扣。C) 使用背包一侧凸轮锁滑扣和
织物（铝合金框架装载装置），将
滑雪鞋扣紧在指定位置以稳定地背
负。颠倒步骤，可卸下 。

垂直前板滑雪板装载
冰雪 (Kode) 系列背包的加固编织前
板上有两个上部和下部加固带翼，可
确保牢固地垂直背负滑雪板。使用方
法：A) 通过滑扣完全解开下部织带，
将滑雪板固定器朝上放入后部固定器
下方位置，并拉紧将其固定就位。 
B) 通过防护编制绳环下方的实用手
套扣松开顶部装载带，并将滑雪板的
上部放入另一条装载带的加固区域
下方，然后重新连接带扣，将穿过滑
雪板的装载带拉紧，并使用凸轮锁
滑扣（铝合金框架滑雪鞋装载装置）
拉紧以确保稳定背负。颠倒步骤，可
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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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背板滑雪板装载
使用加固腰带侧翼，通过背包背板快
速水平装载滑雪板。使用方法：A) 将
背包背板放在地上，并将滑雪板底部
朝上水平穿过背板背板，使用固定器
将滑雪板固定在背包两侧的加固腰带
侧翼上。B) 将滑雪板和背包放在您的
背上，拉紧腰带和背带，将滑雪板水平
固定在背包和您的后背之间。颠倒步
骤，可卸下。

背板干燥袋取装
两个拉链背板连通主干燥隔层，可在
背负滑雪鞋或滑雪板时存取装备和
水袋 — 并可在取装时防止背板、背
带和腰带碰到雪。从内部来看，您将
看到可存放干燥装备的宽敞空间、拉
链水袋隔层以及附有内置钥匙扣的拉
链网袋。

水袋
内部拉链背板水袋隔层和贮液器挂架
及全隔离双拉链背带槽可让您从容不
迫地饮水并可防止结冰。A) 将贮液器
滑入拉链隔层，必要时可利用贮液器
挂架，B) 将水袋吸管穿过右背带以便
在行走时饮水。

前板安全套件取装
通过伸长的 J 形拉链和前板上的超大
开孔可快速取装包括雪铲手柄、探测
工具和外壳防护套在内的防雪崩安全
装备。如果背包上装有安全帽、滑雪
鞋或滑雪板，使用第三个拉链头可快
速取用。

腰带口袋
当存放和取用常用的小件物品时，两
个铰接拉链腰带口袋允许进行单手
操作。

冰镐装载
背包底部的冰镐环可配合上部滑雪
鞋装载环使用，以确保稳定和安全地
背负冰镐。

实用手套扣
使用拇指和食指可快速解开快卸式
实用手套扣，以轻松取用内装物品。

冰雪 (Kode) 42: 带盖绳索装载
在冰雪 (Kode) 42 顶袋的下侧，您将看
到可作为背包绳索装载系统的尼龙
织带。A) 只需将盘好的绳索放在尼龙
织带下方，并使用滑扣拉紧。B) 经由
顶袋束带重新扣上顶袋，并将绳索固
定在顶袋和主包体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