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有特点
High Road™ 底盘
所有 Osprey 有轮旅行包均采用 
Osprey 独家特有的 High Road™ 底
盘。其特别配有 A 符合人体工程学
的带组合通风鳍片的可伸缩拉杆、B 
6061 T6 铝合金框架、C 附有玻璃纤
维基材衬垫和组合底脚／把手的超耐
用轻量复合底座、D 附有密封轴承的
超大高牵引聚氨酯轮盘，以及 E 高地
隙设计。

 
可折叠背包式背负
巅峰 (Meridian)／旅居 (Sojourn) 
High Road™ 底盘上的背负系统可像
背包一样背负，从而令背负更轻松舒
适。A 豪华可调节／可拆卸背带和腰
带附有透气背板，收藏在背包背面拉
链隔层后。若要使用背包，B 可拉开背
包背板拉链并将其卷起来，隐藏在背
包底部空间中。C 从隔层中拉出可拆
卸背带／腰带。D 将腰后腰带底座上
的公扣插入 High Road™ 底盘底座上
的母扣中 — 应听到咔嗒声。若要将背
带／腰带放回隔层中，颠倒步骤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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巅峰  (Meridian)/ 
旅居 (Sojourn) 
系列使用手册

恭喜您购买 Osprey 巅峰 (Meridian) 或旅居 (Sojourn) 
系列可折叠有轮旅行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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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巅峰 (Meridian) 和旅居 (Sojourn) 系列可折叠有轮旅行包特别采
用耐用的轻量 High Road™ 底盘、业内最好的拖轮以及旅行耐用
布料。

实用收纳适用于短时差旅或 数月旅行。

旅居 (Sojourn) 系列

独有特点
• 与 Osprey AddOns™ 日光 (Daylite) 背包 
 兼容
• StraightJacket™ 压缩附有泡沫衬垫侧壁
• 两个前板加强型外部菊花链／挂件点

F12.1VPrinted on recycled content paper

尺寸 容量 重量
28”/75 l* 单一尺寸  4577 cu.in.* / 75 l 9 lb 6 oz / 4,25 kg
外部尺寸 28” (高) X 14” (寬) X 12”(深) / 72 (高) X 35,5 (寬) X 30 cm* 

22”/60 l* 单一尺寸 3661 cu.in.* / 60 l 8 lb 11 oz / 3,93 kg
外部尺寸 22” (高) X 14” (寬) X 9”(深) / 56 (高) X 35,5 (寬) X 23 cm*    

主要布料
•	 420D	背包专用高密尼龙布料
•	 1680D	背包专用弹道尼龙布
 
* 请注意：容积测量包含巅峰 (MERIDIAN) 日用背包。
尺寸测量不含巅峰 (MERIDIAN) 日用背包

尺寸 容量 重量
28”/80 l* 单一尺寸 4882 cu.in. / 80 l 7 lb 14 oz / 3,58 kg
外部尺寸 28” (高) X 14” (寬) X 12”(深) / 72 (高) X 35,5 (寬) X 30 cm 

25”/60 l* 单一尺寸 3661 cu.in.* / 60 l 7 lb 10 oz / 3,46 kg
外部尺寸 25” (高) X 14” (寬) X 12”(深) / 64 (高) X 35,5 (寬) X 30 cm    

主要布料
•	 420D	背包专用高密尼龙布料
•	 1680D	背包专用弹道尼龙布

巔峰 (Meridian) 系列

独有特点
• 飞奔 (Zip) 和 Clip 可拆卸日用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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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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身携带行李箱
巅峰 (Meridian) 22”/60l（不含巅峰 (Meridian) 日用背包）符
合大多数美国航空公司规定的最大随身携带行李尺寸规格。小
窍门：将背包放置于上方行李舱时，宜按大多数美国航空公司
建议，先行放入可伸缩拉杆（而非拖轮）。

保证
Osprey 的背包采用了耐久性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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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背带
背带可进行调整，以贴合不同尺寸的背
板，长度从 16” 到 22” (41cm-56cm) 
不等。若要调整，A 可松开背带顶部的
负重提举带。在内置背板上找到调整
箭头，B 并从网兜背板上的顶端箭头开
始，将手伸到背板后及背带间，把闭合
的钩与环分开。用刺绣标记作为指引，
上下调整背带，然后重新合上钩与环，
固定背带。（附注：网兜背板绷紧后，
其中的双层槽让背板获得更大的调整
范围）

ErgoPull™ 腰带
若要使用 ErgoPull™，充分松开织带，以
便您能连结中央带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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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带／背带拆卸
若要拆卸背包腰带和背带系统，A 可拉
开背板包拉链，解开背带顶端的两个带
扣，将其固定在背包的主体上，如已固
定，B 将腰带腰后区域上的两个带扣连
接到背包底座。C 在网兜背板后找到并
解开将腰带腰后区域紧固到主包体上的
两个红色带扣。D 将手伸到背板后，把
闭合的 钩与环分开，并向上滑动背带／
腰带系统穿过网兜背板中的开口，进行
拆卸。现在，您可用此空间存放附加装
备或脏衣物。颠倒步骤，可重新装上背
带和腰带。

水袋
水瓶／附件袋位于背包
顶部，便于存取，通过机场
安检时可快速取出水瓶 。

后面板
后面板口袋最适合收纳杂志或其他小物
品，让您的装备井然有序，是旅程的最
佳伴侣，而上掀式身份识别袋可让您的  
Osprey 背包在您前行时易于辨认。

面板负载取装／内部结构
双重可锁拉链式面板连通主
隔层。从内部来看，内部结构包括可妥
善收纳衣物并附有布翼的两根内置压
缩带和侧面拉链网袋和收纳布袋，以及
前板拉链网袋。

速递包附件
综合隐藏式速递包附件带可提供快速
且安全的背负感受。

把手
全衬加强型顶部和侧面把手以及底角／
把手可提供多种舒适的背负选择。

随身携带行李箱
除去巅峰 (Meridian) 日用背包后，巅峰 
(Meridian) 22” /60 l 均符合大多数美
国航空公司规定的最大随身携带行李
尺寸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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巅峰 (Meridian)

独有特点
巅峰 (Meridian)：飞奔 (Zip) 和 Clip 可拆
卸日用背包
A 解开将巅峰 (Meridian) 日用背包紧固到
主包体上的三个带扣，并拉动红色拉片，至
完全脱离日用背包。

巔峰 (Meridian) 日用背包
巔峰 (Meridian) 日用背包是一款全功能可
拆卸日用背包，适用于一天的短途履行，是
随身携带的最佳伴侣。
独有特点  
• 隐藏式背带附有可调节胸带和求生哨带扣
• 月牙形拉链顶袋
• 两个弹力编织侧袋
• 拉链面板连通附有有衬笔记本电脑套、有 
 衬电子书阅读器／平版电脑套以及通过端 
 口进入的电子产品口袋的整个内部结构。 
（适合收纳 15.4”／39cm 的笔记本电脑）
• 背板套方便收纳背带／地图／文件
• 巅峰 (Meridian) 拉链和夹子

容量与重量
1220 cu.in / 20 l • 1 lb 6 oz / 0,63 kg

外部尺寸
20” X 12” X 6” • 51 X 31 X 14 cm

旅居 (Sojourn) 独有特点
旅居 (Sojourn) AddOns™ 附件
您可在旅居 (Sojourn) 前板上找到
四个 D 型环，A 用于连接 Osprey 
AddOns™ 日光 (Daylite) 背包。推动滑
块从下方穿过 D 型环，然后用力拉背
带以紧固。调整背带上的张力，可让您
在日光 (Daylite) 后存放附加装备。

StraightJacket™ 压缩 
旅居 (Sojourn) 在 StraightJacket™ 压
缩系统中采用泡沫侧壁。侧壁可紧紧
压缩包内装备，并将重量转移到腰带，
不论负载有多大。当背包装满 2/3 以
上后，压缩带扣住背包前部；对于小装
备，可将背带连接至背板边缘的两个
母口上。 

菊花链挂件 

两个加强型前板外部菊花链／挂件点
可提供附加外部储物空间，适合存放
急用物品。

Osprey AddOns™

定制 Osprey 全系列 AddOns™ 并以此
保护您的背包 。欲了解全套产品，请造
访贵地 Osprey 零售商或访问我们的
网站：www.ospreypac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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