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力 (MOMENTUM) 30
动力 (Momentum) 30 是一款面板置入式专业
日常通勤背包，它具有 30 升的储存容量，
是自行车通勤生活方式的实用解决方案，
同时也是日常城市穿梭的理想背包。

• 两个拉链侧袋和内部网状衬料提供额外 
 的储存选择并可快速存取所需的物品
• 两个可调节侧面上部和下部压缩带提供 
 额外的负载稳定性

主要布料
• 420HD 尼龙
• 330D 小提花尼龙

尺寸 容量 重量
单一尺寸  1953 立方英寸 / 30 升 2 磅 5 盎司 / 1,04  公斤

疾驰 (SPIN) 22
疾驰 (Spin) 22 是一款中等容量、面板置入掀
盖式专业日常通勤背包，它具有 22 升的存储
容量，是自行车通勤生活方式的实用解决方
案，同时也是日常城市穿梭的理想背包。

主要布料
• 420HD 热压凸纹尼龙

尺寸 容量 重量
单一尺寸  1343 立方英寸 / 22 升 2 磅 0 盎司 / 0,92  公斤

放射 (RADIAL) 26
放射 (Radial) 26 是一款豪华、通风透气的专
业日常通勤背包，它具有 26 升的存储容
量，是自行车通勤生活方式的实用解决方
案，同时也是日常城市穿梭的理想背包。

• 两个伸缩编织侧袋提供额外、安全的存储 
 选择，并可快速取用所需物品
• 可拆除尼龙腰带采用经改良的笔直 ErgoPull™ 闭合系统及整合式 
 织带收纳整理系统，以提供稳定、舒适的背负体验

主要布料
• 420D 小提花 
• 420HD 尼龙

尺寸 容量 重量
小／中  1465 立方英寸 / 24 升 2 磅 7 盎司 / 1,11  公斤
中／大   1587 立方英寸 / 26 升 2 磅 9 盎司 / 1,17  公斤

放射 (RADIAL) 34
放射 (Radial) 34 是一款豪华、通风透气的专
业日常通勤背包，它具有 34 升的存储容
量，是自行车通勤生活方式的实用解决方
案，同时也是日常城市穿梭的理想背包。

• 拉链双侧袋特有弹性瓶子松紧扣，可提 
 供额外的存储选择并可快速存取所需的 
 物品
• 侧压缩带有助于增强背负稳定性
• 超宽可拆除尼龙腰带采用经改良的笔直 ErgoPull™ 闭合系统及 
 整合式织带收纳整理系统，以提供稳定、舒适的背负体验

主要布料
• 420D 小提花 
• 420HD 尼龙

尺寸 容量 重量
小／中  1953 立方英寸 / 32 升 2 磅 12 盎司 / 1,25  公斤
中／大   2075 立方英寸 / 34 升 2 磅 14 盎司 / 1,31  公斤

动力 (MOMENTUM) 22
动力 (Momentum) 22 是一款面板置入式专业日
常通勤背包，它具有 22 升的存储容量，是
自行车通勤生活方式的实用解决方案，同时
也是日常城市穿梭的理想背包。

• 两个伸缩网兜侧袋可供额外存储和快速取 
 用所需物品
• 两个可调节下部压缩带提供额外的负载稳 
 定性

主要布料
• 420HD 尼龙
• 330D 小提花尼龙

尺寸 容量 重量
单一尺寸  1343 立方英寸 / 22 升 1 磅 15 盎司 / 0,87  公斤

疾驰 (SPIN) 32
疾驰 (Spin) 32 是一款大容量、面板置入掀
盖式专业日常通勤背包，它具有 32 升的
存储容量，是自行车通勤生活方式的实用
解决方案，同时也是日常城市穿梭的理想
背包。

• 两个拉链侧袋，一个配备内部网状衬 
 料，可提供额外的存储选择并可快速存 
 取所需的物品
• 两个可调节下侧压缩带，有助于增强背负稳定性

主要布料
• 420HD 热压凸纹尼龙

尺寸 容量 重量
单一尺寸  1953 立方英寸 / 32 升 2 磅 6 盎司 / 1,07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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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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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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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6-284-7830 

LidLock™ 安全帽附件
每款动力 (Momentum)、疾驰 (Spin)、放射 
(Radial) 系列背包均有 LidLock™ 安全帽夹和
弹性的负荷控制系统，提供快速且安全
的安全帽携带方式。使用方法：A) 在靠
近背包前板的顶部，找到 LidLock™ 夹，并
从背包拉出。B) 在垂直位置，从下面将 
LidLock™ 穿过安全帽透气孔，再扣到水平
位置。在背包外部右边的面板，找到绳
索环，以增加或减少拉力。以相反的步
骤解开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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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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日期：2013 年 07 月 01 日使用回收纸印刷

恭喜您购买 Osprey 动力 (Momentum)、疾驰 (Spin) 
或放射 (Radial) 系列日常通勤背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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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力 (Momentum)

放射 (Radial)

疾驰 (Spin)

动力 (Momentum) /  
疾驰 (Spin)/放射 
(Radial) 使用手册



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隔层 
每一款动力 (Momentum)、疾驰 (Spin)、
放射 (Radial) 系列背包皆配备独立、
带衬的笔记本电脑隔层以及拉链、内
部带衬平板电脑隔层以确保安全背负
和快速存取。动力 (Momentum) 和放射 
(Radial) 可通过专用、顶部拉链使用此
隔层，疾驰 (Spin) 可通过下掀盖取装。

整合式防雨罩 
每一款动力 (Momentum)、疾驰 (Spin)、
放射 (Radial)  系列背包皆内设具有高
可见度效果的防雨罩，确保在最恶劣
的气候条件下也能保护您背包内的物
品。该防雨罩用反光材料与内建的警
示灯挂钩来提高安全度。操作方法： 
A) 找到位于背包前板底部的防雨罩图
标和拉链储物袋，并拆卸防雨罩。从
背包背板的顶部附近展开疾驰 (Spin) 
系列防雨罩 B) 展开防雨罩并覆盖背
包的顶部和底部，然后用松紧带将其
固定就位。以相反步骤将防雨罩放回
隔层。

U 形锁存储
每一款动力 (Momentum)、疾驰 (Spin)
、放射 (Radial) 系列背包（除动力 
(Momentum) 22 以外）均配备专用的 U 形
锁存储隔层。在疾驰 (Spin) 系列上，您
将在背包的掀盖式闭合系统下方的前
板上找到此功能，放射 (Radial) 系列通
过弹力编织前袋和带扣闭合系统提供
此功能，动力 (Momentum) 30 配备织物
和弹力编织前袋及带扣闭合系统。

警示灯挂钩
每一款动力 (Momentum)、疾驰 (Spin)、
放射 (Radial) 系列背包的底部均有加固
警示灯挂钩，并配有反光点缀物以确
保通勤时的安全性和可见性。

腰带
每一款动力 (Momentum)、疾驰 (Spin)、
放射 (Radial) 系列背包均配备采用经改
良的笔直 ErgoPull™ 闭合系统的可拆卸尼
龙腰带以提高稳定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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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 (Radial) 系列背包腰带采用整
合式织带收纳整理系统，可在运动过
程中防止织带垂下。在两侧形成一个
圆环，用双手同时均匀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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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灯挂钩
动力 (Momentum) 系列背包采用由网布
包覆凸起泡沫制成的 AirScape™ 背板，
以提供出色的透气性、舒适度和携
带性。

背带 30/22
为提高舒适性，动力 (Momentum) 系列
背包的固定 EVA 泡沫衬垫背带的所有
缝合线头均避开用户，并且，背带
内侧采用网布衬套，确保接触表面平
滑、透气。拉链背带口袋配备内置、
可伸缩钥匙扣和带求救哨子扣的可调
节胸带，令背带功能更加完美。 

面板负载取装 30/22
每一款动力 (Momentum) 系列背包均
具有拉链、面板负载取装主隔层的
功能，并配备内部文件套和网状收
纳袋。

顶部拉链袋 30/22
每一款动力 (Momentum) 系列背包均在
前板上配备顶部拉链袋，并配有内置
钥匙扣和收纳套。

拉链侧袋 30
两个拉链侧袋和内部网状衬料提供
额外的储存选择并可快速存取所需
的物品。

负载压缩 30
两个可调节侧面上部和下部压缩带提
供额外的负载稳定性。

侧袋 22
两个伸缩网兜侧袋可供额外存储和快
速取用所需物品。

负载压缩 22
两个可调节下部压缩带提供额外的负
载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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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板／避震结构
每一款疾驰 (Spin) 系列背包均配备由平
滑、透气网兜泡沫镂空材料制成的反面
垫片网布 AirScape™ 背板，以提供出色的
透气性和舒适性。

背带
疾驰 (Spin) 系列背包的固定发泡填充背
带采用反面垫片网布包覆有棱发泡接触
面，以提供舒适、透气的接触面，并配
有带求救哨子扣的可调节胸带。

掀盖式取装
每一款疾驰 (Spin) 系列背包均采用独
特、钩环闭合可扩充掀盖式取装设计以
存取主隔层，并且主隔层配有带衬笔记
本电脑套、拉链平板电脑套、网布文件
夹套以及充足的装备存储能力。

上方斜袋
疾驰 (Spin) 系列背包配备带有内置钥匙
扣的上方拉链斜袋，可在旅途中有序地
存放小件物品。

前板口袋
每一款疾驰 (Spin) 系列背包均配备带有
内部网兜的拉链前板口袋，以及织物收
纳套和热压凸纹防刮织物衬垫。

拉链侧面扩充
每一款疾驰 (Spin) 系列背包的拉链侧面
扩展风箱可在您最需要时增加 4 升的
总容量。

拉链侧袋
两个拉链侧袋，一个配备内部网状衬
料，可提供额外的存储选择并可快速存
取所需的物品。

负载压缩
两个可调节下侧压缩带，有助于增强背
负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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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板／避震结构 34/26
放射 (Radial) 系列背包经改良的 AirSpeed™ 
避震结构由悬挂网布背板、结节型泡沫
及外部轻便框架组成，可提供最佳的透
气舒适性、承载能力和性能。

背带 34/26
放射 (Radial) 系列背包的固定、EVA 发泡
填充背带在肩部使用网布包覆、带沟
槽泡沫，并在腋窝下方的背带包裹处使
用固体填充泡沫，将透气性和性能进
行完美整合。背带内侧的网布衬套提
供平滑、透气的接触面，并配有带求
救哨子扣的可调节胸带，以提供舒适性
和稳定性。

面板负载取装 34/26
放射 (Radial) 系列背包特有面板负载取
装主隔层功能，并且主隔层具有织物文
件套、网布收纳袋和存储一日所需装备
的充足空间。

前板口袋 34/26
放射 (Radial) 系列背包配备两个拉链前
板口袋，较大的口袋配有网布和织物收
纳套以及防刮、热压凸纹织物衬套，较
小的口袋配有内置钥匙扣。

拉链侧袋 34
放射 (Radial) 34 的每一侧均配备带有弹
性瓶子松紧扣的单个拉链侧袋，可提供
额外的储存选择并可快速取装必需品。

负载压缩 34
放射 (Radial) 34 的每一侧均有下侧压缩
带，以提供可调节负载稳定性。

负载压缩 26
两个伸缩编织侧袋特有弹性瓶子松紧
扣，可提供额外、安全的存储选择，并
可快速取装所需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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