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SPREY ADD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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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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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常年频繁地使用，您的背包也极为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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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DRAULICS™ 贮液器保养方法
我们推荐您使用以下方法并使用 Osprey 
Hydraulics™ 贮液器清洁套装以清洁您的 Osprey 
Hydraulics™ 贮液器，该套装内含一个贮液器清
洁刷、一个吸管清洁刷以及一个方便的干燥架：

• 清洁前，请从 Hydraulics™ 隔层中拿出  
 Hydraulics™ 贮液器。

• 浸泡于温肥皂水中。用清洁刷彻底刷洗贮液器。冲洗后挂在 
 干燥架上风干。

• 晾干与存放时，请将瓶盖取下。

• 结合您的清洁套件定期使用 Hydraulics™ 清洁片，对清洁您 
 的 Hydraulics™ 极为有效。Hydraulics™ 清洁片为纯天然、可 
 生物降解且不含氯，可在各种材料的容器中使用。欲了解更 
 多信息，请访问 www.ospreypac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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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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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您购买 Osprey 混响 (R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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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响 (Rev) 
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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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响 (REV) 24
混响 (Rev) 24 是一款面板置入式专业水袋
背包，特别适合长时间越野路跑或耐力赛，
并专为享受快速长距离穿越的户外运动爱好
者和运动员而设计。

独有特点

1  一个拉链式和一个开放式伸缩网兜侧袋，
提供可轻松取用的外部储物空间选择

2 单侧的两个伸缩网兜背带口袋，可轻松取 
 用零食补充能量，并快速取 用其他所需物品

3 拉链式伸缩网兜背包带口袋提供安全的储物空间，并可轻松取装必需品

4 随附 2.5 升 Hydraulics™ LT  贮液器，可持续提供用水

尺码 容量 重量

小／中  1343 立方英寸 / 22 升 1 磅 2 盎司 / 0.50  公斤 

中／大   1465 立方英寸 / 24 升 1 磅 3 盎司 / 0.54  公斤 

混响 (REV) 18
混响 (Rev) 18 是一款面板置入式专业水袋
背包，特别适合越野路跑或耐力赛，并专为
享受快速长距离穿越的户外运动爱好者和
运动员而设计。

独有特点

1  网兜侧袋提供可轻松取用的外部储物空
间选择

2 单侧的两个伸缩网兜背带口袋，可轻松取用零食补充能量，并快速取 
 用其他所需物品

3 拉链式伸缩网兜背包带口袋提供安全的储物空间，并可轻松取装必需品

4 随附 2.5 升 Hydraulics™ LT 贮液器，可持续提供用水

尺码 容量 重量

小／中  976 立方英寸 / 16 升 1 磅 1 盎司 / 0.48  公斤 

中／大   1098 立方英寸 / 18 升 1 磅 2 盎司 / 0.52  公斤 

混响 (REV) 12
混响 (Rev) 12 是一款面板置入式专业水袋背
包，特别适合较短时间越野路跑或耐力赛，
并专为享受快速长距离穿越的户外运动爱好
者和运动员而设计。

独有特点

1  伸缩网兜侧袋提供可轻松取用的外部储物
空间选择

2 单侧的两个伸缩网兜背带口袋，可轻松取 
 用零食补充能量，并快速取用其他所需物品

3 肩部背带口袋和拉链式扩展水壶套使您有额外的外部储存选择

4 拉链式伸缩网兜背包带口袋提供安全的储物空间，并可轻松取装必需品

5 随附 2.5 升 Hydraulics™ LT 贮液器，可持续提供用水

尺码 容量 重量

小／中  610 立方英寸 / 10 升 1 磅 1 盎司 / 0.47  公斤 

中／大   732 立方英寸 / 12 升 1 磅 2 盎司 / 0.50  公斤 

混响 (REV) 6
混响 (Rev) 6 是一款面板置入式专业水袋背包，
特别适合短时间越野路跑或耐力赛，并专为享
受快速长距离穿越的户外运动爱好者和运动员
而设计。

独有特点

1  伸缩网兜侧袋提供可轻松取用的外部储物空
间选择

2  单侧的两个伸缩网兜背带口袋，可轻松取用零食补充能量，并快速
取用其他所需物品

3  肩部背带口袋和拉链式扩展水壶套使您有额外的外部储存选择

4  随附 1.5 升 Hydraulics™ LT 贮液器，可持续提供用水

尺码 容量 重量

小／中  305 立方英寸 / 5 升 0 磅 13 盎司 / 0.38  公斤 

中／大   366 立方英寸 / 6 升 0 磅 14 盎司 / 0.40  公斤 

混响 (REV) 1.5
混响 (Rev) 1.5 是一款简约风格的面板置入式
专业水袋背包，特别适合短时间越野路跑或
耐力赛，并专为享受快速长距离穿越的户外运
动爱好者和运动员而设计。

独有特点

1  单侧的两个伸缩网兜背带口袋，可轻松取用
零食补充能量，并快速取用其他所需物品

2 随附 1.5 升 Hydraulics™ LT 贮液器，可持续提供用水

尺码 容量 重量

小／中  61 立方英寸 / 1 升 0 磅 10 盎司 / 0.28  公斤 

中／大   92 立方英寸 / 1.5 升 0 磅 11 盎司 / 0.30  公斤 

混响 (REV) SOLO
混响 (Rev) Solo 是一款腰包式专业水瓶吊带 
背包，特别适合越野路跑或耐力赛，并专为享 
受快速长距离穿越的户外运动爱好者和运动员 
而设计。

独有特点

1  拉链触控屏幕智能手机袋提供有效保护并可快速取用

2 拉链伸缩网兜裹体背包口袋为小件物品提供安全的存储空间

3 随附 600 毫升 BPA-free Hydraulics™ 运动水壶

尺码    容量 重量

OS （不适用）立方英寸 / 不适用）升 0 磅 14 盎司 / 0.12 公斤

1



DIGIFLIP™ 媒介口袋 
除混响 (Rev) Solo 外，每款混响 (Rev) 
系列背包均配备可拆式下拉 DigiFlip™ 
媒介口袋，提供安全的存储空间，
并可快速取用各种触控屏幕移动装
置。DigiFlip™ 媒介口袋还具有方便的食
物／废物存储空间，为随时取用必需品
提供创新的方式。

拉链顶部斜袋 
除混响 (Rev) Solo 外，每款混响 (Rev) 
系列背包均具有顶部拉链斜袋，为小件
物品提供安全的存储空间。

前板松紧扣 
每款背带式混响 (Rev) 系列背包均具
有弹性前板松紧扣，可提供额外的外部
存储容量。

水袋隔层 
每款混响 (Rev) 系列背包均配备双拉链、
专用水袋隔层，并具有整合式贮液器固
定带和顶部吸管出口，专为稳定、安全地
存放贮液器而设计，可持续提供用水。

HYDRAULICS™ LT 贮液器 
轻便和结构简单的 Hydraulics™ LT 贮
液器有 1.5 和 2.5 升容量可选，它仅使
用最佳材料，专为快速和轻盈的运动而
设计。Hydraulics™ LT 贮液器的主要特
点包括：

•	 BPA, PVC 和无异味金属茂络合物 PE  
 高强度薄膜及抗菌配方有助于防止细 
 菌和霉菌滋生

•	 内建 180 度枢轴开关磁性咬嘴阀，并 
 配备胸带磁铁

•	 随附贮液器吸管 QuickConnect™ 系 
 统，允许您轻松分离软管并更快速地 
 重新装满水

•	 焊接、双侧V形挡板可防止其快速移动 
 和晃动，同时保持贮液器形状

•	 具弹性的、¼” 英寸/6.35 毫米贮液器 
 吸管便于更快速地装满水

•	  ¾ 转注液盖可快速和安全地打开／关 
 闭贮液器

 

使用快速连接
Hydraulics™ LT 贮液器吸管利用快速连
接附件，可快速卸下、灌装和过滤。只需
按下快速连接上的红色按钮，即可卸下
吸管的上部，重新安装时，将快速连接软
管推入贮液器吸管，直至听到咔嗒声。

混响 (REV) 系列共有特点*   
*混响 (Rev) Solo 除外

主要布料

+ 70D x 70D  三线防撕尼龙

+ 70D x 160D  小提花

混响 (REV) 背板
每款混响 (Rev)  系列背包均配备反面垫片网布背板，它由具有极佳透
气性的网兜包裹，提供柔软、顺滑的接触面，确保实现最佳的背板舒适
性和较高的运动性能。

BIOSTRETCH™ 裹体背带
混响 (Rev) 系列背包采用 BioStretch™ 裹体背带，专为剧烈运动时随身
携带而设计。BioStretch™ 裹体背带的特点包括：

•	 胸带扣和内置磁铁可快速锁定吸阀附件

•	 两个可调／可拆式胸带可提高背包稳定性

•	 前背带装备和食物收纳袋便于运动时取用物品

•	 透气垫片网布包裹有柔软、顺滑的接触面，专为提供舒适性和高性能 
 而设计

BIOSTRETCH™ 裹体背包带  (24 升/18  升/12 升)

混响 (Rev) BioStretch™ 裹体背包带采用稳定化侧翼，专为在剧烈运动
时保持稳定性和舒适性而设计，其特点包括：

•	 反面垫片网布包覆、穿孔发泡结构，确保实现舒适性和稳定性

•	 经改良的笔直 ErgoPull™ 裹体背包带闭合系统提供全包裹稳定性和 
 承托

•	 带拉链的伸缩网兜裹体背包带口袋便于快速取用必需品

A   定位 BIOSTRETCH™  
裹体肩背带
带扣和两条胸带为定位肩背带提供足
够的张力，配合位于锁骨区下方 1-2 英
寸/2.5-5 厘米的顶部胸带，可舒适地使
用它们。底部胸带可向上或向下移动，
以平衡背包稳定性和透气性。

B   背包定位／调紧裹体肩背带
背包裹体的位置需要比平时更高，并
与日用包的典型贴合有所不同。拉紧连
接背带的织带，对着身体水平拉动背
包以增加整体稳定性。对于混响 (Rev) 
18/12/24 背包，定位包体后拉紧腰带，
记住，由于重量由肩背带承载，不必像
传统背包那样将其直接置于髂骨上。

 

C   胸带调节／定位
确保顶部胸带仍处于锁骨下方 1-2 英
寸/2.5-5 厘米的位置，拉紧胸带以便让
背带的位置避开手臂和肩膀的运动。拉
紧并将下部胸带的高度调到您呼吸时仍
可舒适地扩展胸腔同时可以固定背包的
位置。 拉紧并正确定位两条胸带后，感
觉就像穿上一件背心 。

混响 (REV) 系列背包尺码和贴合性 
利用独特的背带及贴合系统，最大化在各种地形上更快移动时的稳定
性，混响 (Rev) 系列背包采用与容量更大的背包不同的尺码和贴合系统。
因为背带系统承载容量较小的混响 (Rev) 背包的全部负载，以及容量较
大的背包的大部分负载，与使用背板长度确定尺码相比，混响 (Rev) 系列
背包提供不同尺码以匹配用户的服装尺码。要正确使用您的混响 (Rev) 
系列背包：

适合女性的其他贴合技巧
贴合技巧和喜好因应每个人而不同。有些人喜欢将肩背带置于胸部的一
侧，其他人则喜欢将它置于胸部的上方。这点可能和双胸带定位是一样
的。调整胸带的高度和肩背带的位置，确保在不同的位置实现贴合。底部
胸带可卸下，但这样做会影响背包稳定性，尽管每位用户对舒适性和性
能的认知各有不同。

  

背板

BIOSTRETCH™ 

裹体背带 

BIOSTRETCH™ 

裹体背包带 

markgrabow
Sticky Note
Per the Word doc, the translation in this section is for "quick connect" and not "QuickConnect™"; may need to be redone after proof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