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SPREY ADDONS™

運用 Osprey 全系列 AddOns™ 定制並保護
您的背包。欲瞭解全套產品，請造訪貴地 
Osprey 零售商或參觀我們的網站  
www.ospreypacks.com。

背包保養 
Osprey 推薦使用 Nikwax® 產品進行背包保養。 
關於使用該產品清潔背包的完整說明，請參觀
網站：www.ospreypacks.com/PackTech/ 

PackCare

您的背包為極度耐用的產品，可經年重覆使用。 但是，部
分基本的保養程序可確保您的背包維持最佳狀態。 

•  每次外出使用後，請務必徹底清理背包。

•  如果弄濕了，請掛起晾乾。 

•  解開所有背帶。

•  定期清洗背包。 （不得沉浸配備我們 High Road™ 有輪
底盤的旅行包。）

HYDRAULICS™ 貯液器保養方法
我們推薦您使用以下方法並使用 Osprey 
Hydraulics™ 貯液器清潔套裝以清潔您的 
Osprey Hydraulics™ 貯液器，該套裝內含一個貯
液器清潔刷、一個吸管清潔刷以及一個方便
的乾燥架：

• 清潔前，請從 Hydraulics™ 隔層中拿出  
 Hydraulics™ 貯液器。

• 浸泡於溫肥皂水中。 用清潔刷徹底將貯液器洗淨。 沖洗 
 後掛在烘乾架上風乾。

•  晾乾與存放時，請將瓶蓋取下。

•  在清洗您的 Hydraulics™ 貯液器過程中，定期將  
 Hydraulics™ 清潔片和您的清潔套裝搭配使用，效果也很 
 好。 Hydraulics™ 清潔片為純天然、可生物降解且不含 
 氯，可在各種材料的容器中使用。 欲瞭解更多資訊， 
 請參觀 www.ospreypacks.com。

保證
Osprey 的背包採用耐久性設計，使用壽命長，無論您如何
使用它，我們都提供最好的品質保證。 如需詳細資料，請
參觀網站 www.ospreypacks.com。 

有疑問嗎？

請與 Osprey 客戶服務部聯繫。 親切的客戶服務。 請轉到 
www.ospreypacks.com 的客戶服務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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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您購買 Osprey 疾速 (Rev) 系列背包。 我們注重細節，追

求完美，為您呈獻真正全功能的背包，而且我們希望確保您

完全瞭解並充分使用您的新款 Osprey 背包。 本手冊將為您的

背包提供從基礎開始的完整產品介紹。

疾速 (Rev)
使用手冊

S14使用再生紙印刷 WWW.OSPREYPACKS.COM

疾速 (REV) 24
疾速 (Rev) 24 是一款面板負載式專業水袋

背包，適合較長時間的越野路跑或耐力賽活

動，且專為喜歡快速穿過較長距離的戶外運

動愛好者及運動員特別設計。

獨有特點

1  一個拉鏈及一個開放式彈力網兜側袋， 

提供可輕鬆取用的儲物空間選擇

2 單側雙彈力網布背帶袋，可輕鬆取用能量 

 零食及其他急用物品

3 拉鏈式彈力網布身帶袋，可提供安全的儲物空間，並便於輕鬆取用必 

 需品

4 帶有一個 2.5 升的 Hydraulics™ LT 貯液器，以在途中提供水源

尺寸  容量 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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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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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速 (REV) 18
疾速 (Rev) 18 是一款面板負載式專業水袋

背包，適合越野路跑或耐力賽活動，且專為

喜歡快速穿過較長距離的戶外運動愛好者

及運動員特別設計。

獨有特點

1  網兜側袋，提供可輕鬆取用的儲物空間

選擇

2 單側雙彈力網布背帶袋，可輕鬆取用能 

 量零食及其他急用物品

3 拉鏈式彈力網布身帶袋，可提供安全的儲物空間，並便於輕鬆取用必需品

4 帶有一個 2.5 升的 Hydraulics™ LT 貯液器，以在途中提供水源

尺寸   容量 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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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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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速 (REV) 12
疾速 (Rev) 12 是一款面板負載式專業水袋

背包，適合較短時間的越野路跑或耐力賽活

動，且專為喜歡快速穿過較長距離的戶外運

動愛好者及運動員特別設計。

獨有特點

1  彈力網兜側袋，提供可輕鬆取用的儲物空

間選擇

2 單側雙彈力網布背帶袋，可輕鬆取用能量

零食及其他急用物品

3 帶拉鏈式擴展水瓶套的肩部背帶袋，提供額外的外部儲物空間選擇

4 拉鏈式彈力網布身帶袋，可提供安全的儲物空間，並便於輕鬆取用必需品

5 帶有一個 2.5 升的 Hydraulics™ LT 貯液器，以在途中提供水源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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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速 (REV) 6
疾速 (Rev) 6 是一款面板負載式專業水袋背包，

適合短時間的越野路跑或耐力賽活動，且專為喜

歡快速穿過較長距離的戶外運動愛好者及運動

員特別設計。

獨有特點

1  彈力網兜側袋，提供可輕鬆取用的儲物空間選擇

2 單側雙彈力網布背帶袋，可輕鬆取用能量零食 

 及其他急用物品

3 帶拉鏈式擴展水瓶套的肩部背帶袋，提供額外的外部儲物空間選擇

4 帶有一個 1.5 升的 Hydraulics™ LT 貯液器，以在途中提供水源

尺寸  容量 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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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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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速 (REV) 1.5
疾速 (Rev) 1.5 是一款精簡型面板負載式專業

水袋背包，適合短時間的越野路跑或耐力賽

活動，且專為喜歡快速穿過較長距離的戶外

運動愛好者及運動員特別設計。

獨有特點

1  單側雙彈力網布背帶袋，可輕鬆取用能量

零食及其他急用物品

2 帶有一個 1.5 升的 Hydraulics™ LT 貯液器，以在途中提供水源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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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速 (REV) SOLO
疾速 (Rev) Solo 是一款專業腰包式水瓶掛帶， 

適合越野路跑或耐力賽活動，且專為喜歡快速 

穿過較長距離的戶外運動愛好者及運動員特 

別設計。

獨有特點

1  拉鏈式觸屏智慧手機袋，便於保護及快速取用手機

2 拉鏈式彈力網布身帶袋，可安全存放小物品

3 帶有一個 600 毫升不含 BPA 的 Hydraulics™ 運動瓶

尺寸 容量 重量

單一尺寸 不適用立方英吋 / 不適用升 0 磅 14 盎司 / 0.12 公斤

1



DIGIFLIP™ 多媒體功能袋 
每一款疾速 (Rev) 系列背包（不包括

疾速 (Rev) Solo) 皆配設可拆卸的隱

藏式 DigiFlip™ 多媒體功能袋，可安全

存放及快速取用各種觸屏行動設備。 

DigiFlip™ 多媒體功能袋還設有便於存

放食品／廢物的彈力網袋，為途中取用

必需品提供創新方法。

拉鏈頂部斜袋 
每一款疾速 (Rev) 系列背包（不包括疾

速 (Rev) Solo) 皆配設頂部拉鏈斜袋，

可安全存放小物品。

前面板鬆緊繩 
每一款背帶型疾速 (Rev) 系列背包皆

配設彈性前面板鬆緊繩，以提供額外的

外部儲存容量。

水袋隔層 
每一款疾速 (Rev) 系列背包皆配設一個

帶整合式貯液器穩定帶的雙拉鏈專用水

袋隔層及頂部吸管出口，能夠穩定、安全

地存放貯液器，以在途中提供水源。

HYDRAULICS™ LT 貯液器 
輕量且簡單的 Hydraulics™ LT 貯液器（

提供 1.5 升和 2.5 升兩種容量）僅採用

最佳可用材料，專為快速輕便運動特別

設計。 Hydraulics™ LT 貯液器的關鍵功

能包括：

•	 具有抗菌配方且不含 BPA, PVC, 無異 

 味的茂金屬乙烯高強度薄膜可以抵擋 

 細菌及真菌

•	 藉助內附胸帶磁鐵的內建式 180 度旋 

 轉開關磁鐵吸閥

•	 包含貯液器吸管 QuickConnect™ 系 

 統，便於您輕鬆斷開吸管，從而更快 

 地重新填充

•	 焊接式雙側 V 形擋板可在保持貯液 

 器形狀的同時，減緩其快速移動及晃盪

•	 移動靈活自如的 ¼” 英吋/6.35 毫米貯 

 液器吸管設計，能更快地補水

•	 ¾ 轉動注液瓶蓋設計，便於快速安全 

 地打開／關閉

 

使用快速連接
Hydraulics™ LT 貯液器吸管利用快速連

接附件，實現快速拆除、填充及過濾。 

只需按一下此快速連接器上的紅色按鈕

即可移開吸管的上半部分，而在重新安

裝時，將快速連接管口推進貯液器吸管，

直至聽到清晰的「喀嗒」聲。

疾速 (REV) 系列共有特點*   
*不包括疾速 (Rev) Solo

主要布料

+ 70D x 70D 三線防撕裂尼龍

+ 70D x 160D 提花織物

疾速 (REV) 背板
每一款疾速 (Rev) 系列背包皆配設反向網布背板，這是一種高度透氣

的網布包覆，可提供柔軟、無刺激接觸面，從而實現極佳的背板舒適度

及高活躍性能。

BIOSTRETCH™ 裹身體綁裹背帶
疾速 (Rev) 系列背包配設 BioStretch™ 身體綁裹背帶，能夠在您從事

活躍度頗高的活動期間，讓背包隨您而動。 BioStretch™ 身體綁裹背

帶的功能包括：

•  胸帶扣內建磁鐵，可快速鎖定吸閥附件

•  可調節／可拆式雙胸帶可確保背包的穩定性

•  前背帶的用品及食品收納袋便於在途中取用物品

•  帶有柔軟、無刺激接觸面的透氣網布包覆，能帶來舒適感及出眾性能

BIOSTRETCH™ 身帶 (24 升/18  升/12 升)

疾速 (Rev) BioStretch™ 身帶所具有的穩定翼能夠在從事活躍度頗高

的活動期間，提供穩定性和舒適性，且其功能包括：

•	 反向網布包覆的穿孔發泡結構，可提供舒適性及穩定性

•	 經改良的直式 ErgoPull™ 身帶閉合系統，可提供全包覆式穩定性及 

 支撐性

•	 拉鏈式彈力網布身帶袋便於快速取用必需品

A   恰當放置 BIOSTRETCH™  
身體綁裹肩部背帶
充分拉緊並扣住雙胸帶，以將肩部背帶

放置於與上胸帶（位於鎖骨下方 1 至 2 

英吋/2.5 至 5 厘米）相宜的位置。 可

上下移動下胸帶，以平衡背包穩定性及

方便透氣。

B   恰當放置背包／ 
調緊身體綁裹肩部背帶
相比我們其中一款日用背包的貼合感

而言，若背包比平常更高豎起，就可以

帶來不同的感覺。 調緊連接背帶的織

帶，對著身體水平拖動背包，增加整體

穩定性。 對於疾速 (Rev) 18/12/24，

先調整背包的位置，然後拉緊腰帶。請

注意，您不必把它像傳統的背包那樣直

接系在髖部上方，因為它的承重是由肩

帶完成的。

 

C   胸帶調節／恰當放置
確保上胸帶仍位於鎖骨下方 1 至 2 英

吋/2.5 至 5 厘米，充分調緊胸帶以將

背帶放置於遠離您手臂及肩膀運動的

位置。 調緊並調節下胸帶的長度至您

在呼吸時仍可舒適地舒展胸部並還能

穩定背包的點。 調緊並正確放置雙胸

帶，這種感覺應該是像穿背心一樣

疾速 (REV) 系列尺寸及貼合 
利用獨特的背帶及貼合系統以最大化在以較快速度穿過不同地形時的

穩定性，疾速 (Rev) 系列背包採用不同於我們較大容量背包的尺寸和貼

合系統。 由於背帶系統承載較小容量的疾速 (Rev) 背包的全部負載及

較大容量背包的大部分負載，疾速 (Rev) 系列背包的尺寸乃依據使用者

服裝尺寸設計，而非使用背板長度設計尺寸。 欲使您的疾速 (Rev) 系列

背包完全合身：

附加貼合小竅門（針對女性 
每名女性的貼合技術和偏好均不相同。 部分女性喜歡肩部背帶位於胸

部的側邊，而其他女性則喜歡其位於胸上。 這可能與雙胸帶的恰當放置

是相同的。 調節胸帶長度和肩部背帶的位置至不同的安放位置，從而實

現不同的貼合。 下胸帶可以取下，但這並未必會使背包背得更穩，因為

使用者對舒適度和背包性能的感受是因人而異的。

背板

BIOSTRETCH™ 

身體綁裹背帶 

BIOSTRETCH™ 身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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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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