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目鏡用戶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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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細閱讀並遵守警告與說明。
• 本 AbomTM 產品旨在提高舒適性，並在參加某些冬季戶外高山體育活動
時，提供一定的防風、防雪和防起霧作用。本護目鏡不適用於任何其他
用途。  
• 本護目鏡不是為了，也將無法保護您避免所有的硬物撞擊或化學品飛濺。  
• 請在您的掌控之下滑雪或騎乘，並總是知道您的周圍環境、方向和速度。
• 切勿將護目鏡浸入水中。  
• 本產品不是為了 12 歲及以下的兒童使用。
• 本產品並未設計與眼鏡同時佩戴。
• 加州 65 號提案警告：本產品可能含有加州已知的導致癌症、出生缺陷或
其他生殖傷害的化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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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盒內物品
• Micro USB 線
• Abom 護目鏡       
• 護目鏡包
• 插座充電器

• 用戶手冊

操作說明
Abom 護目鏡支援兩種操作模式（在閱讀這些說明時，請參考下一頁的護目鏡插圖）。
依需求加熱（僅在您需要時除霧。）
設計上有最長的電池壽命。
當鏡片起霧時，快速按下鏡片右側的電源按鈕（護目鏡插圖中的 1）。LED 光管（護目
鏡插圖中的 2）會發出藍色光，鏡片加熱器會打開。護目鏡的鏡片會在至少 8-10 分鐘
內不起霧，在這時間段內，加熱器和 LED 燈自動關閉以保存電池電量。如果鏡片重新
起霧，則重複上述操作。
常開（持續除霧。）
大約有 6 小時的電池壽命
按下（並保持約 1.5 秒）鏡片右側的電源按鈕（護目鏡插圖中的 1）。LED 光管（護目
鏡插圖中的 2）會發出橙色光，鏡片加熱器會打開並保持打開狀態，直至使用者關閉加
熱器。若要關閉加熱器，再次按下電源按鈕（護目鏡插圖中的 1）不放，直至 LED 光管
（護目鏡插圖中的 2）的燈關閉。護目鏡已關閉。
加熱增強模式
只要護目鏡處於上述兩種「打開」模式中的任一種模式時，用戶可以快速按下右側的電
源按鈕（護目鏡插圖中的 1），以實現短時間（60 秒）的加熱增強。這在處理特別反
常的起霧情況時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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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規範

1.
2.
3.
4.
5.

電源按鈕
LED 光管
外部鏡片
Micro USB 埠
Micro USB 蓋

電池充電
護目鏡可以用所提供的插座充電器和 Micro USB 線來充電。要為護目鏡充電：
1. 取下護目鏡右側底部的 Micro USB 保護蓋（護目鏡插圖中的 5）。
2. 把插座充電器和 Micro USB 線插到標準電源插座中。
3. 把插座充電器的 Micro USB 線的末端插入護目鏡的 Micro USB 埠連接器（護目鏡插
圖中的 4）。
4. 等待 2-3 秒鐘，LED 光管（護目鏡插圖中的 2）的燈變紅，表示正在充電。當 LED
光管的燈變綠時，充電已在約 3 小時內完成。
5. 蓋上 Micro USB 蓋（護目鏡插圖中的 5），就可以使用了！
建議只在 0 攝氏度到 32 攝氏度的氣溫範圍內為護目鏡充電。嘗試在此溫度範圍外為護
目鏡充電，可能會導致充電過程終止。如果充電過程終止，LED 光管（護目鏡插圖中的
2）的紅燈會亮起並不停閃爍，直至溫度變成推薦的溫度水準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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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指示
藍色 LED 燈 — 護目鏡正處於「依需求」模式     橙色 LED 燈 — 護目鏡正處於「常
開」模式
紅色 LED 燈 – 電池正在充電     綠色 LED 燈 — 電池充電完成
紅色 LED 燈緩慢閃爍 — 紅色 LED 燈每 4 分鐘緩慢閃爍 3 次表示低電量（剩餘電量不
足 15%）
紅色 LED 燈快速閃爍 — 試圖在安全溫度範圍外為電池充電。

低電量指示
只要護目鏡處於任何一種以上「打開」模式且電池電量不足 15% 時，都會出現低電量
指示。低電量指示為紅色 LED 燈每 4 分鐘緩慢閃爍 3 次，以警示用戶。  

鏡片更換
Abom 護目鏡是一個可互換鏡片系統，允許使用不同色彩的鏡片來滿足用戶的需要。鏡
片緊固機制為位於鏡片組四周的一系列的緊固「牙」。透過將鏡片緊固牙從護目鏡底座
分離，就可以取下鏡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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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下鏡片
1. 關閉護目鏡電源
2. 用一隻手的手指頂住護目鏡底座的內側鼻架。
3. 另一隻手抓牢鏡片的上方和下方。

4. 從靠近鼻部的鏡
框拉鏡片。避免
拉面部泡棉。

5. 從左側開始拉鏡 6. 翻轉護目鏡，然後 7. 小心地把鏡片緊固
片
從頂部取下鏡片。
牙與鏡框分開。

鏡片安裝

1. 從護目鏡的一端開始。將緊 2. 移動穿過護目鏡底座，
固牙對齊並安裝到護目鏡底
讓緊固牙鎖進沿著護目
座中。注意：只能使用很輕
鏡鏡框上的孔。
的壓力把護目鏡的兩端安裝
在底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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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您到達鏡片的另一端
時，稍微向外彎曲護目
鏡底座，同時向下按鏡
片邊緣，使其進入護目
鏡鏡框。

鏡片色彩與光傳輸規格
Lumen Yellow 		
(流明黃)
VLT 62 %
Resolution Red
(解析度紅)
VLT 39 %
Flash Green Mirror
(閃綠鏡)
VLT 32 %

X-Ray Grey		
(X 光灰)
VLT 32 %
Eclipse Black		
(日蝕黑)
VLT 12 %
Deep Ocean Mirror
(深海鏡)
VLT 50 %

Gold Rush Mirror
(淘金鏡)
Sunrise Red Mirror
(日出紅鏡)
Clear
(透明)

VLT 10 %
VLT 20 %
VLT 75 %

護目鏡的照顧
• Abom 護目鏡有一個軟布包，可以用來裝護目鏡和擦拭護目鏡。使用乾淨的鏡片擦布
擦拭護目鏡鏡片。切勿使用紙製品或其他磨料擦拭鏡片。
• 讓護目鏡完全乾燥後才儲存。
• 把乾燥的 Abom 護目鏡放入提供的軟布包中。
• 在長期儲存之前，請將護目鏡充飽電。

有限保固
您的 Abom 護目鏡（「產品」）自購買日起一年時間內（「有限保固期間」），享有涵
蓋製造缺陷的有限保固，但僅對於原始購買者或收到護目鏡作為禮物的人有效，且需出
示來自授權 Abom 經銷商的購買證明。Abom 保證，產品在有限保固期限內不會有材料
和工藝缺陷，並且如果保固申請被接受，我們將免費為您修理或更換護目鏡。Abom 可
自行判定是否為製造商的缺陷。Abom 不對用戶導致的鏡片刮傷、正常的磨損、或不當
的照顧、疏忽、修改或改裝、不當的產品使用、濫用、事故或產品丟失所造成的傷害或
缺陷提供保固服務。此保固並不影響客戶依據適用的管轄消費品銷售的州、省和國家法
律的合法權利。請查看我們網站的 Abom 的保固頁面，以瞭解完整的保固資訊，網址是
www.abom.com/warranty。
所有暗示的保固，包括對於適銷性的保固和對於特定用途的適合性的保固，限於自購買
日起一年時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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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加快可能的保固的處理，請在以上 Abom 保固網站註冊您的產品。  
若要獲得有限保固服務，請透過我們美國總部的電話號碼聯繫 Abom，或在我們的網站
(www.abom.com/warranty) 提交保固申請，並遵循所提供的說明。如果需要運送，則裝運
費用、保險費和交通費用以及任何進口費用、關稅和稅費必須由您預先支付。Abom 會
為所有有效保固申請支付寄回護目鏡的裝運費用。
客戶支援：
可以透過網路或我們的免費支援電話 844-246-ABOM (2266) 獲得 Abom 的客戶支援。
可以訪問 www.abom.com/warranty 聯繫我們，找到 Abom 網路產品支援的連結。還可以
在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上午 9 點到下午 5 點（太平洋標準時間），撥打我們美國總部的免
費電話，獲得 Abom 電話產品支援。

製造商美國總部：
Abom, Inc.
7145 SW Varns Street, Suite 101
Portland, Oregon 97223。  
844-246-ABOM (2266)

© 2016 Abominable Labs, LLC.保留所有權利。
     、Abom、Abominable 和 Abominable Labs 為 Abominable Labs, LLC 的商標。  
請參閱 www.abom.com/legal，瞭解 Abom 專利和商標聲明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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