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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AL 手冊
歡迎來到 AMEO POWERBREATHER 的世界！
AMEO POWERBREATHER 的智能呼吸技術將游泳變成一個
全新體驗。
AMEO POWERBREATHER 為游泳提供了許多新的可能性，
具有更大的放鬆和自由，以及享受大自然或增加訓練的強
度。我們希望您盡情享受並在努力中獲得成就。
另一件事︰我們想要您從使用 POWERBREATHER 的全新呼
吸上感到舒適。請閱讀以下簡短的說明，將幫助您更容易使
用。

CONTENT 內容

組成物件說明
重要安全警告
調整頭部尺寸
戴上頭部說明
拆下說明
水中使用說明
水中翻滾使用說明
保養、清潔與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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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MEO FRESH AIR SYSTEM 新鮮空氣系統
一種創新的雙向分離系統，
可連續呼吸、富氧、產生新
鮮空氣和不會阻塞的D管。 

2 SPEED VENT 高速通氣管
因應不同游泳性質與訓練目標，
可彈性選擇通風管大小。

輕鬆調整配戴，緊密舒適
的口罩。

4 TWIST LOCK SYSTEM
     鬆緊調整器

根據個人頭部尺寸進行
舒適度的調整。

5 D-TUBES
      D 型雙呼吸管 

D形輪廓舒適，安全合身同
時優化(內)氣流和(外)流。

6  SPEED VENT S 高速通氣管 (短)
適合在游泳池及平靜的開放水域
中使用。

7 SPEED VENT  L 高速通氣管 (長)
在湍流的開放水域和更深層
次的游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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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BREATHER PB01 游泳呼吸解放器

POWERBREATHER 游泳呼吸解放器 PB01 版本

WAVE 
放浪浮潛版

LAP
翻滾選手板

SPORT
恣意游泳版

游泳呼吸解放器
收納包
高速通氣管 (短)
高速通氣管 (長) 

翻滾通氣管蓋

hard case soft case soft case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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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適用於翻滾、湍流水域。

3 EASY FIT AIR JUNCTION
     舒適呼吸罩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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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呼吸解放器僅供成人使用。
兒童不應在沒有成人監督情況下使用游泳呼吸解放器。

//  請不要使用游泳呼吸解放器進行潛水活動。游泳呼吸解放器僅供游泳
和浮潛使用。

//  游泳呼吸解放器適用於有經驗的游泳者。並不適合不會游泳者且沒有
提供對溺水保護的場合。

//  在您每次使用游泳呼吸解放器之前，請檢查以確保系統及其所有組件
都不含有外來的雜質或沙礫。

//  不要使用酒精、藥物等會損害您的意識或反應的影響下使用游泳呼吸
解放器。

//  請不要改變游泳呼吸解放器本體或任何組成部分。這樣有可能會危及
使用安全甚至是您的生命。

//  使用游泳呼吸解放器中，出現故障，必須立即停止使用，在必要時尋
求醫療照顧和聯繫當地代理商或我們 info@ameo.cc 的服務或維修。

//  請妥善保存這份說明以備未來參考。其他副本及更新的訊息，可參考 
www.powerbreather.com & www.8thns.com。

//  游泳呼吸解放器使用需要詳細理解並遵守本使用說明書。

//  游泳呼吸解放器第一次使用前，應先練習戴上即拆下。

WARNING AND SAFETY NOTES 
重要安全警告
安全須知 1. 外側的束帶您可以調整游泳呼吸解放器到與您的頭近似的大小。

為此兩側各有八個孔。在每側的孔內對應于適當的頭部尺寸(fig. 1)。
2. 若要調整尺寸大小，輕輕抬起束帶的自由端(fig. 2)，您可以現在把它們

推向上以增加頭部尺寸的大小。如果你拉下它們，頭部尺寸的大小就會
變得更小。

3.  應對稱的調整兩側。
4. 您可以通過按一下按鈕恢復原始設置(fig. 3)。 

ADJUSTING 調整
如何調整合適的尺寸

您可以打開鬆緊調整器來檢查頭帶是否
正確設置。為此，請把轉輪轉向寬鬆的
設置。
現在它們應該是後腦勺和頭帶之間一個
手指寬度的的空間。

TIP 小秘訣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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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使用蛙鏡游泳，請在使用游泳呼吸
解放器前，就先將它戴上。

嘴巴感到不舒適嗎？
如果沒有，可以稍微轉動嘴部的呼吸罩，
理想的情況是上下頜都不會感到壓迫。

2.   
逆時針轉動轉輪可完全打開鬆
緊調整器。

PUTTING IT ON 戴上頭部
如何適當使用游泳呼吸解放器

3.
雙手握住游泳呼吸解放器，使設
備前端的 AMEO 刻字向上指向。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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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您現在可以將其咬在嘴裡，並將 D 
型雙呼吸管平行於頭部。 D 型雙呼
吸管應該在耳朵之上 - 大致沿著太
陽穴。

警告: 
不要將 D 型雙呼吸管強力分開。游
泳呼吸解放器目前僅限於大約的頭
寬度 17.5 公分。

6.  
現在利用鬆緊調整器系統將游泳呼
吸解放器固定在頭後面的位置。順
時針旋轉扭動直到該設備拴緊並堅
固的位置。

TIP 小秘訣

1. 
若有使用泳鏡游泳，
應該先戴泳鏡再戴游泳呼吸解放器

4.
把 D 型雙呼吸管同時向上，使它們
與嘴部成 90 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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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時將 D 型雙呼吸管向前/
向上移出，雙手並行。

TAKING IT OFF 卸下方式
如何正確拆下游泳呼吸解放器

第一次使用游泳呼吸解放
器，我們建議您正確地練習
脫下運動器材。

1.  
轉開鬆緊調整器：繼續轉動，直到
您可以輕鬆地無阻力的從頭部拆下
游泳呼吸解放器。

3.  
現在可以從您的嘴中移出，並
脫下游泳呼吸解放器。

中
文

TIP 小秘訣

SWIMMING 下水
第一次在水中呼吸使用

1. 
第一次使用時，請勿使用 FLIP 
CAPS 翻滾通氣管蓋。

2. 
首先，沿著泳池的邊緣，或者在
較潛的水中找到一個安全地方。

3. 
然後將頭下沉入水中，這時你的嘴
巴和鼻子都在水面下。
吸氣後，從嘴巴平緩地呼氣，直到
你開始習慣用游泳呼吸解放器呼
吸。
游泳呼吸解放器使用時，吸氣只能
通過嘴巴來吸氣；呼氣則可以使用
口或鼻來進行呼氣。

4. 
可以開始進行簡單的自由泳或蛙泳
了。此時只能通過嘴巴吸氣，通過
嘴巴和鼻子進行呼氣。
以往使用自由泳時，需要將頭轉向
側面吸氣，有了游泳呼吸解放器
後，將不再需要作轉頭吸氣這個動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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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您可能會意識到當
呼吸時通過這個會有輕
微的阻力隨著時間的推
移，這種感覺就會消失
了。整個游泳呼吸解放
器不需要拆下，嘴部可
以輕鬆打開向上以便能
夠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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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游泳呼吸解放器吸氣時， D 
型雙呼吸管的閥門系統應完全在
水面之上。

6. 
開始習慣使用游泳呼吸解放氣
候，可以開始逐漸增加游泳訓練
的強度。

SWIMMING 下水
第一次在水中呼吸使用

1. 首先，先將兩個翻滾通氣管蓋
安裝固定在高速通氣管兩側
(fig 1)。如果你所購買的游泳
呼吸解放器不包括翻滾通氣管
蓋，可以在 www.8thns.com 
訂購相關配件。

2.  在你開始翻滾之前，請先深吸
一口氣。

3.  整個翻滾過程，您只能讓一部
分空氣從嘴巴流出。若翻滾時
游泳呼吸解放器在你的側面或
後面時，不需要刻意地呼氣。

FLIP TURN 翻滾
如何完成水中翻滾

第一次嘗試游泳翻滾之前，你應該已經完全掌握游泳呼
吸解放器。因此你在第一次翻滾時，可先拿掉游泳呼吸
解放器練習翻滾幾次。當正式使用游泳呼吸解放器進行
翻滾時，需要用嘴來呼氣。不用刻意的呼氣，只需要多
練習幾次，就可以完美使用。

一些游泳者在翻滾時會強烈轉向一
側。密閉蓋 (fig.3) 是為此而開發的。
因為翻滾通氣管蓋 (fig.4)，在翻滾指
向的一側（你翻滾的那側）。另一側
閥門系統會保持打開。

密閉蓋需另外訂購。
使用游泳呼吸解放器與游
泳運動員熟悉使用的一般
呼吸管在不同，不需要強
力的呼氣。因為在滾翻滾
身期間，水不容易進入游
泳呼吸解放氣系統，因此
沒有必要強力的呼氣。

43

4. 一旦你面部回復朝下位置時，
只需呼出剩下的空氣。這將確保
因呼吸和偶爾的進水，不會流入
D 型雙呼吸管 (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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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次使用後，用乾淨的水沖洗游
泳呼吸解放器和閥門系統。

2. 清潔保養時，請將高速通氣管和
任何裝在上面的蓋子取下。

3. 存放收納前，讓游泳呼吸解放器
和所有其他部件採陰乾的方式，讓
它完全乾燥。

4. 保護游泳呼吸解放器的最好方
式，就是收納在專用收納包中。專
用收納包有通風孔的設計，能將任
何殘留的水分蒸發。 

CARE 保養
如何長期的享受使用游泳呼吸解放器

游泳呼吸解放器是一種技術性運動器材需要一定的基礎保養。只有這
樣才能長期維持它的最佳運作。
將游泳呼吸解放器置於陰涼處，不能烘乾也不能長時間曝曬在陽光
下。高溫會損壞游泳呼吸解放器！

將游泳呼吸解放器晾乾的最好方法是放置或掛起，D 型雙呼
吸管的開口應垂直向下。應將高速通氣管放在吸水棉或紙巾
上。烘手機或吹風機不適合用於烘乾此產品，因為熱能將會
損壞游泳呼吸解放器。

TIPS 小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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