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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您

选择了一顶 Bontrager 自行车头盔。该头盔的构造可满足性能及安全的最高标

准。经过适当调节、保养及维护，这顶头盔将有助于您安全骑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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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戴上您的新头盔骑乘前，请阅读本手册！

正确调节和使用头盔对安全至关重要。父母应向其孩童或任何不能理解本手册

的人士说明其中的信息。 

如果您不能理解本手册中的信息，请咨询经销商。如果您遇到经销商不能解决

的问题或难题，请通过我们的地址、电话或网址联系我们：

Bontrager
联系人：客户服务部

801 W. Madison Street

Waterloo, WI 53594

920.478.4678

www.bontrager.com

本手册中的插图可能与您的头盔并不完全一致。并非所有 Bontrager 头盔都包

含本手册所载列的所有特征。

本手册满足下列标准要求：

 ●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自行车头盔安全标准第16 章第 1203 条

 ● ASTM F 1447-06

 ● EN 1078

 ● AS/NZS 2063:2008

测试机构：

 ● CRITT Sport Loisirs-86100 Châtellerault-France n°0501.

 ● 瑞典国家技术研究所

Box 857, SE-501 15 Borås, Swe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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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您的头盔
若正确佩戴合适的头盔，可提供重要防护。重要安全信息：

须正确佩戴和维护头盔，以提供保护。请阅览并遵守下列说明。不当使用或
维护您的头盔会导致重伤或死亡。

安全骑乘。 没有头盔可以防卫所有可能的冲撞。严重撞击、锋利的物品、

不当使用或错误调节均可造成头盔无法防卫的异常情况。 

请在每次骑乘前检查头盔的调节情况。 为确保功效，必须选择合适的头盔

并正确佩戴。按照设计，需要将帽带在下颚下扣紧，以固定本头盔。将头盔

戴在头上并根据说明调节，以检查头盔大小是否合适。安全紧固束锁装置。

抓住头盔并尝试前后挪动。大小合适的头盔应佩戴舒适，且不会往前移动挡

住视线或往后移动露出前额。如果您无法正确调节头盔，请咨询经销商。

避免高温 不得将您的头盔曝露在高温环境中，例如烈日时将其放在汽车

内。温度过高会损坏头盔的衬垫或外壳，或使其分离。 

避免接触化学物质 石油及石油产品、清洁剂、油漆、粘合剂以及类似物品

可能会损坏头盔，导致头盔失去保护作用，而用户却看不见这类损坏。此

外，一些杀虫剂也会损坏头盔。

请更换老旧或破损的头盔。 按照设计，本头盔可承受因外壳和衬垫部分损

毁造成的冲击。这种损毁可能不易察觉。因此，若遭受剧烈撞击，头盔肯

定会有所损坏，应该更换，即使它看上去并未损坏。头盔具有有限使用寿

命，在其出现明显磨损痕迹时应更换新的头盔。久而久之，头盔部件会失去

力度，因此，即使头盔没有受到撞击或损坏，也请在使用 3 年后将其更换。

各种头盔在设计和保护上均有差异。 本头盔专为娱乐型自行车骑乘设计；

它不具备攀岩、滚轴溜冰或滑雪时佩戴的头盔的防护功能。请确保您所佩戴

的头盔是适用您的自行车骑乘种类。如果您选择的是进行绝技或特技表演、

越野或高速骑车，您应该选择一顶有更多防护功能的头盔。

您的头和头盔之间存在的任何东西都会降低其防护作用。 帽子、头巾甚或

是蓬松的发型也会使得头盔在撞击中移动。如果头盔受到撞击，发夹、耳机

或您头盔下的任何东西都有可能伤害您。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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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改装头盔。 除头盔制造商推荐的附件外，不得在头盔上添加任何附属

物，包括贴纸或胶粘标签。

避免窒息。 儿童登山或进行其它活动（若儿童在受困时佩戴该头盔存在被挂

住或勒住的危险）时，不得使用此头盔。

请保持您的头盔清洁。 请使用中性皂液和水清洗头盔。衬垫可使用冷水慢速

机洗。不得将衬垫放入烘干机内。您也可以从经销商那里购买新衬垫。

通风孔可能会造成穿透风险。 树枝、小石子或昆虫可穿过这些孔进入头盔

内部。

警告

更换原则
如果您的头盔在购买后一年以内受到撞击，Bontrager 将免费为您更换头盔。

请预付邮资，将您的头盔连同收据复印件和事故说明一起寄往 Bontrager 客户

服务。我们在收到您的破损头盔后将为您发送一顶新的头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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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头盔
Bontrager 提供几种外壳尺寸以满足不同的头围需求。将头盔戴在头上正确的

位置（见图 1 和图 2），不扣紧带扣，即可检查您的头盔尺寸。佩戴舒适却不

感觉很紧即表示尺寸合适。

图 1. 正确佩戴头盔 图 2. 错误佩戴头盔

调节左脸颊帽带
1. 将头盔戴在头上。

2. 解开帽带调节器（图 3）。

3. 在左脸颊帽带上滑动帽带调节器（见图 4），直到帽带调节器刚好位于您的

左耳垂下方。

4. 在您通过颈部调节器拉颈部帽带（见图 4）时，固定帽带调节器在脸颊帽带

上的位置。

左边带扣应该几乎接触到帽带调节器。

5. 锁住帽带调节器。

图 3. 帽带调节器的操作 图 4. (1)左边带扣；(2) 左脸颊帽带；     
(3) 左颈部帽带

1

2

3

请注意：佩戴头盔时须参考所有方向（左、右、上、下）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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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左颈部帽带
1.  取下头盔，拉住左颈部帽带（图 4）穿过头盔后面（图 5），以调节左边帽

带调节器的位置。

2.  戴上头盔。

 将头盔固定在头上正确的位置，左边帽带调节器应刚好位于耳垂下方        
（图 6）。脸颊帽带和颈部帽带均应拉紧。

3.  如有必要，重调左脸颊帽带（见前述章节）。

图 5. 帽带在头盔后面的位置 图 6. 左边帽带调节器的最终位置

调节右颈部帽带和右脸颊帽带
1.  取下头盔，解开右帽带调节器。

2.  在颈部帽带上滑动右边帽带调节器，直到右颈部帽带的长度与左右颈部帽带

相同。

3.  通过右边帽带调节器拉紧右脸颊帽带，直到其长度与左脸颊帽带相同             

（图 7）。

4.  锁住帽带调节器。

5.  戴上头盔并检查其调节。

 + 两边的帽带调节器均应刚好在耳垂下方。
 + 脸颊帽带和颈部帽带均应拉紧。 

6.  如有必要，请重调。

图 7. 左脸颊帽带与右脸颊帽带长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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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颚带
按照设计，需要将帽带在下颚下扣紧，以固定本头盔。从右边帽带调节器上垂

下的系在下巴下的两根帽带统称为颚带（图 8）。请确保将颚带正确穿过右边

带扣（图 9）。

1. 通过在带扣上滑动颚带调节其长度。

图 8. 颚带的正确放置 图 9. 颚带穿过带扣和 O 型环的路径

2. 将右边带扣插入左边带扣（图 10）。

3. 请确保正确扣紧带扣：
 + 带扣咬合时会听到滴答声。
 + 试着从下巴上扯开带扣，带扣不应该分开。

应该按照图 8 所示系好颚带，它应该舒适地紧贴您的下巴。如若不是，请重调。

4. 为避免颚带飘动，使用橡胶 O 型环（图 9）将其束紧。

图 10. 松开及扣紧的颚带带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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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身装置（如有提供）
您的头盔可能配备了 Micro-Manager（图 12a）或 Headmaster （图 12b） 

合身装置。这些装置可提供额外的方法，将头盔固定在您的头上。

图 12a.Micro-Manager

图 12b.Headmaster

取下头盔
轻拉颚带的同时按带扣两边的凹片（图 11）。

图 11. 松开带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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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合身装置
1. 将头盔戴在头上，但不要系上帽带。 

2. 调整合身装置的位置，使其位于枕叶下，即头盖骨底部骨头突出的地方。 

3. 如果合身装置太松，顺时针旋转调节轮将其紧固（图 13a 及 14a）。如果合

身装置太紧，逆时针旋转调节轮（图 13b 及 14b）。

4. 扣紧颚带

5. 测试调节情况（见下页）

如果您喜欢将头盔佩戴在可调节的最末端位置，可适当定位合身装置，提供额

外的合身选项（见下一章节）。

图 13a.紧固 Micro-Manager

图 14a.紧固 Headmaster

图 13b.松开 Micro-Manager

图 14b.松开 Headmaster

Micro-Manager

Head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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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合身装置 
1. 取下头盔，确定合身装置安全带的金属带和连接件（图 15）及圆周位置（

图 16）。

2. 轻轻地拉或推金属带和连接件即可调整高度。 

3. 轻移在合身装置每边末端的搭扣（连接头盔的地方），即可更改圆周范围。

4. 将每个搭扣置于头盔一边的合适位置上。

图 15.Micro-Manager 高度定位 图 16.Micro-Manager 圆周定位

测试调节情况
请进行以下每项测试：

 + 左右摇晃您的头。头盔不得在头上移动。

 + 尝试在头上前后推动头盔。如果头盔往后移，请紧固脸颊帽带。如果头盔往

前移，请紧固颈部帽带。

如果不能正确调节头盔，您可能需要更小尺寸的头盔；请咨询经销商。

剪去过长的颚带
如果您选择剪去颚带，请保留带扣上方至少 1 英寸 (25 mm) 的长度。颚带太

短会导致头盔失去其调节和防护功能。剪短后，熔化颚带的末端，以免抽丝磨

损。当心高温靠近头盔。带扣是可燃物。避免接触熔化的尼龙带，直到它变

冷，因为它可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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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下帽舌
有些 Bontrager 头盔含有可拆卸的帽舌。轻轻地从头盔外壳的插孔中拉出搭扣

（图 17）即可拆除帽舌。

请注意：头盔中的插孔过度使用后会变大，会导致帽舌变松或意外掉落。

插入帽舌插孔销钉
有些 Bontrager 头盔含有可选销钉（图 18），在不使用帽舌时，可将销钉插入

头盔。销钉可掩盖帽舌附件插孔，起到美观作用。确定左右销钉，然后将它们

对应插入每边的帽舌附件插孔中即可。

图 19. 调节帽舌

图 18. 定位和插入帽舌销钉图 17. 帽舌搭扣和头盔中的插孔

调节帽舌
有些 Bontrager 头盔具有可调节的帽

舌。如欲调节帽舌角度，使用 4 mm 

的内六角扳手扭松帽舌固定螺钉（图 

19）。将帽舌调节至所需的位置。将

螺钉紧固到可将帽舌保持在所选位置

即可。不要拧得太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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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ontrag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