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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动物救援 用注射用品和适当的量来救护动物。 

力度 比弓箭更有力度，发射距离可到到60m。

经济型 使用了经济型材质组成比较经济型。

无噪音无冲击力
发射的时候，无噪音和无冲击力因此给使用
者和动物比较方便。

使用便捷 引用了猎手强的原理，可以调节强度操作比
较便捷。

多样化用途
动物麻醉，救援人，提取样品 等多样化的
用途。

BOWFISHING Bowfishing增加体验乐趣。

火药枪, 气枪  皮筋 动物麻醉枪

费用 高费用 低费用

重量 移动比较方便 无冲击

噪音 冲击，噪音 无冲击，无噪音（适合治疗动物时候）

簡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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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动物麻醉，救援人，提取样品 等多样化的用途。

产品信息
最大射程 18m 有效距离

直线距离投篮 距离钓鱼线

全长 68cm 材料 增强铝基

重量 1.1kg 启动原理 橡胶弹

其他
可切换左手
上下建筑物时，可用注射器推出
它可以调整，以适应臂长 , 源可以是局部区域控制

装置方法 p9. 参考

标准方法 p9. 参考

注意事项 p9. 参考

射击绳索发射时
候注意事项 p9. 参考

解除方法 p9. 参考

注射器使用方法 p10. 参考

更换绳索的方法 p11.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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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动物麻醉，救援人，提取样品 等多样化的用途。

产品信息
最大射程 60m 有效距离 50m

直线距离投篮 距离钓鱼线 50m

全长 88cm 材料 增强铝基

重量 2.5kg 启动原理 橡胶弹

其他

装置方法 p9. 参考

标准方法 p9. 参考

注意事项 p9. 参考

射击绳索发射时
候注意事项 p9. 参考

解除方法 p9. 参考

注射器使用方法 p10. 参考

更换绳索的方法 p11.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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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动物麻醉，救援人，提取样品 等多样化的用途。

产品信息
最大射程 40m 有效距离 30m

直线距离投篮 距离钓鱼线 40m

全长 88m 材料 增强铝基

重量 2.3kg 启动原理 橡胶弹

其他

装置方法 p9. 参考

标准方法 p9. 参考

注意事项 p9. 参考

射击绳索发射时
候注意事项 p9. 参考

解除方法 p9. 参考

注射器使用方法 p10. 参考

更换绳索的方法 p11.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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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动物麻醉，救援人，提取样品 等多样化的用途。

产品信息
最大射程 25m 有效距离  20m

直线距离投篮 距离钓鱼线

全长 材料 增强铝基

重量 启动原理 橡胶弹

其他

装置方法 p9. 参考

标准方法 p9. 参考

注意事项 p9. 参考

射击绳索发射时
候注意事项 p9. 参考

解除方法 p9. 参考

注射器使用方法 p10. 参考

更换绳索的方法 p11. 参考05  

目的
动物麻醉，救援人，提取样品 等多样化的用途。

产品信息
最大射程 40m 有效距离 30m

直线距离投篮 距离钓鱼线 40m

全长 88m 材料 增强铝基

重量 2.3kg 启动原理 橡胶弹

其他

装置方法 p9. 参考

标准方法 p9. 参考

注意事项 p9. 参考

射击绳索发射时
候注意事项 p9. 参考

解除方法 p9. 参考

注射器使用方法 p10. 参考

更换绳索的方法 p11. 参考



注射器 名 价格

New 注射器 89.51￥

注射器翅膀(w) 29.84￥

3.5cc 注射器 53.71￥

M:短 注射器 71.61￥

M-Q 17.90￥

注射器 针 11.94￥

10cc 注射器 71.61￥

弩注射器 名 价格

Blowgun 注射器 35.81￥

弩 动物注射器 89.51￥

弩 麻醉注射器 1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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악세사리 명칭 가격

blowgun set
894.99￥

目标纸 2.98￥

Reel  set 59.77￥

MAXTER bag 59.77￥

 橡皮筋集 47.74￥

连接集 59.77￥

链接 11.93￥

弹性工具 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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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方法

1.推开扳机保险装置，把扣扭垂直摆放后，拉开手柄保持发射准备。

2.将发射的动物注射器从枪口开始放入。（注意点：注射器3个边翼从枪口的上
半部，垂直看的时候看不见为止推放到抢扣的底部）

3.注射器的前部分用毛巾或者布来抱住后拉开到Maxter的底部的扳机部分，
‘嗝哒’一声就准备安置完毕。

标准方法

1.在发射前准备状态中，瞄准基准点和 枪口的基准点，对准目标物保持一致的
情况下发射。

2.通过瞄准口，将注射器的前半部分和目标物保持一致并上下瞄准。（根据距离
和上下调整是根据个人射击的姿势来调整）

3.注射器直线飞行距离来射击的话最佳效果。

4.注射器的尾翼位置上，根据上面的图一样保持的话比较高的准确度。

解除方法 发射状态下解除的话，用一只手握住把柄，用另一只手扣住扳机并解除。

更换绳索的方法

1.先从中心部分测试两端的距离，通过’r’来使用用皮胶来捆住。

2.需要两端的均衡调节是需要发射数十次后调整上面的方法。

3. 松开发射抢体-> 解除抢体->交换胶乳绳后挂到环上->胶乳绳强度根据个人习
惯来调整。

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 禁止空弹射击（Dry Fire）

1.没有安装注射器前，空弹射击抢体将发热并脱离抢体。 务必注意

2.发射时候，握住抢体的手需要脱离发射的路线。

3.为了顺利的发射 10～20次的发射后给抢体用擦润滑剂（车辆用的喷剂）

4.注射器安装前需要确认注射器后面的盖子是否完全关闭的状态。稍微不注意
发射时候，发射失败。

射击绳索发射时候注意事项：发射前将绳索提前松开40～50m后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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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器空气压缩方法

1.解除注射器的前后螺丝。

2.调整里面的硅胶来调整药物放入的空间。

3.使用小的注射器来注入药物。

4. 锁住注射器的针头。

5.从底部关闭螺丝。

6. 把注射器放入空气后，拉住发射器低端。

7.用全力来按住注射器的箭，并迅速脱离。

8.空气压缩完，放入水杯中确认空气是否遗漏。

9.空气压缩力只能维持一天左右。

10.箭头达到动物身体后，通过硅胶往前推并药物注入到动物身体。



注射器使用方法
1.轻轻的按住药物注射器的胶体。
2.使用大注射器来上下调配药物。
3.注入药物
4.把硅胶的盖子用力来扣住。
5.用大注射器来往后拉开的同时拔掉。

注射器使用方法
https://youtu.be/gREKt7RUoMI

未知点，请发送电子邮件

绳索交换方法

1.先从中心部分测试两端的距离，通过’r’来使用用皮胶来捆住。

2.需要两端的均衡调节是需要发射数十次后调整上面的方法。

3.松开发射抢体-> 解除抢体->交换胶乳绳后挂到环上->胶乳绳强度根据个人
习惯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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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电话: 070.7502.0940
电话: 82)10.3796.8488
传真:   82)31.556.2750

Email: Maxterkr@naver.com
Home:  http://www.maxter.org

BLOG:  maxterkr.blog.me

Bank-Acount 
SEO SAM HYEON 

NACFKRSE 
NACF(National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Fedration)

360-12-079385

https://youtu.be/gREKt7RUoM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