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Model: 201760ASIA
10-16



27

目镜

POWER/FIRE

型号 201760ASIA

斜坡开关



28

欢迎您购买倍视能® TOUR V4™ SHIFT PINSEEKER™ 产品，它采用了 JOLT™ 技术。
TOUR V4 SHIFT 是一款激光精密测距光学设备，为多年使用而设计。本手册介绍了调试和功能以及如
何维护这款激光精密测距光学设备，将帮您实现最佳性能。为确保最佳性能和使用寿命，在使用 TOUR 
V4 SHIFT 之前，请一定仔细阅读本说明。

介绍
这款 TOUR V4 SHIFT 是倍视能的最新产品，是对高尔夫激光测距仪获奖系列产品的补充，高尔夫球手
专用。TOUR V4 SHIFT 的特色PINSEEKER™ JOLT™ 技术可以使高尔夫球手在没有背景目标的情况
下，可轻松快速瞄准旗杆。TOUR V4 SHIFT 仅重 5.6 盎司，大小适合握在掌心。TOUR V4 SHIFT 还配
备了可调式目镜，5 倍放大，可以提供 5-1000 码的距离测试，精度可达 1 码，令人不可思议！与其他博
士能激光测距仪一样，这款 TOUR V4 SHIFT 需要配合反射镜使用，可以为世界上任何高尔夫球场的任
何物体，如树木、鹿等进行测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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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数码科技的工作原理
这款PINSEEKER 的 TOUR V4 SHIFT 产品释放不可见红外脉冲，对双目无害。这款 TOUR V4 SHIFT 产
品的高级数码微处理器和 ASIC 芯片（专用集成电路）可以确保每次都能瞬间精准读取数据。高级数码
科技即刻通过计算测距仪到目标之间每次脉冲的往返时间得出距离。

测距精度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款 TOUR V4 SHIFT 的测距精度为 ±1 码/米。该款设备的最大测距范围取决于
目标的反射性。大部分物体的最大距离为 700 码/640 米，高反射物体的最大距离为 1000 码/914 米。
注：根据具体目标的反射性，当时的环境因素以及物体的测量距离不同等，最大距离可能会略低或 
略高。

目标的颜色、表面光泽、大小和形状都会影响到反射性和测量距离。颜色越浅，距离越长。例如，红色
的反射性最强，而黑色的反射性最弱，因此前者的测量距离更长。发光表面会比暗色表面的测量距离更
长。小目标会比大目标更难测距。目标的角度也会产生影响。90 度角照射目标（目标表面与发射脉冲
的飞行轨迹相垂直）则会有较好的测距效果，相反，如果呈锐角，则会影响测距效果。此外，光照条
件（如日光强度）会影响设备的测距能力。光线较弱（如阴天），设备的最大测距范围就会远一些。相
反，阳光普照的情况下，设备的最大测距范围则会近一些。

简体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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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

更换电池
这款 TOUR V4 SHIFT 已经事先备好电池，所以可以直接使用。为更换电池，可以拨开电池盖装置， 
打开电池盖，然后顺时针旋转计数器。在槽中插入 CR-2 3 伏锂电池，负极朝里，然后关上电池盖。

注意：建议至少每 12 个月，更换一次电池。

低电量显示器：电池图标中显示一条时，表明电量低，应更换电池。如果电量低于安全工作电平（影响
读数的准确性），电池图标将闪烁，设备将不会瞄准。

调整目镜
这款 TOUR V4 SHIFT 配有可调目镜（+/− 3 屈光度调整），以便根据图像，在 LCD 显示屏对焦。只需
旋转目镜，直至十字线和远处物体距眼睛对焦即可。

操作总结
通过 5 倍目镜观察时，按下 POWER/FIRE 按钮，启动液晶显示器 (LCD) 的视窗。将瞄准圈（位于可视
范围的中心）对准至少 5 码以外的目标，按下并按住 POWER/FIRE 按钮，直至距离数据显示在视窗底
部区域为止。瞄准圈周围的十字线表明正在发射激光。一旦获得距离数据，则可松开 POWER/FIRE 按
钮。POWER/FIRE 按钮一旦松开，瞄准圈周围的十字线则会消失（例如，激光不再发射）。备注：一
旦启动，LCD 会保持激活状态，并显示最近一次的测距结果达 10 秒。您可以在任何时候再次按下电源
按钮，对新目标进行测距。和任何激光设备一样，不建议用放大镜直接长时间查看射出脉冲。激光的最
大发射时间为 5 秒。若要再次发射，则再次按下 POWER/FIRE 按钮按钮。

完全充电 低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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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显示 (LCD) 指示器
这款 TOUR V4 SHIFT 为 LCD 显示，并有发光图标或符号，以表明激活激光时所选的测距单位，以及获
取目标时所选的目标模式。这些功能汇总如下：

测距选项的模式和单位
这款 TOUR V4 SHIFT 可用于测量码数或米数。测量单位指示器位于 LCD 的右下方。若要在码数和米
数之间选择（开始时关闭设备电源），请按住 POWER/FIRE 按钮。7 秒后，显示器将在不同选项间循
环显示：码数或米数（有关斜坡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关于采用斜坡技术的 Tour V4 Shift”）。要使
用的单位显示后，松开 POWER/FIRE 按钮可选定单位。当从码数改为米数时，则会有测距单位变化显
示，M 代表米数，Y 代表码数，相应的 M 会亮起，而 Y 会熄灭。如果从米数变为码数，则会出现相反
情况。每次设备开启时，这款 TOUR V4 SHIFT 都会恢复为上次所用的测距设置。

激活激光
瞄准圈周围的十字线表明正在发射激光。一旦获得距离数据，则可松开 POWER/FIRE 按钮。POWER/
FIRE 按钮一旦松开，瞄准圈周围的十字线则会消失（例如，激光不再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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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SEEKER（LCD 指示器 - ）在获取到旗杆的距离时，是否有过困难 ?这一高级模式可轻松获取旗杆信
息，而不会意外获得具有较强信号强度的背景目标信息（例如：树木）。

按下 POWER/FIRE 按钮，开启设备。然后，调整瞄准圈至所需测距的旗杆。随后，按下并按住 POWER/
FIRE 按钮，将激光缓慢移向旗杆或所需测距的物体，直至圆圈围住旗杆指示器。如果激光柱识别出不止
一处物体（例如旗杆和背景树木），则会显示旗杆距离，会有一个圆圈围绕针引导头指示器，告知用户 
LCD 显示的是到旗杆处的距离（见下图）。有时也会出现激光柱在途中只识别出一个物体。在这种情
况下，则会显示相应距离，不过因为不止一个物体未被识别，旗杆指示器
周围不会有圆圈显示。

技巧：按下 POWER/FIRE 按钮时，可以将设备在不同物体间缓慢移动， 
刻意让激光捕获多个物体，以确保只显示了激光识别出的最近物体。

关于 JOLT 技术
JOLT 技术提供了震动信号（与将手机设置为“震动”相似 ，这样当 
PINSEEKER 技术表明识别出旗杆，以及距离在 LCD 上有显示时，就可 
以感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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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采用斜坡技术的 TOUR V4 SHIFT
在 Tour V4™ Shift 上找到的高级专利斜坡技术具备基于内置加速计的倾角仪，可以数字化准确显示 −20 
到 +20 度之间的斜坡角度。Tour V4 Shift 可以根据激光测距仪和内置倾角仪测量的距离和斜坡角度自动
计算角度补偿距离。这一数据随后会与处理一般球棒试用情况和球轨迹的内部算术公式结合使用。角度
补偿距离可以指导球手如何击球（即如果向上倾斜就加大距离，而向下倾斜则减少距离）。

如何使用斜坡 +/−™
Tour V4 Shift 使斜坡内外的变化比以往更容易。要利用斜坡功能，
只需滑动 Tour V4 Shift 徽标，以便“斜坡版”可见。要再次使设备服
从，只需向下移动徽标。

获取斜坡码数 +/−
进入“斜坡”模式后，按住 POWER 按钮，同时保持瞄准圈位于旗杆
上，尽量让设备保持稳定。在距离显示后，释放 POWER 按钮。一
旦松开电源按钮，角度和补偿距离就会有显示。

斜坡禁用

斜坡启用

PINSEEKER（LCD 指示器 - ）在获取到旗杆的距离时，是否有过困难 ?这一高级模式可轻松获取旗杆信
息，而不会意外获得具有较强信号强度的背景目标信息（例如：树木）。

按下 POWER/FIRE 按钮，开启设备。然后，调整瞄准圈至所需测距的旗杆。随后，按下并按住 POWER/
FIRE 按钮，将激光缓慢移向旗杆或所需测距的物体，直至圆圈围住旗杆指示器。如果激光柱识别出不止
一处物体（例如旗杆和背景树木），则会显示旗杆距离，会有一个圆圈围绕针引导头指示器，告知用户 
LCD 显示的是到旗杆处的距离（见下图）。有时也会出现激光柱在途中只识别出一个物体。在这种情
况下，则会显示相应距离，不过因为不止一个物体未被识别，旗杆指示器
周围不会有圆圈显示。

技巧：按下 POWER/FIRE 按钮时，可以将设备在不同物体间缓慢移动， 
刻意让激光捕获多个物体，以确保只显示了激光识别出的最近物体。

关于 JOLT 技术
JOLT 技术提供了震动信号（与将手机设置为“震动”相似 ，这样当 
PINSEEKER 技术表明识别出旗杆，以及距离在 LCD 上有显示时，就可 
以感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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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度技术的优点
下图中的旗杆 A 为 162 码。旗杆 B 也是 162 码，不过是位于斜坡上。

但是，如果您想按照 162 码来击球，球 (X) 就到不了洞口/旗杆，因为没有考虑斜坡因素。补偿距离将
更长。在此示例中，补偿距离将为 173 码。如果启用斜坡，显示器将在上部（大）数字中显示 162y。
下部（小）数字将交替显示角度 (4o) 或补偿距离 (173y)。

162 YARDS

162 YARDS

X

4° 

光学设计
放大倍数和镀膜
TOUR V4 SHIFT 具备 5 倍放大和多层镀膜光学器件。光学系统中装有液晶显示器 (LCD)，启动时，会显示
瞄准标线、码数/米数和模式指示器。由于生产工艺，光学系统中会有小黑点显示。这些是 LCD 的固有
特性，在生产工艺中无法完全清除。这些不会影响到设备的测距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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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外形尺寸：4.1 x 3.1 x 1.6 英寸
重量：5.6 盎司
测距精度：+/− 1 码
测距范围：5–1000 码/ 5–914 米
放大倍数：5 倍
物镜直径：20 mm
光学镀膜：多层镀膜

显示器：LCD
电源：3 伏锂电池（自带）
可视范围：420 英尺 @ 1000 码
超长目镜暂留：17 mm
出瞳：4.0 mm
包括电池和携带包

专利号：（Tour V4 Shift – 斜坡技术）| 7,239,377 | 7,859,650 | 7,535,553

清洁
轻轻吹去镜头上的灰尘或残留物（或使用柔软的镜头刷）。若要清除污垢或指纹，请用柔软的棉布或超
细纤维布画圈擦拭。使用质地粗糙的布或不必要的摩擦会划伤镜头表面，最终导致永久性损坏。要进行
更彻底的清洁，可使用相机镜头纸和相机镜头清洁液或异丙醇。清洁液务必要蘸在清洁布上 - 千万不可
直接涂在镜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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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有限保修
自购买之日起，倍视能产品享有两年期材料和工艺缺陷保修。在此期间如发现产品问题，如您将产品退回并预付邮费，
我们将酌情对产品进行维修或更换。该保修范围不包括因使用、操作、安装不当，或未经博士能授权的维修人员进行修理
造成的损坏。

该保修条款下的任何退货必须包含以下两项：
1.	
2.	 产品退货的联系人姓名、地址和日间电话号码。
3.	 缺陷说明。
4.	 购买日期的购买凭证原件。
5.	 请勿发送配件（电池、外壳等），只寄送需要维修的产品。

产品需要用结实的货运纸箱进行包装，以防在运输过程中损坏，并寄送到如下地址：
	
	 在美国，寄送至：	 	 在加拿大，寄送至：
	 倍视能户外产品	 	 倍视能户外产品
	 收件人：维修部	 	 收件人：维修部
	 9200	Cody		 	 140	Great	Gulf	Drive,	Unit	B
	 Overland	Park,	Kansas	66214	 Vaughan,	Ontario	L4K	5W1

在美国或加拿大以外地区购买的产品，请联系当地经销商了解有关保修事宜。
在欧洲，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倍视能：	 倍视能欧洲有限公司	GmbH	
	 	 欧洲服务中心
	 	 Mathias-Brüggen-Str.80	
	 	 D-50827	Köln
	 	 德国
	 	 电话：+49	221	995568-0
	 	 传真：+49	221	995568-20

本保修条款赋予您特定的合法权利。
根据国家/地区不同，您可能还有其他权利。

©2016	倍视能户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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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查

如果设备无法启动 - LCD 不亮：
• 按下 POWER/FIRE 按钮。
• 检查电池，必要时进行更换。
如果按键时没有反应，请更换品质较好的 3 付锂电池。

如果设备电量低（试图打开激光时，显示屏为空白）：
•  电池电量低或品质差。更换品质好的 3 伏锂电池。

如果无法获得目标距离：
• 确认 LCD 显示正常。
• 确保 POWER/FIRE 按钮已经按下。
• 确保在发射和接收激光脉冲时，物镜（距离目标最近的镜头）没有被手部或手指之类阻挡。
• 确保按下 POWER/FIRE 按钮时，设备保持稳定。

注意：在对下一个目标进行测距前，不必清除上一次的测距数据。只需用 LCD 上的十字线瞄准新目
标，按下 POWER/FIRE 按钮，直到新的距离数据显示为止。

本产品的规格、使用说明和操作会适时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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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注意事项
本设备已通过测试，符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规定第 15 部分对 B 类数码设备的限制要求。这些限制要求旨在
对居住环境给予合理的保障，防止有害干扰。该设备会产生、使用并可能发射无线频率能量，如果没有按照有关注意
事项安装和使用，可能会对无线通信造成有害干扰。但是，并不保证在某些特定安装中，不会发生这种干扰。如果该
设备并未对无线电或电视信号接收造成有害干扰，这可以通过关闭再打开设备来确定，鼓励用户通过下述一种或多种
方法进行解决干扰问题：

• 调整或重新放置接收天线。
• 增加设备和接收器之间的间隔距离。
• 将设备连接到与接收器电路不同的插座上。
• 咨询经销商或经验丰富的无线电/电视技术人员寻求帮助。

该设备必须按照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规定第 15 部分 B 节中对数码设备的限制要求，使用遮罩界面电缆。

规格和设计会适时变化，恕不另行通知，厂家也没有提前通知的义务。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安全规定
本设备属于 1 级激光产品，符合 IEC 60825-1:2007 的相关要求。
符合《美国联邦法规》(CFR) 第 21 章 1040.10 和 1040.11 对激光产品的规定，不符部分以 2007 年 6 月 24 日 
第 50 号激光产品通知》为准。
警告：用户不得擅自控制、调试或拆装。上述操作步骤以外的行为可能会使用户接触不到不可见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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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ushnellgolf.com
9200 Cody, Overland Park, KS 66214
4 rue Diderot, Suresnes, France 92150

©2016 Bushnell Outdoor Products
Bushnell,™, ®, denotes trademark of Bushnell Outdoor Produc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