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謝您的購買，使用前請詳閱說明書。 

 
滑順和快速安裝 

可調式 HOP 系統 

可調整扳機 

可拆卸的皮卡汀尼鏡軌 

鋼製汽缸和強化的金屬內部零件 

可拆卸的 LED 發光彈匣(可容納 30 發 BB 彈) 

無彈警示功能 

 

上、下槍身分散包裝於盒內，請參照以下組裝說明： 

1) 將上槍身與下槍身結合。 

2) 請依照圖示將槍托長、短固定螺絲以 3mm 六角扳手適度旋

緊，完成組裝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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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請閱讀此說明書。 

 

MODIFY 與其商標已做相關商標註冊 

提供最好的服務和優質的產品 

 您可以造訪摩帝的網頁並留下您寶貴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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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ways wear eye protective gear. 

請戴上護目鏡 

當射擊此空氣槍時，所有參與者必須佩戴護目鏡或其它眼部護具，請注意流

彈，並應提醒其他在場人員要特別注意安全。 

   

請勿將槍口指向人或動物。 射擊不是玩笑，請於射擊前看清楚目標物。 

粗心的使用可能會造成傷害，進而遭受處罰。 

請不要在人、車經過的地方射擊。 

   

請不要直視槍口。 請避免不小心的扳機扣壓。 請保持槍口朝向安全位置。 

   

請不要在公共場合隨意攜帶槍支，應將槍枝放入

槍盒或是槍袋中以便攜帶。 

請將槍支安全的放置在孩童無法拿取的地方。 即使彈匣取出，BB 彈也有可能會從槍中射出去，

請小心使用。 

   

尚未射擊前，請將安全調節桿設定在 Safety 位置。 尚未射擊前，請讓手指離開扳機。 請不要自行拆卸或修改此槍。 

警告 

 操作步驟根據型號而有所不同。請了解並認識該空氣槍各項功能後，再操作此空氣槍。 

 摩帝企業有限公司的對於因錯誤操作和處理發生的事故，意外，受傷，或因修改和拆卸槍枝所產生的維修費用不負任何責任。 

使用前注意事項： 

當您收到 MOD24 時，請檢查有無損毀或缺少零件。若發現有上述情況時，請立即與您購買的店家聯絡。 

如果遺失操作手冊，請及時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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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觀/ 結構 

 

 

MOD24 空氣狙擊槍規格 

重量(含彈匣) 2.8 kg 

長度(後托調整到最短長度) 110cm 

槍管長度 485mm 

Hop-up 可調式 HOP UP 

彈匣容量 30 顆 

顏色 黑色/ .軍綠 / 沙 

射擊模式 空氣動力 

槍管口徑 6.08mm 

子彈規格 6mm BB 

初速 426 fps. 129.5 m/s 

 
 

填彈器 LED 發光器 BB 彈 

說明書 

六角板手 

通槍條 水銀電池 LR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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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保險設在 SAFE 的位置，直到射擊前。 

3. 保險設定 

                               

  

 Caution: 
 請務必不要在扣壓扳機時操作保

險，否則可能發生故障，導致意外。 

 保險扣上時扣壓板機，會有損槍枝。 

保險裝置 ON 

向後扣壓保險桿直到 S 位置使保險功能有效。 

★未射擊時，請務必將保險扣上，保護措施一定不

能忘記。 

保險裝置 OFF 

前推保險桿直到 F 位置以釋放保險。 

★ 此空氣槍每扣壓一次扳機只會射擊一發 BB 彈。 

4. 彈匣安裝 

   

如圖所示按壓彈匣退出鈕取出彈匣。 

 

按壓 BB 彈的上彈頭，並一顆一顆的裝填 BB 彈。

一個彈匣可以容納 30 顆 BB 彈。請不要強迫過量

裝填。 

使用本公司所附之『填彈器』可以更快速的裝填

BB 彈。 

安裝彈匣的時候請務必朝向上方，彈匣的出彈口

務必與槍口方向平行。 

水平握住彈匣由下往上推，直到聽到喀擦聲扣

住。 

Caution: 
 請選擇 MODIFY 供應的 BB 彈。如果使用其他廠牌的 BB 彈，而導致槍枝故障或是意外，本公司一概不承擔責任。 

5. 安裝 LED 發光器 

①安裝電池 ②安裝 LED 發光器 

 

①鬆開電池盒蓋上的螺絲。移開電池盒

蓋。 

②如圖所示，將水銀電池安裝置 LED 發

光器內. 

③扣上電池盒蓋後，將螺絲鎖上。 

Caution: 
安裝時請注意電池的正負極方向 

新舊電池不要混合使用 

 

①先拆除彈匣上的 2 支 PIN。 

②分離彈匣上/下外蓋, 取出彈匣內盒。 

③如圖所示，將發光器置入彈匣內盒, 

④將彈匣組裝，鎖上四顆螺絲。 

 

 
 
 
 
 

拉 推 

保險調節桿 

 水銀電池 

退匣鈕 

 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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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填彈器使用方法 

★ One Point advise ★ 

此 BB 彈填彈器適用於 MODIFY 空氣槍系列。 

 

②按壓彈匣露出 BB 彈出彈口。 

③把填彈器裝在彈匣 BB 彈出彈口上。 

④把 BB 彈裝到填彈器。 

⑤插入推桿並推壓以裝填 BB 彈到彈匣。 

 

 

7. 歸零校正  

A. 射擊 (在開始射擊前請先確認保險是有效的) 

 

★在調整 HOP-UP(彈道)與瞄準具前，將槍固定在定點，並瞄準靶射擊，

可以穩固槍身★ 

Caution: 
 確認射擊場地的環境與標靶的後面是否安全。 

 不當的使用扳機是非常危險的。除非已經瞄準好準備射擊，

否則不要把手指放在扳機的位置上。 

 這把來福槍是做為遊戲使用，只需輕扣扳機，即可擊發子彈。 

     

①拉抦往上推，並如圖所示往後拉，直到聽到喀擦聲。 

     

②將拉抦後拉到底再推回，然後向下壓放歸位。(射擊前如未

確實將拉抦下壓歸位，則無法擊發。) 

Caution: 
MOD24 具有無彈警示，因此沒有子彈時，強制操作拉抦會

對槍枝造成無法避免的傷害。 

③設定保險桿到 F 的位置，開啟保險。 ④扣下扳機。 

 

 

射擊後檢視落靶位置 

 彈道是否平直 

 靶位是否可以擊中 

 

Caution: 
 室外射擊可能會受天氣影響。 

 請確認標靶的射擊範圍內有足夠的安全空間，並且在此範圍內不影響他人。 

①把填彈器外管

置入圖示轉接座

上，完成填彈器

組裝步驟。 

 

 
填彈器轉接座 

 
下壓 

放入 BB 彈 

放入推桿 

  

放入 BB 彈後

移除填彈器 

往上推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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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需拆卸即可直接調整 

B. 可調式 HOP UP 系統 

藉由 B.B.彈產生的上旋，此系統有考慮到比一般的空氣槍更平直且更長遠的射程。 

Modify 可調式 HOP UP 系統，可簡易的調撥調整桿，使 HOP UP 調整得更精確。 

Caution: 
 調整 HOP-UP 外調桿，太接近『HOP』位置時，會容易卡彈。 

 如發現卡彈情形時，請立即停止射擊，將 HOP-UP 外調桿調整到原來的位置上，並清除子彈。 

 請勿使用品質不良或是髒汙的 B.B.彈。  

 

★調整過程(試射，請參閱說明書第 4 頁)★ 

 調整桿調整過多時，會嚴重影響彈道，調整 HOP-UP 外調桿直到彈道正常平直的位置即可。  

 刻度表能顯示調整桿位置，確實的發揮彈道效果。 

★最佳的位置是水平飛行，此位置 BB 彈可以飛得更遠。 ★ 

 
BB 彈在水平位置上，可以飛得更遠。 

HOP UP 未在適當位置 

症狀 原因 調整方式 

激烈上揚 Hop 調整太多 
逐步將調整桿調到正確位置。 

激烈下墜 Hop 調整不足 

橡皮(進彈圈)含有過量油汙。 將油汙清除。 

橡皮(進彈圈)嚴重磨損 更換橡皮 

Hop-Up 不正常 零件損壞。 更換零件。 

經常卡彈 Hop-Up 太緊。 將調整桿退回正常位置。 

BB 彈不良。 使用 6mm 品質好的 B.B.彈。 

槍管太髒。 用棉棒清潔槍管。 

8. 後托調整 

 

鬆開固定環(薄環) 旋轉調節環來調整後托長度 

調整範圍:約 65mm。 

將調節環旋向固定環以固定後托。 

9. 扳機調整 

扳機力度調整 

用 2mm 六角扳手，來轉動扳機調整座螺絲以調整扳機扣壓的強弱。 

扳機行程調整 

用 2mm 六角扳手，來轉動扳機調整座螺絲以調整扳機行程。 

  

 順時針轉動上緊螺絲，會增加扳機扣壓力度。 

 逆時針轉動釋放螺絲，會減弱扳機扣壓力度。.  

★逆時針轉動過多，會使扳機扣壓過弱，且六角螺絲可能容易鬆落★ 

 順時針轉動，可以減少扳機行程。 

 逆時針轉動，可以增加扳機行程。 

★如果轉動過多，螺絲可能容易鬆落 ★ 

 
 
 
  
 
 

HOP 調整過度，逐步將調整桿退回正常位置 

HOP 不足，移動調整桿到靠近 HOP 位置 
最佳的位置 

扳機力度調整螺絲 
扳機行程調整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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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腳架安裝 

  

①鬆開腳架底部的螺絲，鬆開腳架。 

②將腳架的夾具緊貼前面的螺栓，張開在夾具內的插銷，再將插銷栓進螺栓的孔洞。 

③鎖緊腳架底部的螺絲，確保腳架有穩固的安裝。 

11. 保養 

①在子彈的入口滴幾滴矽油或是鐵弗龍油，並射擊約 1 到 2 個彈匣量的子彈。.  

②使用清潔棒（有棉花），如下圖所示，以除去過量的油。  

 

Caution: 
 開始保養前，先將 HOP UP 調整桿調回正常位置。 

 空氣鎗內部是精密的組件，會輕易被損壞。在保養過程中要小心。切勿使用已經用過的 BB 彈。 

 

如何使用通槍條 

裁切棉布的大小，如圖所示，將其一端穿過通槍條的

孔位中。 （調整長度，使通槍條可順利進入槍管內）。 

 

 

清除卡彈 (保險設在 SAFE 的位置) 

卡彈時，應立即停止操作。取出卡彈，再重新操作空氣槍。 

①將 HOP UP 調回正常位置，再將清潔棒放入槍管的前緣。 

 

②務必將清潔棒的角度朝下，然後取出卡彈。 

 

 

 
 
 
 
 

Caution: 

由於卡彈可能會高速彈出，清理時請佩戴護目鏡，並確

認安全。 

Caution:  

通槍條伸入槍管內清理時，請避免持握在

通槍條末端位置。 

BB 彈入口 

HOP UP 座 

 安裝腳架可以強化射擊時的準確度。 

螺栓 

 
握住通槍條後端位置，放入槍管再旋轉通槍條，擦拭槍管內部。 

 
將裁切的棉布纏繞在通槍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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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爆炸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