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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要!! 射击运动器材安全条例（运动手枪）

1)     时刻注意枪械是否上拴
2) 只有在法律允许的地方，地点，时间使用枪支，并遵守法律，相关条例的规定在指定地方进行射击.
3) 保证一直开启安全拴，只有在射击的时候才将手指放在扳机上.
4) 仔细使用枪支，避免无意识的伤害自己和他人；尤其在装卸过程中，枪口一定要朝下放.
5) 严禁在射击的时候喝含高酒精浓度的酒，严禁抽烟.
6) 在射击的时必须戴防护眼罩和耳塞.
7) 严禁瞄准靶子以外的任何事物，避免伤害.
8) 如果是非本人使用过，或者操作过的枪支，必须确认是否卸载全部安装的子弹保证其安全（建议向意大利警察和军人一样进 
 行两次检查).
9) 枪支在使用和存放前都必须仔细清洗和保养.
10) 将枪安全支存放在儿童以及别人不能触及的地方.
11) 分别保管枪支和子弹，按照法律规定看管枪支.
12) 使用之前必须完全熟悉掌握枪支的特性，了解枪支的使用性能，注意事项，并熟读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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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的拆卸和组装

1- 去除弹夹.
2- 卸下六角形螺钉
3- 左手握紧武器，从上退下枪管，平衡块和枪托，枪口朝下
4- 分拆枪管封闭器.
5- 组装按照以上步骤逆向安装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左手握紧枪，尤其在组装的时候枪口一定要朝
下，并要确保弹簧的位置是否正确．拆卸之前必须首先将弹夹卸
下．
清洗和上油：清洗枪管的时候需要长柄圆刷子洗刷再用干净的布擦
干．为了保证以后的使用的准确性及安全性，最后需要确认所有铅
弹都按照要求重新上膛．
使用无添加剂和无溶剂的润滑油润滑枪管和枪托的连接处，不可以
使用溶剂或者机械用油润滑．最多5000次射击后必须进行拆分和清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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扳机调整方法
HP New 32 S&W - SP New - SP New RF. 22LR.

请 仔 细 按 照 要 求 枪 支 侧 翻 进 行 操 作 （ 如 图 ） ， 并 且
渐 进 式 的 按 标 准 调 试 螺 钉 （ 每 次 最 多 旋 转 1 / 4 圈 ）

RG螺钉: 用于扳机位置.
CS螺钉： 顺时针旋转增加第二次击发时间，逆时针旋转将减少 
时间直到连发
PS螺钉: 　  在（ＣＳ螺钉内部）, 顺时针旋转将增加２次击发重 
量，逆时针旋转则减少扳机重量．
PP螺钉:         可以调整扳机重量,逆时针旋转增加小于1公斤的重量,顺
时针旋转可增加超过1,360kg的重量
TS螺钉:        停止触发:顺时针减小扳机冲程直到减少到为零. 注意！
如果顺时针旋转过多螺钉，扳机将不能使用.
CP螺钉:       顺时针旋转将减少第一次时间,直到消失.注意！不要顺
时针旋转过多，保险拴将不能复位，导致枪支不能使用；另外如果
调整了这个螺钉那就必须调整螺钉PG,以保证枪支的正常使用.

扳机新型SP , SP 新型 R.F., 新型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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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款 SP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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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HP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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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霸尔蒂尼（Pardini）枪的平衡块是专门根据顾客需要射击制造的.

去掉平衡板（4）,拧下螺钉（5）,就可以看到6个洞孔围绕在枪管周
围.主要用于增加和固定附加重量（1）.
附加重量主要是通过增加弹簧片来达到目的（重量为17g/个 或者 
34g/钨环）
在洞孔首先放置弹簧片，然后再附加其他负荷.
这样就会达到增加重量的目的.
如果先添加负荷再放弹簧片，会增加枪支的摇晃和后坐力，也就需
要有更强烈的支撑. 相关的理论都已经经过HEINRICH RIES的测试
和检验并运用于Pardini Armi的产品中.

使用少于6个附重也可以获得适合每个人使用的枪支.建议尝试各种
组合以获取最有利自己选择.

标注: - 所有的螺钉上部（8）和下部接触的物体（6）之间必须要使
用垫圈（7）. 
- 允许使用钢质垫圈和轻合金所制垫圈。钢圈要比合金权重25克.

另外作为候选还可以使用每个重34gr 的钨环.

白色扳机一直延续使用着我们的白色塑料射击保护装置。

解锁状态    安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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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LR口径手枪型号：
机械击发FPM 

技术规格
机械击发.22LR口径50米奥林匹克专项比赛用单发手枪，设有可调并可更换的微测瞄准器。
枪管长度280毫米/膛线6Dx450毫米瞄准基线长度可调，从350毫米到420毫米 重量1130克。胡桃木材质的解剖式把手。创新技术PARDINI系
统。
FPM装弹系统
将拇指支撑在滑块（1）上，用食指提起击发杆（2），其自动打开。将子弹放入弹膛的中心，然后降低击发杆直到锁住扳机。按下设定杆
（3）扣动扳机。完成FPM装弹，准备射击。

调整扳机击发和瞄准器照门 (见图)
4号螺丝： FPM 允许扳机的位置前进和后退，并绕纵轴转动和绕横轴向右向左转动。
5号螺丝： FPM 允许扳机上升、下降和绕自身转动。
6号螺丝： FPM 调整击发：按顺时针方向转动，减少击发面的结合。
7号螺丝： FPM 双程调整：调整前一段的扳机力。
  单程调整:调整扳机力。
9号螺丝： FPM  按逆时针方向转动，射击移到左侧。按顺时针方向转动，射击移到右侧。 
10号螺丝： FPM 按顺时针方向转动，射击下降。 
  按逆时针方向转动，射击上升。
11号螺丝： FPM  按顺时针方向转动，增加瞄准器照门长度。
  按逆时针方向转动，减少瞄准器照门长度。
14号螺丝： FPM 可做为扳机挡头：按顺时针方向转动，将缩短扳机空程，射击后直到使其消失。
15号螺丝： FPM 按顺时针方向转动，将缩短扳机前一段行程直到消失。

调整FPM瞄准基线
瞄准基线长度可调，从350毫米到420毫米通过拧松瞄准器上的锁止螺钉并在导向装置上对其进行滑动来实现调整。 
调整瞄准器照门
右前方螺丝调整高度，左后方螺丝调整偏移（1次点击=8毫米，50米距离）。设在照门左侧的外六角螺钉用来调整幅度，从2.60至4.60毫
米。
拆下枪栓
打开击发杆（2），取出撞针（8），将枪栓止动滑块（1）向前推。将手枪朝下，操作设定杆并扣动扳机。枪栓将向前滑动，找到适当位
置将其它从手枪中取出。
清洁与润滑
先使用附带的铜刷，然后用布清洁枪管。为了拥有最大的精度和功能性，还需确保抑扬器完全干净（每200/300次射击）有关拆卸和清洗，
见图7-8-9。在枪栓的滑动位置中加一滴油，应使用简单的不含添加剂或溶剂的润滑油。不得在击发系统中使用溶剂或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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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0 K12 扳机调节系统
调节扳机，触发器和开关（见图纸）:
TS螺钉:  扳机停止，开枪后顺时针减小扳机冲程．
CP螺钉:  冲程时间，顺时针旋转减少冲程
PT螺钉:  第一时间重量, 顺时针旋转增加重量
PA螺钉:  挂钩负荷, 顺时针旋转增加负荷
RG螺钉:  调整触发器位置
CA螺钉:  扳机挂钩拉力, 顺时针减少
MP螺钉:  调整撞针的弹簧压力

螺钉 1:　　逆时针旋转照门向左移动
　　　　　顺时针旋转照门向右移动
螺钉 2:　　顺时针旋转照门向下移动．
　　　　　逆时针旋转照门向上移动.
螺钉 3: 　　调整瞄准器槽口，顺时针旋转增大槽口
SS操纵杆:  S)禁止射击状态 F) 射击状态
螺丝AB： 调整减震器（仅K12）

SS SS

K12

K10

K12

K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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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使用模型 K10 – K12
由压缩空气弹夹代替传统弹夹装备

压缩空气弹夹可以在仍何情况下被替换,即使在没有全部使用完的
情况下也可以进行操作.
请按照以下操作规则给枪上子弹:

1) 从枪上取下弹夹.
2) 打开充气罐(及配备装备)的开关，并按照要求达到250bar．或
者使用霸尔蒂尼武器责任有限公司（Pardini Armi srl）提供的手动
充气装置.
3) 开启弹夹装弹启动装置，打开气罐/压缩机阀或者手动泵.
4) 等待在所需的时间内（很短的几秒）空气从气罐内充到弹夹
内.用空气阀或者手动泵达到250bar的压强.
5) 关闭气管或者压缩机，拧下弹夹，所有弹夹都配备有压力
计。

请注意

建议在不固定枪支的情况下手动调整弹夹，使用机械用油在有
螺纹连接部分上润滑油。

• 请使用霸尔蒂尼（ Pardini）公司提供的原装弹夹.
• 不能使用超过10年使用期的弹夹.
• 使用10年的弹夹必须完全卸空
• 射击手必须遵守所有手册上写明的使用规则和注意事项.
• 霸尔蒂尼武器责任有限公司（Pardini Armi srl ）不承担任何因为
改装枪支，没有使用本公司配件以及没有遵守使用手册所造成的任
何责任和损失. 

最多

10年

最大

250 BAR

-20°C

+70°C

制造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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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dini Armi Srl 霸尔蒂尼武器责任有限公司
Via Italica 154/A 

55041 Lido Di Camaiore (LU)  Italy

电话: +39 0584 90121 
传真: +39 0584 90122

 www.pardini.it
info@pardini.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