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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S A
TACS-FG(潑墨迷彩)
是一種有利於使用此
種花色的玩家，在穿梭
在遊戲戰場中活動時，

容易被視覺低調忽略的迷彩圖
騰。搭配Keymod系統的精美
長款護木與呈45度角傾斜的
輔助照門，更凸顯此款戰術卡
賓步槍獨特的設計風格。

A P S 設 計 開 發 已 進 入 第 二
代，APS這次更升級改革了多
樣細節。配備的Silver Edge
系統GEARBOX可確保射擊表
現維持在高效能，其表現好到
讓許多經驗豐富的老玩家都不
禁稱讚。

THE SPIDER

BITe !
蜘蛛來襲

APS 12.5" KEYMOD SPYDER ATACS 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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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機拉柄上為原品BCM造型
的款式，使用起來更方便舒適
且簡單。Match Style的設計

能使槍機飾片打開，並可用
來調節HOP-UP，但槍

機卡榫則可用來固定槍
機飾片。

由於Keymod護木尺寸為
12.5”，使這把AEG足以搭
配370mm長度的內管，這樣
的組合可成功提升射擊的精
準度與集中度，正中AIRSOFT 
AEG發燒玩家們心中的點。
是一把設計精密且頗具巧思
的戰術卡賓。

Match Style 設計

競技造型板機(Straight Pull 
Trigger)的設計，則使此把戰

術卡賓的設計風格更加活潑，
擺脫舊式硬派軍用風格步槍造

型上的窠臼。

競技造型板機
(Straig h t Pull Tr igg e r)
設計

KeyMod系統

設計特點 

除了原始版本的黑色之外，另外
還有四款新潮配色可供玩家選
擇。APS運用了水轉印技術，將市
場上最潮的迷彩轉印在槍身上，讓
你手上的武器與眾不同。

Cran e Stock尾托

基本款色，適合喜歡經典款式
的玩家

運用微像素方式將各種綠色，
模擬成植被的配色。

使用非方形的不對焦色塊組合
而成的迷彩，也稱旱地/城市型
迷彩，最適合沙漠地區使用。

Kryptek依據軍事需求創造出
的迷彩花色，適用於城市及夜
間對戰。

Black
Multicam(多地型迷彩)

A-TACS FG(潑墨/叢林迷彩) A-TACS AU(潑墨/廢墟迷彩) Typhon (黑蟒紋迷彩): 

最受各國特種部隊歡迎的迷彩
樣式，同時也適用於多種不同環
境地型，用途廣泛。

外
觀

長度為320mm的護木

呈45度角的可折疊準星，以光
纖材質打造

以CNC精密打造金屬槍身

Match Style拉柄 競技款式板機

K e yMod系統
光纖準星12 .5”K e yMod 

護木 

KeyMod是近期流行的軌道
系統，外型輪廓設計精實，可
直接在護木KEYMOD位置鎖
上軌道，再掛上想搭配的零
配件即可。

光纖準星可以折疊，傾斜45
度角的特點，提供玩家在安裝
包被瞄具時，近距離射擊時
有另一種方式可選擇，提供
20公尺內完美的射擊表現，
但超過此距離後，將可預見
HOP-UP會產生效果，彈道將
會彎曲。

Crane Stock尾托的六段式
調整處有個開孔。貼臉頰的部
位具有表面防滑設計，底墊使
用橡膠材質，可在射擊時讓
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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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ARBOX內無論是彈簧導
桿的軸承或是活塞頭都是金
屬製的，面對彈簧壓縮運作
時產生的壓力，承受能力更
佳，APS廠方以M190彈簧連
續試上4500發BB彈都沒問題
(M190非內建彈簧)。

氣動組件

齒輪箱: 二代 

重量: 2950 克

效能: 410 FPS ( 125M/S)  

總長: 825 mm 
(槍托延伸展開可達905 mm)

槍管總長: 370 mm
動力來源: AEG

BlowBack: 有

型號: ASR115 MC

330  ftp

槍管口徑: 6.04 mm

裝彈量: 300發 bbs

玩 家以一 把 最基 礎 的內六角
板手就可打開齒 輪 箱更 換 彈
簧，不須整個GEARBOX都拆
解掉。這樣彈簧快速抽取的設
計，讓玩家想調整槍的出速時
能省事許多，可避免掉拆解齒
輪箱的複雜程序 。

快速抽取
的設計

APS的Silver Edge 
GEARBOX與內部零件，
在表面處理上運用了獨家
的拋光打磨技術及後加工
程序，完整去除表面可能
會殘留的瑕疵及細屑或毛
邊，如此一來便可有效減
少動力傳遞時的摩損，同
時也會減少電力耗損。此
外，德國製的 8 m m 軸承
更是讓齒輪運轉的動作更
流暢。

Silv e r E dg e 
G e arbox

總結許多玩家都很喜歡採用銀線配
線的槍，這把APS AEG正是其
中之一，因為理論上銀線可耐熱
溫度較高，傳導的耗損也比較
小。此外更內配有保險絲，可避
免過載問題。

銀質導線搭配

APS的Blowback系統，其原理
為鍍鉻槍機飾片的兩角深入齒
輪箱，讓活塞推著帶動。這樣的
系統可強化運作效果，並能保護
本體避免意外破裂。

Blowback系統

1 外觀
收 藏有一 把 沙色 或者綠色塗裝 的
槍，是非常普遍的情形。但擁有一把
槍體上，有著以水轉印技術印上的
超夯迷彩，價值可就真的非同小可
了。

2 內部構造
APS持續進化改革齒輪箱的效能，
直到終於完成了可以連續擊發15 hi-
cap的Silver Edge齒輪箱。使用經
強化處理的鋅合金為材質打造，即
使是以M190彈簧來運作都不怕，可
輕鬆過關。

3 實測效能
可呈45度斜角的照門，在視覺上有
很強勢的效果，可是當拿著轉向的
電槍擊發子彈時，卻會妨礙到上彈
以及影響子彈跑的軌跡(因為HOP-
UP效果，會造成方向改變)。不過，
若是以正常方式使用，一切效果則
是非常令人讚賞。

**初速及內部配置依據各國法規不同做調整

內
部

構
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