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爱生命·快乐出行
诺克车用多功能安全锤



山林清风，海边浪花，
盛夏光年，
暑期周末自驾游天下！



城中内涝积水，郊野事故发
五六七八雨季，
暴雨成泽，降水不停歇！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年降雨量集中月份



生活富裕了 汽车变多了
自驾成首选了 出游办事都方便了
行车安全意识却还原地踏步呢。



车辆涉水，被困车内



车体变形，被困车内



汽车自燃，自救逃生



2014年5月11日 深圳特大暴雨
2013年8月30日 深圳暴雨致一女子驾车被淹身亡



2013年9月13日 上海特大暴雨，
道路成河，汽车成舟。一线生机，等救援？不如靠自救



2012年7月北京遭受暴雨袭城最终造成79人不幸殒没。
之后短短三天内，车载救助工具（安全锤、手电筒）供
不应求了！



然而自驾出行安全意识淡薄，车内紧
急救助工具的配备不完善以及规范使
用培训的缺失，导致了一幕幕惨剧的
发生甚至于付出沉重的生命代价。



而在中国，绝大部分家庭从未配备过

救生包及急救工具！

-据专业机构统计-

美国家庭配备自救工具比例为

73.2%
日本家庭配备自救工具比例为

90.8%

!



公共安全，重于泰山
国家强制，保驾护航
全家安危，不容小觑
一视同仁，始于当下



强制有的一定有，但该有也应该有
关爱生命 · 未雨绸缪

+

强制有的

应该有的



2013
中国设计红星奖
金奖产品



中国设计最高奖项

历年获金奖产品的企业包括 联想、三星、LG、小米、博士、飞利浦等

唐车集团
(2013至尊金奖)

联想集团
(2012金奖)

小米科技
(2013金奖)

LG电子
(2012金奖)

博世集团 BOSCH
(2010金奖)

飞利浦
(2010金奖)

2013年金奖产品



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播、晚间新闻
对红星奖颁奖及
诺克车用安全锤获得金奖的报道

中国设计最高奖项



本品荣获
中国设计红星奖
金奖

本品国家专利证书
拥有法定专利权益

接受苛刻的欧盟
CE安全指令检测认证
RoHS环保检测认证



测试地点：北京市通达汽车解体厂
测试车辆：帕萨特 一辆
测试经验：
1、驾驶位置有方向盘阻挡，习惯用右手的人使不

上力， 建议优先选择副驾位置玻璃下角。
2、其他位置下角的玻璃比上角的玻璃更容易使力。
3、敲砸的时候在一个玻璃角多试几个位置。
测试结果：诺克多功能安全锤破窗成功！

实际功能测试



台湾金点设计奖





顶部手摇式发电装置，可
对内置电池储备电量，为
手电和紧急警灯供电。



USB接口，可在紧急情况
下通过其对电能不足的手
机或电子设备进行应急式
充电。

*支持最新智能手机



产品前端拥有四组高亮
度LED光源制成的照明
系统，可在光线不足、
环境黑暗的情况下使用。



将本产品放置于随手可以获取的位置



当紧急停车时，除了使用车内的三脚架警示 外，还可以使用多功能
安全锤，在LED光源的周围，围绕着三颗强力磁铁，可将救生锤吸
附在车身以及铁质的物体上，配合救生锤尾部的红色警示灯使用。
多一份警示多一份安全。



底部凹槽内带有锋利的钢制刀片，在安
全带卡死无法挣脱的情况下，利用它将
安全带切断，逃离车内。



底部带有全钢制成的锥体，
当遇到紧急情况需要逃生
时，可以用它击碎玻璃。



WOW!dea (奇点) 品牌

户外套装系列



K-POWER
户外移动电源

· 5000mAh
· IPX4级防水
· IEC5级防尘





山高人为峰！
登山长望，一览众小，不只是一种原始冲动的征服欲
望，而是更高层面上能够超越自己的意志与力量！



产品容量：5000mAh
额定电压：3.7V
规格尺寸：109×73×19（mm）
输入电压：4.7~5.5V
输出电压：5.0V-5.5V
最大充电电流：CC: 1000mA(TYP) 1200mA(MAX)
最大输出电流：1.0A
电池寿命：充放电循环次数≥1000次

“充”向无极限！



超强抗压能力
高强聚碳酸酯材料，经得住背包里有再多的东西重压，
让安全带来更多的保护。



磐石品质，不怕跌跌撞撞（防碰撞）
特选高强聚碳酸酯材料打造外壳，超乎寻常的硬度，使
移动电源具备防震功能，让你的户外旅行不用再担心跌
跌撞撞！

适合户外环境使用



防护程度：本产品的防护为IPX4(第4等级）
防护范围
说明:
0无防护
对水或湿气无特殊的防护
1防止水滴侵入
垂直落下的水滴（如凝结水）不会对电器造成损坏
2倾斜15度时，仍可防止水滴侵入
当电器由垂直倾斜至15度时，滴水不会对电器造成损坏
3防止喷洒的水侵入
防雨或防止与垂直的夹角小于60度的方向所喷洒的水侵入电器而造成损坏
4防止飞溅的水侵入
防止各个方向飞溅而来的水侵入电器而造成损坏
5防止喷射的水侵入
防止来自各个方向由喷嘴射出的水侵入电器而造成损坏
6防止大浪侵入
装设于甲板上的电器，可防止因大浪的侵袭而造成的损坏
7防止浸水时水的侵入
电器浸在水中一定时间或水压在一定的标准以下，可确保不因浸水而造成损坏
8防止沉没时水的侵入
电器无限期沉没在指定的水压下，可确保不因浸水而造成损坏

磐石品质，无惧风霜雪雨（防水）
户外旅行，要的就是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安寨野营，有
让人安心，防水防潮的K-Power陪你一起“风餐露宿”，
经历风雨，为你提供源源动力！



磐石品质，拒绝灰尘入侵（防尘）
“千里之提，溃于蝼蚁”。细尘也会严重影响电源使用
寿命。非一般的精致工艺打造，严丝合缝的精心处理，
让移动电源拒绝灰尘，延长寿命！

防尘防水
防护等级采用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推荐的IP××等级标准，不同的安装场所，
等级是不一样的 具体可参照下面的说明选定 在等级标准中，“××”是两位数字，
第一位表示对固体的防护等级，第二位表示对液体的防护等级 固体防护等级有7
个等级，用0-6分别表示；液体防护等级有9个等级，用0-8分别表示

防尘等级
0 ：没有保护
1 ：防止大的固体侵入
2 ：防止中等大小的固体侵入
3 ：防止小固体进入侵入
4 ：防止物体大于 1mm 的固体进入
5 ：防止有害的粉尘堆积
6 ：完全防止粉尘进入
本产品为IEC5



巨能磐石品质，安全重于泰山！
通过权威机构多重检测，产品的安全成就表里如一的品质！



一起挑战



风光共享



K-TUBE

户外蓝牙音箱

· 蓝牙通话
· 10~30米传输
· 振膜结构低频增强
· IPX4级防水
· IEC5级防尘
· 防摔





幕天席地，声乐悠扬。
远离都市喧嚣与匆忙，亲近自然，畅享溪水潺潺青草香，
再伴一曲雅乐悠扬，轻轻哼唱，收藏一段惬意时光。



在户外尽享蓝牙免提通话功能
不受空间环境限制，即时讨论

分享·每时每刻



喧嚣远去，音乐相随！
一路狂飙，自由奔跑，只为远离城市喧嚣纷纷扰扰，但必
须有音乐相随，不可缺少！无线蓝牙音箱，让音乐与自由
同步播放！

锂电容量：550mAh
蓝牙版本：3.0
无线频率：2.4GHZH
蓝牙类型：Class 2
室内距离：≥10米
空旷距离：≥30米
支持协议：HSP HFP A2DP/AVRCP
蓝牙通话：免提通话功能
信噪比：≥85



时尚造型，彰显户外运动范儿！
简约直筒造型设计，便于在户外运动或出行途中的安
置摆放！和自由音乐齐行在路上！



充电接口

开关按键

接听/挂断电话

声音增加/上一首

声音减小/下一首

注：户外蓝牙音箱的三防等级同户外移动电源的相同。

功能键说明：
1）开机/蓝牙配对键，常按3秒钟开机，开机后自动搜索配对;
2）上一曲/V+，短按上为一曲常按音量+；
3）下一曲/V-，短按为下一曲，常按音量-；
4）播放暂停键/蓝牙接听键，在播放蓝牙音乐状态时短按为：播放/暂停，在来电话时

短按为接听电话。 接听电话后自动恢复到蓝牙音乐播放状态。



自由畅听，不只是音乐！
开车时，骑行中，免提通话功能让你一键式接听，不违交规也不错过
电话。解放双手，自由万岁！



配置多用途小包，在旅途中，消遣寂寞，
乐享自由。可挂在腰间或背包上；让音
乐随时随地循环相伴。



超强4级防水
游玩时，不慎喷洒上水都不会影响到音箱的使用。



防摔实验
1M 高自由落体 和1M高抛物运动
15次左右



时尚造型，彰显户外运动范儿！
简约直筒造型设计，便于在户外运动或出行途中的安
置摆放！和自由音乐齐行在路上！



亦动亦静，动静结合！
户外出行，无拘无束恣肆飞扬的是音符，防滑抗摔胶垫有
效保障音箱在重低音频状态下稳定不动摇。动静两相宜才
是王道！







K-T户外蓝牙音箱K-P户外移动电源K-6户外多功能安全锤



WOW!dea (奇点) 品牌

KNOCKR诺克 快乐出行

三件套装系列

包装内含：

•KNOCKR K6 车用户外旅游多功能安全锤

•KNOCKR K-POWER 户外移动电源

•KNOCKR K-TUBE 户外蓝牙音箱（附便携包及挂扣）

包装规格：260X200X70mm



WOW!dea (奇点) 品牌

KNOCKR诺克 快乐出行

两件套装系列

包装内含：

•KNOCKR K-POWER 户外移动电源

•KNOCKR K-TUBE 户外蓝牙音箱（附便携包及挂扣）

包装规格：260X200X70mm



今夏与你风雨同舟，为你保驾护航
关爱生命 从细节开始



谢谢观看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