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huge scale of the Tantalus Trail will attract 
and engage all ages. The rich variety of 
balancing, swaying, spinning and climb-and-
crawl activities are great to help develop 
children's sense of balance, which is 
fundamental for managing a range of life skills. 
The Satellite Spinner invites wild spins for lots 
of children, which, apart from being great fun, 

helps train balance, a motor skill which is 
fundamental for e.g. sitting still. The Zig-Zag 
Slider and Climbing Wall provide challenging 
entrances to the trail. When playing “the 
ground is made of lava” on the exciting loops, 
children develop motor skills and muscles. But 
they also use and build important social-
emotional skills such as turn-taking, empathy, 

teamworking and communication. The bouncy, 
swaying range of play makes the Tantalus Trail 
a high retention play event that manages to 
support children's development through fun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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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talus Trail
CRP251601

产品编号 CRP251601-0901

产品信息概览

长宽高尺寸  1655x2276x469 cm
适用年龄段  6+
容纳人数 50
颜色选择 n n n



绳索由防紫外线的 PES 绳股制成，并带有内部钢
缆增强件。聚酯包裹的绳股经过感应处理，熔化
到每根单独的丝束上，以获得优异的耐磨性和抗
撕裂性。

Corocord“S” 扣在 Corocord 产品中作为通用连接。
用特殊的液压机将带有圆形边缘的 8mm 不锈钢
条压在绳索周围，使其成为理想的连接部件。其
安全、耐用且防破坏，适用于攀爬网游戏结构中
的典型游戏运动。

19 毫米 EcoCore™ 面板。 EcoCore™ 是一种高
度耐用、环保的材料，不仅在使用后可回收利用，
而且还包含由 100 ％食品包装可循环材料制成的
芯。

彩色钢部件具有热浸镀锌的基础和粉末涂层的顶
部涂层 这在世界各地的所有气候条件下都具有极
高的耐腐蚀性。其他钢表面在内部和外部均用无
铅锌进行热浸镀锌。

摇晃攀爬管由中密度聚乙烯制成，具有出色的抗
冲击强度，可在较大的温度范围内使用。 纵向凹
槽提供了防滑表面，可确保安全玩耍。

Corocord 智能夹在每个细节上都经过精心设计，
以确保高品质铝材料的卓越灵活性。智能夹用四
个钢螺栓固定在柱子周围。未使用的连接点用 PA
盖关闭。

 

Tantalus Trail
CRP251601

产品编号 CRP251601-0901

安装信息

最大跌落高度 270 cm
安全面积 209.7 m²
安装总时长 41.2
开挖量 21.00 m³
混凝土使用量 12.10 m³
标准入地深度 90 cm
运输重量 1,793 kg
固定选项 地表 a

入地 a

质保信息

镀锌钢结构 终身质保
喷涂顶层 10 年
绳网 10 年
铝夹 10 年
承保零部件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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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

从原材料到成品 CO₂排放总
量

CO₂排放量
/千克

回收的原料

kg CO e₂ kg CO e/kg₂ %

CRP251601-0901 4,824.90 3.55 37.10

这些因素采用的总体框架为环保产品声明 (EPD) ，该声明可量化“产品生命周期的环保信息，并对相同功能
的产品进行对比” (ISO, 2006) 。在遵循该框架的同时，对从原材料到制造的整个产品阶段 (A1-A3) 应用生
命周期评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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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俯视图 点击查看侧面图

https://kompandam.blob.core.windows.net/$web/prod/2721b0fd-b0fe-4102-b756-91428e415fd4/CRP251601_Footprint_EN.jpg
https://kompandam.blob.core.windows.net/$web/prod/bdddd239-a9fe-4e14-8d5f-9a26da2b6466/CRP251601_Side_EN.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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