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Springer Bowl is a wildly attractive 
playground activity that children will return to 
again and again. With its easily accessible 
bowl and seating height it invites children of all 
abilities and a wide age span to play. Children 
rock the Springer Bowl using their leg, arm and 
core muscles to coordinate movements and set 
it into motion. The spring will also move when 

children use their upper bodies solely. 
Movement response is one of the greatest play 
sensations there are. Apart from the fun, this 
trains the sense of balance which is 
fundamental to all other physical mastery. 
Ultimately, the sense of balance is important to 
the child’s ability to sit still and concentrate. 
The rocking response to movement trains the 

understanding of cause and effect in younger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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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er Bowl
ELE400066

产品编号 ELE400066-12LG

产品信息概览

长宽高尺寸  306x306x60 cm
适用年龄段  6+
容纳人数 1
颜色选择 n n n n



旋转碗由可回收的聚乙烯制成。碗与一体式金属
螺纹衬套和排水孔一体成型，以确保在全球所有
气候条件下的高耐久性。

环保系列产品的深海绿色设计由模制 PP 部件组
成，其包括 25% 消费后的可循环材料和 75% 的
原生材料。环保产品确保了将二氧化碳排放当量
系数降至最低的可能性。

旋转弹簧碗有四种不同的颜色可供选择。经典游
乐场可用黄色和石灰绿色，绿色环保游戏场则可
选用 GreenLine 深墨绿色和米黄色。

KOMPAN 弹簧由符合 EN10270 的优质弹簧钢制
成。弹簧通过磷化处理进行清洁，然后将其涂上
环氧底漆和聚酯粉末涂料作为上光油。弹簧通过
独特的防夹配件固定，以实现最大的安全性和较
长的使用寿命。

沙色定制色由滚塑的石材混合 PE 材料制成，具
有防滑的表面纹理。材料在石材混合外观方面具
有微小差异。

弹簧通过独特的防夹配件固定，以实现最大的安
全性和较长的使用寿命。

 

Springer Bowl
ELE400066

产品编号 ELE400066-12LG

安装信息

最大跌落高度 50 cm
安全面积 7.4 m²
安装总时长 1.2
开挖量 0.29 m³
混凝土使用量 0.00 m³
标准入地深度 60 cm
运输重量 36 kg
固定选项 地表 a

入地 a

质保信息

中空 PE 聚乙烯部件 5 年
弹簧 5 年
镀锌钢结构 终身质保
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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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LE400066-12LG 80.30 2.49 34.00

ELE400066-12DT 79.00 2.44 3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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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prod/a51690ee-757d-4329-b621-c5ce83d2843e/ELE400066_Footprint_EN.jpg
https://kompandam.blob.core.windows.net/$web/prod/cc577fcb-d805-4b49-9bb5-82a0b90c1b78/ELE400066_Side_EN.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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