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Propeller Plane is an irresistible attraction 
for dramatic and active play for younger 
children. The rich variety of climb and crawl 
activities attracts and ensures physical activity 
that trains important motor skills and major 
muscles. Climbing and crawling trains cross-
body coordination, which adds to motor and 
muscle control. The inclined net makes for a 

secure, yet fun climb up and down. The varied 
cross-body coordination stimulations ultimately 
builds cross-modal perception which supports 
e.g reading skills. The rich variety of 
manipulative activities both on elevated and 
ground level support the dramatic play 
scenarios and the play duration. Dramatic play 
is the favorite play type for younger children, 

and it helps build communication and language 
skills as well as empathy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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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ller Plane
NRO564

产品编号 NRO564-0621

产品信息概览

长宽高尺寸  397x336x148 cm
适用年龄段  2+
容纳人数 12
颜色选择 n n



KOMPAN 的所有有机刺槐产品均由 刺槐木材制
成，来自欧洲的可持续环保木材。可根据要求提
供 FSC® Certified (FSC® C004450)

用于有色组分的涂料是水性环保型涂料，具有出
色的抗紫外线性能。油漆符合 EN 71 第 3 部分的
规定。

Robinia 产品采用 KOMPAN 颜色概念设计，具有
多种不同的标准颜色。木材可以不经处理或涂有
保持木质颜色的棕漆。

所有产品都有多个基础选项：带钢基础和膨胀螺
栓的地表安装。木制结构入地安装或钢材入地安
装结构。

刺槐木可以作为未经处理的原木供应，或涂有保
持金黄色木色的棕色透明颜料，也可以是彩色版
本，其中选定的成分以不同的颜色涂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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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peller Plane
NRO564

产品编号 NRO564-0621

安装信息

最大跌落高度 50 cm
安全面积 32.4 m²
安装总时长 17.8
开挖量 1.25 m³
混凝土使用量 0.00 m³
标准入地深度 65 cm
运输重量 802 kg
固定选项 地表 a

入地 a

质保信息

Robinia 木材 15 年
不锈钢滑梯 10 年
镀锌钢结构 终身质保
EcoCore HDPE 终身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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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RO564-0621 492.20 0.85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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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prod/f7a2007b-9854-4b91-8f44-fe48a325b2b4/NRO564_Footprint_EN.jpg
https://kompandam.blob.core.windows.net/$web/prod/41e87055-7c87-4ddd-96ae-c53e096d337e/NRO564_Side_EN.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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