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Globetrotter offers an irresistible play 
journey for younger children. Thanks to the rich 
variation in activities, the children have new 
discoveries to make, time after time. The wide 
selection of intriguing sensory and responsive 
activities stimulate the child's thinking skills. 
Sand scoops, gearing wheels, music panels 
and turning tables make great points for 

concentrating on play. Additionally, they can 
work from both sides of the panels, stimulating 
social skills such as taking turns. A range of 
appealing physical activities train motor skills 
such as cross-coordination and balance: A 
small tunnel and slide make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the Globetrotter. Bouncy, swaying play 
events in the hammock and bridge train 

balance and cross-coordination. It is great fun 
to bounce one another,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cause-and-effect is also tr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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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etrotter
PCE200321

产品编号 PCE200321-0602

产品信息概览

长宽高尺寸  652x549x354 cm
适用年龄段  1+
容纳人数 32
颜色选择 n n n



ELEMENTS 的弧形面板由 UV 稳定的可回收 PE
模制而成，具有多种内建游戏功能选项，提供卓
越的面板解决方案。直面板由 KOMPAN 19mm 
PE EcoCore™ 制成，这是一种高度耐用，环保
且可回收的材料。

ELEMENTS 屋顶由可回收的 PE 制成，最小壁厚
为 5 mm ，以确保在全球所有气候条件下都具有
较高的耐用性。钢管在内部和外部均热浸镀锌，
以实现最大的耐用性。

ELEMENTS 产品提供三种不同的颜色组合：经
典系列的蓝色和绿色，繁花系列的橙色和黄色，
自然系列的柠檬色和绿色。

立柱由优质预镀锌钢制成，表面覆盖粉末涂层。
柱顶由防紫外线的尼龙 (PA6) 盖封闭。灰色模压
平台底板由 75% 海洋渔业消费后可循环 PP 材料
制成，表面有防滑图案和纹理。所有平台底板均
由独特设计的低碳铝型材支撑，可安装多种不同
游戏板功能配件。

滑梯使用彩色模压聚乙烯或 AISI304 t=2mm 的全
不锈钢。 

ELEMENTS 系列中的橡胶膜是由天然橡胶和丁
苯橡胶混合而成的多层橡胶膜带，内部嵌有由聚
乙烯和聚酰胺编织而成的层层铠装。 8 毫米的厚
度可确保橡胶膜在任何环境下都保持较高的耐用
性。

 

Globetrotter
PCE200321

产品编号 PCE200321-0602

安装信息

最大跌落高度 100 cm
安全面积 56.3 m²
安装总时长 33.0
开挖量 0.84 m³
混凝土使用量 0.08 m³
标准入地深度 80 cm
运输重量 1,009 kg
固定选项 地表 a

入地 a

质保信息
EcoCore HDPE 终身质保
立柱 10 年
弧形面板 10 年
橡胶软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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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CE200321-0602 2,145.70 2.72 3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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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prod/ef70fa7b-5ce2-4052-9742-b44e7a4f291b/PCE200321_Footprint_EN.jpg
https://kompandam.blob.core.windows.net/$web/prod/650874be-aa2e-4b15-b7c3-0406ee4d40d5/PCE200321_Side_EN.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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