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amount of play value in the Triple Play 
Tower will inspire play again and again. The 
challenging play events centre around 
balancing, cross-coordination and thrilling 
gliding. Climbing helps train the children's 
upper-body muscles and cross-coordination. 
This is fundamental to navigate the world 
confidently and safely. The senses of balance 

and space are tested on the level-spanning 
balance bridge and on the fun banister bars. 
On the other tower, a dare-devil fireman's pole 
brings children to the ground in a whizz. The 
big climbing net has meshes that allow for 
climbing through, yet another cross-
coordination movement. The rungs are wide 
enough for children to have a seat and meet 

and exchange. Pure fun and great training 
experiences in one play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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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le Play Tower
PCM311321

产品编号 PCM311321-0901

产品信息概览

长宽高尺寸  487x460x380 cm
适用年龄段  4+
容纳人数 17
颜色选择 n 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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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平台底板均由独特设计的低碳铝型材支撑，
并具有多种加配选择。灰色模制平台底板由 75%
消费后的海洋可循环 PP 材料制成，具有防滑图
案和表面纹理。

具有热镀锌钢脚的主立柱有不同的材料可供选择：
压力浸渍松木立柱；在内外部进行了预镀锌处理，
顶部涂有粉末涂层的钢柱；无铅铝，表面彩色阳
极氧化处理；环保产品 TexMade 立柱， 100%
消费后再生的 PE 和纺织废料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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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MPAN 环保系列产品采用终极环保材料设计，
具有最低可能性的二氧化碳排放当量系
数。 TexMade 立柱， 100% 消费后的海洋可循
环材料制成的 EcoCoreTM 面板和模制 PP 平台
底板。

载玻片可以选择六种不同的颜色和树形材料 : 直
的或弯曲的一体式成型 PE 载玻片。结合
EcoCore™ 侧面和不锈钢。全不锈钢一体式设计，
更多防破坏解决方案。

 

Triple Play Tower
PCM311321

产品编号 PCM311321-0901

安装信息

最大跌落高度 224 cm
安全面积 48.5 m²
安装总时长 19.6
开挖量 0.77 m³
混凝土使用量 0.17 m³
标准入地深度 90 cm
运输重量 728 kg
固定选项 地表 a

入地 a

质保信息
EcoCore HDPE 终身质保
PP Decks 10 年
立柱 10 年
PE 滑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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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CM311321-0901 1,515.30 2.78 53.80

PCM311321-0950 1,114.70 1.66 7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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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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le Play Tower
PCM31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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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俯视图 点击查看侧面图

https://kompandam.blob.core.windows.net/$web/prod/c62f73a9-4d90-490d-b82b-0a1f7f73591d/PCM311321_Footprint_EN.jpg
https://kompandam.blob.core.windows.net/$web/prod/a51a98d9-4dc3-460d-824e-34fab6d111c1/PCM311321_Side_EN.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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