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Sway Alley hugely attracts children to try 
out their balancing skills. It will be a playground 
success, again and again, thanks to the 
responsive horizontal logs. For every step the 
child takes, it trains important physical skills: 
use of the sense of balance, tensioning 
muscles in the feet, legs, core and arms to 
adjust equilibrium. For less trained bridge-

walkers, the side beams add a welcomed 
support. Walking the Wobble bridge is a highly 
social experience also. Children feel the 
movements of all the other children on the 
bridge thanks to the interconnected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carrier chains. This feature adds to 
the physical challenge of keeping the balance 
when passing the bridge. It additionally spurs 

cooperation, negotiation, turn-taking and 
consideration. These are important socio-
emotional life skills, when making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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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y Alley
PCM80921

产品编号 PCM80921-0901

产品信息概览

长宽高尺寸  121x229x125 cm
适用年龄段  6+
容纳人数 2
颜色选择 n 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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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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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表面内外均采用无铅热镀锌镀层，户外耐蚀性
高，维护成本低。

采用 100% 消费后可循环材料和二手纺织物制成
的 TexMade 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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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条由优质不锈钢制成，以确保产品的耐用性。

 

Sway Alley
PCM80921

产品编号 PCM80921-0901

安装信息

最大跌落高度 38 cm
安全面积 19.8 m²
安装总时长 7.5
开挖量 0.71 m³
混凝土使用量 0.38 m³
标准入地深度 90 cm
运输重量 184 kg
固定选项 地表 a

入地 a

质保信息

镀锌钢结构 终身质保
EcoCore HDPE 终身质保
立柱 10 年
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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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CM80921-0901 298.00 2.17 67.90

PCM80921-0950 225.70 1.49 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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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prod/6d01048b-8683-4c43-89cb-8e72e525bfd1/PCM80921_Footprint_EN.jpg
https://kompandam.blob.core.windows.net/$web/prod/a2941277-98ef-46dd-83d6-ccab02c50b20/PCM80921_Side_EN.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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