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 系列操作手册

速度款
难度款
室内和室外型号
0321 EN 341:2011:C 类
（室内型号除外）
使用前请先阅读说明
本操作手册应始终与PERFECT DESCENT放在一起，并且只能由最终
用户取下。本手册包含 PERFECT DESCENT 攀登保护系统安全使用相
关信息以及注册保修信息。请确保操作员可随时获得本手册。

序列号：

使用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的单位应参阅并遵守美国攀岩
墙协会《操作标准》，该标准提供了室内攀岩行业指导规范，包括
年龄限制、免责声明、自动保护器检查以及攀岩设施操作程序。还
要参阅并遵守美国攀岩墙协会《工程标准》，这是针对保护扁带载
荷分布和人工攀岩墙锚点设置的攀岩行业标准。本文所载之说明优
先于前述出版物中的任何信息。前两项出版物可从美国攀岩墙协会
(CWA)获取。
美国攀岩墙协会, Inc.
地址：1460 Lee Hill Rd., Unit 2, Boulder, CO 80304-0870, USA
电话：+1 720-838-8284 传真：+1 720-528-8200
www.climbingwallindustry.org

!
重要安全声明
请在安装和操作前阅读
警告

攀岩是一项危险性活动。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操作
员应监督使用此设备的攀爬者，负责确保攀爬者安全。C3
Manufacturing要求所有操作员在使用此产品前必须接受培训。
操作员在使用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前必须阅读本文说明
并保留说明供查阅。所有者和操作员必须阅读、理解（或事先解
释）并关注本产品以及与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共用的任
何相关产品的所有随附说明、标签、标记和警告。
不遵守上述要求可能导致重伤或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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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攀岩
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自动保护器可用于速度攀岩。速度
攀岩者必须始终在他人监督指导下攀岩。在攀爬过程中，攀爬者
和监督人员必须监控扁带伸缩是否适当。必须布置报警系统，在
扁带出现松弛时向攀爬者发出警报。必须向攀爬者说明，收到警
报必须立即停止攀爬。如果设备无法伸缩或无法跟上攀爬者的速
度，必须立即从系统上移除设备，并将设备送至最近的特约维修
中心进行检修。
保护扁带松弛坠落可能导致重伤甚至死亡。

现场计划救援
所有者和操作员必须为使用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的所有
单位制定紧急救援计划，用于营救所有遇险的攀爬者。
在攀爬前，操作员必须向用户说明Perfect Descent的攀爬者遇险
救援程序。
健康和安全
所有者和操作员必须遵守与本产品的安装和使用有关的
所有标准，国际、联邦、州和省级法律，以及任何特定的
健康安全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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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
•	
如果将Perfect Descent转售至目的地以外的其他国家/地区，经销商必须提供使用
地语言版本的使用、维修、维护和修理说明。
•	Perfect Descent只能作为攀登保护系统设备与其他组件共同使用。在确保整个系统
符合相关地区、州和联邦指令/标准之前，应视为该系统不适用。
•
Perfect Descent符合以下现行安全法规：
		o	
AS/NZS 1891：工业防坠落系统和设备 - 第3部分：防坠落设备
		o	
CSA Z259.2.3-99：降落控制设备
		o	
ANSI/ASSE Z359.4：协助救援和自救系统、子系统和组件安全要求
		
		

o	EN 341:1992 + A1:1997 A类：防坠落个人保护装备-高空下降器
o	EN 341:2011 C类：防坠落个人保护装备高空下降保护器（室外型号）

•
CE测试认证机构
		o
SATRA技术中心
			地址：Wyndham Way
			Telford Way
			Kettering
			Northamptonshire
			NN16 8SD
			United Kingdom
•
生产控制机构
		o
SATRA技术中心
			地址：Wyndham Way
			Telford Way
			Kettering
			Northamptonshire
			NN16 8SD
			United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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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说明
	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是一种用于娱乐攀岩的控制降落设备，用于室内攀岩馆、移动
式攀岩墙或空中挑战项目。它用于顶绳保护，完成对攀爬者的自动保护，无需保护员的介
入。当攀爬者脱离岩面，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不会让攀爬者悬挂在空中，而是以
一定速度将人员下放至地面。扁带能自动扁带回收到设备中，允许实现重复下降。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不可用于先锋攀岩。Perfect Descent速度款 型号的回收速度大
于15fps（4.6米/秒），因此可用于速度攀岩。53’（16.1米）室外速度款型号可与 IFSC 核准
的攀岩墙一起用于世界级赛事中。

1.1 Perfect Descent 攀登保护系统外壳元件（第8页图）
• 安装柄
			
o	
将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锚固到攀岩结构的连接点。也可作为把手。锚固
元件应始终通过安装柄固定。
• 制动器罩
			
o	
内含制动机构的金属外壳。
• 防篡改螺丝（无标签）
			
o	
可证明除授权工厂代表以外的其他人对系统进行了篡改。切勿打开外壳或试图现
场维修。否则可能导致重伤。
• 喷嘴
			
o	
帮助密封设备，防止污染物进入外壳内，防止保护扁带扭曲。
• 保护扁带
			
o	1英寸（2.54厘米）尼龙磨损指示带。这是一根黄色扁带，每侧有一个黑色磨损标
记。如果扁带磨损程度超出了该标记，则必须更换。
• 万向节登山锁扣
			
o	
与攀爬者安全带连接时能够自动锁住锁门。（万向结和锁扣有时候是分离安装）

1.2 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标签和标记
• 前方标签
			 o	显示产品徽标或类型。
• 说明标签
			 o	使用前解释说明和安装说明。即使阅读了背面标签，也必须阅读并理解本操作说明。
• 生产日期/维修日期标签
			 o	由制造商填写。提供第14节所述检验和工厂维修程序的重要信息。此标签位于设备
侧面。
• 规格标签
			 o	包含特定型号信息。
• 速度款警告标签（可选）
			 o	包含速度款警告和技术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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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Perfect Descent 攀登保护系统技术规格
•	
保护扁带规格：长28、40或53英尺（8.5、12.2或16.1米），采用1英寸（2.54厘米）尼龙/Spectra扁带
• 壳体尺寸：16x9.5x7.5英寸（40x24x19厘米）
• 净重：29-31磅（13.1-14千克）
• 下降速度：
			o 最大速度：6.6英尺/秒（2米/秒）
			o 最小速度：1.6英尺/秒（0.5米/秒）
• 回收速度 速度款 >15英尺/秒（4.6米/秒）
• 回收速度 难度款 ≈2英尺/秒（0.61米/秒）
• 攀爬者最大体重：310磅（140千克）
• 攀爬者最小体重：25磅（11.5千克）
• 材质
			o 壳体：不锈钢和铝
			o 保护扁带（新）：最低抗断强度3,500磅（15.6千牛）
			o 内部零件：不锈钢和/或铝
版权所有 © 2016, C3 Manufacturing - 220 系列-速度款、难度款-室内-室外 版本号--12/2018 PN 10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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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包装拆除
3.1 准备事项
•	
请确保 Perfect Descent 用户可随时获取本操作手册。它含有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
统安全使用相关信息以及产品所有注册和保修信息。只有最终用户方可将其移除。
• 请勿丢弃包装
			 o	将设备送回工厂进行维护与检修时，需要使用该纸箱和内部包装材料。请将包装存放
在安全、干燥的地方，以备将来使用。

3.2 包装内容
•	Perfect Descent 攀登保护系统包装箱中，包含以下物品：
			 o 1套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
			 o 1根扁带，长28、40或53英尺（8.5、12.2或16.1米）（安装时长度）
			 o 1份操作手册
			

3.3 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包装拆除
		 •	
收到设备后，先检查包装盒在运输途中是否有损坏的痕迹。
如果出现任何损坏，请联系您的Perfect Descent经销商。
		 •	
检查所有标签是否已粘贴在Perfect Descent上并清晰可读。
		 •	
检查生产日期/维修日期标签上的“下次维修到期日”。如果
显示的日期已过期或标签缺失或无法清晰辨认，请联系您的
Perfect Descent经销商。
		 •	
请登录www.PerfectDescent.com注册您的产品。
		 •	
阅读《操作手册》并熟悉与安装、操作、保养和维护有关的
一切事宜。

3.4 运输
		 •	
如果要将Perfect Descent送回C3 Manufacturing或特约维修中
心进行维修，请将其放入原来的包装中寄回。按照下图所示重
新包装好Perfect Descent：

4.0 安装说明
4.1 准备事项
4.1.1 安装高度 -扁带长度
•	Perfect Descent 自动保护器提供三种不同的扁带长度。扁带长度应始终等于或长于预期
安装高度。扁带长度过长的设备可能会出现不适当的扁带缠绕，致使无法平稳降落或快速
降落。始终选择与安装高度最匹配的扁带，避免在矮攀岩墙上使用长扁带。安装高度较低
时，用户可使用短扁带取代长扁带。切勿使用加长扁带取代短扁带，否则该设备将无法正
常使用。加长扁带只能由C3 Manufacturing 或特约维修中心安装。
版权所有 © 2016, C3 Manufacturing - 220 系列-速度款、难度款-室内-室外 版本号--12/2018 PN 10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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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湿度
4.1.2.1 室内型号
•	Perfect Descent 室内型号只能放在受控制的室内环境中使用。设备不得受潮。受潮可能导
致降落速度加快。如果内部机构受潮，可能会缩短Perfect Descent的使用寿命。扁带长期
受潮将导致机构被腐蚀，可能引起机械故障，如降落速度加快或伸缩困难。
4.1.2.2 室外型号（速度款、难度款）
•	
所有 Perfect Descent 室外型号的制动机构均经过密封，可在室外环境中使用，但如果其
他组件受潮，可能会缩短 Perfect Descent 攀登保护系统的使用寿命。Perfect Descent攀
登保护系统有一个开口，即喷嘴，水分可经由此喷嘴进入内部机构。如果Perfect Descent
攀登保护系统正确安装，且喷嘴垂直朝下，水分将主要在防护外壳上方流动或经喷嘴开口
处排出。
重要：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必须直立安装。
		
禁止将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水平安装。水平安装设备将导致水分在外壳内积聚。
扁带长期受潮将导致机构被腐蚀，可能引起机械故障，如保护扁带伸缩困难等。应采取一
切措施保护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不暴露在直接和/或极端天气条件下。扁带一旦
受潮，必须先完全干燥后才能回收到设备中并存放。所有室外型号在不使用时，预计温度
将连续超过72小时处于零度以下时，或预计将连续超过1个星期（7天）不使用设备时，均
应将其储存在清洁干燥的环境下。每日以及降雨后必须检查室外型号看是否正常工作。

警告
在运行前，确保制动机构干燥。如果制动机构潮湿，攀爬者的降落速度可能加快
或无法平稳降落。
•	
运输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或将其存放在移动式攀岩墙上时，请始终移除设备，或
使用防水罩遮盖好，避免被雨水损坏。如果在运输或储存设备时将设备横放，导致雨水
或除冰盐进入机构内部并长期积聚在内的情况下，这一措施尤为重要。防护罩可以使用
塑料袋或防水油布制作，只要防护罩可以防止雨水进入留在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
内部。当攀岩墙水平放置时，移除或遮盖设备。不要将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朝下
放，否则会使雨水进入并留在设备内部。
4.1.3 安装
•	
安装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时应留出足够间隙，以便设备可以往前后和两侧转动若
干英尺。切勿将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死死地安装在攀岩墙上，否则可能导致保护
扁带磨损加快。

警告
切勿将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死死地安装在攀岩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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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安装在预期的降落路线上，外壳以垂直方向安装，保护扁
带喷嘴朝下。安装的位置不会使扁带受到攀岩墙或把岩点的阻碍。在降落过程中，请勿让
保护扁带越过尖锐边缘上方或拖靠在墙上或岩点上。要始终避免保护扁带卡在岩点与岩壁
的缝隙中或其他障碍物上。安装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后，要防止攀爬者在攀爬时
超过设备高度。将设备安装在高空，以尽量减少摇晃危险，同时避免喷嘴过度磨损。确保
攀岩墙高度不超过扁带长度，28、40或53英尺（8.5、12.2或16.1米），具体取决于设备
内扁带长度。还要确保攀爬者无法强制将保护扁带长度拉至终端。如果安装在移动式攀岩
墙上，在运输前，将设备固定在便于检修和移除的位置。
•	
考虑攀爬者移动时的所有可能路线以及在这些路线的任何位置上可能影响攀爬者在攀爬和
降落过程中安全的所有因素。考虑潜在攀爬者可能的移动位置造成的保护扁带移动范围。
保护扁带不得经过其他攀爬者路线的上方、下方或周围。不要将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
系统安装在外壳或保护扁带可能遇到电气危险的地方。
•	
安装的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始终要让说明标签朝向墙面，让制动鼓背向墙面。
4.1.4 搬运
•	Perfect Descent 攀登保护系统的重量高达：≈30磅（13.6千克）左右，因此在吊起时要小
心。
•	
注意防止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从攀岩墙上解除连接时发生掉落。如果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统掉落，可能会造成损坏。在检验外部壳体时，这种损坏可能不明
显，但它可能会影响保护扁带正常回收。如果您怀疑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掉落，
导致内部机构损坏，请将正在使用的设备移除，并将其送至C3 Manufacturing或特约维修
中心进行维修。
•	
不使用时，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的保护扁带应完全回收到外壳中。这样可以延长
伸缩弹簧的使用寿命。不使用时，可以使用一根拖拽绳与锁扣连接，其被系统提拉至顶
部，用于将保护扁带下拉。使用时，建议将锁扣连接在岩壁底部的连接门帘、吊环螺栓或
挂片上，方便攀爬者使用。
•	
速度款型号 - 切勿松开保护扁带，任其不受控制地重新回收到 Perfect Descent 攀登保护系
统中。这可能导致扁带、缝合线或登山锁扣受损。也可能致使扁带出现不当缠绕，致使无
法平稳降落或快速降落。每当发生此类情况时，请执行第 13.1 节所述检验。

4.2 使
 用核准的锚具安装 Perfect Descent 攀登保护系统
•	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必须连接到锚点上，防止意外断开或滑动。有许多安装五
金件可用来进行系统安装。以下信息介绍了常用易得的五金件。按照说明使用其中一个
或多个五金件配合安装。所有安装方法和五金件必须满足本说明所述最低要求。除C3
Manufacturing建议的安装方法和五金件外，不要使用其他安装方法和五金件，除非C3
Manufacturing认为这些安装方法和五金件适合用于安装或经过具有资质的工程师的批
准。攀岩结构锚固点必须能够承受适当安全系数产生的最大负荷。
•	Perfect Descent使用的所有锚固点和连接器必须符合联邦、州或当地对此类设备的任何规
定要求。
•	
锚固点的最低要求必须符合 EN 12572：攀岩墙锚固点和 EN 795：锚固设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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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ect Descent的位置和锚固点应符合以下要求：
			 o	达到使用单位所在的联邦、州和当地的现行标准和法规确定的锚固点最低载荷能力。
				
如果联邦、州和当地无相应标准和法规，则适用攀岩墙协会(CWA)出版刊物《人工攀
岩结构设计和工程一般技术规范》或国际挑战课程技术协会(ACCT)出版刊物《挑战课
程和丛林/滑索旅行标准》规定的最低载荷能力。
			 o	锚固点不得与Perfect Descent安装无关的其他设备连接或作为五金件连接件使用。
			 o	锚固点的尺寸必须合适，以便正确安装其他安装五金件。
•	
在安装 Perfect Descent 时使用的所有辅助连接器和五金件必须符合 EN 362：个人防护类
型连接器和/或 EN 12275登山连接器类型的要求。
4.2.1 安装点
•	
手柄是安装Perfect Descent的唯一位置。可使用单点安装或双点安装。
			 o	对于单点安装，仅一个连接点连接到手柄，如下图所示。推荐使用备份锚点。
			 o	对于双点安装，有两个连接点连接到手柄，每一侧各一个，如下图所示。双点安装可
能导致扁带和喷嘴磨损加快。

单点安装
（首选）

双点安装

4.2.2 吊环螺栓
•	
吊环螺栓必须是无焊缝锻造合金钢结构，且带肩轴、
螺纹柄、垫圈和螺母。
		
螺纹柄的长度和螺纹横截面的直径应适合特定安装。
在系统预期的任何负载方向的抗断强度必须至少达到
4,400磅（19.6千牛）。核实中间锚具连接器（登山
锁扣或卸扣）是否兼容，以防意外打开（“锁门打
开”）。必须在具备资质的人员的监督下进行正确选
择和安装。安装吊环螺栓时始终要使预期负载方向与
吊环螺栓轴线之间所呈的夹角在30°以内。切勿水平安
装到吊环螺栓上。不建议使用不带螺母的吊环螺栓，
否则可能松弛。核实螺母已按照正确的扭矩拧紧到垫
圈上，且在长时间内不会松弛。

᤹➗⧟㷪ṃࡦ䙐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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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安装登山锁扣
•	
钢登山锁扣可作为锚具连接器使用，与 Perfect Descent 攀登保护系统安装柄和适当的锚具
连接器连接。登山锁扣必须具备锁定功能，且最低抗断强度达到5,000磅（2,268千牛）。
经常检查登山锁扣的负荷受力方向在主轴上，并且锁门处于关闭并锁定状态。任何其他形
式的负荷会降低登山锁扣的强度，致使锁扣出现故障。
4.2.4 锚卸扣
•	
无焊缝锻造合金钢结构的螺栓式锚卸扣可用来连接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安装柄和
适当的锚具连接器。卸扣应符合美国联邦技术规范RR-271。之所以被称为安全锚卸扣，
是因为使用螺母和开尾销固定卸扣螺栓，从而降低螺栓脱出的可能性。建议使用标称值为
0.5英寸（1.27厘米）的卸扣。切勿使用普通螺栓更换原装卸扣螺栓。切勿在未安装螺母和
开尾销的情况下使用卸扣。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安装柄应连接在卸扣的拱形端。
1.5
0.8

ᰐ✺㕍䭫䙐ਸ䠁䫒Ǆ
ᗵ享ᆹ㻵㷪⇽઼ᔰቮ䬰Ǆ
ᴰሿᣇᯝᕪᓖ14,000˄62.3ॳ⢋˅

0.5

1.9

0.5

4.2.5 锚具组件的兼容性
•	
连接五金件在尺寸、形状和强度上必须兼容。不兼容的连接器可能会意外打开（“锁门打
开”）。始终要核实锚具的连接元件是否兼容。

4.3 锚固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自定义安装
•	
可以设计和制造自定义安装方式。设计自定义安装时，考虑并消除可能损害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正常功能和保护扁带伸缩的任何潜在障碍。扁带不得绕过滑轮或槽
轮上方，使外壳位置偏离垂直方向。所有自定义安装必须由具备资质的工程师进行设计或
批准。安装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时确保其在工作过程中不会松弛。始终将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穿过安装柄进行锚固。
4.3.1 使用设备从高空平台降落
•	
在空中公园或从固定高空点下降的类似应用场合，可使用难度款设备作为自回收降落设
备。一旦触地，扁带可释放并自由回收到设备中。使用难度款设备作为自回收降落设备的
所有安装注意事项超出本文范围。所有设计和安装参数均应经过有资质的工程师的批准。
安装或使用 Perfect Descent 设备时切勿对设备产生重复冲击载荷。在松弛的扁带上施加
重物，产生冲击载荷。重复冲击载荷会造成损坏，以至于设备无法充分控制下降速度。安
装时应留出足够的净空高度，确认保护点的连续连接或止坠系统的可靠性，并防止用户在
下降过程中接触平台边缘和其他结构部件表面。
版权所有 © 2016, C3 Manufacturing - 220 系列-速度款、难度款-室内-室外 版本号--12/2018 PN 10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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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培训
		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的购买者负责确保操作员阅读并理解本操作说明并接受以下
培训：
•	
如何正确检验、使用、运输、储存和维护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
•	
如何正确安装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
•	
正确的连接位置和连接方法，包括连接器的兼容性，以消除发生意外断开的可能性。
•	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及相关设备使用不当以及不遵守说明和接受培训的后果。
•	
如何指导攀爬者正确使用 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
•	
如何监督攀爬者使用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
		
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的所有操作员负责确保所有用户（攀爬者）：
•	
正确调节和连接攀爬安全带。
•	
通过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登山锁扣正确固定到攀爬安全带上。
•	
经指导后知道使用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攀爬和降落的正确方法。
•	
经指导后知道在攀爬过程中注意到保护扁带松弛或回收速度异常时如何应对。

5.1 用户说明
•	
扣牢前，所有攀爬者必须接受如何安全使用Perfect Descent的指导。操作员必须确保所有
攀爬者熟悉遇险时的现场救援计划。攀岩是一项极消耗体力的活动。如果您的任何身体条
件或健康状况可能影响您的攀岩能力，请在参加攀爬活动前咨询医生。
•	
在开始攀爬前，确保按照制造商的建议将登山锁扣正确连接至攀爬安全带，且锁门完全关
闭并锁定。一些型号可能配备有双锁扣，开始攀登之前，两个锁扣均须与攀爬安全带的同
一个点相连。
连接不当可能导致重伤或死亡。
		
•	
在攀爬前，用户必须知悉并完全理解以下注意事项：
			 o	将Perfect Descent拉出一小段后回收，检查是否正常。
			 o	在攀爬过程中，如果 Perfect Descent 扁带无法回收，请立即停止攀爬并请求援助。
			 o	检查攀爬安全带是否正确安装并锁紧。
			 o	检查 Perfect Descent 扁带的锁扣是否已连接到攀爬安全带上指定的连接点且锁门已正
确关闭。
			 o 	确保登山锁扣锁门背向攀爬者。（单锁扣型号）
					 • 若配备双锁扣连接，务必将两个锁扣连接到安全带的同一连接点。锁扣必须彼此
相对。
			 o	切勿在Perfect Descent左右或在其上方攀爬。
			 o	切勿从Perfect Descent上方开始降落。
			 o	在降落前，确保降落路线和着地区没有人员和障碍物。
			 o	始终先从脚降落，用脚挡开障碍物，准备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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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使用限制
•	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一次只能供一位攀爬者使用。设计的重量范围为25至310磅
（11.4至140千克）。具有肌肉、骨骼或其他身体障碍者在使用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
系统前应咨询医生。如果不确定身体条件是否适合安全攀爬或使用本产品，请咨询医生。
•	
不要将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长时间暴露在温度超过185°F (85°C)的环境下。不要
将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暴露在腐蚀性环境下。在使用拖车运输时，始终要移除或
密封设备。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内部零件应受到防异物和防水防潮保护。不要将
设备或保护扁带安装在可能接触电源的位置。如果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表现出过
度磨损、劣化、故障或回收力不足的迹象，必须停止使用并标记为“无法使用”，直到送
回C3 Manufacturing特约维修中心进行维修。（请参见第13节了解详细的检验程序，并参
见第14节了解工厂维修信息。）

7.0 安全带
•	
与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一起使用的所有安全带必须符合以下标准之一：
			 o	EN 361 – 防高空坠落个人防护设备 – 全身式安全带
			 o	EN 813 – 防高空坠落个人防护设备 – 悬坐式安全带
			 o	EN 12277 – A类全身式安全带
			 o	EN 12277 – B类全身式安全带
			 o	EN 12277 – C类悬坐式安全带
•	
请遵照制造商的建议安装、连接和正确穿入扣环。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登山锁扣
应按照安全带制造商的说明连接至攀爬安全带。在攀爬者攀爬前，操作员应始终检查安全
带的佩戴是否正确并连接至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登山锁扣。安全带尺寸、类型或
佩戴不正确可能导致倒转降落，造成重伤或死亡事故。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将最大程度地减
少倒转降落的几率。请参见安全带制造商的说明并登录攀岩墙协会网站了解与攀爬安全带
的设计、使用、维护和限制有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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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使用时监督
•	
操作员向用户（攀爬者）提供的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培训应至少包括第5.0节概述
的内容。
•	
攀爬者应始终在接受过培训的操作员的监督下进行攀爬。在攀岩前，操作员应检查并核实
每个攀爬者已经：
			 o	正确佩戴并锁紧攀爬安全带。
			 o	将安全带正确扣入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登山锁扣中。
•	
攀爬者连接好安全带后，可以通过按压登山锁扣上的锁门，确定锁门是否已锁好。
•	
操作员应说明使用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攀爬和降落时的正确方法。
•	
请勿让攀爬者攀爬到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上方或离开路线或进入其他攀爬者的路
线。
•	
攀爬者应避免攀爬至可能造成横向摇摆坠落的区域。
•	
始终保持着下降区域安全无阻，没有任何物体和其他攀爬者。
•	
请勿让攀爬者使保护扁带绕过岩点或将保护扁带穿过固定或临时锚点（快挂），导致降落
方向发生改变。
•	
请勿让扁带缠绕在手臂、腿或脖子上。
Ựḕ⺞䇔䬱ᐢ㓿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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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员必须警告攀爬者不要让保护扁带松弛。保护扁带松弛可能导致自由坠落，给攀爬者
造成重伤或使保护扁带断裂。告知攀爬者，如果保护扁带松弛，攀爬者应在攀岩墙上停止
不动，并立即通知操作员。如果攀爬者在攀爬过程中没有注意到保护扁带松弛，应指示攀
爬者停留在攀岩墙上的原位置不动。对攀爬者实施救援，将其安全带连接到备用降落系统
上（顶绳或第二个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并使其降落到地面上。始终确保此救援
系统随时可用，并且确保所有操作员均已接受过救援程序培训。
•	
使用Perfect Descent进行速度攀岩时，必须始终对攀爬者进行监督。在攀爬过程中，攀爬
者和监督者必须始终监视扁带是否正确回收。必须部署好系统，在扁带出现松弛或其他回
收问题时向攀爬者发出警报。必须向攀爬者说明，收到警报后必须立即停止攀爬。如果设
备无法正确回收或无法跟上攀爬者的速度，必须停止使用并送回最近的工厂特约维修中心
进行检验和维修。
•	
禁止攀爬者松开保护扁带，使保护扁带不受控制地重新回收设备中。这可能导致扁带、缝
合线或锁扣受损。每当发生此类情况时，请务必执行第 13.1 节所述检验。仅适用于装有
速度款的设备。
版权所有 © 2016, C3 Manufacturing - 220 系列-速度款、难度款-室内-室外 版本号--12/2018 PN 10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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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正确的降落方法
•	
在降落过程中，攀爬者应离开攀岩墙，将其重量转移到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上。
当攀爬者开始降落前，攀爬者应感觉不到保护扁带上有任何张力。攀爬者应在岩壁上向下
攀爬一段，坐回到安全带中让安全带开始承重。始终保持着陆面安全无障碍。
•	
如果攀爬者感到焦虑或不熟悉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的功能，建议先让攀爬者攀爬
一小段距离后降落，以便熟悉设备。

10.0 登山锁扣操作
•	Perfect Descent 攀登保护系统配备的锁扣为双动或三动自动关闭和自动锁定式登山锁扣
•	
连接锁扣与安全带时，请确定安全织带或衣服不会妨碍锁门的关闭。将锁门连接到制造商
推荐的安全带连接点后，经常按压锁门，检查锁门是否已完全关闭并锁定。
•	
注意防止发生登山锁扣的锁门接触到物体导致锁门意外打开的情况。
•	
双级登山锁扣的打开方式是先将锁门套筒转动90°，然后按下锁门。

a) ሶ྇⧟㔅䖤䖜
90ᓖ

b) ᤹л྇⧟ˈⴤࡠ
ᆳ㔅䬠䬮䖜

c) ᶮᔰ㓸ㄟ䘎᧕䰘ᑈˈ
ᆳᓄ㠚ࣘޣ䰝ᒦ䬱ᇊ

三级登山锁扣的打开方式是先将锁门套筒推起至停止位置，然后再转动90°，再按下
•	
锁门。

a) ᨀ䎧྇⧟ˈ
ⴤࡠ྇⧟→ڌ

b) ሶ྇⧟㔅䖤䖜
 90ᓖ

c) ᤹л྇⧟ˈⴤࡠᆳ
㔅䬠䬮䖜

d) ᶮᔰ㓸ㄟ䘎᧕䰘ᑈˈ
ᆳᓄ㠚ࣘޣ䰝ᒦ䬱ᇊ

警告
在使用前，再次仔细检查并确保登山锁扣锁门已正常关闭且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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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保养、维护和储存
•	
按照本手册第13节所述指南检验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
•	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的使用寿命取决于操作员是否对设备进行妥善保养，包括维
护和储存。如果在移动式攀岩墙上使用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在运输前，始终要
移除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或将设备密封至防水、防盐和防污染状况。为了使产品
保持良好的使用状况并确保产品的完整性，须每隔两年送厂维修。在工厂维修之间的两年
间，操作员对产品进行妥善保养和维护非常重要。
			 o	防止外壳出现凹坑或变形。切勿让设备从高空坠落，且始终要轻放。
			 o	使用过程中，避免让保护扁带接触到锋利尖角或边缘。
			 o	切勿让异物进入外壳内。
			 o	留意所有注意标签和说明，标签和说明旨在防止产品遭到损坏以及指导操作员正确操
作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
• 切勿储存在潮湿条件下
			 o	暴露在雨水或潮湿条件下后，需彻底清洁和干燥 Perfect Descent 攀登保护系统。确保
不要让潮湿的扁带回收到壳体中。始终将设备储存在干净和干燥的环境下。

11.1 更换保护扁带（和登山锁扣）
•	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配备的保护扁带可由所有者/操作员现场更换。如果保护扁
带出现损坏、过度起毛、磨损、晒白、磨损标记开始磨损、登山锁扣出现腐蚀或无法正常
使用，应立即更换保护扁带。按照常规维护流程更换保护扁带。始终备好一根替换保护扁
带和适当的工具，以便需要时可立即更换。更换频率取决于使用状况。保护扁带套件可通
过特约经销商或维修中心购买。保护扁带更换套件中包括与更换保护扁带有关的完整说
明。

11.2 清洁说明
• 	要清洁外壳，请使用干净、湿润（未浸水）的抹布擦净粉尘、污渍或其他可能导致腐蚀或
影响标签可读性的污染物。将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送至维修处前，先擦除任何水
分。清洁频率应根据检验结果和环境的严重程度进行确定。在具有高度腐蚀性的环境下，
须增加清洁频率。切勿使用溶剂清洁外壳，否则可能损坏标签粘合剂。切勿使用磨蚀剂擦
洗外壳，否则可能损坏镀层和标签。切勿将产品浸入水中或其他液体中。如果外壳进水，
请将设备悬挂并缓慢拔出整根保护扁带，使水从扁带的孔中流出。使用干净的抹布将保护
扁带擦干，然后将其缓慢地回收到设备中。将保护扁带拉出后，将设备悬挂在温暖干燥的
室内。有关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状况和清洁的问题，请咨询C3 Manufacturing。

版权所有 © 2016, C3 Manufacturing - 220 系列-速度款、难度款-室内-室外 版本号--12/2018 PN 10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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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维护和维修
•	
重大维护必须由工厂进行，但此处所述的常规维护可由操作员执行。适当的维护在性质上
属于预防性和纠正性维护。
•	Perfect Descent 攀登保护系统的适当维护包括常规清除设备外壳上的粉尘。Perfect
Descent攀岩系统在连续使用时应每周进行清洁。
•	对登山锁扣的适当维护包括清洁和润滑锁门转轴、万向节和套筒。清除所有灰尘，使用轻
质机油润滑登山锁扣活动部分，转动锁门几次，让润滑油充分渗入。
切勿让润滑油接触尼龙扁带，否则可能降低尼龙扁带强度。擦掉任何多余的润滑油并晾
干。如果注意到终端连接门帘卡在打开状态或使用时无法锁定，请立即停止使用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直到适当润滑，连接器自动关闭且锁定。如果润滑后仍不能解决
问题，则立即停止使用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直到更换新的保护扁带套件。
•	
遭到损坏或需要维护的设备必须标记为“无法使用”并停止使用。纠正性维护（清洁
除外）和维修，如更换元件（带一体式喷嘴和连接元件的保护扁带除外），只能由C3
Manufacturing或特约维修中心执行。切勿试图进行现场维修。

11.4 储存
•	
将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储存在阴凉、干燥和干净的地方。避免储存在可能存在
水、油和化学品或其蒸汽或其他会降低设备性能的物质的地方。污渍严重、潮湿或具有其
他污染物的设备应进行适当维护（如干燥和清洁）后再进行储存。确保在外的保护扁带不
会接触到润滑脂、油、气或其他化学品，否则可能降低保护扁带的强度。
•	
切勿将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长时间放置在水泥地或布满灰尘的地面上，否则石灰
硫磺和灰尘会造成腐蚀。将保护扁带完全回收后再储存好设备。在使用长时间储存的设备
前，应由合格人员进行正式检验。

11.5 配件和附件
•	Perfect Descent附赠若干用户更换零件，可由用户直接重装，无需将设备送回特约维修中
心。请始终遵照随附的《用户手册》和任何《零件更换指南》中的详细说明更换零件。
•	
可订购的替换件和附件包括：
			 o	扁带更换套件
			 o	安装套件
			 o	自动保护器终端连接门帘（攀岩墙屏障）

版权所有 © 2016, C3 Manufacturing - 220 系列-速度款、难度款-室内-室外 版本号--12/2018 PN 10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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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标签和标记
•	
以下标记必须存在、清晰可读并牢固粘贴在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上。否则应停止
使用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并将其标记为“无法使用”，直到完成正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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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检验
13.1 使用前检验
•	
每次使用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前，应对系统进行检验，核实系统是否正常工作。
			 •	
拉出扁带直至其停止，检查保护扁带是否光滑且平整。控制保护扁带回收到外壳中，
检查回收力是否充分且顺畅。
			 •	
检查锁扣和缝缀是否存在损坏和磨损。
			 •	
检查锁扣是否存在损坏以及功能是否正常。
			 •	
短距离降落3-5英尺（1-1.5米）检查制动器功能是否正常。
•	
如果在检验过程中发现故障或异常，请立即停止使用 Perfect Descent 攀登保护系统，并
送至工厂进行维修。如果在检验中发现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存在任何不安全的状
况，切勿再继续使用。

13.2 每周检验
•	
在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使用过程中，应每周进行全面检验。检查保护扁带末端的
缝合线是否断裂、起毛或漏针。检查整根保护扁带是否出现过度磨损、烧伤、切痕、晒褪
色、化学品或其他损坏。还要确保磨损标记未磨穿或起毛。如果出现以上任何迹象，请停
止使用设备，直到更换新的保护扁带。检查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是否如第13.1节
所述正常工作。检查连接登山锁扣末端的保护扁带末端，尤其要密切注意前几英尺保护扁
带是否出现损坏。检查并确保登山锁扣功能正常，在松开时可以自动关闭和锁定。如果登
山锁扣无法自动关闭或锁定，请执行第10节所述的程序。
•	
检查并确保外壳上的所有紧固件已紧固。检查并确保没有任何五金件或紧固件缺失、损坏
或被不当替换或更改。检查并确保外壳没有损坏或凹坑，且安装柄未磨损或损坏。检查并
确保所有金属零件，包括登山锁扣和安装五金件没有出现变形、断裂、裂痕、腐蚀、切
痕、深刻痕和高温或接触化学品的迹象。检查并确保安装柄和喷嘴上没有过度磨损。检查
并确保锚点五金件没有过度磨损、松弛、缺少零件或损坏。如果出现以上任何状况，请停
止使用并按照第14节所述送回工厂进行维修。如果在检验中发现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
系统存在任何不安全的状况，切勿再继续使用。

13.3 正式检验
13.3.1 正式检验频率
•	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必须由合格人员进行正式检验，检验时间间隔最多不超过6
个月。如果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暴露在恶劣条件下，可能需要增加正式检验的频
率。检验频率应由操作员所在组织基于各种因素（如状况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使用频率以
及设备的暴露时间等）进行确定。检验员应按照第13.3.3节所述检验程序有条理地进行全
面目视检查和触摸检查。检验结果应记录在“正式检验日志”（第26页）中并妥善保留，
供日后查阅。

版权所有 © 2016, C3 Manufacturing - 220 系列-速度款、难度款-室内-室外 版本号--12/2018 PN 100040

第21页

13.3.2 设备控制
•	
操作员所在组织应制定并实施相关政策和程序，规定在发现任何 Perfect Descent 攀登保
护系统存在缺陷、损坏或需要维修时，立即停止使用，标记为“无法使用”并立即交给负
责正式检验的人员进行保管。该措施具有以下好处：
			 1) 	在采取适当措施之前，防止继续使用有缺陷的设备；
			 2) 	运用统一标准确定设备是否可以继续使用；
			 3) 	清洁、更换保护扁带和登山锁扣以及其他维护采用统一方法进行；
			 4) 	重点评估可能反复发生并且需要采取预防性措施（如与设备制造商进行协调、选择
替代设备、对设备使用者进行额外培训或改变使用条件等）的状况。
13.3.3 正式检验程序
•	
正式检验程序与第13.2节所述的每周检验类似。但在以下三个重要方面有所不同：
			 1) 	由获得正式检验授权的合格人员进行正式检验
			 2) 	更加详细和有条理地记录在“正式检验日志”中并存档，以备日后查阅
			3)	
工厂对设备进行维修后，最终会将设备处置为“可接受”或“不可接受”。
•	
为了追溯已发现缺陷的根源，需详细记录检验描述。下面还介绍了简化的替代程序。
•	
正式检验程序有三种重要形式。这三种形式分别为正式检验图纸（“图纸”）、正式检验
日志（“日志”）和正式检验清单（“清单”）。这三种形式相互关联且相互参考，因此
讨论采用何种检验程序时，必须了解其目的和用途。
13.3.3.1 图纸
•	
此为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的图纸，图纸上的编号对应正式检验日志的“检验编
号”一栏的编号。（见第13.4节）
13.3.3.2 正式检验日志
•	
该表格用于记录正式检验中观察到的结果（见第13.5节）。在侧面标签上可找到“型号”
和“生产日期”。“序列号”印在制动鼓下方的金属铭牌上。检验员在进行检验时输入
“检验员”、“检验日期”和“设备状况”。设备状况为“可接受”或“不可接受”。
• 日志各栏如下：
			 o	检验编号：此编号对应图纸上的编号。
			 o	名称：这是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检验点的名称。检验包括五种类别：扁带、
登山锁扣、壳体/制动器罩、手柄和功能。
			 o	数量：每个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的数量。必须检查每个Perfect Descent攀登
保护系统检验点的数量。
			 o	备注：检验员在此处列明观察结果。
			 o	合格/不合格：此处注明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的总体状况。如果观察到
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存在任何缺陷状况，检验员须在此栏注明“不合格”。
如果不存在缺陷状况，则注明“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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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3 正式检验清单
•	
此表将不同类型的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零件分成五种类别分别列出：扁带、登山
锁扣、壳体、制动器罩和手柄（见第13.6节）。对于每种类别，正式检验员检查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零件的每种相关状况（如变形、断裂、缺失、松弛等）。应在“总
体结果”一栏注明观察到的任何状况，在“备注”一栏讨论任何担忧，然后在“合格/不
合格”一栏填写合格或不合格。
13.3.3.4 正式检验程序步骤
第1步：在日志中记录在维修和日期标签上显示的型号、序列号和生产日期信息。记录检
•	
验员的姓名和检验日期。
第2步：按垂直方向悬挂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
•	
第3步：参考图纸上标识的每个检验点，一次检查一个零件。必须检验每个零件是否可能
•	
存在清单上所示的状况。如果对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自上次正式检验以来是否出
现重大变化存有疑问，应将检验结果与之前的正式检验记录进行比较。
•	
第4步：确定每个零件是否可以接受，并在日志的“合格/不合格”一栏注明合格或不合
格。
•	
第5步：对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保护扁带的伸缩特性进行功能测试。完成这些功
能测试后，在检验日志的备注部分注明伸缩性能。执行伸出功能测试的方法是将保护扁带
缓慢拉出，直到从 Perfect Descent 攀登保护系统外壳中完全拉出来。
		
当扁带从设备中拉出来时，注意是否有任何粘着、卡滞或其他阻力妨碍扁带的顺利展开。
执行回收功能测试的方法是让设备自动回收，使保护扁带缓慢地重新卷入Perfect Descent
攀登保护系统。扁带回收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时应保持持续均匀的张紧力，扁带
不得被钩住或卡住，且在保护扁带回收的整个过程中不得出现任何明显的嘎吱噪音。请注
意，在保护扁带伸出或回收时，内部回收弹簧的正常运行会发出一种摩擦噪音。当设备背
面着地，且制动器罩朝上时，该噪音更加明显。在检验日志的相关部分记录功能测试的结
果。
•	
第6步：对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的登山锁扣执行功能测试，方法是打开锁门，然
后再松开。检查锁门在关闭时是否发生卡顿。检查锁门是否自动关闭。在检验日志的相关
部分记录注明结果。
		
•	
第7步：如果确定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无法再继续使用，请联系C3
Manufacturing确定是否需要维修或让设备退休。
• 第8步：将正式检验日志存档，供日后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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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正式检验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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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正式检验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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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正式检验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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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工厂维修
14.1 工厂维修
•	
为了对 Perfect Descent 攀登保护系统进行妥善维护和修理，须每隔两年或在合格人员基
于检验结果建议需将设备停止使用时，将设备送至 C3 Manufacturing（或 Perfect Descent
特约维修中心）进行维修。操作员能够执行的维护仅包括清洁、登山锁扣润滑和保护扁带
更换。所有其他维护须由C3 Manufacturing或特约维修中心执行。操作员绝不能企图对设
备进行维护或更改。操作员不得企图对任何内部零件进行维修或更换，否则将导致保修无
效。

14.2 所有者注册
•	
购买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时，所有者和操作员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阅读本操作手
册并注册设备。每个设备都有一个唯一序列号，该序列号标识与该设备相关的所有信息。
序列号便于C3 Manufacturing识别产品的生产日期；相关工程、制造、测试和质量控制记
录；相关维修记录；以及出售日期、发运至所有者或C3 Manufacturing分销商的日期。您
可以登录网址www.PerfectDescent.com注册设备。
•	
务必输入所有者的常用住址和电话号码。请勿输入临时工作场所或临时办公室的地址和电
话号码。这是永久性记录。

14.3 需要进行工厂维修的情况
•	
因发现任何状况而必须停止使用设备时，必须将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送至C3
Manufacturing或特约工厂维修中心。此外还必须在维修到期日或标签上所示的下一次维
修到期日期之前（且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晚于生产日期或显示的上一次维修日期后24个
月）将设备送至 C3 Manufacturing 或特约工厂维修中心进行强制工厂检验和维护。
•	
从生产/维修到期日期标签上标记的生产日期开始计算的24个月后，必须进行第一次工厂
维修。
•	
操作员查看设备侧面的生产/维修到期日期标签可以确定下一次两年期工厂维修日期。此
标签包含上一次工厂维修的日期和下一次工厂维修的到期日期。
•	
设备每一次进行工厂维修时，就会更换新的维修日期标签。新标签将显示维修日期和下一
次维修到期日期。
•	
维修日期标签必须始终存在并清晰可辨。否则应停用产品并联系C3 Manufacturing。

注意
极端使用情况下可能需要增加维护和检验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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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如何进行工厂维修
•	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因任何原因需要进行工厂维修时，必须注意遵照以下步骤：
o 第1步：联系制造商或特约维修中心
			
制造商： C3 Manufacturing
						 地址：3809 Norwood Drive - Unit #4
						
Littleton, Colorado 80125, USA
						 电话：+1 303-953-0874
						 info@perfectdescent.com
			
访问www.PerfectDescent.com查找您附近的特约经销商或维修中心。
o 第2步：提供以下文档：
		•	
所有者（公司）姓名/名称、地址、电话号码和传真号码。
		•	
授权支付维修费用的联系人姓名。
		 •	Perfect Descent 攀登保护系统序列号、型号编号和上一次工厂维修日期。
		•	
简单介绍要执行的维修和已知修理（如保护扁带损坏、登山锁扣断裂、两年期维
修等）。
		•	
账单地址（如果所有者已经拥有C3 Manufacturing帐户）。
或者，C3 Manufacturing的支付方式为预付现金（包括运费）。
		•
货物回寄地址。
		•	
请注意，C3 Manufacturing或特约维修中心必须将寄送至C3 Manufacturing或特约
维修中心进行维修的所有设备进行拆装、检验、重装和重新测试，才能确定是否
需要提供除一般维修外的额外维修。因此，始终需要支付最低维修费用。
o	
第3步：将设备通过预付邮资的方式运送至C3 Manufacturing或特约维修中心。如果收到
设备时应付运费，则设备不会被验收。设备的运货箱中必须妥善随附操作手册和维修日
志。强烈建议使用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原装运货箱进行运送。或者将设备妥善打
包好，避免在运送途中导致损坏。
o	
第4步：C3 Manufacturing收到设备后，将检验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并联系公司
代表以告知超出最低维修和收费的必要的维修和收费（如有）。如果维修和收费在最低
维修范围内，C3 Manufacturing或特约维修中心将提供维修并将产品寄回，不会进一步联
系。
o 	第5步：完成特约维修工作后，C3 Manufacturing或特约维修中心将在本操作手册第14.6
节的“工厂维修日志”中记录维修工作并将操作手册连同设备一起寄回给所有者。

14.5 维修和检验日志
•	
第13.3节要求至少每隔6个月对Perfect Descent攀登保护系统进行一次正式检验。C3
Manufacturing 要求设备每两年进行一次工厂维修。这种工厂维修，如果及时，可以作为
必要的正式检查之一。C3 Manufacturing 或特约维修中心将在执行工厂维修时在“工厂
维修日志”和“正式检验日志”中录入适当的信息。操作员和操作员所在的管理部门负
责按时进行正式检验，记录检验结果并在需要时或必要时将设备及本操作说明寄回至 C3
Manufacturing 或特约维修中心进行工厂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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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工厂维修日志
•	
此工厂维修日志必须仅由C3 Manufacturing或特约工厂维修中心存档。C3 Manufacturing
初次发运设备时，将在日志中录入生产日期、C3 Manufacturing零件号、序列号和类型编
号。将此手册附在设备中送交工厂维修时，C3 Manufacturing工作人员将录入维修人员的
打印姓名和手写姓名首字母大写、质量控制检验员的打印姓名和姓名首字母大写、维修
编号以及下一次工厂维修的预定日期。检验/维修报告是详细的年度工厂维修报告，由 C3
Manufacturing 或特约维修中心永久保留。可索要该报告进行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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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ཙǄᵜ䍘؍ӵ䘲⭘Ҿ䍝Ҡ㘵Ǆྲ᷌䲔C3 Manufacturing LLCᦸᵳ㔤؞ӪઈԕཆⲴަԆ
Ӫሩӗ૱䘋㹼㔤؞ᡆ؞᭩ᡆഐ┕⭘ӗ૱㘼ሬ㠤㍒䎄ˈC3 Manufacturing LLCᓄ㻛ݽ䲔ᵜ䍘؍лⲴᡰ
ᴹ䍓ԫǄC3 Manufacturing LLCⲴԫօԓ⨶ǃઈᐕᡆԓ㺘൷нᗇ֯C3 Manufacturing LLCਇᵜਸ਼
亩л䬰Ⲵӗ૱Ⲵޣ䍘Ⲵ؍ԫօѫᕐǃ䱸䘠ᡆ؞᭩Ⲵ㓖ᶏǄC3 Manufacturing LLCнሩ䶎C3
Manufacturing LLC⭏ӗⲴԫօ䜘Ԧᡆ䱴Ԧᨀԫօ䍘ˈ؍նՊሶ䈕ㅹ䜘ԦⲴࡦ䙐୶ᨀⲴᡰᴹ䍘؍
䖜〫㔉䍝Ҡ㘵Ǆᵜ䍘؍ਆԓᡰᴹަԆ᰾⽪ǃ唈⽪ᡆ⌅ᇊ؍䇱ˈᒦѕṬ䲀ࡦ൘ᵜ䍘؍ᶑⅮⲴ㤳തǄ
C3 Manufacturing LLC᰾⺞䇔ԫօ䘲䬰ᙗᡆ⢩ᇊ⭘䙄䘲⭘ᙗ؍䇱Ǆ
ୟа㺕ᮁ——ৼᯩ᰾⺞਼ˈ൘䘍৽к䘠䍘؍ǃC3 Manufacturing LLC ࠪ⧠ԫօ䶎⌅㹼Ѫᡆਁ⭏ԫ
օަԆ䇹ഐᰦˈ䍝Ҡ㘵㧧ᗇⲴୟа㺕ᮁᱟ൘ C3 Manufacturing LLC 㓿Ựḕ䇱ᇎ䇮༷ᆈ൘㕪䲧ਾˈ⭡
C3 Manufacturing LLC 㠚㹼䘹ᤙᨀ㔤઼؞/ᡆᴤᦒԫօ䇮༷ᡆަ䴦䜘ԦǄᴤᦒ䇮઼༷/ᡆ䴦䜘Ԧݽ
䍩䘀䘱㠣䍝Ҡ㘵ᤷᇊⴞⲴൠⲴ㻵䘀Ǆྲ᷌C3 Manufacturing LLCᵚᡀ࣏༽؞ԫօ㕪䲧ˈнᗇ㿶Ѫ
ᵜⅮᡰ䘠Ⲵ㺕ᮁᵚ䗮ࡠަสᵜⴞⲴǄ
ᧂ䲔㔗ਁᙗᦏᇣ——䍝Ҡ㘵᰾⺞⨶䀓ᒦ਼ˈC3 Manufacturing LLC ൘ԫօᛵߥл䜭нሩ䍝Ҡ㘵Ⲵ
ԫօ㓿⍾ǃ⢩↺ǃ䱴ᑖᙗᡆ㔗ਁᙗᦏᇣᡆᦏཡ˄वᤜնн䲀Ҿഐӗ૱ᰐ⌅↓ᑨ֯⭘㘼ሬ㠤Ⲵ亴ᵏ࡙
⏖ᦏཡ઼ԫօަԆᦏཡ˅ᣵ䍓ԫǄᵜ亩ᧂ䲔ᶑⅮ䘲⭘Ҿ䪸ሩC3 Manufacturing LLC䘍৽䍘؍ǃ䶎
⌅㹼ѪᡆԫօަԆ䇹ഐᨀࠪⲴ㍒䎄Ǆ
ᇒᡧ䍓ԫ——ԕл亩ⴞ㻛㿶ѪᇒᡧⲴ䍓ԫˈഐ↔н➗ᵜ䍘؍ᶑⅮᨀ㺕گǄ䘉Ӌ亩ⴞवᤜ˖ᰕᑨ
㔤ᣔ઼Ựḕ˗↓ᑨᴤᦒ㔤؞⢙૱˗ഐѪ֯⭘᳤઼䵢઼ሬ㠤Ⲵ↓ᑨ࣓ॆ˗⼘ᦏԦˈྲᥭ㍒ǃⲫኡ䬱ᢓ
௧઼ࡦࣘಘ˗ഐѪઈ┕⭘ǃ䈟⭘ᡆн↓⺞ⲴҐᜟ㘼ሬ㠤ⲴᴤᦒǄ

ᐼᵋҶ䀓ᴤཊؑ䈧㠤⭥˖+1-303-953-0874ˈᡆਁ䘱⭥ᆀ䛞Ԧ㠣˖info@perfectdescent.com
㚄㌫C3 Manufacturing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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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详细信息，请联系我们：
地址：3809 Norwood Drive • Unit #4 • Littleton, CO 80125, USA
电话：+1 303-953-0874 • 传真：+1 303-862-8442
Info@PerfectDescent.com • www.PerfectDescent.com
Perfect Descent™ 和 Perfect Descent Climbing Systems™ 是 C3 Manufacturing 的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