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坠落防护方案

安 全 防 护 以 人 为 本

•全方位集体和个人防护系统
•符合国际通行法律法规
•全球通用
•提供设计和安装服务



2  │     www.keesafety.cn 

所谓健康与安全，即保护人员免于因工作造成的伤害
或疾病。全球来看，每年有几百人工作中丧生，另有
几十万人因公受伤或忍受健康威胁。  

最常见的缺工情况的原因在于诸如背部疾病等造成的
疼痛或伤害，然而，全球来看，高处坠落依旧是死亡
的最主要的罪魁祸首。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
的统计数据显示，约有1/3的死亡事故与高处坠落相
关。

健康与安全法规适用于所有大小的商业行为，覆盖全
职和兼职员工、临时工或长期工、自由职业者以及公
共行业和承包商的成员等。 

立法当局为健康与安全法规的制定设定了通用的准
则，以确保所有企业均依照实施。该法规明确了雇用
企业对雇员、公共行业成员、以及员工自身所应承担
的责任。 

为履行健康与安全法规被视为犯罪，相关个体、公司
及企业主体将受到惩罚。

集体与个人坠落防护解决方案

Kee Safety 为全球客户提供全系列高处安全和健康与
安全解决方案，所有方案设计均满足个人使用需求及
预算安排。例如，我们可提供诸如单体、单眼螺栓再
认证等一次性服务，亦可提供包括现场勘察、绘图、
拍照、预算性报价、设计。安装、年度再认证和员工
培训等在内的一条龙服务。 

涉及到健康与安全，尤其是在诸如登高等特定工作情
况下，能且仅能选择合格的安全方案供应商至关重
要。Kee Safety 员工在建筑与安全行业的背景意味着
我们有一只包括技术专家、评估员、安全队、工程师

等在内的专业团队。Kee Safety 持续由行业联盟进行
包括员工专业性、产品与服务、环境影响和健康与安
全记录在内的审核。同时 Kee Safety 也是 HSE, CSA, 
ANSI, RIBA, RICS, IOSH, 建筑健康与安全集团, WAHSA
和BSIF的成员单位。同时，Kee Safety 代表 BSIF，也
是英国咨询委员会屋面安全的委员单位，代表 BSI，
作为欧洲委员会的主要专家单位。

以上可确保在正式颁布之前，我们可洞悉立法、标准
和产品等调整或通知。

为何安全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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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为何重要

Kee Safety 专业评估人员有能力为客户进行专业的现
场评估，协助企业满足标准要求，并就特定需求推荐
最好的解决方案。

Kee Safety 可为小面积屋面建筑进行免费的现场评
估，并出具简单的评估报告，配合照片、图纸和成本
提供我们的建议。

Kee Safety 可为客户提供下列坠落防护服务

付费评估则是大面积屋面或多建筑的理想方案。该评
估可协助确定向管理层或财务部门申请安全预算所需
要准备的事宜。评估完成后，Kee Safety 可提供包括
法规、评估区域描述、电子照片、布局图纸、评估区
域风险分析及成本分析在内的完整报告。并提供简单
汇总，提供重点建议，以供参考。

登高作业现场评估及报告

现场评估后或收到现场图纸及照片，我们的技术部门
会为每种情况提供详细经济的解决方案。推荐方案将
会包括必要的风力测算，并全面考虑建筑结构及方案
本身和使用人员可能承受的荷载。施工部门将会组织
完整的额安装方案，包括运输、通道及其它潜在的屋
面包钢的维修等系列流程。

高处作业设计与安装 
 

根据 BS 7883 和 BS EN 365 的要求，设备一旦安装完
成后，每年至少需要维护并检查一次。作为重新认证
服务的一部分，Kee Safety 授权的工程师需要对包括
屋面安全设备，如生命线和护栏，以及和系统配套使
用的 PPE 用品，如安全绳、安全带等进行检查认证，
并就设备进行使用培训。

再认证

某些情况下，客户希望自行安装系统或使用自己的承
包商安装。该情况下，Kee Safety 将以优质的价格向
客户提供安全产品，并附加由我们技术部门提供的支
持与协助。必要情况下，Kee Safety 将免费提供现场
布局图及风力计算，以作为涵盖组装、安装和产品在
认证需求的全套 O&M 手册。

只供应产品  
 



坠落防护方案

作为集体和个人防护产品的领先供应商，Kee Safety 

具有的组合产品能消除许多不必发生的危险，而高空

作业人员每天都会面临这些危险。

本手册旨在概述我方产品，如需详尽资料请与我销售

部门或我方合作伙伴联系。

领先市场的自立式护栏防护系统、生命线、锚固点及

一系列坠落防护用品可为客户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高空作业防护，Kee Safety 即是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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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式护栏

KeeGuard
Foldshield 

KeeGuard
Premium

Kee Safety 为不同应用环境提供自立式安全护栏产品。

镀锌钢管制自立式护栏

铝合金制自立式护栏

自立式折叠护栏，可保持建筑结构美观。镀锌钢管制，顶部和中部护栏可选用铝管。

自立式护栏，无需使用导管，设计用于受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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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式护栏

Kee Safety 自立式护栏 KEE GUARD 产品设计用于为
常规维修和检查所需要出入的区域提供永久性临边防
护。

该系列产品设计用于满足特定需求，本系列设计包括
垂直式、倾斜式和弧形式立柱，以及用于对美观要求
较高的建筑上的折叠式护栏系统。

本系统基于悬臂式设计，可为护栏提供无与伦比的强
度、稳定性和安全性，安装无需钻孔。可有效避免因
为钻孔造成的漏水风险及噪声污染。
   
Kee Guard 系统使用镀锌钢管，通过“ KEE KLAMP ”管
接件连接，如有需要，亦可提供铝合金材质或粉末喷
涂服务。配重块使用100%回收 PVC 材质，外形设计
方便搬运和安装。

所有地脚件下方上装有橡胶垫片用于保护屋面薄膜。
根据屋面薄膜不同，可能需要额外的防护，这些情况
下，我们建议和屋面接触的部件下方添加垫板。

所有自立式护栏均已经过测试，符合相关全球标准。

当屋面空间受限而无法放置常规配重系统时，Kee 
Safety 亦可提供 KEE GUARD PREMIUM 方案。该方
案配重单独设计，可在空调周边、太阳能板等常见障
碍物区域进行安装，亦可与标准 KEEGUARD 系统配
合使用，用以绕过障碍物。



自立式护栏

使用正确安装和测试的 KEEGUARD 系统可保护在平
整屋面出入的人员的安全。KEEGAURD 是经完全测试
并认证的护栏系统，在护栏防护区域内工作时，人员
不需要特定的培训或装备。系统以模块化方式供应，
安装快捷简便。

安全与多样性 

• 适用于混凝土，沥青，PVC 卷材和油毛毡屋面
• 用于坡度不超过10°的屋面
• 设计荷载：水平作用于顶护栏力不超过300N/m
• 自带踢脚板固定装置
• 配重块下配有弹性垫以避免对屋面表面的破坏
• 立柱底部安装有防滑垫

耐久性和简易性 制定标准 

• 抗腐蚀 – 所有铁质配件均按 EN ISO 1461 标准进
行镀锌处理

• 管接件采用表面淬火处理的钢质紧定螺钉固定，
且做 KEE KOAT 表面处理

• 配件少，极易安装
• 独特开敞式接头，便于水平栏杆的快速安装
• 不刺穿屋顶防护膜
• 现场无需进行焊接，车螺纹或打螺栓等操作
• 定制化安装可与应对爬梯和其它屋面障碍
• 模块化设计，如需要可在现场重新构建
• 备有三种立柱

• EN I13374 Class A
• EN ISO 14122 Part 3
• NF E85-003
• EN 1991-1-4
• BS 6399: Part 2 Code of Practice for Wind Load
• OSHA Reg 29 CFR 1910.23 (E) (1); (E) (3)(IV).
• OSHA Reg 29 CFR 1926.501 (b) (1); (b) (2) (ii)
• OSHA Reg 29 CFR 1926.502 (B) (1) - (B) (14)
• Canadian National Building Code 4.1.10.1 (1)

(e), 4.1.10.1 (2), 4.1.10.1 (4)
• Ontario Building Code Section 4.1.10.1 (1)( b), 

4.1.10.1 (2), 4.1.10.1 (4)

为什么选择 KeeGuard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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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Guard 立柱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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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KGU35

距护栏顶部
1100

314
弧形
KGUR

R 1550

上下横杆之间间距
470

距护栏顶部
1133

倾斜式
KGU35

11.0°

距护栏顶部
1100.00

可回收便携式PVC配重块

KeeGuard®  系统所需关键 Kee Klamp® 配件

14-8 15-8 19-8 77-861-8

77-8型塑料塞，用
于堵上敞开的管
端口

14-8 型直通接头，
用于对接管子

15-8 型弯管接头，
用于组装“D”形回转
和90°转角

19-8型管接头，适
用于转换角度或坡
度不规范的安装环
境。

61-8型法兰，用于
与墙对接

KEEGUARD 可回收 PVC 配重块赋予本系统一系列优
点，特别是系统的安装更为便捷，节省了时间，降低
了成本。 
• 每个配重块重13.5kg
• 尺寸：460 x 500 x 85mm
• 设计有压模而成把手
• 标准色为黑色，也可以按需有其它颜色备选，但

须承担额外费用
• 压模成表面，方便搬运
• 配重管罩子，可降低绊倒隐患
• 环境友好
• 百分百欧盟批准的回收材料制成

注意，为防止沥青屋面表面受损，建议所有配重块和
立柱下方放置合成橡胶板（Kee Safety 供货）。



铝质自立式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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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GUARD LITE 是自立式铝合金护栏方案

拥有 KEEGUARD 产品所有优点，KEEGUARD 
LITE 重量更轻，立柱及横管使用铝合金材
质，配重块及底座和配重块导管依旧使用
KEEGUARD 相同材料。

根据 EN ISO 14122 Part 3 要求，KEEGUARD 
LITE 的最大跨度为1.5m。

特点
• 铝质护栏和立柱
• 可回收 PVC 基座配重块
• 横管使用外径42.4mm，竖管使用

48.3mm 外径
• 备有标准、弧形及倾斜式立柱

优点 
• 安全、可靠与通用的集体坠落防护解

决方案
• 不刺穿屋顶卷材
• 轻质、抗腐蚀
• 长期维护费用低廉       



自立式折叠型屋顶临边防护系统 KeeGuard
Foldshield 

尽管集体防护系统是提供安全作业环境的较佳手段，但是部分客户不希望在建筑物屋顶边缘看
到护栏。KEEGUARD FOLDSHIELD 则是这种情况的理想解决方案
 
本折叠型系统设计用在坡度低于10°屋面上，适合于沥青、混凝土、矿物纤维毛毡或 PVC 铺设屋
面上使用，符合 EN 13374 标准要求。

特点
• 非作业情况下可折叠收拢
• 底脚管接件仅能向一个方向翻转
• 系统可分段提升或降低

优点
• 不会破坏建筑物的美观性
• 不可能发生护杆折叠方向错误
• 节省时间，提高了灵活性

如下图所示，采用铰链式标准 KEEGUARD 基座件，
屋顶作业时，很容易将护杆提升就位，完工时又可以
很快折叠收拢。

KEEGUARD FOLDSHIELD 具备标准 KEEGUARD 所
具有的灵活性，系统连续段、固定末端、转角及
转向处均适用。包括 D 型回转在内，KEEGUARD 
FOLDSHIELD 6m 一组，折叠方便快捷。仅需将底座
件上的蝴蝶销抽出即可折叠。 

两人便可轻松提起或折叠标准跨度护杆区段（最
大跨度6.4米）。为了减轻区段重量，KEEGUARD 
FOLDSHIELD 还备有铝质中间与上部护栏。无论系统
应用限位与否，系统跨度都不得超过2m。

为了在限位情况下使用折叠装置，需要给每间隔六米
处立柱下方加装一个支撑，使其有足够转动空间。屋
顶女儿墙高度不得低于250mm。 

          www.keesafety.cn  │  9



KeeGuard
Prem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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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配重块悬臂自立式护栏

当屋面空间受限而无法放置常规配重系统时，Kee 
Safety 亦可提供 KEE GUARD PREMIUM 方案。
上下两块 PVC 配重块给系统足够的稳定性，满足 
EN13374:2013 的要求，为出入屋面提供符合标准的
护栏保护方案。

KEEGUARD PREMIUM 是坡度不超过10°屋面上使用
的临时性或永久性防护方案。
 
配重块可拆分成两块，方便个人搬运；配重上特殊
设计的提手也方便由两人同时搬运。配重块长宽为
550m，高161mm，重量不低于40KG。 

最大跨度为3m，开放式终结的系统末端的跨度不超过 
2.2m。

配重块的设计也考虑都添加踢脚板的需要。

除用在屋面上，KEEGUARD PREMIUM 亦可用在地面
上，用于为工人提供临时性防护。 符合规范 

• EN 13374:2013 Class A
• OSHA 1926.502, 1910.23

特点
• 无配重块悬臂
• 可回收 PVC 配重块
• 非穿透性系统
• 有安装踢脚板所需的椭圆孔
• 用 KEEGUARD 系统结合使用
• 配重块可堆叠

优点
• 较标准 KEEGUARD 更小的占地面积
• 无需防水处理
• 快速组装与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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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梯口护栏套装

KeeGuard 爬梯套装设计用于为现有爬梯任意一侧提
供永久固定的护栏。套装包括一扇自闭式弹簧门，
可为爬梯口区域提供连续性防护。该产品符合 EN 
14122-4 要求，护栏可用管接件与扁钢或圆管纵梁
上，宽度或直径可达75mm。无需使用机械的方式将
系统安装在建筑结构上或穿透屋面薄膜。

特点
• 爬梯口任意一侧1.5m 处自立式护栏
• 自闭式安全门
• 镀锌钢表面处理
• 安装方便简单

优点
• 护栏有效防护爬梯口的坠落
• 耐久性和抗腐蚀性
• 不穿透屋面或建筑结构

KeeGuard
Ladder Kit 

符合规范 

• EN ISO 14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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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钢屋面用临边防护系统

KEEGUARD 也可为坡度不超过45°的直立锁边和轻
钢屋面提供集体防护。KEEGUARD TOPFIX 产品安装
底板上有多个固定中心，适用于多系列的常见屋面型
号。

固定底板可使用非穿透性双片夹具或者是铆钉方式
固定，后者固定需要配合使用丁基封条进行防水处
理。直立锁边屋面用底板的固定孔距为305、400 和 
500mm。

梯形屋面板固定孔距：310, 333, 400 & 500mm。

符合规范 

• EN ISO 14122 –3
• EN 13374 2012 Class A

底板用于连接护栏立柱，并且允许立柱可在0-11°内
垂直方向上调整，且预设的固定孔距可适用于多种屋
面类型。护栏使用开口式马鞍形管接件连接横杆，快
速简单构成集体式防护方案。
 
KEEGUARD TOPFIX 本身为热镀锌钢材质，除此之
外，另有 KEEGUARD TOPFIX LITE 铝质护栏结构供客
户选择。

KEEGUARD TOPFIX 标准护栏跨度为2.5m，终端区段
跨度不超过1.75m。

特性
• 模块化系统
• 热镀锌或铝质
• 适用于各类屋面
• 符合欧洲标准

优势
• 集体式防护方案
• 规格简单
• 安装快速、省时省钱
• 直立锁边屋面面不穿透
• 瓦楞板屋面使用防水安装方式以保证屋面的

完整性



结构化安装屋顶边缘防护模块

KEE MODULES 是一系列预先设计的立柱装配件，
可方便快捷安装符合 EN14122 第三部分和 OSHA 标
准的结构式固定的屋顶边缘防护系统。

有7# (42.4 mm) 和8# (48.3 mm) 镀锌钢或铝材质材
料备选。标准配置提供侧面固定、顶部固定的固定
装置，也有用于固定在铝材屋顶下方的管接件。

护杆可以是同轴，也可以偏置，有单杆或双杆两种
型号，立柱有直立式、倾斜式和呈弧状三种方案。

特性
• 热镀锌或铝质
• 样式多样
• 适用多种屋面
• 无需车螺纹，焊接或铆接

优势
• 预装配立柱便于快捷安装
• 无需烧焊许可
• 现场可以调整
• 确保设计载荷
• 配件不会损伤涂覆在管材上的保

护涂层

Kee Modules® 侧面固定安装, 栏杆同轴

Kee Modules® 安装在铝材质屋顶板下，护杆偏置或同轴

Kee Modules® 顶部安装，护杆偏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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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规范 

• EN ISO 14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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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窗坠落防护安全解决方案

创新型产品，为平整屋面上靠近脆弱天窗进行维修或
检测的人员提供防护。KEE DOME 是模块化系统，其
专门设计用来防止从天窗发生坠落。

可回收 PVC 基座将立柱牢牢定位在天窗周边，用 KEE 
KLAMP 配件与管材用来构建坚固构架。

符合规范 

• EN ISO 14122-3

特性
• 模块化系统
• 回收 PVC 材质底座
• 使用外径48.3mm 的8号钢管
• 适合用在所有坡度不超过3°的屋面

优点
• 安装便捷
• 设计为永久性系统
• 集体防护方案

Kee®Dome MiniKee 
Dome Mini

基于美观考虑，KEE DOME MINI 以其较低的高度特
性，所以外观不突兀。可用于尺寸为1.2m x 1.2m 和 
1.8m x 1.8m 见方的天窗，该种型号使用更小型号的
PVC 基座、33.7mm 外径金属圆管和管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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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防护辅助设施

特性
• 经过50,000 次、672 小时的盐雾试验，可承

受225KG 的荷载。
• 热浸镀锌或安全亮黄色表面
• 管子可根据现场尺寸进行裁剪
• CE 认证并测试符合国际标准

优势
• 耐用可靠
• 防腐性能优越
• 结构安装稳定
• 稳定的制造品质
• 符合 OSHA, CSA & EN 14122 pt 3 & 4 标准

如果护栏下方或前面没有立挡，则需要安装踢脚板用
以防护屋顶坠物给下方的人员或设备造成伤害。

独特设计的踢脚板背部留有狭槽，所以组装时无需
钻孔，螺栓头就可以卡在狭槽内，不会旋转。Kee 
Safety 也提供转角和直边段的立柱固定和拼接套件。

踢脚板

自闭门

KEE GATE 设计用于为出入任意敞口、爬梯口、屋顶
舱口及限制区域进行常规维修和检查作业的人员提供
永久防护。安全门开口可达1M (39”) 宽，适应的 立
柱尺寸为33.7MM 到48.3MM(1” - 11/2”)。

折页弹簧装置保证门在打开后可自行回位。门经过 
50,000 次的开闭试验，获 CE 认证。符合 EN, OSHA & 
CSA 等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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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 Safety  提供一系列个人防护解决方案，旨在为高
空作业人员强化安全保障，各系列产品均经过测试并
经有关机构批准使用，符合测试标准的要求。

因为 Kee Safety 提供的是系列解决方案，因此我们
的产品可适合各种不同应用场合，包括永久性，临时
性，固定的或非刺穿型等不同选择。

个人防护解决方案

Kee Safety 还提供系列防坠落配件，是可满足您坠落
防护需求的一站式供货商。

Kee Safety 多数产品，规格简单，选择方便，我们的
目标是提供标准的现成产品。

Kee
Line

EN795C 级水平灵活生命线系统，用于屋顶，针对部分建筑或穿透式安装，须配合 
POSTANKA 使用（见20页）。

一种步道与台阶的模块化系统，为需要出入屋顶人员提供安全防滑的水平步道。针对平顶屋
顶、筒形屋顶和斜坡屋顶，具有多种固定方案。符合 EN 516:2006 测试要求 (见p27)。

KEE I-BOLT 系列符合 EN 795A1 级标准，为混凝土、砖结构和钢结构提供全面锚具选择方
案。
RINGANKA 是永久固定用的单眼螺栓系列。
KEYANKA 是一种可拆卸单眼螺栓，它不外突，在外观有重要要求的场合下使用（见P30）。

WEIGHTANKA EN795E 级配重块锚具适合二人作业
ACCESSANKA 为绳索使用提供符合 EN795B 级要求的锚点
WIREANKA EN795 E 级支持符合 EN795C 级标准的软性缆绳系统，供多人作业时使用。
设计用在安装集体防护或永久性个人锚具不可行或不适宜的地方(见p17)。



便携式配重块锚具的安全解决方案

KEE ANCHOR 产品系列包括：

• WEIGHTANKA – 便携式配重块锚具

• ACCESSANKA – 绳索使用便携式配重块锚具系统

• WIREANKA – 灵活水平生命线配重块锚具系统 
 

WEIGHTANKA 是一种可移动的配重块锚具，用在坡度为低于
5°的屋面上，屋面上无护栏也无永久性锚固装置，进而需要
为出入屋顶的人员提供安全防护。 WEIGHTANKA 是首批经
批准的“E”级锚具装置被批准用在所有潮湿屋面，也用在陡
坡金属包覆屋面 (但须额外增加两块配重块)。WEIGHTANKA 
利用中央基座(悬挂点)，该点提升了施加制动力的高度，因
而减少了坠落制动情况下该锚具移动的距离。

基本系统重量仅为250Kg，且使用单独的较小部件，任一单
个部件重量不超过25Kg。模块化结构，方便实用，容易提
携，进出作业区域方便。

特性
•  不会刺穿屋面
•  底处基座配重块用橡胶注模
•  提升中央基座，减小了发生坠落制动情况下的
     迁移距离
•  按照 BS EN ISO 1461 要求镀锌
•  符合E级 EN795, BS7883 和 ISO14567 标准
•  CE 认证，符合 PPE 指令
•  经 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East        
     Kilbride 独立测试，认证编号 N.B.0320

优点
•  可两位作业人员同时使用
•  橡胶注模底板配重块阻止边缘处橡胶垫剥落
•  凡正确选择型号，它可以用在下面潮湿和干燥情
     况下任何一种屋面：
 单层卷材
  沥青
 包钢
  混凝土
 石屑（刷面处理）
 矿物纤维
•  用在坡度低于5°的屋面上
•  安装简易，部件少，无需额外工具

1420mm1420mm

355mm 355mm

配重块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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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索使用便携式配重块锚具系统 

ACCESSANKA  作为 WEIGHTANKA 配件，设计为绳索
使用作业人员提供便携式锚具装置，使得作业人员能
按照 BS 7985 标准“工业用途绳索使用的实施规程”的要
求进行安全作业。凡安装正确，本系统极其稳定，并
且正常作业时，或一位作业者坠落并由一位救援者施
救且体重和高达200Kg 时，也不会发生移动。

ACCESSANKA 的设计使得容易搬运与安装，无一部
件超过25Kg 或2米长。

 

优势
•  无需固定在任何结构物上
•  容易在屋面上搬动，不再需要多个锚固点
•  绳索不与建筑物边缘接触，因而避免绳索
     磨损
•  在作业人员抵达边缘前就充分提供坠落制
     动保护
•  铝材质，镀锌钢以及喷涂橡胶部件，因此
     维修要求低

特点
•  不会刺穿屋面
•  独立式便携锚具
•  分别两个锚点，一个用于工人作业，一个用于后
     援
•  模块化构造
•  内部受力平衡系统，可使作业人员坠落并由救援
     人员施救时系统依旧稳定
•  符合E级 EN795, BS7883 和 ISO14567 标准
•  CE 认证，符合 PPE 指令
•  经 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East 
     Kilbride 独立测试，认证编号 N.B.0320



水平生命线配重块锚固系统

WIREANKA 是配重锚固系统和 EN 795 Class C 灵活水
平生命线系统。用于平整屋面上临时锚固的目的，同
时也是不穿透屋面需求的优选方案。

它可为多达二人作业人员提供坠落制动防护和多人的
坠落限位的连续保护（取决于与其构造）。

所谓限位，即 WIREANKA 位置和安全绳长度距离屋顶
边缘及其它敞口的距离要大于500mm。

坠落制动系统
锚固点最大跨度（m） 5 6 8 10 12 15

最低坠落距离（m） 5.2 5.4 5.8 6.2 6.6 7.2

距离临边最低距离（m） 2.5 2.5 3.0 3.0 4.0 4.0

仅用于限位
锚固点最大跨度（m） 5 6 8 10 12 15

距离临边最低距离（m） 2.5 2.5 2.5 2.5 请咨询我们技术部门

优点
•  为避免因打开屋顶而不得不中断日常业务操作情

况的发生，可选用该系列产品

•  凡正确选择型号，它可以用在下面潮湿和干燥情
况下任何一种屋面：

 单层卷材   沥青
 包钢   混凝土
  石屑（刷面处理）  矿物纤维

•  橡胶注模底板配重块阻止边缘处橡胶垫剥落

特点
•  不刺穿屋面 

•  首批批准的 EN 795 Class C 配重式安全生
命线系统

•  基座配重块完全由橡胶注模而成
•  符合 EN 795 Class C 要求
•  CE 认证，符合 PPE 指令要求
•  按照 BS EN ISO 1461 标准要求镀锌
•  经 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East 

Kilbride 独立测试，认证编号 N.B.0320

最低临边距离和最低坠落净空与跨度的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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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生命线安全方案 

如果业主要求不能穿透屋面，则可以选用 WIREANKA 
系统。KEELINE 系统符合 EN795C 级，OSHA  1915.159
，1926.502M，ANSI Z359.1 2007 和 AS/NZS 1891.2 标
准，获CE认证。

KEELINE系统由直径为8mm 的 Gr.316 不锈钢缆绳、电
抛光中间支架以及拐角支架组成，为多人提供灵活连
续的人员坠落防护。

KEELINE 连同本系统末端上的能量缓冲器，它能将作
用于工作人员和水平系统上的末端由坠落产生的载荷
限制在适当范围。

同轴能量缓冲器允许系统可以安装在轻质现代屋面构
造上。不同于其它系统，无需在每个支撑点都使用昂
贵的“跌跤”式支柱。系统安装快捷简易，配套的底板有
多个固定孔，只需略微穿透甚至不用穿透屋面即可固
定。

屋顶用 KEELINE 系统包括钢丝绳系统、支架、金属屋
面用固定底板。一旦需要穿透屋面结构的话，则要使
用 POSTANKA 系统。

结构物用 KEELINE 有水平式和头顶式两种应用，可直
接固定在混凝土、钢结构和砖石结构上。

为确保简化规格，KEELINE 的安装设计可使用定制的
计算软件。



为什么购置 KeeLine® 

优点
•  在系统上移动时连续不间断的挂
 靠，为作业工人提供全面防坠落保
 护
•  适应于不同应用环境
•  耐用、防腐蚀
•  设计安装简易
•  定制计算软件简化了设计和安装流
 程

特点
•  符合 EN795 C、ANSI Z35 和 AS/NZS 1891
 标准 
•  获 CE 认证，符合 PPE 指令要求
•  配备高效同轴能量缓冲器，无需在每个支架
 都使用昂贵的“跌跤”式支柱
•  支持最大跨度15m
•  适应屋面转角和多种建筑形式
•  开放式、低矮的顶部固定立柱可适应包括彩
 钢板、立边咬合和薄膜结构等多种现代屋面
•  完备的固定方案
•  水平式和头顶式两种应用
•  可拆除的滑梭使得作业工人可在系统任意一
 处脱钩或再次挂钩
•  可多人同时使用
•  模块化设计，规格简单
•  直径8mm316级不锈钢钢丝绳和支架
•  非刺穿型方案 WIREANKA 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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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用 KeeLine® 

钢丝绳

立柱

能量缓冲器

张紧指示器

直径8mm316级7x7 
IWRC

可截成所需长度，也可
以整卷 (1000m) 供货

末端立柱：200mm x 
100mm x 85mm
 
中间和转角立柱：150mm 
x 100mm x85mm

用于系统两端，
可将作用在结构
上的荷载限制在
10KN 以下

用在系统始端（当整套
生命线系统超过 150m
时，系统两端都要使
用）
用于指示系统足够张紧
与否
有须液压夹紧和无需液
压夹紧两种紧缩器

钢缆紧锁器

中间支架

转角支架

延长式中间支架

KeeLine®滑梭

用于系统末端

有须液压夹紧和无需液压夹
紧两种紧缩器
 

中间支架，用于系统当中支
撑钢缆

90°和135°两种类型

内部弯曲、外部弯曲
皆可

支架两翼可在15°范围内
调节，以适应屋脊、水槽
等多种屋面环境

借助滑梭，作业人员可以
在系统任何位置挂靠

无活动部件

无需脱卸即可轻松划过中
间支架和转角。



屋顶用 KeeLine® 

屋顶轮廓图      终端组件（系统始端） 

包括：
•  立柱
•  能量缓冲器
•  张紧指示器和钢缆紧锁器

E1       

   转角部件（90°和135°
两种方案）C

包括：
•  立柱
•  转角支架

          延长式中间支架EI

包括：
•  立柱
•  能量缓冲器
•  钢缆紧锁器

终端组件（系统末端） E2

包括：
•  立柱
•  中间支架

      中间支架I

包括：
•  立柱
•  延长式中间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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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用 KeeLine® 

为简化规格、节省仓储，Kee Line 底板设计已综
合考虑多样屋面类型，单个基座可安装末端、转
角和中间支架等部件。

MR 底板--用于彩钢板屋面及直立锁边屋面

FR 底板--适用于薄膜屋面，底板四角埋头设计，安装完毕后
屋面防水膜可覆盖在底板上。

MR 底板，用于瓦楞板屋面

•  铆钉固定，对屋面穿透程度
轻

•  配合丁基合成橡胶使用，保护
屋面的完整性

•  固定孔间距--400、500、333
、310mm，满足多种屋面的固
定要求

底板类型

FR 底板，用于混凝土薄膜
屋面

•  顶部用树脂固定，固定孔间
距：400、333、470mm

MR 底板，用于立边咬合屋
面
•  使用非穿透性 S5 夹具固定

•  固定孔间距：305、400
、500

FR 底板，用于金属板平薄膜
屋面

•  四角用系佰螺栓固定

•  固定孔间距：400、333、470，
满足多种标准屋顶板面的固
定要求



KeeLine® 和 Postanka® 

屋面结构不适合使用 KEELINE Top Fix 固定方式时，Kee Safety 的 POSTANKA 系列产品则是替代的固定方
案。POSTANKA 系列产品设计用于直接安装在诸如传统斜坡砖瓦屋面和文物建筑的支撑结构上。也可以直接
安装在混凝土屋顶板上，作为 KEELINE 系统应用于绿色屋顶的锚点，或者也可以用作是绳索的下降锚点。 
POSTANKA 设计用于配合水平生命线使用，符合 EN 795 和 BS 7883 C 级标准。

标准型号 6

标准型号6焊接基座锚的水平底板上预留有椭圆形孔，可方便固
定多种宽度的钢翼缘，也可以搭配合适的紧固件使用固定在混凝
土屋顶板上。该方案设计无需任何紧固结点板，因而凡有资质的
屋顶承包商，安装该产品时，都可以很容易把它的防风雨效果做
好。

适应法兰翼缘--90-190mm
备选高度--250, 350 或 450mm     
  
额定荷载 10KN
表面处理标准依照 BS ISO EN 1461 镀锌处理

Postanka® 定制方案

Kee Safety 可根据客户的特定应用，快速设计并生产满足客户需
求的 POSTANKA 系列产品。 
 
表面处理标准依照 BS ISO EN 1461 镀锌处理

需要的现场信息包括
  •   支撑梁的详细信息
  •  POSTANKA 高出横梁部分的高度
  •  紧固件及固定部件详细信息
  •  荷载 

例如，KEELINE 末端、转角支柱：    10kN
单点锚固、KEELINE 中间支架：                            6kN
下降锚：        15kN

方案

型号3，用于钢结构
型号3，用于钢结构
型号3立柱，配有可调节基座，是不规则支撑结构和房屋构造的理
想方案

型号6
焊接基座锚，多种固定选项
适用于钢结构和混凝土结构固定

高度 (d)

tw

bf
tf

型号3 型号3

型号6 型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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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物用 KeeLine®

配备支架，可直接固定在钢结构、混凝土和砖石等机构上，水平式和头顶式两种应用。

钢缆紧锁器

终端支架

钢缆紧锁器

延长式中间支架 中间支架

结构转角 张紧指示器和钢缆紧锁器



屋顶步道安全方案

KEE WALK 为任何需要出入屋顶的作业人员提
供安全、防滑的水平走道。它置于屋顶，颜色
与屋顶色彩对比鲜明，同时也可以把行走时产
生的负荷均匀分摊掉。

本产品适合用于平顶，筒形和斜坡屋顶。该预
装配台阶步道有纵向和横向两种方案。因而可
以在任何坡度在0-35°屋顶上搭建。

KEE WALK 为模块化产品，符合 EN 516:2006
（屋面预生产部件--屋顶通道安装--步道、踏
板和台阶）的测试要求。

采用标准部件很容易安装，无需现场外专门制
作部件，因而减少了“停工时间”，使得安装与
检修更为快捷。

KEE WALK 是专为包括梯形组合屋面、直立锁
边屋面等现代屋面类型设计的屋面步道系统。

特点
• 置于屋面的安全水平走道

• 符合 EN516 1-C 级标准的要求 Class 1-C (屋面预生
 产部件--屋顶通道安装--步道、踏板和台阶)，符合高
 处作业管理规范

• 标准预组装长度有1.5m 和3m 两种

• 设计用于组合、梯形和直立锁边屋面

•  灵活的模块化系统，适合于坡度为0-35°的屋面环
 境，可现场调节

• 与屋面结构颜色对比鲜明 

•  尼龙胶踏板，抗滑性能优、适应恶劣天气环境

• 轻质铝材支撑梁，适用于所有屋面

• 安装整套系统所需支架较少

• 固定组件不会破坏屋面的完整性

• 无需定制部件

• 防火性能达到 UL9 4HB 级 （与ISO 9772一致） 

• 镂空式踏板，免除积水困扰 

优点
• 标准部件供货

• 安装简易

• 防滑性能达到英国标准 BS 4592

• 灵活的模块化系统，可随屋面坡度变
 化而变化

• 灵活的模块化系统，可随屋面坡度变
 化而变化

• 踏板和支撑梁都可回收

• 与屋面对比鲜明，有效保护屋面不被
 损害

       www.keesafety.cn  │  27



28  │     www.keesafety.cn 

Kee Walk® 系统

KEE WALK 是专为现代屋面设计的灵活易安装的屋面步道系统。为了更好的说明该套系统的灵活性，下文将会
就 KEE WALK 主要部件给出简明扼要的阐释。主要部件包括：纵向配置、横向配置、台阶配置和踏板。

安全步道防滑性能对于作业人员的安全至关重要。英标（BS 4592）要求安全步道的最低摩擦系数为0.4
，KEE WALK 在干燥和潮湿的环境下的摩擦性能均几乎达到这个标准的两倍。针对不同屋面型号我们供应特定
安装包。 

3m长纵向配置

以预组装形式供货，方便快速安装，节约安装成本。
标准长度踏板每3m有12块踏板，重量仅为24kg，可
以轻松放置并排成直线。标准长度踏板组块的连接只
需要一个100mm长的直连接件，该连接件就附着在
支撑梁上。

横向配置

KEE WALK 的精心设计使得直接把步道安装在斜坡屋面
上成为了可能，部件依旧是标准部件。步道的横向部
分要选用标准 KEE WALK 水平行走截段，该截段安装
在固定于屋面的副框架上。位于装置后侧的铰链支架
将两段截段连接在一起，位于前方的旋转臂则用于调
整台阶水平与否。

KEE WALK 横向步道

纵向标准模块

选择

KEE WALK 系统可以和 KEELINE 等水平生命线系统兼
容配合使用。 

当金属屋面上集体防护是首选方案是，KEE WALK 可
以和 KEEGUARD Topfix 配套使用，当然，水平屋面上
也可以和标准自立式 KEEGUARD 系统配套使用。

如若您有标准配置外的问题，请与 Kee Safety 联系。

步道区段连接。

最大560
最大1500



   踏板   台阶

Kee Walk® 系统 

Kee Safety 提供3m 长和1.5m长两种标准长度的预
组装台阶部件，现场安装时稍作调整即可。如上图
所示，安装人员只需取下定位螺栓、设置水平角度、
重新插上螺栓就可以轻松设置台阶的角度。台阶的配
置会依据屋面的角度而调整。标准部件可满足台阶在
5°-10°，10°-15，15°-25°，25°-35°的调整要求，所
有这些均符合EN 516的要求。当然，如果客户有需
要，Kee Safety 也可以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定制化的台
阶配置方案。

选用优质尼龙并吸收了提升的粗糙成分，所有踏板均
符合 EN516（屋面预生产部件--屋顶通道安装--步
道、踏板和台阶）标准要求，并超过挠度标准及防滑
要求。

如若是单独供应的长度低于1.5m和3m标准长预组装
踏板的踏板，只需使用固定在中导孔的自攻螺丝，就
可以把踏板固定在铝制支撑梁上。中导孔两侧也留有
固定孔，用于加装垫片，确保间距无误、呈直线。当
然，有时受限于固定点，踏板也可以进行切割。

单块踏板625mm长，225mm 宽，35mm厚。

KEE WALK 踏板

• EN516（屋面预生产部件--屋顶通道安装--步道、踏
 板和台阶）测试要求

• 步道和台阶挠度--作用在100mmx100mm范围内的
 集中负荷是1.5KN。该作用力下，步道和台阶的挠度
 不得超过15mm或跨度的1/100。

• 步道和台阶残余变形--作用于踏板前沿100mm x 
 100mm的集中荷载是2.6KN。当受力后，步道和台
 阶的参与变形不得超过5mmm。

经测试，KEE WALK 超过了所有标准。踏板凸起部分使
踏板变得粗糙，增加了防滑性能。

 EN 516-2006测试要求

旋转臂

KEE WALK 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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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GANKA 是一组固定安装在临近于窗户或其它通路处
附近的结构部件上的安全吊环螺栓，安装在结构部件的
内外侧均可。

RINGANKA 备有三种不同长度，适合于用在诸如砖、混
凝土、砌石和钢结构材料上。

有三种不同类型表面处理产品可选：电抛光316级不锈
钢、高张力镀锌碳钢、或是高张力白塑料涂层。

BS 7883要求所有安全锚具装置均为脱卸式以便定期检
查：这也并非难事，只需将 Kee Safety 的滚花衬垫和树
脂一起使用即可。根据EN 795标准要求，其上有PPE的
警示标识。

另外，RINGANKA 的标准部件使得 RINGANKA 系列可适
用于包括空心墙在内的多数建筑结构上，也可固定在长
达175mm (其中100mm在砖结构内)的悬臂梁内, 例如
安装在带有假墙或包钢上。

这些产品的定位选择只能由资质的人员决定。

KEE I-BOLT  系列是符合N796:1997 A1级标准的全套安
全锚具。

RINGANKA 系列产品是A1级安全螺栓产品，符合EN 795 
和BS 7883标准。

KEYANKA 系列包括可脱卸吊环螺栓和一组固定解决方
案，非作业情况下看不到锚具。

每种产品都经国家实验室独立测试并经CE认证，批准符
合PPE指令要求。

采用正确吊环螺栓以适合材质，而且吊环螺栓的位置由
具有资质人员确定，这两点很重要。

安全吊环螺栓方案

特点
•  齐全的锚定螺栓和配件以适应大多数安

装要求

•  备有镀锌钢，白塑料涂层钢以及不锈钢
材料

•  符合EN 795 A1级，BS 7883标准和ISO 
14567

•  CE认证，符合PPE指令要求

•  N.E.L. (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East Kilbride,)独立测试，代
码N.B. 0320

优点
•  为作业工人提供安全通路手段

•  白色塑料与大多数室内装饰保持协调

安全吊环螺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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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ANKA 安全吊环螺栓是针对常规吊环螺栓是一种
脱卸式解决方案，用在需要解脱吊环螺栓的地方。永
久安装的316级不锈钢锚座通过用白色塑料盖与墙齐
平，并与大多数室内装饰协调而得以隐蔽。

通过安全绳末端配备 KEYANKA 吊环螺栓，作业人员
使用简单弹簧锁运动的‘插销’动作便可快速安全挂在
套筒上。吊环螺栓挂在套筒上时可以180°旋转以便在
产生坠落制动情况下提供最佳方向，且只能由五步简
单、单独而又人为的、按次序的动作方能脱卸。

特点
• 可脱卸吊环螺栓

• 由316级不锈钢材料制成

• 弹簧锁锁定

• 可固定在混凝土、砖结构、钢结构以及空心砖结
构上

• 与墙齐平，白色塑料盖遮盖保持与大多数室内
设计协调

• 备选不锈钢盖子

• 符合A1级EN 795，BS 7883和ISO 14567标准要
求

• CE 认证，满足PPE指令要求

• N.E.L. (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East Kilbride,)独立测试，代码N.B. 0320

优点
• 不外凸，是固定吊环螺栓锚具的又一种选择

• 挂靠快速安全

• 吊环螺栓锁在锚座上可以180°旋转以便在产生
坠落制动情况下提供最佳方向

• 当需要固定在地板上时须排除潜在脱钩风险

• 不允许未授权或不恰当使用的可能性

脱卸式安全吊环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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