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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
Track

最 高 等 级 的 安 全 防 护

Kee Track® 坠落防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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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规避伤害
在工作场所中，高空坠落仍然是导致致命事故
和严重伤害的主要原因。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
之一就是适当安全设备的缺失。

Kee Track® 坠落防护系统（Kee Track®）是一种刚性轨道
式防坠落系统，能够提供短距离坠落防护，并采用了模
块化安装方式，具有易于安装、性价比高等多项优势。

独有的安装选项范围确保各种屋顶设计。特别适合可能
会发生短距离坠落的工作场景，例如在离地净空较小的
火车、卡车和飞机上进行作业。此外，带有密封轴承的
轻质滑轮确保在整个系统中移动时完全无需手动操作。

简介

Kee Track 明智的选择
安装更简单
与其他坠落制动系统不同，Kee Track 的安装过程更加简
单快捷。您可以通过简单的现场测量确定系统规格，并
使用我们现成的组件来进行施工。您可以在确保安全的
情况下，于最短时间内完成系统的安装和运行。

经久耐用
在采用标准用法和执行年度维护的前提下，Kee Track 的
设计寿命可达 25 年。镀锌钢符合 EN ISO 1461 标准。
这层保护屏障提供了较长的使用寿命，如果需要，可以
将系统安装在室外。

费用更低廉
与其他系统相比，轨道式防坠落系统不易老化，所需维
护较少，能够有效减少停工时间和中断，从而节省了资金。
此外，Kee Track 简单易用，只需对工人进行少量培训*

即可完全满足安全性要求，确保让生产效率和安全性保
持在最高水平。

系统更安全
Kee Track 系统的刚性轨道仅需很短时间即可阻止坠落，
可以有效降低工人受伤和敏感设备受损的可能。该系统
还消除了钟摆效应，避免发生坠落的工人对系统上的其
他工人产生拉扯，造成更多损害或伤害。

Kee® 让您高枕无忧
任何公司在安全领域都不容有失。Kee Track 由专业工程
师设计打造，以全球支持网络为后盾。该系统在我们获
得国际认可的测试设施中通过了严格测试，符合各项国
际标准。

* 请参考操作和维护手册，确保安全使用 Kee 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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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 Kee Track？
市面上有许多轨道系统可供选择，但 Kee Track 具有独特
的优势，使其成为首选。

安装速度更快
Kee Track 可以使用标准工具和起重设备进行安装。不需
要使用焊接设备。一个典型的系统在一天内就可以完工并
运行，确保减少停机时间和最大程度降低对生产的影响。

灵活性更高
许多头顶式系统由于其尺寸需要进行昂贵的工程设计，
或因其尺寸大小限制了灵活性。头顶的电气设备、管道
系统和通风系统可能会限制其范围和效果。与工程设计
系统不同，Kee Track 可以连接到现有的屋顶檩条和次要
钢结构上。

多人同时作业
大多数坠落防护系统一次最多允许两人同时作业，有时
三人。但是 Kee Track 最多可以容纳四人同时作业（每人
限 140 公斤）。如果您的项目交期很紧，需要更多的人
手来完成工作，那么 Kee Track 就是您的最佳选择。

面向未来的安装
变化无处不在。当您需要重新设计工作环境时，可以调
整 Kee Track 适应新环境。与工程设计系统不同，模块化
设计可以移动并重新配置。

严格测试
安心是无价的，特别是在涉及安全的时候。与所有 Kee 

Safety 产品一样，Kee Track 的开发是在经过了坠落防护
领域拥有数十年经验专家们的意见下被开发的。在全球
安全委员会成员的监督下，Kee Track 经过了广泛的测试，
符合以下公认的标准：

• EN 795: 2012 / CEN TS 16415:2013 

（同时供一人或多人使用的锚固装置）

• BS 8610:2017 

（同时供一人或多人同时使用的锚固系统）

• OSHA 29 CFR 1910.140 & 1926.502 

（所有个人坠落防护系统的性能、保养和使用标准）

轨道式和钢缆式系统比较

轨道式 钢缆式

仅需很短时间即可阻止坠落。在敏感设备上作业时，这一点至关重要。 坠落后可能会呈“V”字形变形，带来人员受伤和设备损坏危险。

初始费用较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所需维护和更换次数减少。 初始费用较低，但受到的磨损更多，需要更频繁的检查。

支持多人同时作业。 通常一次最多仅限三人作业。

仅限直线安装。 转角和存在高低差的应用环境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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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 Kee Track？

Kee Track 是否适合您的行业？
地面空间通常是非常宝贵的。Kee Track 系统采用安装在屋
顶上的半高轨道，将开放的地面空间留作生产、储存和物料
搬运，同时还提供可靠的坠落防护。

该系统是对具有高屋顶和标准屋顶高度的仓库和设施的补
充。它不需要立柱支撑，可以安装在大多数屋顶基础设施
附近。

保护您最珍贵的资产
如果您需要在较小的距离阻止坠落，则应该使用轨道系统。
较短的坠落距离对于保护个人以及正在操作的设备都至关重
要。诸如坠落在飞机机翼等设备或精密制造设备上可能会导
致高昂的维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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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现场勘察或查看建筑图纸后，可以由
具有坠落防护资格的技术人员配置并监督 Kee 

Track 系统的安装。

该系统可以使用清单中的标准部件进行配置，包括：

• 刚性轨道�采用 3 米长度，便于运输

• 用于支撑刚性轨道的蛤壳式轨道夹

• 将系统固定在屋顶结构上的支架和吊架

• 连接各节刚性轨道的连接件

• 沿着轨道滑动并连接在使用者身上的滑梭

Kee Track 如何安装？

装配可以在现场完成。装配工作只需要两人以及合适的起重
设备，如移动式高架工作平台。

不需要额外的支撑。其他系统通常需要安装额外的横梁，而 

Kee Track 则直接连接到檩条上，因此只需要使用附带的支
架即可。

多处连接将系统的重量分散在较大面积上，并将建筑结构
的负荷降到最低。欲了解更多技术信息，请联系您的 Kee 

Safety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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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所有屋顶类型的解决方案
Kee Track 主要优势之一是其独有的安装选项范围。该系统
可以固定在内部屋顶结构上，如梁、桁架和混凝土。必要时，
可以提供定制的连接器。

用于主要钢结构和次要钢结构时：Kee Track 适用于主要钢
结构的钢柱、椽条和支撑节点，以及次要钢结构的檩条。

平行安装或垂直安装：上下结构还是左右结构？或者两者都
有？无论设施采用何种结构方式，灵活的安装选项都能确保 

Kee Track 按找您的工作方式进行优化。

无限制：无论屋顶多长、多宽，Kee Track 都可以驾驭。唯
一的限制是该系统是以直线配置的。

Kee Track 如何工作？

Kee Track 安装与工作距离

轨道应安装在尽可能高的位置，但要低于最低支撑结构 0.5m / 19-5/8”。 从地板到工作面的最小距离应为 2.0m / 6’6”。

轨道最小高度应该是工作面高度加上 2.5m / 8’2’。 从垂直方向到工作面的最大偏转角度不应大于 3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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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 Track 系统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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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 Track 概览

特性和优点

特性 优点

Kee Track 是一种刚性轨道系统 与钢缆式相比，可减少维护和
更换成本

Kee Track 能在短距离内阻止
坠落

为您的用户和设备提供卓越的
保护

Kee Track 是预制标准的设计，
安装速度比复杂的工程设计系
统更快

减少停工时间和对现有设施作
业的干扰

Kee Track 是由少量的模块化
组件构成的

最大程度减少员工确定系统规
格所需的时间

Kee Track 易于使用 降低员工误用设备的可能性，
提高安全性

Kee Track 经过测试符合全球
标准

系统的测试和设计符合高标准，
由全球品牌提供保证，让您高
枕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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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誉全球的安全性

Kee Safety 是全球最大的安全防护整体解决方
案供应商之一。集团成立于 1934 年，不仅提供
坠落防护和安全通道整体解决方案，同时也是
知名的管接件、安全门和安全扶手设备供应商。

我们为世界各地的各个行业和细分市场提供最高水平的
安全解决方案和产品。项目无大小，安全无小事。

先进的测试中心
随着新产品标准的不断演变和发展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合
规进程，Kee Safety 在英国总部设立了世界领先的测试
和培训中心，确保其始终处于全球创新的最前沿。

在行业专家团队的运作下，最先进的设备确保 Kee 

Safety 满足客户的需求，为他们提供完全符合标准的产
品，并以保证人员远离危险为宗旨推动创新。

测试中心的布局是按照实际安装环境墙壁和屋顶结构所
建造。这种真实环境测试让客户对产品在安装时的具
体表现完全放心。所有的测试都会录制影像，因此 Kee 

Safety 对每个环境下的性能以及影响安装的测试参数都
有直观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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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认可
许多客户要求对测试结果进行第三方认证，以
进一步保证他们所购买的产品经过了正确测试，
并完全符合行业标准。
Kee Safety 在其开发方案中与多家国际认可的
测试机构和多位顶级的顾问合作，以确保为我
们的客户生产最佳产品。

Kee Safety 积极参与全球标准委员会的工作。在许多情
况下，我们的员工担任召集人或联合主席，确保我们处
于标准制定、创新、实施的前沿。因此，我们的专家具
有充分的资质进行内部测试，或将第三方带到我们的测
试中心，共同见证我们的测试方案。

属于您的全球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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