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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3  EN 361:2002, EN 358:2000 

STRIPE comfoRT
舒适型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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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PE comfoRT 舒适型安全带,  
STRIPE comfoRT clIck 卡扣式舒适型安全带, 
STRIPE comfoRT clIck lIghT  
轻质卡扣式舒适型安全带安全带/救生带

简介

按规定使用

STRIPE comfoRT 系列舒适型安全带仅用于一

个人的防护。

• 在坠落危险区域内（例如梯子、脚手架、屋

顶、平台）防止坠落

• 通过卷起和放下绳子离开危险区域

• 使用温度：-20°c 至 80°c。
• STRIPE comfoRT clIck（VA 钢）卡扣式舒适

型安全带：适合于海水区域等

• STRIPE comfoRT clIck lIghT（铝）轻质卡扣

式舒适型安全带：不适合用在防爆区域内！

建议连接器械

• 符合 EN 353-2 或 EN 353-1 规定的卡夹器

• 符合 EN 354 或 EN 355 规定的下落缓冲器连接器械

• 符合 EN 360 规定的高空保险器械

任何其它用途均视为不符合规定。对于超出此

用途所产生的损害，BoRNAck 公司概不承担

责任。使用人单独承担由此所产生的风险。

用途

• 止挡

• 挡住坠落边

• 救生（主动和被动）

• 在攀高保护下攀高

• 定位

配置

• 背后挂套

• 前面挂圈

• 侧面挂套

• 腹部固定套

• 高强聚酯带

• 力流经过优化的数控缝制机

• 用于调整肩带大小的 EASY glIDE 型钢卡扣

• 具有腿带和胸带长度调整装置的带子锁扣

 STRIPE comfoRT 舒适型安全带：

 插框式钢锁扣

 STRIPE comfoRT clIck 
 卡扣式舒适型安全带：不锈钢卡式锁扣

 STRIPE comfoRT clIck lIghT 
 轻质卡扣式舒适型安全带：铝质卡式锁扣

• 带子端头收带扣

• 舒适型座垫

• 万用身材大小（XS - Xl）
• 用来保存和运输的仪器袋

配件

• hEART–lIghT 轻质专用弹簧扣钩子

保留技术修改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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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产品标识

产品商标有下列标识：

有效荷载

最多使用人数为 1 人。

STRIPE comfoRT 系列舒适型安全带针对下落

缓冲式连接器械（例如 EN 354 和 EN 355 所
规定的连接器械）将最大 6kN 坠落力传递到

挂套和挂圈中的各种使用情况进行了测试并获

得了合格证。 

即使当使用人体重超过正常设置的 100kg 时，

也明确验证了适宜生理承受力。必须使用与使

用人体重相协调并且尽管使用人体重大也不超

过最大 6kN 坠落力的连接器械。只要保障做到

这一点并且保险链不超载，则允许体重超过 

100kg 的使用人使用 STRIPE comfoRT 舒适型

安全带。

商标

产品名称/

型号

产品类型

大小

货号

批号/

制造年份

序列号

有效荷载

二维码

欧洲标准

cE标记

联系网址

请阅读/注意使用说明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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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圈

背后挂套

前面挂圈

 带 子 端 头 收 带 扣 

(选配弹性固定圈）

锁扣，视造型

– 插框式锁扣

– 卡式锁扣

EASY glIDE 
型卡扣

标识/标签袋

胸带

肩带

STRIPE comfoRT 舒适型安全带, STRIPE comfoRT clIck 卡扣式舒适型安全带

侧面挂套

腹部固定套

腹带

推入式卡扣

座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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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圈

背后挂套

前面挂圈

锁扣，视造型

－ 轻质卡式锁扣

EASY glIDE 
型卡扣

标识/

标签袋

胸带

肩带

STRIPE comfoRT clIck-lIghT 轻质卡扣式舒适型安全带

侧面挂套

腹部固定套

腹带

推拉式卡扣

座带

带子端头收带扣

(选配弹性固定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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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规定

如不注意各项安全规定，则将存在生命危险！

• 人身保护装备即使存在小的缺陷，也不得再

使用。

• 人身保护装备或安全器械如已损坏、绷裂或

存在疑问，则立即停止使用。只允许由鉴定

人和/或经 BoRNAck 公司书面授权的合同规

定修理厂进行检查。应在检查表中记录下这

一点。

• 系绳保护装置（安全带）是防坠落人身保护

装备的一部分，应分派一个确定的人员负

责。

• 只允许接受过培训和熟悉这一领域并且也安

全处理和了解了使用中可能存在的危险的人

员使用人身保护装备。

• 根据事故预防规范（UVV）规定，防坠落人

身保护装备（范畴 3）的使用人需要经过理

论培训和实际演练。为此，请利用 BoRNAck 
公司培训中心的培训和演练权限：

 hotline@bornack.de
• 只有经 BoRNAck 公司同意，方才允许使用

其它制造商的配件。这些配件不得影响保护

装备的功能和安全。

• 衣服和鞋子应与用途和气候状况相适应。

• 只在最佳健康状况下使用。如在高空和低处

工作，健康限制可影响到使用人的安全。

• 在保存、使用和运输人身保护装备时应防止

热作用（例如焊接火焰或火花，烟头）以及

化学品（酸、碱、油等）和机械影响（锐利

边角等）。

• 开始工作前，负责人员应制定救生措施计

划。其中例如应规定如何才能快速且安全救

助人员以及如何确保提供急救。必须在 10 
至 30 分钟内进行救生。BoRNAck 公司为您

制定度身打造的救生计划提供支持并将您的

救生计划纳入需要进行的培训中：

 hotline@bornack.de
• 应注意当地各项安全规范（例如在德国有同

业工伤事故保险联合会规范 BgR 198 和 BgR 
199）以及各行业所适用的各项事故预防规范

(UVV）。



CN

使用前提示

  每次使用前务必进行检查！

• 如在使用前所进行的检查中哪怕发现人身保护

装备上存在极小的缺陷，也不得再使用它。只

允许在 BoRNAck 公司合同规定的修理厂内检

测或维修人身保护装备上存在缺陷的部件。

应根据固定导索上所用止挡器操作说明书，检

查腹部固定套的兼容性及其用途。详细信息参

见第 9 页。

目检

检查完好性和完整性

• 是否所有接缝都完整且未受损？

• 纺织品部件是否具有可以看得见或触摸到的损

坏？

• 配件、挂套、卡扣或弹簧扣是否具有明显的损

坏？是否弯曲？

• 是否可以看清产品标识？

• 最后一次鉴定检查是否不长于 1 年？

功能检查

• 各个锁扣是否灵活？

• 弹簧扣及其保险装置是否发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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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A 抓住背后挂套，提起安全带。所有锁扣必须

敞开。所有带子必须自由挂上并且不得扭

转。

B 像外套一样套上安全带：两个手臂穿过肩

带。扣上胸带。

注意：

如果使用前面挂圈，则必须共同使用 EN 362 
所规定的弹簧扣钩子将两个挂圈结合在一起。

C 扣上腹带。

视带子类型，注意第 10/11 页上关于扣上腹

带的各项提示。

D 调整肩带

在身体上调整带子，从而使座带位于臀部下

方。

 扣上腿圈。

 分别通过迈步，向前拉动两个腿圈并扣上。 

 绷紧带子，以使一只手可以插到在带子与腿 

 之间。

 检查安全带的定位。

 肩带和腿带应靠在身体上，但不要收紧。

 肩带必须调整得两边一样长。背后挂套必须 

 位于两条肩带中间。必要时进行安全带的挂 

 钩试验。需要时重新调整安全带。

使用 STRIPE comfoRT 舒适型安全带

A B

C D



CN

使用带子端头收带扣将多余带子卷起来并固

定。

注意卷绕方向！

一旦带子端头卷绕错误，则将限制卡扣的卡紧

作用！

使用攀高保护装置攀高

与固定导索上的随动式止挡器（EN 353-1）一起

使用

作为随动式止挡器的主要固定方式，应使用  

EN 361 所规定的两个合在一起的前面挂圈。

如果使用 BoRNAck 公司所许可的 RS-S05 或 

RS-H05 型攀高保护器械以外的其它型攀高保护

器械，则必须针对使用腹部固定套（根据  

EN 813 第 5.3 点和第 5.4 点进行了检验），

由用户负责进行危害确定/舒适性检查。

与活动导索上的随动式止挡器（EN 353-2）一

起使用

活动导索上的随动式止挡器必须固定在两个合

在一起的前面挂圈上或背后挂套上。

培训时应特别指出因可以预见的错误操作所可

能产生的致死危险（例如因把玩随动式止挡器

包括固定导索而从梯子上滑下（“梯子冲浪”） 

/ 随意套上安全带）。应注意国家和地方补充

法律规定以及事故保险公司的相关规定。腹部

固定套不得与 EN 341/EN 1496 所述救生器械

或救生提升器具、EN12841 所述下落缓冲器以

及 EN 355/354 所述下落缓冲器和 EN 353-2 所
述随动式止挡器包括活动导索一起使用。

使用 STRIPE comfoRT 舒适型安全带

例如 RS-S05 型攀高

保护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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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 glIDE 型卡扣

这种卡扣仅用于调整带子长度。

• 翻起卡扣。

• 绷紧时拉动自由端带子，直到达到所希望的位

置为止。

• 解开/松开时翻起并拉动卡扣。松开卡扣后保持

带子位置。

插框式锁扣

这种锁扣用于扣上和调整腿带。

• 插框沿对角线纵向穿过大框。注意带子端头位

于上方。

• 略微翻起卡扣框。

• 拉动相应带子，直到达到所希望的位置为止。

松开带子后保持位置。

卡扣/轻质卡扣

这种锁扣用于扣上和调整腿带。

• 用两手大拇指和食指轻轻将卡扣推拢在一起，

向锁销施加压力。如果锁扣承受拉力，则不进

行打开。

• 绷紧时拉动松的带子端头，直到达到所希望的

位置为止。

• 松开调整时略微翻起卡扣并拉动带子。

使用锁扣

绷紧 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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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入式卡扣

在 STRIPE comfoRT clIck lIghT 轻质卡扣式

舒适型安全带中，这种锁扣用于调整腹带：

E  腹带端头穿过左边座垫端头上的矩形框。穿

过腹部固定套回到卡扣。

F  用大拇指和食指打开卡销。从后面将腹带穿

过卡紧机构（卡扣上的箭头标记 1）。

  松开卡销。调整时将松开的带子端头拉到所

希望的位置。

  将带子继续穿过开口 2（参见箭头标记）。

  松开卡扣时将卡扣翻转 180° 并用大拇指和食

指将卡销向后拉。

带子端头收带扣

带子端头收带扣用于安全收起带子自由端头。

• 将带子向外绕到收带扣上，直到与带子锁扣或

卡扣的距离达到约 1 厘米。

• 将橡皮带绕在已经调整好的带子后面并将塑料

锁夹卡到槽子中。

注意卷绕方向！

一旦带子端头卷绕错误，则将限制卡扣的卡紧

作用！

使用锁扣和带子端头收带扣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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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提示

许可证

达到“人身保护装备”欧盟标准 89/686/
EWg。

由下列公司进行制造样品检测和生产监控：

南德TÜV产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德国慕尼黑 Ridler 路 65 号
邮政编码：80339
认证机构代码：cE 0123

通过 DIN EN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由指定机构根据范畴 III 进行生产监控

定期检测

必须至少一年一次由专家对本人身防护装备进

行检测。必须将结果记录到本使用说明书末尾

的检查表中。

销售

经销商必须关注随货提供相关国家语言的使用

说明书。须由 BoRNAck 授权进行相关翻译。

服务

如要进一步查询如何安全使用本人身保护装备

或者 BoRNAck 公司的补充服务，请通过下列

热线邮箱与我们联系：hotline@bornack.de

我们将乐于继续为您提供帮助！

 - 专业检测

 - 危害分析

 - 救生计划

 - 培训＋演练

保养

保持活动部件（例如弹簧钩、卡扣和其它器

械）清洁。必要时使用（不含树脂的）缝纫机

油略微给活节上油。

只允许接受过培训的内行人员实施保养。须严

格执行本使用说明书和保养说明书（如有）中

的规范。

得到保养的保护装备将维持更长寿命！

清洁

将湿的人身保护装备通风晾干，不要放在人工

热源旁边烘干。用毛巾擦干金属件。

用温水和少量精细清洗剂清洁受到污染的纺织

品部件（例如安全带、绳子等）。然后充分用

清水冲洗并在空气中晾干。不得使用其它清洁

剂！

如果有可能需要消毒，则请通过下列热线邮箱

与我们联系：hotline@bornack.de
一旦接触到盐水，则将人身保护装备长时间保

持潮湿，直到可以大量使用蒸馏水冲洗为止。

寿命/更换期

关于工业领域内使用防坠落人身保护装备的建

议：

首次使用前的最长保存期：

带子：最长 3 年

（在最佳保存条件下，例如避光、干燥、标准

气候）

首次使用起的最长使用期：

带子：最长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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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提示

.定期或密集使用和/或极端使用条件（例如锐利

边角和化学影响）可导致使用寿命缩短。企业

必须在工作岗位危害分析中确定并考虑到这一

点。

企业必须通过在检查表或绳子使用日记中记录

首次投入使用，确保遵守了最长期限。

其它详细信息请登录网站 www.bornack.de
查阅 BoRNAck 文件“人身保护装备上纺织品

部件的更换期”。

维修

只允许制造商进行维修。

保存

保存前将湿的人身保护装备晾干。

避光和干燥保存。

不要将人身保护装备保存在加热器附近。

如长久受到 +50°c 以上温度的作用，则将负面

影响到纺织品材料的强度，由此缩短寿命。

不让人身保护装备接触到腐蚀性材料（油、油

脂、酸、化学品等）。将人身保护装备保护性

保存在仪器箱或仪器袋中。

运输

在仪器箱或仪器袋中保护性运输人身保护装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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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年检中由鉴定人完整填写检查表。

本检查表不要求完整执行检验标准，不排

除鉴定人对整体状况做出决定。

制造商：

BoRNAck 有限责任及两合公司

info@bornack.de
www.bornack.de

检查卡
用于每年监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第 6 年

第 7 年

第 8 年

第 9 年

第 10 年

日期 签名 下次检测 检测原因

产品名称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制造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序列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购买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1 次使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迟更换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使用区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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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卡
用于每年监控

 

请填写：

第 1 年第 2 年第 3 年第 4 年第 5 年第 6 年第 7 年第 8 年第 9 年第 10 年

安全带未受损？

缝制线未受损？

带子端头已保险固定/四
周缝制？

配件完整且未受损？

金属件没有变形

塑料件完整且未受损？

EASY glIDE 型卡扣未变
形且自由活动？

带子卡扣未变形/未受污
染/发挥功能？

弹簧扣钩子存在且未受
损/发挥功能？

有使用说明书？

看得清产品标识？

其它：

正常

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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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 认证达标声明

 

CE 认证达标声明    
 
 
制造商或其授权的欧盟内的代理商  
 

 
 

  

BORNACK 有限责任及两合公司
德国伊尔斯费尔德市 Bustadt 路 39 号
邮政编码：D-74360  
 
兹声明：下述人身保护装备   

 
BORNACK STRIPE 型
安全带

 
 

 
在下列版本中

 

不带 EN 358/EN 813 所规定的挂套
    STRIPE BASIC 基本型安全带
    STRIPE BASIC CLICK 卡扣式基本型安全带
    STRIPE BASIC CLICK LIGHT 轻质卡扣式基本型安全带全带

   

 
 

带 EN 358/EN 813 所规定的挂套以及座垫
    STRIPE COMFORT 舒适型安全带
    STRIPE COMFORT CLICK 卡扣式舒适型安全带
    STRIPE COMFORT CLICK LIGHT 轻质卡扣式舒适型安全带

 

 

符合欧盟标准 89/686 EWG 的各项要求，如果涉及，也符合一致性标准 EN 361、
EN 358 和 EN 813 所规定的国家法律（根据人身保护装备第 8.4 条规定）

 

 
 与第 P5 12 03 40506 094 号制造样品 

CE 认证证书所列对象的人身保护装备一致
  

  
  

该认证证书由下列机构颁发：
TÜV 产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CE 0123 认证机构
德国慕尼黑 Ridler 路 65 号
邮政编码：D-80339

 
 
 

 
 
 根据欧盟标准 89/686 EWG 第 B 点第 11 条规定，由下列检测机构进行生产监控：

TÜV 产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CE 0123 认证机构
德国慕尼黑 Ridler 路 65 号
邮政编码：D-80339
 

 
 
2012 年 7 月 10 日  

BORNACK有限责任及两合公司 
 
 
 
 
  Klaus Bornack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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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NACK 有限责任及两合公司

德国伊尔斯费尔德市 Bustadt 路 39号
邮政编码：74360

电话：+ 49 (0) 70 62 / 26 90 0-0
传真：+ 49 (0) 70 62 / 26 90 0-550
info@bornack.de
www.bornack.de

BORNACK （瑞士）

瑞士西恩市 Oholten 路 7 号
邮政编码： 5703

电话：+ 41 (0) 62 / 886 30 40
传真：+ 41 (0) 62 / 886 30 41
info@bornack.ch
www.bornack.ch

FALLSTOP
高空和低处保险和救生装备 

SAFEPOINT
地点固定的建筑和工业保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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