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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空援者

■■ 關於空援者

1.1產品介紹

空援者火災逃生背包

空援者火災逃生背包符合下列國際標準：

ASTM E2484-08,
ASTM F1772 12.1.2
ANSI Z359.4

檢驗證書可於 www.skysaver.com下載參考

原廠盒裝內容物：

• 空援者火災逃生背包
• 使用者手冊
• 錨栓
• 錨栓安裝手冊
• 危急救援簡易指南

注意
空援者火災逃生背包套件包含逃生背包及錨栓但並不提
供安裝錨栓服務，請交由專業技師安裝固定錨栓。

1.2 使用本手冊

本手冊可為您提供安全使用空援者火災逃生背包相關

訊息。

危急情況下，請逕參考簡易指南，不建議使用本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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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一般資訊

空援者火災逃生背包係設計為緊急狀況逃生之最後一

道防線，僅建議於其他救助系統無效時使用。

警■告
空援者火災逃生背包產品本質上是一危險裝置，僅可使
用於危及性命並且無其他可安全離開現場之方法時，不
可使用於其他用途。

本產品僅適用於危急生命的緊急逃生狀況

！

1.4 安全資訊說明

空援者不可使用為繩索技術設備。僅適用於緊急救援，

不適用於速降，攀岩或施工環境等其他用途。

警■告
使用空援者火災逃生背包由建築物逃生的過程中，可能
會有輕微受傷包含擦傷、割傷等，衣服也可能會損壞。
生產廠商的商品保證範圍不包括這些其他非因商品缺
失、缺損所造成之損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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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系統組件

空援者火災逃生背包收藏備用的狀態 :

警■告
空援者火災逃生背包為一次性使用裝置

請勿嘗試自行回捲金屬纜線。

！

商品使用後如需回收請聯絡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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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援者系統組件介紹

頂端紅色拉繩

肩帶
安全吊帶調整器

胸帶

腰部環扣

背包體

“Y＂型
胯帶 胯部安全套帶及

調整器

紅色底帶

Ｔ型安全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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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援者火災逃生背包使用方法

2.1檢查及貯存

檢查

空援者火災逃生背包及固定錨栓每兩年要受安檢員 1 
的檢查來確認產品無缺失。每次受檢結果都必須記錄

在 P24的附錄表格中。

貯藏

空援者火災逃生背包需貯存在原產品包裝盒裡的塑膠

套中。

未拆封的原廠盒需存放在陰涼乾燥處。避免接觸潮濕

或腐蝕性以及極度冷熱的環境當中。

強烈建議您取出您的空援者背包試背並調整，讓自己

熟悉穿戴並練習穿脫數次直到熟練。

試背空援者火災逃生背包時，請勿拉扯環狀鉤。

1 安全檢查員：

能夠識別可能影響空援者火災逃生背包或固定錨栓完整性之危險因子 /潛在危險因子的

專業人員。至於可能影響裝置系統完整性的危險因子 /潛在危險因子包括 (但不限於此 )：

織物 /織帶變色；縫合處或接縫撕裂；背包或背帶破損；可能影響錨栓裝置的危險因子

包含 (但不限於此 ) ： 明顯生鏽的跡象、螺栓鬆動、安裝現場的牆壁有裂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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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急難救助程序

請與家人或同事，按以下列出的十個簡單的步驟來擬

訂火災逃生計劃。每家每戶或辦公室都應備有火災逃

生計劃，並在每個房間安設有效的煙霧警報器，以確

保自己能在發生火災時倖存。開始火災逃生計畫的第

一步是定期檢查煙霧警報器，正常有效的煙霧警報器

可能會挽救您的生命。相關資訊可上消防署網站查詢。

1. 畫出公寓、辦公室樓層平面圖

使用網格紙繪製位置的平面圖，各樓層都應繪製。

2.平面圖須包括所有可能的緊急出口

畫出所有的牆、門、窗和樓梯。如此可讓所有可能

的逃生路線一目了然。

3. 平面圖須包括可能對你的逃生有幫助的任何重要細節

請注意門窗是第一個可能逃生路線。其次，確定任

何可以幫助安全逃生的細節以確保計劃完善。

4.每個房間規劃兩條逃生路線

每個房間有一個主要通道，沒有明顯的危險時作為

主要出口。如果因為冒煙、起火而導致主要通道阻

塞，則必須由備用出口逃生，備用出口通常是窗口。

尤其應特別考慮從臥室策劃逃生路線，因為大多數

火災都發生在多數人熟睡的夜晚。

切勿在未檢查門熱度之前將其打開。開門前使用您

的手背確定門的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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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謹記，有些人可能需要逃生協助

預先決定由誰協助幼兒、老人或殘障人士逃生。幾

分鐘的事前規劃將可在真正緊急情況時為我們爭取

寶貴的數秒。

6.事先選定逃出火場後的集合點

選定容易記得的全體戶外集合場所，建物前方或鄰

居家附近是不錯的選擇。每個人都必須知道這個聚

集地點以便掌握所有人的下落。任何情況下都不應

返回火場。

7.選定打電話給救援人員的位置

8.確保每個人都熟悉家庭逃生計劃

仔細和全家確認整個計劃，討論每間臥室主要及次

逃生路線，確保所有兒童知道計劃。全家演練走一

遍每一個房間的逃生路線以確認每一個出口實際通

行無阻。

9.逃生計劃演習

仔細檢視居家或工作地點的逃生計畫後，進行實際

演練以確保每個人都知道該怎麼做。每六個月練習

逃生計劃，發生火災時，必須毫不猶豫地作出反應。

逃生路線可能會被煙霧或火焰迅速封鎖，逃生演習

可確保每個人都知道緊急疏散時該做什麼。

10.確保滅火器、煙霧探測器和手電筒可使用

定期保養這些器材可能可以救你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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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穿戴及使用空援者火災逃生背包

火災時，請遵循下列使用指南操作以評估疏散通道

情況：

‧緊急樓梯或外部走火通道是否可以使用？

如果是，那麼應該由通道撤出火場。

‧是否有足夠時間等待消防救援而不危及生命？

如果是，那麼等待消防人員，並按照他們的指示

動作。

如果狀況緊急，危及生命，使用空援者火災逃生背包。

首先由外包裝當中取出背包

將背包平放在地面上，在背包底部

拉出紅色帶子，直到拉出全部的安

全背帶。

安全背帶展開圖如左。

安全背帶完全取出，可以清楚看見

背部安全背帶及Ｙ字型胯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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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背包穿戴上身，盡量保持接近地面的低姿態，

火場可能會存在有毒氣體。

將背包翻面並將身體保持於低處。火場可能

存在有毒氣體，低至地面是安全動作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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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背包翻面並將身體保持於低處。火場可能

存在有毒氣體，低至地面是安全動作區。

確保Ｔ型扣和兩邊扣帶連接牢固，牢扣後將

形成一安全吊帶。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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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腿部背帶，使雙腿之間貼身。將胯

帶向上拉進行調整。

調整背帶，不要太緊，至少要留下手掌

可通過的寬度。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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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前胸背帶調整器下拉調整

裝置至合身，不要太緊。

扣上胸背帶扣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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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肩上方有一紅色拉繩，將其下拉，

拉出環狀鉤

找到預先安裝固定錨栓的窗戶，向下看以確保可以安全

落至地面上。如果無法，移動到建築物的另一側，再次

確認下方通道有無障礙物。



空援者火災逃生背包使用方法  14

將環狀鉤與固定錨栓扣在一起，錨栓安裝

方式請參照錨栓安裝手冊。

身體保持低姿態，將一隻手放在

窗戶外側可以保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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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中一隻腳及腿平穩地伸出窗外，接著伸出另

一隻腳使其懸在窗外直到只留下胸部靠在窗沿，

接著平穩地將重心轉移到背包上。

請勿跳出窗戶或用力推使用者出窗戶

訣竅是將身體的重量平穩地轉移到空援者背包。

當胸部靠在窗沿時，將腳從手邊移開使其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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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

不可跳出或用力將使用者推出窗外

空援者火災逃生背包設計精密，但過度瞬間位移所 
造成的重力可能會讓煞車系統故障。

！

空援者會以約步行的速度（6.5 英尺 /秒或2 米 /秒）

帶您降落至地面。

當您降落時不要緊張，如此設備能更容易地降落。

反彈力會使固定錨栓承受不適當的壓力。

輕輕推牆，使自己更易於越過障礙物如窗戶或突出

的壁架。

當救生設備下降時，可能會有不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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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地面時大聲喊叫以吸引任何在你將要著陸的地面上的

人。著陸時，使雙腳與肩同寬，以腳板著地而不是腳趾，

將安全扣及背帶解開後，留下背包並遠離火場。

開始下降時，以手腳將自己輕輕推

離牆面，越過障礙物及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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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開安全吊帶 ：

1. 由胸帶開始解開。

2. 解開 T型扣。

3. 脫下背包裝置。

4. 讓安全吊帶及背包懸掛在現場，空援者是一次性使

用裝置，本裝置已藉由拯救你的生命完成了它的任務。

5. 危險狀況結束後，才可以由固定錨栓拆下環狀鉤並

取回背包。

！ 警告

請勿由窗邊空投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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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

空援者火災救援背包是一次性使用救援裝置，請勿
嘗試自行重新纏繞金屬纜線。

！

2.4 熟悉背包裝置後之回復原狀
將背包回復原狀：

1.將背包平放地上。

2. 將側邊背帶收起。

3.將背帶分段以 S型手法折疊後

塞進背包底部的口袋，附鉤環的長

條板可幫助將背帶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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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紅色底帶及Ｔ型安全扣一
定要露出在口袋外。

4.將 Y字型胯帶同樣以 S型

手法折疊後塞入口袋中。

5.將背包放入附乾燥包的原廠

塑膠套中。

6. 將背包收回原廠包裝盒貯

存，放回儲放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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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援者火災逃生背包
產品技術資料

用途及特性 高樓自救

使用者人數 1人

產品重量 8 / 10 / 11.8公斤

可乘載重量  30公斤 - 135公斤

下降速率 6.5 英尺 /秒；2 公尺 /秒 (最大值 )

纜線長度 25 / 50 / 80公尺

制動裝置 自動煞車系統

纜線材質 鍍鋅鋼材

尺寸  通用型 單一尺寸

等速 

多重防護纜線  

固定錨栓 包含；需安裝參考錨栓安裝手冊

保固期間  7年

檢驗標準
採用美規 ANSI與國際 ASTM認定安全 

及防火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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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安檢表格

空援者檢查表

檢查日期 安檢人員 建議 通過 /不通過

固定錨栓檢查表

檢查日期 安檢人員 建議 通過 /不通過








	手冊_內彩_二校
	手冊_封面_一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