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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高空作业现场的安全性，  日本的技术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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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高空作业现场的安全性，  日本的技术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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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测试设备环境是产品安全性、可靠

性的有力保障。

贯彻 “必要的检测均在内部进
行”的方针

采购的每一件材料必须全部经过验收

检测。严格执行“绝不委托第三方检查”

的宗旨。即使是大型钢厂提供的材料

也进行相应的检测。成品发货前必须

进行强度试验、坠落试验，以确保产

品的性能和质量。作为提供安全产品

的制造商，上述检测措施是必不可少

的， 建立了每一道工序绝不允许任何

妥协的检测体制。

研发制作、调试验证、确保安全的质量管理体制

从研发到生产的质量监督管理体制完善，
公司内部各环节严格检查，确保产品安全。

在试验铁塔上进行坠落试验

满足国内GB标准和日本JIS标
准。实施严格的质量管理

所有产品严格按照国内 GB 标准和日本

JIS 标准制造，性能和质量等各方面满

足各标准。即使是官方标准中，也严格

按照工厂的标准进行必要测试。哪怕是

小批量生产，出货量较少的产品，也绝

不省略任何一项测试项目。测试数量大

大超过发货数量，确保每一件产品均处

于可查询可确认的质量管理体制的管控

之中。

齐全的检测设备
是获得确实可靠性能和
品质的保障

工厂装备有精密检测设备。检测成品

内部缺陷的 X 射线透视检查装置、能

进行 Sem 分析的数字式显微镜、检测

化学制品耐候性老化的低温 / 高温试验

仪、4 种类型的硬度试验机、从 0.5kN

至 500kN 的 5 种拉伸强度测试仪等检

测设备，能应对各种各样的质量检查项

目。还能根据需要自行研发测试设备。

将丰富的测试数据反
馈到产品研发之中

设计人员对穿戴安全带人员的各部位

在阻止坠落时所承受的负荷进行独立

测试和分析。通过上述验证，将本公

司在试验场地所获的丰富数据反馈到

产品研发之中，从而创造出更新的“安

全”产品。

冲击负荷测试装置

数字式显微镜

超级氙气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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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TO FULL HARNESS  安全带

为确保产品质量而精益求精，
自行开发模具

产品的规格、性能、质量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制造产品时所用模具的质量，所

以本公司注重于自行开发模具。在新模

具开发过程中，将CAD（计算机辅助设

计）数据和CAM（计算机辅助制造）数

据结合起来，开发设计部门和模具设计

部门组成一个团队，能在短时间内制作

出高质量的模具。

不断提高安全性和品质
并追求效率和成本优势

致力于自行研发，公司内部生产，建立

了从研发到生产的生产管理体制。在各

道工序中设置最新的自动加工机械、自

动组装机械，在特殊工序中投入自行研

发的加工机械，实现了成本优势。无论

是大批量生产还是满足客户要求的多

品种小批量生产，将设计工序和加工工

序联合起来，谋求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的双赢。

通过ISO9001和ISO14001认证

工厂已通过质量国际标准ISO9001以

及环境管理体系国际标准ISO14001 

认证。在严格的质量管理体制下，保障

产品的品质，与此同时，充分考虑到环

境协调的生产管理体系，为创造良好的

环境做出了贡献。 

集结了制造技术和专业诀窍的生产管理体制

完善的设备管理和熟练的技能,
使产品的安全性和品质日新月异。

模具设计 冷锻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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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戴容易
安全带正反面的颜色各不相同，便于在穿戴时判断安全带是否扭曲，穿戴方便。

　　　  活动灵便
腰部的交叉部位可以活动，适合身体的各种动作，大大提高操作性。

　　　  坠落时也可安心放心
骨盆・大腿四周配置有安全带，操作人员坠落时能分散冲击负荷，而且，
安全带紧紧包裹住臀部，从而延长了持久时间，有助于他人及时施救。

P O I N T .  1

P O I N T .  2

P O I N T .  3

产品介绍
KITO FULL HARNESS  安全带

高附加价值型P R E M I U M
M O D E L 经济型E C O N O M Y

M O D E L 自由定制型CUSTO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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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TO FULL HARNESS  安全带

高附加值型P R E M I U M
M O D E L

具备一切必要装备与功能的高附加值型安全带

胸前D形环
胸前的 D 形环可系挂
安全带锁扣和 ROLIP
的挂钩。

安全带正反面的颜色
各不相同，便于在穿戴
时判断安全带是否扭
曲。

安全带的多余部分应
折叠后塞入带圈内，以
免碍事。

铝制
一触式安全带锁扣
穿戴简单。看见图示
的红色标记，即可确认
安全带已切实锁定。

形状保持衬垫
能防止安全带发生缠
绕。使整个安全带形
成适合身体的形状。

反射板
即使是夜间作业也能
提高辨识度。

腰部的交叉部位为可
移动结构，能应对身体
的复杂动作。

围杆用腰带
柱子上高空作业时，安
全带可以精准定位需
要作业的地点，并且
带有支撑身体护腰带。
左右两侧带有 D 环和
O环。

挂钩收纳袋
万一操作人员坠落时，
因为安全带紧紧包裹
住整个臀部，形成坐着
的状态，从而延长了持
久时间，有助于他人及
时施救。

万一操作人员坠落时，因为安全带紧紧包
裹住整个臀部，形成坐着的状态，从而延
长了持久时间，有助于他人及时施救。

腿部衬垫
万一操作人员坠落时，能防止身体
遭受损伤。能有效地保护腿部。

FP-S1
■产品规格

肩带 宽45mm 带形状保持靠背衬垫

胸带 宽45mm 带铝制一触式安全带锁扣／胸部Ｄ形环

腿带 宽45mm 铝制一触式安全带锁扣

■围杆作业安全带

肩腰带 宽 45mm × 长1,200 mm（弯曲）铝制滑动皮带锁扣

胸带 宽150mm × 长700 mm（弯曲）带Ｄ形环1个、带O形环 带方环1个

自重 约2,900g

■付属品

 ◎FP-P1 背部舒适缓冲靠垫
 ◎FP-P2 腿腿部舒适缓冲垫
 ◎FP-B1 高附加值型腰带 （围杆作业用）
 ◎FP-A3 挂钩收纳袋 （腰带安装用）
 ◎FP-A4 腰带固定卡扣 （宽带用）

FP-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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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型E C O N O M Y
M O D E L

腰部的交叉部位为可移
动结构，能应对身体的
复杂动作。

必要装备都齐全的易用实惠经济型

安全带正反面的颜色
各不相同，便于在穿戴
时判断安全带是否扭
曲。

安全带的多余部分应
折叠后塞入带圈内，以
免碍事。

铝制
一触式安全带锁扣
穿戴简单。看见图示
的红色标记，即可确认
安全带已切实锁定。

万一操作人员坠落时，
因为安全带紧紧包裹住
整个臀部，形成坐着的
状态，从而延长了持久
时间，有助于他人及时
施救。

FP-S4

FP-S4
■产品规格

肩带 宽45mm 带形状保持靠背衬垫

胸带 宽45mm 带铝制一触式安全带锁扣

腿带 宽45mm 铝制一触式安全带锁扣

自重 约1,3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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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定制型CUSTOMIZATION

工具収納袋
■型号 ： FP-A8
■自重 ： 约400g

减压带
■型号 ： FP-A7
■自重 ： 约150g

配件的详细信息请看11，12页。

标准型使用选配件

主体和配件自由组合，可以定制请根据作业用途选择

高附加值型腰带 （围杆作业用）　■型号 ： FP-B1 ■自重 ： 约1,100g

背部舒适缓冲靠垫
■型号 ： FP-P1
■自重 ： 约220g

腿部舒适缓冲垫
■型号 ： FP-P2
■自重 ： 约100g

经济型腰带（建筑用）　■型号 ： FP-B3 ■自重 ： 约700g

标准型腰带 （围杆作业用）　■型号 ： FP-B2 ■自重 ： 约1,000g

挂钩收纳袋
(腰带安装用)
■型号 ： FP-A3
■自重 ： 约30g

挂钩固定吊架
■型号 ： FP-A1
■自重 ： 约20g

围杆作业用安全绳索
■型号 ： FP-L5
■自重 ： 约1,100g

安全绳固定架
■型号 ： FP-A2
■自重 ： 约35g

腰带固定卡扣
■型号 ： FP-A4（FP-B1用）
             FP-A5（FP-B2/B3用）
■自重 ： 每约130g

纤维绳式单绳型安全绳
（II型缓冲器）
■型号 ： FP-L1
■自重 ： 约900g

伸缩式单绳型安全绳
（II型缓冲器）
■型号 ： FP-L3
■自重 ： 约1,100g

伸缩式双绳型安全绳
（II型缓冲器）
■型号 ： FP-L4
■自重 ： 约1,900g

FP-S5FP-S4

FP-S4
FP-S5

KITO FULL HARNESS  安全带

胸部Ｄ形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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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不同工作环境的KITO成套安全带

围杆作业用
FULL HARNESS安全带

建筑作业用
FULL HARNESS安全带

FP-S1／FP-S2用
围杆作业用安全绳索

（FP-L5）
工件定位作业专用的伸缩式安全
绳索。与器具围杆作业用腰带和辅
助带组合使用。

实例

FP-S1

FP-S3

FP-S2

FP-S4 FP-S5

FULL HARNESS安全带 产品规格对比表

型号
胸部

Ｄ形环

舒适缓冲衬垫 作业腰带
挂钩收纳袋

（腰带安装用）
FP-A3

腰带固定卡扣
FP-A4

腰带固定卡扣
FP-A5

自重背部舒适
缓冲靠垫
FP-P1

腿部舒适
缓冲垫
FP-P2

高附加值型腰带
（围杆作业用）

FP-B1

标准型腰带
（围杆作业用）

FP-B2

经济型腰带
（建筑用）

FP-B3

FP-S1 ● ● ● ● — — ● ● — 约2,900g

FP-S4 — — — — — — — — — 约1,300g

围杆作业用

FP-S1 ● ● ● ● — — ● ● — 约2,900g

FP-S2 — — — — ● — ● ● — 约2,400g

建筑作业用

FP-S3 ● ● ● — — ● ● — — 约2,500g

FP-S4 — — — — — — — — — 约1,300g

FP-S5 ● — — — — — — — — 约1,500g

FP-S4
FP-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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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長時：1,800mm

収縮時：1,300〜1,400mm

■截面图
安全绳纤伸缩式是耐久性高的双层结
构。橙色的布带露出时需进行更换。

伸缩自如、轻量、紧凑，
不会发生绞结的伸缩式安全绳索
伸缩式安全绳索在不使用时会自行缩短，
可避免挂绳外露导致行动中勾住其他凹凸物等现象。
已申请专利、图案设计。
袋式安全带为双层结构，更换日期一目了然，
如果看到内层的橙色安全带，即是必须更换的信号。

FP-L5 围杆作业用安全绳索

这是一款适合于输电、配电、
通信等器具围杆上作业的绳索

FP-L4 伸缩式双绳型安全绳

（II型缓冲器）
消除在更换挂钩时形成无保障状态，
防止发生坠落灾难。

请根据作业现场，与安全带搭配选择，伸缩式安全绳索和工件定位用安全绳

操作人员在高空作业过程中移动时，需要变换安全绳的挂钩位置，此时应预先将
辅助绳的挂钩系钩在结构物上，以防形成无保障状态※。
尽管如此，高空作业时必须将带有缓冲器的安全绳系挂在构造物上。
※无保障状态：挂钩未锁定，操作人员与结构物之间形成未连结的状态。

双挂钩

FP-L3 伸缩式单绳型安全绳

（II型缓冲器）
伸缩式安全绳索在不使用时会自行缩短，
可避免挂绳外露导致行动中勾住其他
凹凸物等现象。

型号 产品规格

FP-L3 伸缩式安全绳：宽42mm 收缩时 1,400mm、伸长时 1,800mm
带挂钩吊架  R-23-45 x 2个

结构物侧 人体側 自重

挂钩 FS-90 II型缓冲器 + FS-21-KS1 约1,100g

型号 产品规格

FP-L4 伸缩式安全绳：宽42mm  收缩时 1,400mm、伸长时 1,800mm
带挂钩吊架 R-23-45 x 2个

结构物侧 人体側 自重

挂钩 FS-90 II型缓冲器 + FS-21-KS1 约1,900g

这是一款工件定位作业专用的安全绳索。
与器具围杆作业用腰带和辅助带组合使用。

工件定位用器具围杆作
业用安全带用绳索

FP-L1 纤维绳式单绳型安全绳

（II型缓冲器）
这是一款适合于输电、
配电、通信等器具围杆上
作业的绳索

型号 产品规格

FP-L1 安全绳：绳索式  直径12mm x 长1,800mm   
带挂钩吊架R-23-45

结构物侧 人体側 自重

挂钩  FS-90 II型缓冲器 + FS-21-KS1 约900g

型号 自重

FP-L5 约1,100g

产品规格

尼龙三股绳索   直径16mm x 标准长度2,100mm   挂钩 FS-110

关于Type2型
安全绳的使用

作业时选择Type2型带有缓冲器的伸缩式安全绳索，
即可将挂钩系挂在脚下等比腰低的位置。

使用Type2型缓冲器※（Type2型安全绳），将挂钩系挂在脚下的场合，阻止
坠落时的落下距离会变长。
另外，为了避免挂钩部位产生弯曲负荷，以及防脱离装置产生外力，请在充分
考虑作业环境的基础上加以使用。
※：Type2型缓冲器：自由落下距离为4.0米，制止坠落时的冲击负荷在6.0kN以下的缓冲器。

注意

KITO FULL HARNESS  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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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工作变得更为轻松方便的选配件

FP-A1
挂钩固定吊架
不使用伸缩式安全绳索时，
将挂钩系挂在挂钩吊架上。

■自重 ： 约20g

FP-A7
减压带
防止大腿动脉受压，
确保血液循环。
■自重 ： 约150g

FP-A2
安全绳固定架
不使用松紧绕索时，
把绳索捆扎在一起，
使其不影响作业。
■自重 ： 约35g

FP-A8
工具收纳袋
安装在腰带上用于装入工具及零件。
■自重 ： 约400g

FP-A3
挂钩收纳袋
(腰带安装用)
是一款轻量、简易型的挂钩收纳袋。
■自重 ： 约30g

FP-P1
背部舒适缓冲靠垫
定型衬垫设计可防止肩带缠绕。
安全带整体考虑人工体学，
设计人性化，贴合身体，穿着舒适。

■自重 ： 约220g

FP-A4（FP-B1用）/FP-A5（FP-B2/B3用）

腰带固定卡扣
可简单地安装现有腰带。
■自重 ： 每约130g

FP-P２
腿部舒适缓冲垫
轻量型，穿戴方便舒适。
可用呢绒搭扣将其固定。

■自重 ： 约100g

FP-A6
挂钩收纳袋
(系带安装用)
挂钩收纳袋可简单地
安装在全身式安全带

（FULL HARNESS）上，
可以轻松地收纳挂钩。
■自重 ： 13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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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使用要领

b d 

b 
a a 

从工作地面开始的

自由落下距离 
从工作地面
开始的

落下距离 

c 

c 

A

=c+(b-a) A = +dAB

B

自由落下距离A
附加落下距离(D型环的高度减去挂钩
系挂高度)加上安全绳长度的距离。

落下距离 B
　 自由落下距离加上缓冲器、
安全绳、FULL HARNESS型
安全带的延伸的距离。

A

：挂钩的系挂高度
：D型环的高度
：安全绳的长度
：缓冲器、
  安全绳、
  ULL HARNESS型
  安全带的伸长合计

：追加落下距離

a
b
c
d

b-a

安全绳
的延伸

FULL 
HARNESS型
安全带的延伸

缓冲器
的延伸

工作地面（工作部位） 

2 坠落后安全绳绷紧，
缓冲器临工作之前的状态 3 缓冲器伸长，

并已经制止坠落的状态作业中1

总则

选择

法规
▶根据法令，安全带使用者在提供符合（日本）国家标准等的防坠落用器具的同时，在从事作业之前，必须接受必要的教育和训练。
▶另外，操作人员在从事作业之前，必须接受专业教育和培训，取得必要的资格，与此同时，应正确穿戴和使用防坠落用器具等。
▶必须遵守相关法令，正确使用。

安全带的分类 （按使用场面）
▶ KITO FULL HARNESS 型全身式安全带

是一种在高空作业中，为了防止因作业者
的坠落、跌倒而导致危险，与防坠落用安全
绳组合使用的全身式安全带。

▶在伴随有工件定位作业的场合，应与工件
定位安全带组合使用。                                  

※工件定位作业时，应兼用（KITO FULL HARNESS）型
全身式安全带。

缓冲器的分类
▶选择类型2，也可以把挂钩系挂在脚下等

比腰低的位置上，但是，为了减小冲击负
荷，建议把挂钩系挂在尽可能高的位置
上。

落下距离的工作原理
对于穿戴有坠落制止器具的
操作人员，制止该操作人前
员坠落时的落下距离，主要
根据以下数据算出：安全绳
的长度、冲击吸收器、FULL 
HARNESS 型全身式安全带
等的伸长程度、挂钩安装位置
的高度等。

为了使落下距离的长度不超
过工作地面的离地高度，请
使用适当的器具，并维护适
当的工作环境。

全身式安全带
（系绳挂一根） U字形系绳挂住腰带

KITO FULL HARNESS  安全带

挂钩的系挂位置
从比腰高的位置到脚下附近

FULL HARNESS型
安全带用安全绳

的分类

类型2

缓冲器的分类
第二种

自由落下距离
4.0m
冲击负荷
6.0kN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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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注意

检查

使用环境
▶请在工作环境温度为-25℃～50℃的范围内使用。
▶雨天作业时，请谨防触电。
▶本公司产品为一般环境条件下使用的产品。如需在特殊环境条件下使用，请与本公司联系。

尺寸・质量
▶请选择能承受穿戴者体重加上其他装备器具重量之

和的安全带。
▶本公司备有可使用总重量在100kg之内的安全带。
※ 左图表示的是：仅根据从身高和体重二个条件，

FULL HARNESS型全身式安全带的适用尺寸的范
围。当然，还存在个人差异等因素，所以在设计使用
时，请将其作为选择尺寸时的大致目标。

组合
▶如果组合使用不同厂商的产品或不同型号的产品，就可能无法达到足够的强度和功能。因此，建议组合使用同一制造厂商的产品
▶请不要自行拆卸、改造。产品一旦擅自分解、改造，就无法保证产品的原有性能。

耐用年数
▶一般使用的情况下，FULL HARNESS型全身式安全带从开始使用年月起3年，安全绳为2年，应更换新品。
▶即使是曾经承受过一次超标准大负荷的安全带，也应连同安全绳在内，将该安全带报废。

定期检查
▶必须严格实施每一次开工前检查，以及每个月的定期检查。
▶使用经验较少的操作人员应与管理人员或者有经验的人员一起进行使用前后的检查。

40

140

210

200

190

180

170

160

150

50 60 70 80 90 100 体重（kg）

身高（cm）

L尺寸

F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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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KITO自1932年创业以来，一直作为物品提升、搬运、固定作业中材料搬运设备的企业构建起了深厚的信誉。

在日本、以及美国、欧洲、亚洲等各国被广泛利用的手拉葫芦、手扳葫芦、钢丝绳电动葫芦、起重机等

KITO产品都受到了使用用户赞誉，并始终以产品质量来满足客户们希望不断提高安全性和生产率的要求。

主要产品系列

手动产品

电动产品

特殊产品

起重机

防爆型

悬挂式桥式起重机

悬挂式桥式起重机

ER2型

M3型

CBS型

试验用
无尘室设备

双吊钩型

高速型手拉葫芦

CX型 LB型 LX型 LP型

EQ型 ED型 TCS型

RY型

悬挂式桥式起重机

立柱旋臂式 悬挂式桥式起重机

KITO FULL HARNESS  安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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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ona,CA

Toronto

Sao Pau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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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yin
Shanghai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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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buri
Bangalore

Singapore

Qatar

Venezuela

Pa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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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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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way

Sweden

United Kingdom

UAE

Ireland

Nether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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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ugal

Morocco

France
Austria

Hungary

Czech
Poland

Slovakia

Switzerland

Lebanon IranGreece

Egypt

Ku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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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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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udi Arabia

Yamanashi Yamanashi Head Office & Factory
Tokyo Head Office

Kito offices and manufacturers

International sales network

Colombia

Ecuador

Peru

Trinidad and Tobago

Dusseldorf

Denmark

Canada
KITO CANADA INC.

The United States
Harrington Hoists, INC.

The United States
Peerless Chain Co. Inc.

Brasil
KITO DO BRASIL 
COMERCIO DE TALHAS E 
GUINDASTES LTDA

Japan
KITO CORPORATION

Korea
KITO KOREA CO.,LTD.

Taiwan
KITO TAIWAN CO., LTD.
台湾開道股份有限公司

Australia
KITO PWB

China
KITO HOISTS & CRANES (SHANGHAI) CO.,LTD.

凱道起重設備(上海)有限公司

Germany
Kito Europe GmbH

Italy
Kito Chain Italia S.r.l.

Finland
ERIKKILA OY.

China
JIANGYIN KITO CRANE CO., LTD.

江陰凱澄起重機械有限公司

Indonesia
PT. KITO INDONESIA

Thailand
SIAM KITO CO., LTD.

India
Armsel MHE Pvt. Ltd.

KITO has grown from a domestic company to 
a global business network that includes 19 overseas subsidiaries. 

Harrington Hoists, INC.

KITO CORPORATION

PT. KITO INDONESIA

Kito Europe GmbH

SIAM KITO CO., LTD.

KITO HOISTS & CRANES (SHANGHAI) CO.,LTD.

凯道起重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日本总公司

日本东京本社: 邮编:163-0809 
 东京都新宿区西新宿2-4-1 新宿NS Bldg.9F
制 造 工 厂: 邮编:409-3853
 山梨县中巨摩郡昭和町筑地新居2000
Global Website: www.kito.com

◎样本中记载的各类产品是根据各种不同的使用目的，满足各相关法律规格的各项基本性能而设计的。
◎产品组装在客户的机械设备里与设备组合使用，在无法预测使用目的情况下，我们无法保证产品的性能，不承担上述原因所引起的事故的责任。
◎请千万不要改造产品，如果有特殊的使用目的，请预先向弊公司确认。
◎本样本中的所有内容（专利、商标、设计、照片、复写、插图等）未经允许不可转载，复制，转做他用。
◎本样本内容未经预告也可能做部分内容变更。

凯道起重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KITO HOISTS & CRANES (SHANGHAI) CO.,LTD.
邮编: 200235
地址: 中国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1800号兆丰环球大厦11J室
电话: 86(21)5448-8935/8936   传真: 86(21)5448-8937
广州  天津  沈阳  长沙  重庆               www.kit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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