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装人员注意事项
务必在使用前阅读说明

将此《操作手册》附在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上。
操作手册包含恰当使用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的 
相关信息，并且包括所有产品注册和保修信息。该文件仅可
由最终用户取走。确保经营者随时都可方便地获得此《操作
手册》。

Head Rush Technologies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手册
零件号 10029-04 
Head Rush Technologies 产品受多项专利保护，包括 
美国专利 8,490,751、8,851,235、9,016,435、8,851,235 和 D654,412 
以及在美国和全球其他国家/地区的相应专利/申请。

QUICKJUMP / 
QUICKJUMP XL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

型号：QJ-150-12A / QJXL150-20A

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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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安全注意事项
娱乐性下降是一项危险的活动

安装和操作之前必读
如果安装者或经营者未留心正确安装、操作、照管和维护 QUICKjump 自由落体
运动设备的任何说明、警告和提醒，则可能造成人员严重受伤和/或死亡。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 QJ150-12A,QJXL150-20A 型号和相关设备旨在
专用于快速下降设备。

不适合于攀登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不适合用作攀登的栓绳设备，也不适合用作防止
从高处坠落的个人防护设备。由于较大的初始自由下落和快速下降速度，该设备
对于除了上述预期用途之外的任何用途是不安全的。

不允许将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用于制造商预期以外的任何用途，否则
可能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和/或死亡。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的所有者和操作者负责使用 QUICKjump 自由落体
运动设备的任何人员的安全和监督，并要求确保始终遵循正确的安装和操作程序。
正确安装需要仔细设计和规划使用 QUICKjump 和非 QUICKjump 组件。制造商
要求用户和操作人员阅读，理解并遵守本操作手册中有关在使用前正确安装和操作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的所有说明。鼓励所有者和操作人员就本手册中的
说明征求其安装人员或合格的工程专业人员的意见。

这些说明必须随时提供给操作者和用户。在安装和使用设备之前，所有所有者和
操作人员必须阅读并表示理解与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系统的安装、操
作、保养和维护相关的所有说明、标签、标记和安全信息，其组成部分以及所有相
关的硬件。未能满足此要求可能导致人员死亡、严重受伤和设备损坏。

健康和安全
所有者和经营者必须遵照所有与安装和使用此产品有关的标准、国际、联邦、州和
省级法律，以及任何特定的健康和安全规章。

现场救援计划
所有者和操作人员必须为操作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的所有场地的任何
遇险骑手制定紧急救援计划。操作员必须通知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用
户在骑行前抢救处于困境的骑手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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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信息

此手册中使用的符号

本手册中通篇使用如下的安全符号强调潜在的危险。此手册中描述的常规操作和 
程序可能关联有一个或多个注意事项。未能遵从所强调的注意事项可能导致人员 
死亡、严重受伤和设备损坏。

确保所有者/操作员阅读并理解与工作环境相关的所有安全程序及其正在进行的 
任务。

危险
表明存在危险情况，如果未能避免，就会导致严重受伤或死亡。

警告
表明存在潜在的危险情况，如果未能避免，可能导致严重受伤或 
死亡。

小心
表明有潜在的危险情况，如果未能避免，可能导致人员受伤或 
设备损坏。

注意
表明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来确保个人安全，防止对财产或设备造成
损害。

关注环境保护
在执行此程序时应注意尽可能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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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条件

此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保证自购买之日起两（2）年内材料和工艺中的
工厂缺陷（不包括“替换零件”- 见下文）。此保证仅适用于原购买者，其是否有
效取决于所有者/经营者是否根据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说明维护和使用
设备，包括遵从根据此《操作手册》中所述保持每年重新认证的要求。此保证用于
代替其他所有明示或暗示的保证。

避免违反此保证、面临过失索赔或承担严格侵权责任的唯一补救方式是由 Head 
Rush Technologies 维修或更换任何有缺陷的零件。收到书面通知之后，Head 
Rush Technologies 将迅速维修或更换所有存在缺陷的物品。Head Rush 
Technologies 保留在维修或更换任何有缺陷设备之前通过预付费方式将其运送回
工厂进行检查的权利。

如果使用了正规零件之外的零件，或者由 Head Rush Technologies 授权维修
代理之外的人员对装置进行改动或维修，则此保证将宣告失效。此保证不涵盖
由滥用设备造成的损坏、运输中受损或其他超出控制范围的损坏。Head Rush 
Technologies 对交易非 Head Rush Technologies 制造的附件或零部件不作任何
保证。Head Rush Technologies 明确地从本保证中排除了“更换零件”的更换，
包括喷嘴、织带生产线套件、挂钩和/或产品附带的任何其他附件。

除了此处明示的人员或机构之外，Head Rush Technologies 未授权任何人员、代
理商或经销商代表其提供任何保证，或者承担与此类产品相关的任何责任。Head 
Rush Technologies 明确否认任何暗示的适销性保证，也不会声称此装置是否适合
于特定用途。购买者同意 Head Rush Technologies 不应对购买者/经营者的任何
损失承担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损失或未获得预期利润，设备故障造成的损失，
或者被视为由设备的未运行或维修/重新认证停止运营造成的损失。

客户职责

以下项目被视为客户的责任，因此不能根据保修条款获得补偿。

 � 例行保养和检查。

 � 正常更换维修物品。

 � 由于经营者的滥用、误用或不正确操作习惯而需要进行的更换。

 � 佩戴零件，如管嘴、织带和挂钩。

 � 由于使用和接触而造成的正常老化。

 � 必须由符合资格的人员在扁带绳上安装适合的辅助连接点。

本保修受制于所提供的操作手册的以下要求、制造商的说明和 Head Rush 
Technologies 服务技术人员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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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

标准

注意

如果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在目的地国家/地区之外转售，则经销商必
须按使用国家/地区的语言提供使用、服务、维护和修理的说明。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用作自由落体运动系统内的部件，要求对该系统内
的其他部件进行相应的设计和使用。只有在确保整个系统遵循适当的地区、州和联
邦指令/标准的要求之后，才应将该产品视为适合投入使用。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遵循如下普遍使用的安全规章：

 � ASTM F2291-11：设计娱乐骑乘和设备的标准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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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是专为用作自由落体运动系统内的组件而设计的下
降设备。有两种型号可供选择：

 � QJ150-12A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

 � QJXL150-12A QUICKjump XL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的设计允许简单的安装和拆卸，并结合了先进的自
调节制动系统和自动扁带绳收缩。获得专利的制动机制为乘客提供初始自由下落，
然后是一致的下降，儿童和成人的下降率变化最小。在制动机构中没有易损件，确
保保持高度可靠性，同时将维护和操作成本保持为最小。

QUICKjump 的 RipCord 附件扩展了自由跌落感觉，并且在 QUICKjump 和 
QUICKjump XL 设备上是可选的。RipCord 的长度必然会改变正确的安装高度，
并且 RipCord 扁带在模型之间不可互换。有关正确的安装细节，请参阅基于您的
设备型号和 RipCord 长度的完整规格。

为了维持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的寿命，必须按照本手册中的说明进行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的安装、保养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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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QUICKjump

型号 QJ150-12A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

尺寸 380 x 320 x 216 毫米（15 x 12.6 x 8.5 英寸）

净重量 19.75 公斤（44 磅）

材料 外壳 铝合金

内部零件 镀锌钢
不锈钢

管嘴 改性聚甲醛塑料

管嘴衬套 304 不锈钢

扁带绳 20.8 毫米尼龙 /  
Spectra 扁带

最小距离  
管嘴到平台

1.8 米 （6 英尺）

最大距离 
管嘴到平台

2.1 米（7 英尺）

最小骑手重量 20 公斤（44 磅）

最大骑手重量 130 公斤（285 磅）

最小操作温度 -10° C (14° F)

最大操作温度 40° C (104° F)

最小存储温度 -20° C (-4° F)

最大存储温度 60° C (140° F)

无开伞索

最低安装高度* 8 米（26 英尺）

最高安装高度* 12.5 米（41 英尺）

0.8 米低安装开伞索  RIPCORD（蓝色）

最低安装高度* 5.3 米（17.4英尺）

最高安装高度* 8 米（26 英尺）

1.5 米开伞索  RIPCORD（绿黄色）

最低安装高度* 9.5 米（31 英尺）

最高安装高度* 14 米（46 英尺）

*  管嘴至着陆区即为安装高度，如果增加了授权 QUICKjump 配件，安装高度会相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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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jump XL

型号 QJXL150-20A QUICKjump XL 自由落体运动
设备

尺寸 380 x 320 x 216 毫米（15 x 12.6 x 8.5 英寸）

净重量 20.8 公斤（46 磅）

材料 外壳 铝合金

内部零件 镀锌钢
不锈钢

管嘴 改性聚甲醛塑料

管嘴衬套 304 不锈钢

扁带绳 20.8 毫米 尼龙 / Spectra / 
Technora 扁带

最小距离  
管嘴到平台

1.8 米 （6 英尺）

最大距离 
管嘴到平台

2.1 米（7 英尺）

最小骑手重量 20 公斤（44 磅）

最大骑手重量 130 公斤（285 磅）

最小操作温度 -10° C (14° F)

最大操作温度 40° C (104° F)

最小存储温度 -20° C (-4° F)

最大存储温度 60° C (140° F)

无开伞索 

最低安装高度* 10 米（33 英尺）

最高安装高度* 20 米（65.5 英尺）

1.5 米开伞索 RIPCORD（绿黄色）

最低安装高度* 12.5 米（41 英尺）

最高安装高度* 22 米（72.2 英尺）

*  管嘴至着陆区即为安装高度，如果增加了授权 QUICKjump 配件，安装高度会相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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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标签的位置

信息标签
序号

规格标签

认证标签

盖标签（两端）

QJ150-12A SN0000000
QJXL150-20A SN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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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零件

RipCord 扁带在 QUICKjump 和 QUICKjump XL 设备之间不能互换。此
外，RipCord 扁带不是设计或旨在用于任何其他设备。这些扁带专门设计
为仅在 QUICKjump 系列设备中安全使用。这两种设备都可以使用 1.5 米的 
RipCord，但是扁带是不同的，如主扁带的手柄颜色和颜色所示。在错误的设备
上安装错误的扁带可导致不正确的操作和潜在的危险或危险的跌落情况。骑手
必须符合您的操作员手册中规定的操作和安全准则。在实际操作之前，请仔细
检查并验证操作员手册中的安全限制。

RipCord 扁带是仅用于 QUICKjump 系列设备的专有辅助扁带。这些扁带与 
zipSTOP 高空滑索制动系统、TRUBLUE 安全绳自锁器或任何其他设备不兼
容。RipCord 不是为其他用途而设计的，是扩展 QUICKjump 设备的自由落体距
离的唯一安全和经批准的方式。任何暴露且不再密封的 RipCord 应立即停止使
用。这不应该与 OPA 部分混淆，包括用于 OPA 的日常检查的拉索。

安装点

手柄

盖
（前部）

外壳

盖
（后部）

吸嘴

扁带

超载保护配件

辅助连接点

钩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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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箱

注意事项

将此《操作手册》留在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上直至安装完
成。《操作手册》仅可由最终用户/操作员取走

操作手册包含恰当且正确使用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的相关信息，并
且包括所有产品注册和保修信息。《操作手册》文件仅可由最终操作员取走。
确保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骑手随时都可方便地获得此手册。

请勿丢弃包装

在将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送回进行年度认证检查时需要使用原包装
纸箱和内部包装。请将包装放在安全位置直至需要使用时。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收据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采用再循环纸箱进行包装，其中包含：

 � 1 个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型号将因您的订单的具体情况而有所
不同）：

 � QJ150-12A – QUICKjump 无 RipCord
 � QJ150-12A – QUICKjump 带 0.8 米低安装 RipCord
 � QJ150-12A – QUICKjump 带 1.5 米 RipCord

 � QJXL150-20A – QUICKjump XL
 � QJXL150-20A – QUICKjump 带 1.5 米 RipCord

 � 1 个钩环

 � 1 本《操作手册》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随附扁带绳和挂钩，无需其他配件。

开箱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

若要开箱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

1. 收到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之后，检查是否存在运输 损坏或污染的
迹象。如果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存在损坏或处理不当的迹象，请
联系您的 Head Rush Technologies 经销商。

2. 检查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上粘贴的所有标签是否存在且清晰易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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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此处所示的日期后请勿使用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

3. 检查认证标签以确认“必需的下一次重新认证”日期。如果已超过注明的日
期，或者标签缺失或难以辨认，则不能将此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
投入使用。

4. 在 www.headrushtech.com/registration 上在线注册您的 QUICKjump 自由
落体运动设备

必须完成产品注册

产品注册必须通过在线注册完成，网址为 headrushtech.com/registration。 
这对于接收产品通知和最新信息以安全使用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 
至关重要。

5. 阅读《操作手册》,熟悉安装、操作、照管和维护安全绳自锁器的方方面面。

存放

如果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超过两周不使用，则要确保设备清洁和干
燥，并且扁带绳完全收回设备内。

在将长期未使用的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重新投入使用时，请务必执行
全面的检查和操作检验。

请勿在潮湿环境中存放设备

暴露在水分或潮湿环境中之后，请全面清洁和干燥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
设备。确保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的扁带绳未在潮湿情况下收回到外
壳内。

请务必将设备存放在清洁和干燥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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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注意事项

务必使用指定的安装点

切勿使用指定安装点之外的任何设备零件安装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
备。不正确的安装可能导致人员严重受伤或死亡。

硬物撞击可能导致结构性损坏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掉落或受到硬物撞击可能导致安装点和内部零
件的严重损坏，并且可能对操作的安全性产生负面影响。如果 QUICKjump 自
由落体运动设备受到硬物撞击，应停止使用并将其拆下，送回维修代理商处进
行检查。

重物 - 20 公斤

在提升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时请小心：注意不要使装置掉落，因为
这可能导致人员严重受伤或设备损坏。

请勿完全固定安装

QUICKjump 设备应始终垂直悬挂，而不是固定安装。完全固定的安装将导致
过度/过早的扁带磨损。

标准

在安装之前，所有操作员必须熟悉与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一起使用的
锚点、硬件和设备的所有相关标准的要求。

锚点

与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结合使用的所有锚点和连接环都必须遵从地
方、地区、联邦和州对此类设备的要求。

锚点必须至少遵从如下方面的要求：

 � EN 12572 - 攀登墙锚点。

 � EN 795 - 锚固设备。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的位置和锚点必须遵从如下要求：

 � 锚点的最小负载能力：在预期使用方向为 10 kN（2248 lbs）。

 � 锚点不由其他设备使用，也不作为与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安装
无关的硬件的附件。

 � 锚点应具有适合的大小与类型，以便在其上正确安装所需安装的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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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带

与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结合使用的所有安全带必须符合以下适用标准：

 � EN 361 -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for prevention of falls from a 
height – Full body harness（防止从高空坠落的个人防护设备 – 全身式 
安全带）

 � EN 813 -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for prevention of falls from a 
height – Sit harness（防止从高空坠落的个人防护设备 – 悬坐式安全带）

 � EN 12277 - Type A. Full Body Harness（A 型全身式安全带）

 � EN 12277 - Type B. Small Full Body Harness（B 型小尺寸全身式安全带）

 � EN 12277 - Type C Sit Harness（C 型悬坐式安全带）

安全带必须具有正确的尺寸和配件，并处于可用状态。

辅助连接环

用于安装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的所有辅助连接环和硬件都必须遵从如
下方面的要求：

 � EN 362 - Types of connectors for personal protection（用于个人防护的
各种类型连接环）

 � EN 12275 - Types of connectors for mountaineering（用于登山运动的各
种类型连接环）

用于安装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的所有连接环、挂钩、D 型环扣和 U 型
环都必须满足 10 kN（2248 磅）的最低断裂负载要求，并且符合所依附安装点的
大小、形状和强度。

选择位置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安装在下降路线的顶部，管嘴和扁带线朝下。

在选择安装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的位置时，请务必检查：

 � 所有锚点都具有 10 kN（2248 磅）的最低载重能力，并且均符合地区、地
方、联邦和州对此类设备的所有要求。

 �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将通过方向朝下的管嘴垂直悬挂在下降路线
上。

 � 系上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之后，骑手可使用的所有路径均不能
有可能损坏扁带绳的锐利边缘和高度摩擦表面。

 � 确保下降路径和着陆区没有其他骑手、行人，也没有可能造成骑手下降缠绕
或限制下降的障碍物。

 � 选择下方是非行车着陆区的位置，并没有可能妨碍骑手自由及清楚下降的
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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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确保骑手的下降路线与其完全延伸范围内的障碍物完全隔开，并且在使用时
可以在各个方向自由摆动。任何可能与骑手接触的区域都必须添加防护垫或
进行保护。

 � 将设备安装在可以安全到达的结构顶部，以进行检查和维修。

 � 始终将本设备垂直安装在空中，以便扁带绳以可最小化危险摆动的方式延伸
和收回。

安全着陆区

必须使用保护性降落表面并居中在设备的着陆点下方，根据需要延伸以充分保
护参与者免受伤害。建议表面满足用于 3 英尺（1 米）临界降落高度的表面材
料的冲击降落的 ASTM F1292 规范。在有风的条件下可能需要更大的表面。

户外安装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可于户外安装。

建议在潮湿或侵蚀性环境中，对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进行保护，防止
水或异物直接进入。

注意

长时间暴露在自然环境中会增加扁带绳产生内部腐蚀和降解的风险，导致操作
和维修成本提升。

当风速大于 15 米/秒（34 mph）时，请小心操作设备。高风速会影响骑手的 
向下路径。

安装

通过选择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的合适位置，必须使用本手册中介绍的
方法和硬件来安装设备。在安装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时，请知悉如下
注意事项：

 � 锚点在预期的施加负载方向上必须能够承受 10 kN（2248 磅）的最低 
负载。

 � 用于安装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的所有连接环、挂钩、D 型环扣
和 U 型环扣都必须满足 10 kN（2248 磅）的最低断裂负载要求，并且遵从
相关的标准。

 � 所有辅助连接环必须符合所依附安装点的大小、形状和强度。

 �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在所有方向上均自由旋转，其不应与装配件
绑定，也不能够影响周围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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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点

仅使用指定的安装点

仅使用为单点和双点安装指定的正确安装点。使用不正确的安装点可能导致 
设备损坏。

确保所有安装硬件牢固放置，但在安装点中可自由旋转。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制造为带有单个中心枢轴安装点以及位于外壳顶部
的偏置安装点和成型手柄。这些安装点位于中央板上，其所在位置应确保设备垂直
于方向朝下的绳索管嘴居中悬挂。

安装高度

安装设备时，管嘴高度和平台高度之间的距离必须在 1.8 米（6 英尺）和 2.1 米
（7 英尺）之间。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和任何相邻结构之间必须保持 1 米（3 英尺）的 
最小距离。

侧盖是牺牲防护罩，旨在防止损坏装置和相邻的表面。如果这些护罩过度磨损、损
坏或外表不美观，则应由操作员进行更换。本手册的“更换零件配件”一节中介绍
了更换零件的详细信息。

单点安装

单点安装是安装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以使扁带寿命最大化的首选方
法。在单点安装方法中，使用如图中所示的中心安装点安装 QUICKjump 自由落
体运动设备，同时可利用偏置安装点或手柄安装点进行较长距离的、无负载的辅
助安装。

对于单点安装，仅使用如图中所示的中心安装点。确保安装硬件牢固放置，且设备
在所有方向上均自由旋转。

双点安装

对于双点安装，仅使用如图中所示的偏置安装点和手柄。确保安装硬件牢固放置，
且设备在安装点周围自由旋转。

注意

按图中所示进行双点安装时，请确保平均分配附件，以便多个锚点均等地承担
负载，且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垂直悬挂，处于中心对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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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点 双点

备用安装

（空载）

基本安装 采用两个平衡

负载的安装将

锚点隔开

任何可能与骑手接触的区域都

必须加垫或保护

安装高度范围

QJ：5.3 米 (17.4 英尺) 最小 -  
14 米 (46 英尺) 最大

QJ 特大号：10 米 (33 英尺) 最小 -  
22.0 米 (72.2 英尺) 最大

必须为着陆时的参与者提供充分的保护

中
心
（
插
头
）
线

1 米（3.2 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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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的所有者和操作员对使用该设备的人员负有安全和
监督责任，在使用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之前，制造商要求所有者和购
买者阅读、理解和遵循正确安装和操作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的所有相
关说明。

不安全操作

如果对正确操作和用户安全存在任何疑虑，请立即拆下正在使用的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

Head Rush Technologies 授权维修代理商对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进
行检查并完成重新认证检查和测试之后，方可将此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
设备重新投入使用。

经营者培训

涉及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操作的所有职员必须接受培训，应能够胜任
如下方面的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操作：

 � 运输和存放。

 � 安装、使用附着点以及附着方法和硬件。

 � 骑手须知与指导

 � 在辅助骑手操作期间或在所需的检查和/或设备的维护期间，须注意人身 
安全。

 � 检查、清洁和定期维修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其零部件以及关
联的附着硬件。

操作期间必须有操作员在场。

操作员/用户指示

切勿在未正确安装的情况下下降

使用前确保将钩环安装到安全带的指定连接点，其锁扣完全闭合， 
且锁门已锁紧。

未能满足此要求可能导致人员严重受伤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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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手必须符合使用条件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不可被此类人使用，其中包含：

 � 重量超过 130 公斤 （285 磅）

 � 重量低于 20 公斤 （44 磅）

 � 孕妇

 � 有任何类型的心脏病或心脏相关问题的

 � 有任何类型的脊柱损伤或弱脊柱状况的

 � 体弱或身体条件差的

如果您的身体或医疗状况可能影响到骑乘，请在参与此项活动之前咨询医疗 
专家。

在挂绳之前，必须对所有骑手说明如何安全使用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
备。操作员应确保所有骑手熟悉在其受困时所采取的现场救援计划。

在骑乘之前，用户与操作员必须知悉、完全了解并遵循如下注意事项：

 � 切勿超过设备的重量范围。

 � 一次只能由一人使用。

 � 确保操作员始终锚定到平台上。骑手必须锚定到平台并系上 QUICKjump 
设备直到准备好下降。

 � 目视检查扁带绳、挂钩和设备，以确保一切都正常运行。

 � 如果扁带绳无法完全收回，请勿继续操作。在下降之前不要拉出任何多余的
扁带绳。在操作之前，扁带绳必须完全缩回或处于张力下。

 � 检查安全带已正确安装，并且已系紧。

 � 检查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线的钩环已连接到安全带上的指定连
接点，并且锁门已正确闭合。

夹伤危险

下降时请保持手指远离挂钩和安全带连接点。负重可能会导致夹伤。 

 � 确保挂钩锁门完全关闭和锁定。

 � 如果主钩环和辅助钩环都连接到相同的安全带连接点，则挂钩锁门应朝向 
相反的方向。 

 � 如果主钩环和辅助钩环都连接到不同的安全带连接点，则挂钩锁门应背朝
骑手。

 � 切勿让扁带围绕腿部、手臂、颈部、身体其他部位或骑手的宽松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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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要从 QUICKJA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的旁边或上方下降。

 � 在下降之前，确保下降路径和着陆区没有人员和障碍物。

 � 当准备下降时，直接从平台下来。

 � 务必脚部先下降，用双脚避开障碍物下降并准备着陆。

 � 在着陆时，从安全带上松开挂钩，并允许设备收紧扁带并在释放扁带绳之前
产生张力，以便自由并完全地回到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中。

安全带

使用经批准的安全带

务必遵从此手册指定的标准来使用安全带。

确保安全带适合使用，处于可使用状态，并且正确穿戴。务必遵循安全带制造
商的说明进行穿戴、照管和使用。

10 岁以下的儿童必须使用全身式安全带。

强烈建议使用头盔。

钩环的使用

将一个 EN 362 认证的三重锁扣钩环安装在扁带配件的主要连接点上。在使用钩环
之前，必须检查其是否处于可使用状态。确保钩环仅沿着其垂直方向载重（即不交
叉载重）。 

扁带配件带有辅助连接点，可容纳强制安装的辅助连接环。 

辅助连接点 主连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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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钩环损坏或无法使用，则仅能使用双重或三重锁扣钩环进行更换。

强制安装的辅助连接点

在主钩环上方的扁带绳上提供辅助连接点。如图所示，可以按如下方式使用辅助 
连接点：将吊索或合适的连接环穿过辅助连接点并连接双重或三重锁扣钩环以接上
参与者。辅助钩环必须悬挂在主挂钩下方，以确保在正常操作期间辅助连接点不会
负重。

添加辅助连接点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 所使用的任何吊索或等效织绳（狗骨型织绳、绳索等）都必须有适当的额定
承重值，并符合任何适用的国际、联邦、州或省应用标准要求。

 � 任何使用的连接环（钩环、快挂锁扣等）都必须有适当的额定承重值，并符
合任何适用的国际、联邦、州或省应用标准要求。 

 � 与 QUICKjump 和 QUICKjump XL 扁带配件的连接有可能产生额外磨损，
因此必须将其纳入日常扁带检查范围。

 � 在标准操作过程中，辅助连接点不应负重，因为在重复负重的情况下，辅助
连接点正下方的两个打套结可能产生磨损。请参阅下面的内容以不可接受的
辅助连接点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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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主钩环的打开方式是旋转锁门的环扣，向着钩环的中心推动打开锁门。

 � 将主钩环依附到安全带上的正确搭环，其锁门背朝用户。

 � 让锁扣闭合，确保环扣旋转回起始位置并锁上。确保没有衣物、扁带或其他
物体阻碍锁门或锁扣的闭合。

 � 再次检查钩环上的锁门是否安全。

   

第 1 步 - 滑动 第 2 步 - 扭转 第 3 步 - 按压 第 4 步 - 释放

钩环操作

扁带更换程序

重置扁带堆叠

如果扁带未完全收回到设备中，则扁带堆叠可能需要重置。 

为重置扁带堆叠，须完全延伸扁带并允许其在保持恒定张力的同时缓慢缩回。这
将确保堆叠无死角平放在卷筒内。怀疑有不良收缩或发现不完全收缩时，随时重
复此步骤。切勿将扁带放入设备。

如果在（3）次尝试重新安装扁带堆叠之后扁带仍未完全缩回，请停止 
QUICKjump 运行，并将其拆下，并联系 Head Rush Technologies 或您的 
Head Rush Tech 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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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带更换建议

适当的扁带回缩至关重要，特别是当使用接近最大操作高度的 QUICKjump 设备
时。完全延伸 QUICKjump 扁带，然后允许其自由收回而没有绳的张力，可能会
导致不正确的扁带堆叠、不完全回缩以及加速扁带磨损。 

始终保持绳的张力，特别是在断开与参与者的连接后。这将确保扁带卷轴正确处于
设备内部，防止在堆叠中形成空隙或死角。张力可以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应用： 

1. 地面上的操作员在断开参与者的连接之后，可以暂时握住绳，直到该设备施加
缩回张力。然后轻轻地释放绳以缩回（使用 RipCord / OPA 组件的重量保持
张力）。 

2. 与平台上的设备相邻的操作者可以轻轻地握住绳以在缩回期间提供张力。 

3. 地面上的操作者可以通过附接到扁带末端的标记线施加张力，用于最先  
3 米 - 4.5 米（10 - 15 英尺）的缩回，使得扁带能够稳固并且正确地堆叠。 

始终遵守正确的扁带收回程序

不要因任何原因尝试帮助扁带缩回。这样做可能导致扁带的危险绑定， 
这可能意外缩短扁带的寿命并且在系统中引起显着的阻力，加速扁带磨损和 
滚轴污染。 

不正确的扁带缩回过程中引起的松散扁带堆叠可能导致不一致和意外的制动以
及骑手的相应比例的大负载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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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和维护

每年重新认证

请勿在超出认证标签上显示的日期之后操作安全绳自锁器

在当前认证标签不可见的情况下操作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会使该设
备不适合使用，并且使所有保证宣告失效。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要求由 Head Rush Technologies 授权维修代理商
进行年度维修和重新认证检查。

认证到期日显示在前外壳侧面的认证标签上。在到期日之前拆卸 QUICKjump 自
由落体运动设备，将其运送回此手册背面给出的制造商地址处，或者送至授权的维
修中心。

超出此处所示的日期之后请勿使用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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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保养和检查

必须由经营者或经营者培训的员工执行如下检查和维修操作。检查日志表单可以在 
headrushtech.com/service/inspection-logs 中找到。执行这些操作的所有职员
必须接受 关于正确操作程序的培训，并且被视为能够胜任此项工作。 

必需的检查和维护

未能对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进行定期维护和检查可能导致严重伤害
或死亡。

确保维修/检查人员在检查期间有足够的保护。
未能满足此要求可能导致人员严重受伤或死亡。

请勿进行未授权的维修

请勿尝试进行此《用户手册》中未详述的维护、修理或维修活动。

对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进行任何未授权的维护、修理或改动会对安
全产生负面影响，使该设备不适合使用，并且使保证条款宣告失效。

注意 

在清洁的环境中进行维修。如果从其运行位置拆下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
设备进行维修，应确保维修区域清洁、无污染。

确保将设备牢牢地放置在牢固的工作台上，并且侧盖未受损伤。

安全注意事项

重物

确保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在运行时处于安全状态，以防止掉落而产
生意外损坏或人身伤害。

提醒 – 弹簧加压零件

扁带配件是弹簧加压零件，在释放后会快速回到装置内部。这可能导致损伤或
人员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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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零件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具有很强的磁性。务必确保工作环境没有松散的
含铁质材料。金属物体进入设备内部可能对栓绳的操作产生负面影响。

日常检查

必须对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进行日常检查，确认其可正确操作且总体
状况良好。可在现场对设备进行日常检查，也可将其移至牢固的工作台进行检查。

检查程序

确保提供充足的光照和不受限制的接触，以便彻底检查 QUICKjump 自由落体
运动设备的所有区域。应在拆下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或者攀登到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的安装位置并进行锚固的情况下完成此检查，以便
以目测方式检查设备和整根扁带。

1. 使用干净的布清除外壳和配件上的灰尘、污垢或污染物。

请勿使用化学溶剂或磨蚀材料
仅使用布进行清洁。请勿对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的任何部分或其关
联设备使用清洁剂、化学溶剂或磨蚀材料。

2. 以目测方式检查外壳、安装孔和塑料盖是否有磨损、撞击损坏、破裂、变形和
腐蚀。更换损坏的零部件或拆下使用中的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

3. 检查所有安全标签是否在适当的位置且清晰易读。

4. 检查认证标签上的日期是否为有效日期。

5. 检查钩环的状况，确认是否：

 � 存在磨损和损坏。

 � 闭锁装置正确操作。

 � 如果钩环锁门未自动锁紧、清洁或洗刷，则应只能用干石墨或蜡基润滑
剂进行润滑，直至其充分地良好操作。如果无法恢复全部功能，则更换
钩环锁门。

6. 检查超载保护装置 (OPA) 的外部状况：

 � 组件包含在外套内。

 � 没有多余的螺纹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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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PA 尚未部署。

 � 确保黑色条和缝线保持完好。该组件的断开可以指示过载事件。

7. 从设备中缓慢地抽出整根扁带。取出扁带之后，检查：

 � 拼接处是否有损坏、切口或擦伤。
 � 扁带表面或边缘是否有切口、磨损和擦伤。
 � 表面是否有变色、褪色或粉化。
 � 是否产生热损伤和摩擦损伤，如硬质区域或发亮区域。
 � 是否存在由污物或化学物造成的污染。
 � 是否有缠绕或打结。

如果扁带出现磨损或损坏的迹象，则予以更换。

8. 使用张力让扁带缓慢地收回到外壳内 – 检查收回操作是否强有力且平稳。确
保扁带绳完全收回。

9. 检查主连接点和辅助连接点是否存在切口、损坏或擦伤。如果扁带出现磨损
或损坏的迹象，则予以更换。

10. 确保侧盖已就位。

11. 完成并记录“每日和每周设备检查日志”的每日部分。

12. 让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重新运行

RIPCORD 检查

每天应同时检查设备、扁带与 RipCord。 

1. 从 RipCord 与 OPA 连接处开始寻找过度磨损、松脱的螺纹或损坏。 

2. 向上移动 RipCord，检查整个外部扁带是否有缺陷，包括撕裂、紫外线损
坏、如变色、脆性或刚性织带、切割、可见的磨损、缝合接缝或其他缺陷。 

3. 寻求伙伴帮忙拉紧 RipCord。检查内部安全带紧扣时外部安全带是否松弛。
如果外部扁带拉紧，请立即更换 RipCord。 

4. 最后从 RipCord 与 OPA 连接处开始寻找过度磨损、松脱的螺纹或损坏。如果
发现任何损坏或缺陷，必须立即更换扁带。 

激活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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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现任何磨损迹象而未能进行每日检查和/或更换整根扁带时，可能
导致参与者严重受伤或死亡。

扁带或设备超出规格的任何指示都要求立即停止扁带或设备的使用，并将其 
拆下。

扁带磨损

每日检查扁带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中的扁带必须每日进行评估。下面的“故障表”
中详细说明了何时应取出扁带以停止使用。在扁带到达故障表中指定的磨损阶
段时，必须取出扁带以停止使用。继续使用已磨损或超出如下指定磨损阶段的
扁带可能导致人员严重受伤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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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损表

表中带有红色外框的扁带图表明必须取出此扁带以停止使用，并且立即更换以 
继续使用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用绿色框出的照片所示的扁带可继续
使用。

QUICKjump
磨损程度 侧面磨损 正面磨损

新

阶段 1

阶段 2

阶段 3

阶段 4

发霉的扁带

应取出任何显示发霉迹象的扁带以停止使用。

表 1：QUICKjump 侧向磨损和表面磨损

磨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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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损表

表中带有红色外框的扁带图表明必须取出此扁带以停止使用，并且立即更换以 
继续使用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用绿色框出的照片所示的扁带可继续
使用。

QUICKjump XL
磨损程度 侧面磨损 正面磨损

新

阶段 1

阶段 2

阶段 3

阶段 4

阶段 5

发霉的扁带

应取出任何显示发霉迹象的扁带以停止使用。

表 2：QUICKjump XL 侧向磨损和表面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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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损表
表中带有红色外框的扁带图表明必须取出此扁带以停止使用，并且立即更换以 
继续使用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用绿色框出的照片所示的扁带可继续
使用。

磨损程度 紫外损害
新

阶段 1

阶段 2

表 3：紫外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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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扁带磨损进行故障检修

症状 潜在原因 可能的解决方案

扁带正面磨损 

侧面磨损 

与环孔故障

参与者在降落时会过度
摆动

鼓励参与者走出起跳台而非跳出。参与者应
该垂直跳出。摆动运动（摆动臂和腿，向
前/向后倾斜等）像在一个秋千上泵送并且

可以产生更多的横向运动。

异物（包括灰尘和/或 
脏物）会引起管嘴不锈钢

表面的损坏

检查管嘴是否有毛刺和其他损伤。如果发现
损伤，应更换管嘴。

QUICKjump 安装不正确

确保根据《操作手册》以单点或双点安装方
式安装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
确保 QUICKjump 垂直安装。务必垂直安
装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其管嘴

方向朝下。

异物（包括灰尘和/或脏
物）导致对扁带配件产生

损伤

盖上未使用的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
备。每天用干净的布擦拭使用之后的扁带。 

扁带与障碍物摩擦
移走障碍物，使其不影响 QUICKjump 自由

落体运动设备运行。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
设备的正常使用

在正常操作情况下，零件和扁带会随着时间
推移而产生磨损，应在必要时更换扁带。

紫外线褪色扁带 太阳光会损伤扁带
在每天结束时拆下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
动设备，或者在使用后盖住设备和扁带。

外套损坏
参与者在起跳时需往下拉 

QUICKjump 外套

训练参与者抓住外套并远离脸部。当扁带被
拉紧和向上拉动时，抓住外套后跳跃会造成

外套的过度磨损。

扁带发霉/脱色
扁带在潮湿情况下使用之

后未进行干燥处理

无论何时在潮湿条件下使用 QUICKjump 设
备，在一日终了时都要将设备取下，在清洁
环境中将扁带展开，使扁带在设备之外干

燥。请勿在潮湿环境中存放设备。

扁带磨损疑难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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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检查

除了上述的每日检查外，对于 QUICKjump 和 QUICKjump XL，必须每周执行以
下检查程序。

1. 检查超载保护设备 (OPA) 的内部状况。 

 � 打开外壳，检查整个配件，确保螺纹没有损坏且扁带状况良好。如果发现任
何损坏的螺纹，则必须立即更换扁带绳。有关额外的 OPA 检查指南，请参
阅日常检查。

2. 完成并记录“每日和每周设备检查日志”的每周部分。

六个月检查

经营者需要对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进行深度的六 (6) 个月检查，保持其
安全而高效地运行。为进行六个月检查，必须拆卸设备并将其移至牢固的工作台。

检查程序

1. 拆卸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请参考安装说明）

2. 使用干净的布清洁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

3. 执行“每日检查”的步骤 1 至步骤 6。

4. 取下管嘴 – 请参考“替换管嘴”章节以进行拆除步骤

5. 检查管嘴配件的如下方面：

 � 是否在槽位处产生过度磨损。

 � 是否裂开、破裂和变形。

 � 是否可正确装入外壳内。

检查管嘴在槽位周围是否存在
过度磨损

管嘴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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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带检查

1. 取下管嘴配件之后，抽出整根扁带绳，包括大约 100 毫米（4 英寸）的卷筒
导线。请参考“替换管嘴”章节以进行拆除步骤。 

 � 将固定线的栓销穿过卷筒导线中的环孔，位于连接链环之上以阻止其收回到
设备内部。

2. 检查上部（卷筒）扁带和扁带绳，方法是在良好光照条件下将扁带缓慢地滑过
您的手掌。检查扁带是否存在以下问题：

 � 拼接处受损（切口或磨蚀）。

 � 扁带产生切口，特别是在边缘处。

 � 扁带表面上存在磨蚀、磨损或起毛，特别是在边缘处和扁带环孔处。

 � 产生紫外线降解 – 尽管很难检测，但这种降解的直观指示是扁带表面产生
变色、褪色和粉化。

 � 产生化学侵蚀，这可能导致纤维变软或变弱，表面变色或剥落。

 � 产生热损伤或摩擦损伤，其表象为出现硬质纤维或表面发光。

 � 由污物、砂砾、沙石或灰尘产生污染。

 � 扁带产生缠绕、打结或永久变形

如果扁带出现损坏或变形的迹象，则予以更换

3. 检查扁带的连接卸扣。确保：

 � 卸扣栓销牢固且顺直 – 请勿尝试紧固。

注意 

卸扣栓销通过防松螺纹油固定，任何转动栓销的尝试都会使其安全性受到负面
影响。

 � 卸扣未受损且朝向正确。

 � 链环周围的扁带未出现磨损或损坏。

扁带绳紧固栓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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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取下栓销，使上部绳索缓慢收回外壳内。在扁带收回过程中进行检查，确保扁
带绳未产生缠绕。

5. 重新装入管嘴配件。

6. 完成并记录“每年设备检查日志”。

7. 让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重新运行

管嘴更换

如果管嘴配件出现过度磨损、损坏或不适配的迹象，则必须予以更换。

仅使用正规的 HEAD RUSH TECHNOLOGIES 更换零件

务必成对更换管嘴

如果管嘴需要更换，请务必配对更换 – 不要混合使用已磨损的管嘴和全新的 
管嘴。

若要取下管嘴配件：

1. 将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侧盖下放，注意不要损坏塑料侧盖 - 确保设
备安全，不会掉落。

2. 抽出管嘴栓销。

3. 按住下部绳索，阻止其收回，取出两半部分的管嘴。

4. 将适当的栓销插入扁带绳的环孔，阻止其收回到外壳内。

组装好的管嘴 第 1 步 - 取下栓销

第 2 步 - 顶出上半部分 第 3 步 - 去掉下半部分

注意：扁带绳未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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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重置管嘴配件：

1. 将管嘴配件的下半部分重新装入外壳上的凹口内。

2. 装入管嘴配件的上半部分。

3. 取下扁带栓销，使扁带缓慢地重绕回外壳内，直至其完全收回。

4. 检查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以便正确操作。

第 1 步 – 装入上半部分 第 2 步 – 装入下半部分

第 3 步 – 装入栓销 组装好的管嘴

注意：扁带绳未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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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索更换

如果下部扁带绳出现磨损、损坏或污染的迹象，则需要予以更换。按如下方式 
更换绳索：

安全注意事项

请勿让扁带绳或卷筒导线收回到外壳内

取出管嘴之后，注意不要让卷筒导线或扁带绳不受控制地收回到外壳内。不受
控制地收回将导致内部损坏，需要由制造商进行修理。

仅使用正规的 HEAD RUSH TECHNOLOGIES 更换零件

扁带绳更换步骤

若要更换扁带绳：

1. 拆下使用中的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将其牢固地放在工作台上。

2. 取下管嘴配件 – 请参考上面的“取下管嘴配件”一节。

3. 牢固地按住 QUICKjump，抽出扁带绳，直至到达卷筒导线的末端且连接卸扣
显露出来。

4. 定位卷筒导线中的环孔，其位于链环后方大约 100 毫米（4 英寸）处 - 将适
当的栓销穿过卷筒导线中的环孔，阻止其收回到外壳内。

扁带绳

扁带连接卸扣

卷筒导线

绳索卸扣

扁带连接链环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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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旋开卸扣栓销。

6. 从卷筒导线中取下扁带绳和完整的卸扣配件。

7. 装入随绳索提供的新卸扣 – 确保卸扣的环孔部分与卷筒导线适配。

更换卸扣栓销的防松螺纹油

一旦卸扣栓销从卸扣组件移除，则其不能再次使用。确保在替换卸扣栓销螺纹
中存在工厂涂抹的防松螺纹油。

8. 装入新的绳子，按照以下所示将螺纹卸扣栓销穿过环孔。

扭矩 = 2 Nm

 

正确装入卸扣配件

9. 以 2 Nm（18 磅/英寸）的扭矩紧固卸扣栓销，确保螺纹完全贴合，且栓销的
末端与连接卸扣齐平，如图中所示。

10. 取下紧固栓销，让新的绳索缓慢收回，直至卷筒导线和连接链环进入外壳内。
确保扁带绳未产生缠绕。

紧固卸扣栓销之后，不得将其松动或重新紧固。这将破坏防松螺纹
油，并且卸扣栓销可能会变得松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则必须更换
卸扣栓销。

确保扁带绳呈直角传送，在收回到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内部时 
未产生缠绕。

未能满足此条件可能导致设备故障、参与者严重受伤或死亡。

11. 重新装入管嘴配件 – 请参考上面的“重新装入管嘴配件”一节。

12. 将扁带绳缓慢收回到外壳内，检查该操作的顺滑性，并且可感受到适当的弹
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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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一旦绳索完全收回，使用合理的力度抽出一小段绳索，然后让其收回。重复该
操作两到三次，确保绳索牢固地缠绕在卷筒上。

14. 将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重新投入使用，检查其是否可正确操作。

更换零件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配备有大量用户可更换零件，用户可自行重新装入这
些零件，而无须将设备送回至 Head Rush Technologies 授权维修代理商。在更换
零件时，请务必遵循此《用户手册》中详述的制造商说明和提供的《零件更换 
指南》。

注意

为使您的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具备最佳性能，应仅使用正规的 Head 
Rush Technologies 零件和附件。

订购更换零件时，请指定零件号和提供零件的说明。

说明 零件号

更换扁带工具箱

QUICKjump 10086-01 

QUICKjump 带 0.8 米 
低安装 RipCord

11159-02 

QUICKjump 带 1.5 米 RipCord 10081-01 

QUICKjump XL 10085-01 

QUICKjump XL 带 1.5 米 RipCord 10082-01 

管嘴更换套件 

QUICKjump 10551-01 

QUICKjump XL 10088-01 

侧盖（带标签） 

QUICKjump 10286-01 

QUICKjump XL 10552-01 

如需订购更换零件或附件，请联系您的 Head Rush Technologies 经销商、 
服务中心或者访问 https://store.headrush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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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检修

有关最新的故障排除说明，请访问 www.headrushtech.com 的在线故障排除部分，
或与授权的 Head Rush Technologies 分销商或服务中心联系。

运输

为了确保您的 QUICKjump 自由落物运动设备的安全运输，它只能用授权的  
Head Rush Technologies 包装（箱子和包装材料）进行运输。如果找不到原包装，
可从 QUICKjump 自由落物运动设备服务中心购买更换包装，或者在  
www.headrushtech.com 网站在线购买。如果您以未授权包装运输 QUICKjump 自
由落物运动设备，则要承担损坏和必要维修所产生的费用。

关注环境保护

在运输自由落物运动设备时请重复使用原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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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详细信息

将 QUICKjump 自由落体运动设备返回制造商（地址如下所示），用于重新认证
或非计划的维修或修理。

地址

Head Rush Technologies
1835 38th Street, Suite C
Boulder, CO 80301 
USA

联系详情

+1-720-565-6885
www.headrushtech.com
info@headrush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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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您的设备
获取重新认证和产品信息的自动更新 - 请访问headrushtech.com/register

需进行年度重新认证
请保留您的设备包装箱。有关年度重新认证的说明， 

请访问headrushtech.com/recertification

2018 年 4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