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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在高楼林立，写字楼一座座矗立，快节奏生活的现在，城镇居民人口急剧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居住于水泥高楼中，

在享受着高品质生活的同时，安全隐患也越来越多，高层火灾频发让楼宇安全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牧德空降器是

一种可让人随绳索从高层室外匀速下降的紧急逃生安全救生装置。该空降器是一种往复式高楼火灾自救逃生器械，

当楼宇发生火灾时，浓烟烈火封闭疏散通道的危急情况下，被困人员可利用它安全迅速地“从天而降”，从而脱离

险境。牧德空降器不用电，不借助外力，靠人的自重即可实现匀速下降。它操作简便，无须专门训练，男女老幼均

可使用。是高层住宅、宾馆、办公楼、商场、银行、医院、公共娱乐场所等常备的救生空降设施。

牧德 Myfly 空降器

There are many high-rises and high-rise offices in the office buildings. Nowadays, the population of urban 

residents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More and more people live in high-rise cement buildings enjoying 

more quality life while more and more potential safety problems. Frequent high-rise fires make the issue 

of building safety is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Mode, Airfly Airborne is a kind of allow people with the rope 

from the high-rise outdoor emergency escape safety lifesaving device, the airborne is a reciprocating 

tower Fire self-help escape small devices. When there is a fire in a high-rise building, the fire-fueled fires 

will close the evacuation channel and the trapped personnel can use it to safely and quickly escape from 

the sky.Mode AirFly Airborne without electricity, without external force, by the weight of people can work, 

regardless of the level of weight to achieve a uniform decline. It is easy to operate, without special training, 

men and women can be used. Life-saving air-landed facilities on hotels, office buildings, shopping malls, 

banks, hospitals

MYFLY



population

城镇人口

住房面积 中国正在走向城镇化，据 2016 年人口统计显示镇城人

口数量突破7.7亿，占总人口56%；

这其中不包括农村人口外来务工人员，居住在楼房中的

居民与各大商用写字楼中的工作人员的安全保障和担忧

促使了安全楼宇安全装备的平民化进程，楼宇安全是未

来公民生活的基础保障。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按常住人口家庭来算，

户均约1.08套住房，商用办公楼宇随着经济快速度发展

也以惊人的速度在提高，近些年楼宇安全被广范关注。

高楼林立／人口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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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电路线路／燃气管道交织

居民楼的密集，电线路、燃气管道的交织导致楼房安全隐患越来越突出，随

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高层楼宇的安全消防也越来越引起重视，即便逃生

口、安全通道无拥堵，消防灭火装置按照规定如数摆放安置，依然无法避免

高层火情的巨大安全隐患。

燃气管道的交织导致高层火灾蔓延迅速，对居民生活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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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高层火灾

每年火灾造成的轻伤的更是不计其数，直接财产损失10多亿元。

    这些数据只是伤残人数以及确定死亡人数，不包含失踪人口以及轻伤人员，在火灾发生时，中高层业主火势蔓延迅速，

难以控制，对于中高层逃生而言每一分、每一秒对于生命而言都非常重要。当消防人员到达救援点后会根据火势优先选择

救援对象，这期间一部分人在等待的过程中导致烟雾窒息死亡的发生几率非常高，避免这些情况的有效解决方案就是业主

加强自救逃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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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燃气使用不当

21%

可燃物自燃等

8%

吸烟等明火

15%

电路／电器

17%

恶意纵火

3%

其它特殊原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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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在高层火险发生时，只有21%的人可以实现安全逃生；

23%
在火情蔓延后有将近23%的人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生命随时面临着死亡；

33%的人不幸身亡

在发生中高层火情时，只有21%的人可以安全逃生，将近79%
的人无法有效自救。

29%
在火灾发生时，轻重度烧伤导致日后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的业主数量超过29%；

27%
在火灾发生时，死亡人数死于烟雾窒息的数量27%。



lease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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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扑火/救援难度大

高层建筑高达数十米，甚至达数百米，发生火灾时从室外进行扑救相当困

难。一般要立足于自救，即主要靠室内消防设施。但由于目前我国经济技术

条件所限，高层建筑内部的消防设施还不可能很完善，尤其是二类高层建筑

仍以消火栓系统扑救为主，因此，扑救高层建筑火灾往往遇到较大困难。例

如：热辐射强、火势蔓延速度、高层建筑的消防用水量不足等。

牧德Airfly空降器的研发初衷也是源自于为更多的有需要的人提供更多的安全

保障！



Danger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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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势蔓延快

高层建筑的楼梯间、电梯井、管道井、风道、电缆井等

竖向井道多，如果防火分隔处理不好，发生火灾时就好

像一座座高耸的烟囱，成为火势迅速蔓延的途径，尤其

是高级宾馆、综合楼和图书馆、办公楼等高层建筑，一

般室内可燃物较多，一旦起火，燃烧猛烈，蔓延迅速。

据测定，在火灾初期阶段，因空气对流，在水平方向烟

气扩散速度为0.3米每秒，在火灾燃烧猛烈阶段，各管

井烟气扩散速度则可达3－4米每秒。假如一座高度为

100米的高层建筑发生火灾，在无阻挡的情况下，半分

钟左右，烟气就能顺竖向管井扩散到顶层，其扩散速度

是水平方向的十倍以上。 

逃生出口打开后火情迅速蔓延至逃生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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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疏散困难

高层建筑的特点：

一、层数多，垂直距离长，疏散到地面或其它安全

场所的时间长；

二、人员集中；

三、是发生火灾时由于各竖井空气流动畅通，火势

和烟雾向上蔓延快，增加了疏散的难度。

我国有些经济较发达城市的消防部门购置了少量的

登高消防车，但大多数有高层建筑的城市尚无登高

消防车，而且其高度也不能满足安全疏散和扑救的

需要。普通电梯在火灾时因不防烟火或停电等原因

而无法使用，因此，多数高层建筑安全疏散主要是

靠楼梯，而楼梯间内一旦窜入烟气，就会严重影响

疏散。这些，都是高层建筑发生火灾时进行疏散的

不利条件。 

观感  ／  情感  ／  安全感

逃生通道易造成踩踏、逃离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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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生出口遇到的最常见的问题

一、无法判断楼层间的火情；

二、人员集中逃生，拥挤慌张，踩踏形情同样危及生命；

三、火灾发生时，各楼层逃生人员会打开逃生通道的门，导致逃生通道同样也

会发生烟雾以及火情。

无论是安全出口还是逃生通道都是由楼梯造成出口有封闭措施，平时并没有人

随意打开，而发生火情时，我们得到防爆警鸣时，火情已经产生，并且我们无

法判断火情是由哪一楼层产生的，那我们是向下走？还是向上走呢？这不仅是

一个选择题，更是生命的岔路口！

危险发生时，通道口的灭火器数量有限，大批人员逃生，逃生通道的火情同样

严重，窗外即是安全地，这个时候一个空降器是多么的重要可想而知！

生命的岔路口，怎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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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熊燃烧的大火淫威肆虐，人力在这样的天灾面前瞬间变

得如此渺小而无助，一切的哭喊，焦急以及撕心裂肺的绝

望都于事无补，身处高楼上的每一条生命随时都有可能被

吞噬，浓烟、烈焰、高温炙烤以及由此带来的恐惧绝望，

都可能是致命“杀手”。黑暗笼罩着这片大地，楼上的人

们求生无望，自救无门，时间就是生命，除了被动等待，

可还有别的逃生路径？

大火无情/求生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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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就是消防员
增强自身安防有效逃生能力；

生命不等待
不要等险情发生时在去行动；

尊重生命和爱
有效自救是每个人对生命的尊重，这份对生命的
尊重是爱，给予我们的家人和爱的人。



love
is care

爱是关怀
无法预料的情况发生时，我们往往手足无措，在发达国家例如

德国和日本，对于自救安防器材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了。

火情发生时，不要让爱你的人等太久，也不要让你爱的人担心

你太久。在家人眼里每一份子都是一份生命的承诺，一份对于

未来的热爱。

爱他就送他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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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家是一个永远温馨而动人的话题

繁忙的工作结束，收拾一天的心情回到家中，对家人的依赖就变得格外重要，为了家庭

孩子和爱人我们努力的奋斗着，生活不就是为了这群爱着我们的人和我们爱着的人么？

生命中每一分、每一秒都需要爱人的陪伴。

那么我们对家人的关爱呢？给他们住着舒适的房子，优质的生活品质，更重要的是给予

家人更多的健康和安全。所以把安全生活、健康生活、品质生活这三大生活真正的结合

构建在一起才能实现我们追求的理想之家，动人之爱！只要活着才能更幸福，难道不是

这样么？ 

安全生活 健康生活 品质生活

人口密集度：65%

火势蔓延速度

安全逃生率：10%



忘了吗？它就在身边

这些情况您的家中是否有发生过？那您离危险真的就只

差一步，在面对险情时，我们一种方法是尽量避免，但

是由于种种原因避免不了？那么我们必须要加强我们自

身的自救能力，为自己、为家人、为爱人创建起一份足

够安全和健康的生活环境，加强自身的自救能力，这是

未来的发展趋势。

对父母的爱是深沉内敛的

我们工作了，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但是我们始终牵挂着那在我们困难时、幼稚时、成长时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朋友、父母。总会在

一些特殊的时候牵挂着他们，是打个电话问侯一下？

每年假期回家时想好久到底应该送父母什么礼物呢？

家里有些什么事，我们总会莫名的担忧，看到新闻上每一天报着各种火灾，我们也会特别的担忧。那就是爱，对至亲的人心底里的牵挂，

其实心里垫记的是他们是否平安！牧德空降器为您解决这个担忧！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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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进化论

你与超人之间只差一台空降器    
保存于距离窗户较近的柜子或书架上都即可。当火情发生时可以随手拿到。外

型简约放置方便，让您的家更是一份安全美好的安详之地。

safety evolution



为安全而生
born for safety

www.mode.top
官方订购网址

MY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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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场景 安装情况
在一些高楼安装空降器的时候，如果安装不当，可能就

会起到反效果，在我们火灾逃生中不仅不能起到预期的

效果反而会危及使用者的生命。

当安装我们产品的时候，最好的安装方式是直接安装到

窗口的正上方。这样的话，空降器的绳子不易打结。

如果遇到飘窗，我们怎么安装呢？可以安装到邻近窗口

的墙面上。这样的话，让自己和家人在紧急情况下能迅

速逃离危险。

飘窗的安装方式

USE
SCENA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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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室的安装方式

也有许多人会把空降器安装在窗口下方无障碍物的位置，例如：离窗口较近

的卫生间墙壁上，便于逃生者往外撤离。

这样的话，可以保证绳索与调速器基本垂直，使调速功能正常起作用。

Myfly空降器，平时不会经常用到，但遇室内潮湿，则需要定期检查膨胀螺

栓、锚点与墙面是否有松动的地方。是否有锈蚀不能承担的情况，一旦出现

情况应当立即更换或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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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VE THE 
WINDOW 

直接安装于窗口上方

逃生人员将空降器安全悬挂在窗口上方的坚固墙壁上，使

控制器暴露在窗口上方，保持绳索基本处在垂直状态。将

绳索圆盘抛出窗外，使绳索展开暴露在窗户外面并保证安

全带端头接触到地面。需要注意的是，空降器位置固定要

安全、可靠、牢固，被救者的安全带拴好后要认真检查，

需在绝对安全的前提下，方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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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制动刹车
离心制动装置实现快速、平缓下降

安装便捷
固定锚点后，仅需几十秒即可安装完好

30s

缓降速度                           （0.8-1.5)m/s

设备重量                             1.8kg(不含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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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挂钩

安全压盖

绳索导轮

一体压铸机身

双离心制动

航空铝材金属分子稳定

牧德空降器是由吊环、调速器、安全带、安全绳等组成，本产品机身

采用航空铝材，重量轻，内含双制动系统确保了运行时的稳定性，经

过长达半年的测试及强度试验，在极端环境中运行平稳。

采用德国领先的机械技术，达到 50 次的安全下降次数，设备重量仅 

1.8 kg ,通过引进德国领先的缓降技术实现匀速下降有效控制了下降时

的风险，同时超净音运行，小小机身几乎一手掌握，安全理应握于自

己手中。

德国领先工艺／将安全升级到安心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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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传动部分：有别于同类产品采用的铸造齿轮，采用低碳合金钢材质精密加工而成，强度高于铸

造齿轮3倍以上。

制动器：小巧的制动器，运用离心原理配合自有专利技术以及军品级别摩擦材质，实现平稳减速；

双制动更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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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
brake

双离心制动系统



SAFETY

无论再高 都觉得很安全

在家里则把空降器箱放在全家人都知道的地方，在离地面1.5米离窗口

半米，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安装有足够强度的膨胀螺栓。当然，安装在

室内，使用时调速器绳索之间角度要比安装在室外大，但这么安装这

个角度在可接受范围内。

总的来看，最好是安装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而且要避免受到室外

的光线以及雨水的侵蚀，并且在平时最好是做好日常的保养，在到达

保质期之后，及时的去进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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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掌握／安全在握
体型小巧，重量轻，是一款专为家庭楼宇逃生而生的轻

量级空降装备，一机在手，安全在握。

Mini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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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火险发生时  

① 业主快速将空降器挂置于安全锚点；   

② 将安全绳抛置地面，确认无打结状况，如有打结要及时将安全绳缕直；

③ 穿置红色安全带置于腋下位置，调节安全带安全扣至胸前10-20cm处（以穿戴舒适为宜）；

④ 安全下降，下降时，注意避让障碍物 。

双安全带／循环使用  

① 第一人安全着地后，第二人才可操作；

② 必须确保向上运行安全绳在下降过程中没有被任何钩挂，下降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障碍物。

operation

60秒逃生/触手可及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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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平稳 匀速降落

从窗口或平台，面向墙壁，离开落脚点滑落，这时，一手

抓住绑在身上的安全带，另一只手握住滑绳，随着滑绳自

动降落，双脚可以轻轻点一下墙壁。滑落过程中要始终保

持直立的姿势。在接近地面时，最好把双脚微微抬起弯

曲，防止落地时扭伤脚腕。一个逃生者降下来之后，下一

个可以接着来。

空降器依靠使用者自身重量的摩擦或调速器的自动调整、

控制下降速度，从而安全平稳降落。

LAN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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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安全带／实现循环逃生

成人／儿童安全使用
牧德空降器克服了现有同类产品在低载重运行上的弊端，实现30kg（343+5N)

的匀速运行。在火情发生时，体重达到30kg即可使用这款家用空降器进行逃离，最高载重可125kg（981+5N)婴幼

儿可与成人一同逃离，实现了多人循环逃离。

最小载重／343+5N

30 kg

最大载重／981+5N

125 kg

老人 成人

成人与婴幼儿
体重30kg以上

儿童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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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打开包装盒

2/ 将安全扣与空降器机身相连

危险发生时
我们应该如何使用空降器？

3/ 将安全扣挂置于安全锚点上 4/ 将安全绳抛掷楼底确认无勾挂情况

5/ 将安全带戴于腋下位置，安全调节扣调节至10-20CM处 6/ 安全自救，平稳落地



1 0倍

安全系数
专业强度测试

缓降技术
实现匀速下降

双安全带
Double
Brake

循环逃生
Recycling

57 58

使用的一端
缓慢下降

绳索另一端
逐渐上升



安装便捷 不失美观
在安装使用时，我们建议用户选择提前安装好固定

锚点，进需几十秒即可安装完成。

EASY
TO INSTALL

30
快速安装
仅需30秒

提供免费
上门安装

59 60



存放方便／不占空间
存储于距离窗户较近的柜子或书架上都可以轻松保存，

当火情发生时，可以随手拿到，外型简约放置方便，让

您的家更是一份安全美好的安详之地。

Convenient 
Storage

61 62



生命每一分、每一秒
都值得被尊重

63 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