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事項: 在安裝和使用本產品之前，請所有用家細閱並理解本指南中的資訊。

Vista
用家指南



警 告
TENTSILE不是玩具

嚴重受傷的風險。

在使用產品之前，請仔細檢查地面，扁帶和緊繩器。

請檢查樹木的健康和強度是否適合選作為樹帳的支撐點。 

推薦的設置高度：1.2米 / 4英尺 

最大的重量承載：400公斤 / 880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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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裝和使用本產品之前，
所有用戶都必須閱讀並理解本手冊中的資訊。

Tentsile V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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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
現在您是Tentsile Vista的成員！



介紹

Tentsile Vista為您和您的朋友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機會，以全新的自由和舒
適的方式體驗戶外的美好時光。

Tentsile發明的樹屋形式的帳篷讓用家可以帶到任何地方；將吊床的多功
能性與帳篷的舒適性和安全性互相結合。

Vista樹帳篷包括一個三重吊床，利用拉力將樹帳篷懸空在地面上，並擁
有一個優雅簡單的防蟲網和外帳。

獨特的設計創造了一個舒適的大本營，無論地面條件如何，都能提供更多
的保護；防止昆蟲，蛇和其他野外的動物 - 如果你喜歡冒險探索奇特的地
方。

這個產品是因為Tentsile愛護樹木而創造的，我們認為如果我們都在享受
樹上的時光，就不能砍伐樹木！

每售出一個Tentsile樹帳篷，Tentsile都會種植3棵樹。 :)
 
酷玩 ·露營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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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條款

Tentsile樹帳篷只能按照本指南所述進行安
裝。
 
請勿跳進樹帳篷或作為蹦床、鞦韆使用。本產
品不能用於攀岩或懸掛在懸崖峭壁。

請勿試圖將本產品用於非預期目的，並且遵守
高度和最大重量承載的限制。

請勿使用直徑小於25公分/10英寸的牆壁，圍
欄，街道設施，屋頂架，活動平台，柱子或樹
幹，因為它們可能不夠牢固作為支撐點。

請勿使用非本產品附帶的拉力組件。

請勿設置樹帳篷高於地面1.2米/4英尺或在堅
硬、尖銳的地面上。

在每次使用前，應仔細觀察及用手去檢查所有
帳篷組件和所有支撐點。

如發現任何損壞的組件，請馬上更換。

請遠離火源和尖銳物品。

如使用影響神志和判斷力的物品後，請勿使用
本產品。

孩童必須在成人監督下方可使用。
 
請勿做用表面出現結構問題的樹木或脆弱的樹
枝作支撐。

請勿在帳篷被使用時調整/打開緊繩器。

請勿在雷暴或強風天氣下使用。
 
請勿在地面不平的地方使用。

Tentsile不能作為防預各種動物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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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規格

尺寸：
4.1 x 4.1 x 4.1米 / 
13.5 x 13.5 x 13.5英尺
 

面積：
7平方米/ 75平方英尺

乾燥的地面上的門廊面積：
8.5平方米/ 90平方英尺

出入口：
x4

營袋尺寸：
58 x 25 x 24公分/ 
23 x 10 x 10英寸

內帳高度：
150公分/ 5英尺

營柱：
x3 11mm直徑的7001 T6陽極
氧化鋁合金

緊繩器和扁帶：
3x19英尺/ 6米尼龍扁帶，重型
電鍍工業級扣，承受拉力至少
2.5噸。

帳頂：
抗撕裂的防昆蟲網

帳篷重量：
10公斤/ 22磅

外帳：
70D PU塗層防水聚酯 3000HH

底布：
240D尼龍聚酯複合布，中段
以超過20公尺安全帶加強底布
強度。

最大承載人數：
3名成人

防火等級:  
抗燃標準合乎美國 CPAI-84及
加拿大FR16

不要超過最大承載重量400公斤/ 880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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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和免責聲明

Tentsile樹帳篷的安裝和使用可能涉及一定
的高度，會有潛在的危險性，有可能導致受
傷或死亡的風險。

安裝時不得由未成年人士所執行，成人執行
時必須格外小心。

請勿使用其他指南手冊或其他Tentsile文獻中
推薦的任何其他組件、零件、工具或材料。

懸掛系統的功能堅固程度取決於它最薄弱的
環節，必須遵守所有的指引和指導方針。

本樹帳篷只能按照本指南手冊中指示的方式
使用。在組裝和安裝時，樹帳篷在支撐點上
施加了很大的力量，所以必須非常小心使用
本樹帳以降低受傷或死亡的風險。 

如超過485磅（220千克）樹帳篷的最大負
荷，可能會導致支撐點和樹帳篷某些部分出
現損壞，而造成傷害或死亡。

Tentsile樹帳篷的製造商和經銷商明確拒絕
承擔任何責任。如用家因為使用本產品或
與使用本產品有關的任何人士因為使用本
產品而導致死亡、癱瘓、受傷或任何財產
損失 ，Tentsile樹帳篷的製造商和經銷商不
會承擔任何責任。

使用任何懸掛式的設備都有潛在的危險。即
使正確地使用，也可能有機會導致嚴重傷害
或死亡。使用本產品時務必具備危險意識和
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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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 Vista
Tentsile樹帳需要3個安全牢固的支撐點才能安裝。一旦找到合適的

位置，把Trillium 底座放在地面上的作為扁帶的參考點。

Trillium 底座

Vista 外帳

防蟲網

x3 營柱

x3 緊繩器

x3 扁帶

x3 地釘和
    彈性鬆緊繩

最小安裝距離：
5 x 5 x 5米 / 16 x 16 x 16英尺

最大安裝距離：
14 x 14 x 14米 / 45 x 45 x 45英尺

支撐點之間應少於90度

樹樹

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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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齊視線
以俯視的方式從緊繩器扁帶看，並看著帳篷底布上
的接縫，接縫和扁帶越接近直線越好。為避免樹帳
篷的性能受到影響，任何一側不應超過大約7英寸的
容差範圍。

樹 樹

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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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您選擇的樹幹上，拿著扁帶有繩
    圈一端圍繞樹幹。

繫在樹幹上的扁帶 

找到合適的位置，把Trillium底

座放置在地上，並每個角落指

向指定支撐點上。

當鋪設好之後，開始如圖所

示，用扁帶圍繞3棵被選擇的

樹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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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圍繞一圈，然後將其拉向帳篷。 3, 確保扁帶扁平的繫在樹上，

    不要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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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並鋪置Trillium底座在已綁上
    扁帶的樹木之間的地面上。

鋪置Trillium底座

拿出Trillium底座，並鋪置在選定的樹木之間

的理想位置的地面上。確保彈性交叉帶正確

的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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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方/尾端

前方:
把緊繩器連接到每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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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把緊繩器穿過繩圈。

5, 緊繩器的扁帶上有一個繩圈。

安裝緊繩器

當連接好樹幹和扁帶和Trillium也鋪設在

適當的位置上，現在可以將3個緊繩器連

接到Trillium每個角落的D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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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方/尾端

前方:
把緊繩器連接到每個角落



9, 拉緊並做出鞍帶結。

6, 把繩圈穿過帳篷角落的D環 。

10, 把扁帶拉緊，否則鞍帶結 
      會變得鬆動。

7, 把緊繩器再穿過繩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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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扁帶和緊繩器

將緊繩器的扁帶連接到D環上，現在可以與樹

幹的扁帶連接。當緊繩器連接上扁帶，請檢

查Trillium的整體位置，它的位置是否正中並

與每個支撐點對齊。

11, 確保扁帶有足夠的長度，
     把緊繩器和樹幹的扁帶連
     繫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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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起動緊繩器之前，盡量拉
      緊扁帶。

14, 通過在每個連接點處拉動多餘
      的扁帶，把帳篷從地面升起。 

12, 將樹幹的扁帶末端穿過主軸。 
 

13, 套進緊繩器並拉動，確保
      扁帶沒有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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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這樣做直到緊繩器的 
     手柄感到強大的阻力。

16, 向內推動內部閂鎖，就能鬆
      開緊繩器的安全鎖。

收緊緊繩器

收緊緊繩器將給予升起樹帳篷所需的拉力，

並可以輕鬆地調整緊繩器。在進入Trillium帳

篷之前，請確保緊繩器正確地處於鎖緊的狀

態。

注意 - 鎖緊緊繩器

把緊繩器手柄來回抽拉7到9次，以增加扁帶

的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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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鎖 鎖緊



 
   

提起內部閂鎖
手柄以解開安
全鎖。

往下推，鎖緊。

20, 完成後，將手柄推回關閉位 
      置並鎖緊。

17, 釋放手柄，並允許它曲柄。
18, 把手柄拉回來，開始 
      來回抽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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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緊緊繩器



 
    

21, 連接營柱，並將其放置
     在Trillium上。

插入營柱

Vista提供3根營柱，把每根營柱伸直。在每

個角落都有一個營柱插座。把營柱安裝好

後，3根營柱將在中心彼此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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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插入營柱

這裡插入營柱

這裡插入營柱

22, 每個角落都有一個營柱插
     座。把營柱插進插座。



 
    

23, 把營柱安裝好後，3根營柱將在中心
     彼此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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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每一個角落都有栓扣、繩圈
     和鉤。

24, 鋪置外帳和找出尾端。

外帳

拿出外帳並且把鋪置，找出尾端（標誌在正

面）。把外帳放在Trillium和營柱上，然後用栓

扣和繩圈把每個角落扣在Trillium下面。現在

把鉤子穿過D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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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把外帳放在Trillium底座和 
      營柱上。

28, 然後用栓扣和繩圈扣在
      Trillium底座下面。

26, 把外帳拉到對應的角落，
      讓外帳覆蓋Trillium底座。

29, 扣好每個角落和把鉤穿過
      D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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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營柱連接到外帳

現在營柱和外帳重疊，拿起一根營柱並輕輕

地將其彎曲橫過底座，將其插入外帳上的營

柱插座 。然後拿起營柱，將它們從裡面拉到

外帳的中央，然後把它綁好並固定。

33, 穿過艙口站立起來，向上

      抬起營柱推向外帳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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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跟據外帳的鋪設，拿起
      營柱未被固定一端。 
 後方/尾端:

先運接這裡



34, 使用連接的繩帶，將兩根營

     柱固定在一起，以免移動。

31, 輕輕地將營柱彎曲橫過底座，
     插入外帳上的營柱口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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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現在使用外帳上附帶的C形夾 
      穩固營柱。

32, 確保3根營柱都安插在營柱口
      袋中。



安裝防蟲網

2017年我們推出了一種新的固定方法來取代

用彈性鬆緊繩作固定。

如圖所示，它們具有2個可拆卸的C形夾，可

以連接緊繩器手柄。

38, 把防蟲網扣在帳頂營柱上  
      的C形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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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拿出防蟲網並展開它，以便
      在底座上放置。



40, 使用防蟲網上的彈性鬆緊繩   
      來獲得額外的高度。

39, 使用防蟲網上的繩帶將其固
      定在營柱並將其提起。

37, 鋪設防蟲網後，可以在防蟲網中心找到C形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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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防蟲網

當防蟲網被連接在外帳下面，現在角落

可以被固定。

防蟲網上的每個角落都是彈性鬆緊繩的

鉤環，只需將其固定在底座下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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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在防蟲網的每個角落會找到
     彈性鬆緊繩的鉤環。

44, 仔細檢查緊繩器是否安全地鎖緊。
      確定好後，那就安裝完成了。
 



42, 把繩子拉到角落下面，然後
      扣在防蟲網上的繩圈上

43, 當連接好後，把邊緣整理好，
     使其平坦和沒有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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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仔細檢查緊繩器是否安全地鎖緊。
      確定好後，那就安裝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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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新款的外帳

2017年我們推出了一種新的固定方法來取

代用彈性鬆緊繩作固定。

如圖所示，它們具有2個可拆卸的C形夾，

可以連接緊繩器手柄。

只需將C形夾子扣在手柄
上即可。

從尾巴開始。



重複外帳的其餘角落。確保C形夾帶不扭曲並平放。

拿起C形夾，拉向緊繩器手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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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校樹帳篷底座下的扁帶

注意： 所有Tentsile Trillium來自工廠直接預先校準。在多次使用之後，您只需要重新校準地板，但隨著使用時
間長了，布料會有所伸展，但是安全帶不會，您可能需要每年進行一次該重新校準的操作，以確保地板保持在
均衡和平均的拉力。

如果帳篷的外邊緣比地板下面的寬鬆，則需要鬆開

地板下的扁帶。在外部邊緣（外圍扁帶）和地板下扁

帶之間找到適當的平衡點可能需要一些練習，但是

您會知道什麼時候合適！

如果您覺得您在使用時向外（向帳篷邊緣）或向內

（朝向中央艙口）滾動，應該執行此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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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鬆開所有的地板的扁帶，通過調節在底座每個角

落下方的搭扣，向後調校3寸/ 10公分位置左右。

2, 按照正常的設置，將多餘的橙色扁帶拉過來，將帳

篷從地面升起，並收緊緊繩器把樹帳篷從地上升起。

3, 把帳篷升高，並設置在一半的拉力狀態（應該仍然

能夠輕鬆地上下捲起約1寸/ 30公分）。

 

4, 通過調節每個角落的搭扣，在地板扁帶下方拉下，

之前因為使用出現的摺痕在每個角落大約是1/2寸/ 

1公分。

5, 把緊繩器收緊到最大拉力，並檢查所有側面彼此

拉力都是相等的，也與地板下的扁帶相同。

6, 重複上述步驟，直到在帳篷的每個邊緣與分開每

個吊床的帳篷下面的地板帶之間保持適當的平衡。



1) 拿著長長的扁帶尾端繞過樹幹，然後拿著扁帶走
向樹帳篷。

2) 將緊繩器穿過Tentsile每個角落的D環，然後將緊
繩器穿過繩圈。

3) 將扁帶尾端穿過緊繩器，拉出所有剩餘的橙色扁
帶。抽拉緊繩器，直到橙色扁帶繞過主軸至少1.5整
圈後鎖緊。這將防止在移動到下一個角落之前發生
任何滑動 。

4) 在每個帳篷角落重複步驟3，盡可能地保持帳篷
角落指向各自的支撐點。
 
5) 重新審視所有的角落，並根據需要進行調整。使
用每條扁帶的水平視線，將樹帳篷集中在已選擇的
支撐點之間。在每個方向上都有大約7°的差距範
圍。

6) 盡可能鎖緊緊繩器。在進入樹木帳篷前，確保緊
繩器處於鎖緊狀態。

7) 捲好並整理扁帶尾部以避免任何可能被絆倒的危
險。

如何使用緊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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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鎖 鎖定

將緊繩器手柄往復拉抽7至9次，以增加扁帶的拉
力。



政策

保養
在每次使用之前，務必對所有組件進行仔細的檢查
以確保是否有結構上的損壞，並在包裝之前徹底乾
燥。帳篷應該安全存放在乾燥的環境中。

退貨
用家可以在購買後四周內退回此產品，並且獲全
額退款或更換。如在合理使用的1年內出現製造缺
陷，產品可以退回作維修或更換。

天氣
本樹帳篷不適合在惡劣天氣下使用。如果因天氣因
素，如風暴，暴雨，強風或閃電等危險情況，請勿
在這些情況下使用或停留在樹帳篷中。在惡劣的天
氣下，建議把Tentsile樹帳篷拆除並存放起來，以免
滯留在裡面並受到這樣的條件限制。離開樹帳篷，
並在惡劣的天氣安裝可能會導致潛在的破壞和/或
損壞（不包括保固範圍）。如“樹帳篷”受到這樣的
條件限制，那麼在將來的使用之前，應該對樹帳篷
的支撐點/懸掛系統進行詳細的檢查。儲存前一定
要徹底乾燥樹帳篷。

客戶服務憲章
質量第一： 
我們將製造，銷售和分發世界上最優質的樹帳篷。

以客戶為中心： 
我們將向用家和同伴提供及時，周到，高效的服
務，誠實正直，專業，清晰和及時的信息。

Tentsile承諾： 
我們在製造，分銷，銷售和服務的所有交易中努力
爭取“第一次，每次都做對”。

本政策不包括環境因素，天氣因素或災難性事件造
成的損害。

聯繫我們
info@tentsile.com

*按照預期使用和在此概述，連續使用不超過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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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細則

Tentsile樹帳篷是專為玩樂，放鬆，野營/睡覺而設計。請

勿跳進去，作為蹦床或鞦韆使用。它不能用於攀岩、懸

崖峭壁、懸掛在懸崖大石上。請勿將Tentsile 樹帳安裝

在可移動的平台或支撐點上，本產品並不能用於這種娛

樂或活動。不要試圖將本產品用於非預期目的，並且務

必遵守高度和體重的限制。

保固服務 

一年的保固服務包括面料，組件和製造時所產生的故

障問題。本保固保證涵蓋了產品的功能，如正確地根據

Tentsile用家指南中規定的預期用途使用，包括網站。

保固服務不包括由於不當的使用、不合理的使用或疏忽

而導致的任何部件的損毀或故障；用家使用尺寸不足或

不健康的樹木；或在帳篷附近含有尖銳物體或火災；或

超過推薦使用人數；或推薦的設置高度。

本政策不包括環境因素，天氣因素或災難事件所造成的

損害。

對於通過未經授權的經銷商或二級經銷商購買的產品，

本保固條款不予承認。

未經授權的和/或轉售的產品不能由授權經銷商銷售的原

始產品的高質量標準和可靠性作根據。通過從未經授權

的經銷商處購得的產品，用家有機會獲得假冒，被盜或

再製造的產品，並將其列為新產品。

如要提交任何潛在的保固服務，用家將需要提供產品購

買證明書。

除以上所述之外，本產品的製造商，銷售商和分銷商不

會就產品作出所有明示或隱含保證作出 免責聲明，而此

等保證範圍包括但不限於隱含的可銷售性及特殊用途合

適性保證。

對於因違反合同，違反保證，侵權（包括疏忽），產品責

任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的特殊，間接或偶然的損害，製造

商，銷售商和分銷商不承擔任何責任，即使用戶已被告

知損害的可能性。違反此處的說明和警告視作放棄索賠

的要求。

Tentsile樹帳篷用家須同意，對於製造商，銷售商和分

銷商的任何責任，索賠或賠償，用戶的全部賠償只限於

Tentsile樹帳的購買價格，並且不可撤銷地免除對該用家

可能具有任何其他損害的所有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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