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OTT STEvENS

2015

就  快  比  固  定  
器  更  有  用  了

雪 季



1. the scromper 5. mini claws2. shark teeth 6. mini hearts3. mega anchor 7. mini seaweed4. mega claws 8. grab rails 9. phone traction

preston & d awn strout

BRANDON HOB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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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你能喜欢我们的这九种产品，并感谢你对我们这个小型

家族企业的支持。我们热爱我们所做的一切。



ScOTT STEvENS 2. SHARk TEETH1. THE ScROMPER

scot t stevens

bl ack white clearish neon orange neon blue neon green

bryan fox

ScRAPES STOMPS ScROMPS

bl ack white clearish red neon Yellow neon blue

made from plast i - car t i lage™

made from plast i - car t i 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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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穿带固定器之前可以刮掉你

鞋底的雪。另一个功能是当你下

缆车吊椅的时候踩在它上面你的

鞋不会在雪板上打滑。

适合任何滑雪板从高处下滑中使用

【单片装】 【单片装】

刮掉鞋底的雪和冰块 不佩戴固定器时保持
你鞋在雪板上的位置

这就是SCROMPER

当你需要一个简单、干净、传统的防滑贴，没有什么

比的上这个能像牙齿一样咬住你鞋底的小防滑垫了。

合作款移除鞋底附着物

它们是我的最爱，我把他们切成小块

和Mini Claws一起使用



4. MEGA cLAW3. MEGA ANcHOR

 Mega Anchor

Jesse bur tnerJaeger bailey

bl ack bl ack/redwhite red bl ack/ white white/pink/orangeneon Yellow neon blue bl ack/ Yellow red/ whiteneon green

made from c- foam™

made from c- fo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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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航行在群山中雪海里与贴有

防止你的鞋在雪板上移开。

的滑雪板并肩作战时，

无论你是下缆车吊椅、拉着绳索拖牵，或是单脚滑行时这个锚都会

它真的像锚一样把我脚拴在了板子上

强力抓牢大抓爪

【单片装】 【双片装】

这些经典的大螃蟹爪子是我们的销售典范，
哪里打滑就在哪里贴上一对 - 没有任何东
西会比螃蟹爪子爪的更牢。

只有一种方法你能得到迷你版就是去
找          ，这个大螃蟹爪子就是我们
的法律

MEGA



5. MINI cLAWS 6. MINI HEARTS

Mini Claw

Mini Claws 
Grab Rails 

bode merrill

bl ack redwhite red redneon Yellow redneon blue redneon green

made from c- foam™

made from c- fo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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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爱你没有任何东西的抓力比得上螃蟹

这些最原始的迷你款，多个小块的设计可以让你随心

所欲的把他们放到任何你想放的地方。每包4片小爪

子每片都有完美的控制力。

一包

加上一些

这是我的标配

灵感来自 这个小防滑贴可以停止你滑倒，并坠入

爱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理、感情和拖引的需要，所以

你将这些小心放到你想要有附着力的任何地方吧。

【4片装】 【4片装】



  7. MINI SEAWEED 8. GRAB RAILS

preston strout

bl ackneon green neon green neon green white red neon Yellow neon blue neon greenneon green

made from c- foam™

made from c- fo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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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的黏着物

这个口袋里的防滑贴我们做成了海藻的样子，如与其他任何活的

或者死的植物相似纯属巧合。

这是我们做过的最愚蠢的 - 以前我们还做过

假呕吐物的

条条牢牢抓住你

【4片装】 【双片装】

这个产品把我们带回到以个

人抓板动作来衡量人的时代

（而不是在跳跃中翻多少圈）

当单板滑手们努力抓板的时

候，他们的手经常会从板子

上滑开，滞空感、好的风格

和这些小东西正是他们真正

需要的。

有了crab gtab 让我们一起

跳起来抓住板子踩的固定器

吱吱作响吧。



5-panel foam & mesh masterpiece.
patch sewn on front. 
redneck tested. redneck approved. 

SOFTGOODS

 
Black

 
Black, Maroon

 
Black, Orange

 
Black, White

 
Heather Charcoal

 
Black

 
Classic Camo, Black 

 
Heather Grey Black, Grey, Orange, White 

american apparel 50/50 logo 
screened in white. The one we’ll 
make forever.

100% cotton lightweight hoody logo 
screened in white. it keeps getting 
better each time we reissue.

american apparel 50/50 graphic 
screened in white. kani means crab, 
and crabs mean business.

nylon snap Front windbreaker. the claw 
screened on the chest & Full logo screened 
on the back. The best fitting nylon wind-
breaker, with an amazing slippery liner. 

100% cotton lightweight hoody
logo screened in white & black
the claw is our master.  #toystory1 

acrylic 3-hole “ski” mask
embroidered tear drop claw.
Fold it up or flip it down.

acrylic knit cuff beanie
black/white reversible patch label
Ain’t a damn thing changed.

100% wool, black &  
white embroidered claw
built to us military spe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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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家只制作限量经典款产品的公司, 由于急于把图册呈现给大家,因此

如果这个图册看起来没有那么专业, 我们深表歉意. 我们所有的T恤、帽子和帽衫全部是是在

俄勒冈州的家中设计和制作的。

经典T恤 蟹T恤 经典教练夹克 蟹钳棒球帽

经典帽衫 蟹钳帽衫 悍匪面具 经典滑雪帽 战争羊毛帽



 PHONE TRAcTIONPHONE TRAcTION

alexander graham bell

redbl ack neon Yellowwhite neon pink neon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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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和 打个招呼

减少手机掉地上的次数

【单片装】

适用于绝大多数手机

放在兜里最安全

不容易从手中滑出

这真是个天才的发明

就像给手机加上了防护垫

通用型

防滑不易摔

更易把握
增强缓冲

为什么要让该死的手机经常会滑落到地上呢？

赶快将我们的产品贴到你的手机或手机壳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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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区总代理：

北京顶峰极限商贸有限公司

WWW.DFXTREME.CN

整个翻译由InSkI在云顶山顶玻璃房完成，外面已下雪,如有错误请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