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產品型錄
超越台灣安全法規
更方便的操作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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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

１．進口的施工平台馬達維修，以及相關零件供應

２．平台馬達製造

　　ａ．施工平台馬達
　　　　　　荷重：800KG
　　　　　　主要裝設於電 ,貨梯安裝及修理工程的各規格施工平台。
　　ｂ．各式吊籠馬達
　　　　　　荷重：320KG
　　　　　　說明：主要裝設於高空作業工程 , 各規格型號吊籠 :
　　　　　　1Ø 220V、3 Ø 220V/380V.

３．無架施工平台製造
　　　施工方便、可視電梯孔大小自由調整寬度，適用任何尺寸電梯孔。

４．各式吊籠代檢
　　　定期吊籠檢驗、舊吊籠重新檢驗、吊籠複驗、軌道代行檢驗及申請使　　　
　　　用合格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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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籠與馬達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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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YPEV1

載重 CMU / WLL (kg) 800kg

電機 (HP) 3HP

電壓 (V) 220V60Hz 單相

穩定電流 14A

重量 (kg) 64

工作速度 (M /min) 10M

鋼絲繩直徑Ø型號 Ø9mm (4 股 36 絲 )

最大破斷力 (kg) 6728

上限開關 標準配裝

超速裝置 選購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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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YPEV2

載重 CMU / WLL (kg) 800kg

電機 (HP) 2HP

電壓 (V) 220V/60Hz 三

穩定電流 6A

重量 (kg) 68

工作速度 (M /min) 10M/ 20M

鋼絲繩直徑Ø型號 Ø9mm (4 股 36 絲 )

最大破斷力 (kg) 6728

上限開關 標準配裝

超速裝置 選購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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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YPEV3

載重 CMU / WLL (kg) 800kg

電機 (HP) 3HP

電壓 (V) 220V/60Hz 三相 4P/2P

穩定電流 6A-12A / 9A-8A

重量 (kg) 64

工作速度 (M /min) 10M/ 20M

鋼絲繩直徑Ø型號 Ø9mm (4 股 36 絲 )

最大破斷力 (kg) 6728

上限開關 標準配裝

超速裝置 選購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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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YPEV3

載重 CMU / WLL (kg) 800kg

電機 (HP) 3HP

電壓 (V) 380V 三相 4P/2P

穩定電流 4A-3A / 6A-5A

重量 (kg) 64

工作速度 (M /min) 10M/ 20M

鋼絲繩直徑Ø型號 Ø9mm (4 股 36 絲 )

最大破斷力 (kg) 6728

上限開關 標準配裝

超速裝置 選購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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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00 型

機型：電動 100 型 ( H100 型 )
※所有吊籠皆具〖吊籠使用檢查合格〖證照

作業床長度 1米
性 能 積載荷重 240 公斤

升降速度 7.5 公尺 /分鐘
最大揚程 無限揚程

升降裝置 捲揚機 循環摩擦捲筒式
升降捲揚馬達容量 3Ø/0.5KW , 1Ø/0.75KW
煞  車 200%
鋼  索 直徑 8mm  破斷力 4.4 公噸

電氣相關裝置 使用電源 3Ø/ 220V ,3Ø/ 380V , 1Ø/ 220V
漏電遮斷器 額定感度 15MA 內動作高速型

控制相關裝置 上下按鈕開關 附 "防水型 "按鈕開關 3.5mm2  x 4C 電纜
安全裝置 人員救命索 直徑 11.5mm ,3389kg 破斷力（登山繩）

救命索防墜扣 專利品項
過捲預防裝置 極限開關
手動升降裝置 手搖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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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80 型

機型：電動 180 型 ( H180 型 )
※所有吊籠皆具〖吊籠使用檢查合格〖證照

作業床長度 1.8 米
性 能 積載荷重 240 公斤

升降速度 7.5 公尺 /分鐘
最大揚程 無限揚程

升降裝置 捲揚機 循環摩擦捲筒式
升降捲揚馬達容量 3Ø/0.5KW , 1Ø/0.75KW
煞  車 200%
鋼  索 直徑 8mm  破斷力 4.4 公噸

電氣相關裝置 使用電源 3Ø   / 220V , 3Ø   / 380V , 1Ø   
/ 220V

漏電遮斷器 額定感度 15MA 內動作高速型

控制相關裝置 上下按鈕開關 附 "防水型 "按鈕開關 3.5mm2  x 4C 電纜
安全裝置 人員救命索 直徑 11.5mm ,3389kg 破斷力（登山繩）

救命索防墜扣 專利品項
過捲預防裝置 極限開關
手動升降裝置 手搖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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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米吊籠 220V

機型：電動 180 型 ( H180 型 )
※所有吊籠皆具〖吊籠使用檢查合格〖證照

作業床長度 1.8 米
性 能 積載荷重 240 公斤

升降速度 7.5 公尺 /分鐘
最大揚程 無限揚程

升降裝置 捲揚機 循環摩擦捲筒式
升降捲揚馬達容量 3Ø/0.5KW , 1Ø/0.75KW
煞  車 200%
鋼  索 直徑 8mm  破斷力 4.4 公噸

電氣相關裝置 使用電源 3Ø   / 220V , 3Ø   / 380V , 1Ø   
/ 220V

漏電遮斷器 額定感度 15MA 內動作高速型

控制相關裝置 上下按鈕開關 附 "防水型 "按鈕開關 3.5mm2   x 4C 電
纜

安全裝置 人員救命索 直徑 11.5mm ,3389kg 破斷力（登山繩）
救命索防墜扣 專利品項
過捲預防裝置 極限開關
手動升降裝置 手搖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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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60 型

機型：電動 360 型 ( H360 型 )
※所有吊籠皆具〖吊籠使用檢查合格〖證照

作業床長度 3.6 米
性 能 積載荷重 320 公斤

升降速度 7.5 公尺 /分鐘
最大揚程 無限揚程

升降裝置 捲揚機 循環摩擦捲筒式
升降捲揚馬達容量 3Ø/ 0.5KW ,1Ø/ 0.75KW
煞  車 200%
鋼  索 直徑 8mm  破斷力 4.4 公噸

電氣相關裝置 使用電源 3Ø/ 220V , 3Ø/ 380V , 1Ø/ 220V
漏電遮斷器 額定感度 15MA 內動作高速型

控制相關裝置 上下按鈕開關 附 "防水型 "按鈕開關 3.5mm2 x 4C 電纜
安全裝置 人員救命索 直徑 11.5mm ,3389kg 破斷力（登山繩）

救命索防墜扣 專利品項
過捲預防裝置 極限開關
手動升降裝置 手搖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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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40 型

機型：電動 540 型 ( H540 型 )
※所有吊籠皆具〖吊籠使用檢查合格〖證照

作業床長度 5.4 米
性 能 積載荷重 320 公斤

升降速度 7.5 公尺 /分鐘
最大揚程 無限揚程

升降裝置 捲揚機 循環摩擦捲筒式
升降捲揚馬達容量 3Ø/ 0.5KW, ,1Ø /0.75KW 
煞  車 200%
鋼  索 直徑 8mm  破斷力 4.4 公噸

電氣相關裝置 使用電源 3Ø/ 220V , 3Ø/ 380V , 1Ø/ 220V
漏電遮斷器 額定感度 15MA 內動作高速型

控制相關裝置 上下按鈕開關 附 "防水型 "按鈕開關 3.5mm2 x 4C 電纜
安全裝置 人員救命索 直徑 11.5mm ,3389kg 破斷力（登山繩）

救命索防墜扣 專利品項
過捲預防裝置 極限開關
手動升降裝置 手搖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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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00 型

機型：電動 600 型 ( H600 型 )
※所有吊籠皆具〖吊籠使用檢查合格〖證照

作業床長度 6米
性 能 積載荷重 320 公斤

升降速度 7.5 公尺 /分鐘
最大揚程 無限揚程

升降裝置 捲揚機 循環摩擦捲筒式
升降捲揚馬達容量 3Ø/0.5KW , 1Ø/0.75KW
煞  車 200%
鋼  索 直徑 8mm  破斷力 4.4 公噸

電氣相關裝置 使用電源 3Ø/ 220V , 3Ø/ 380V , 1Ø/ 220V
漏電遮斷器 額定感度 15MA 內動作高速型

控制相關裝置 上下按鈕開關 附 "防水型 "按鈕開關 3.5mm2 x 4C 電纜
安全裝置 人員救命索 直徑 11.5mm ,3389kg 破斷力（登山繩）

救命索防墜扣 專利品項
過捲預防裝置 極限開關
手動升降裝置 手搖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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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1080 型

機型：電動 1080 型 
※所有吊籠皆具〖吊籠使用檢查合格〖證照

作業床長度 1.8 米
性 能 積載荷重 800 公斤

升降速度 7.5 公尺 /分鐘
最大揚程 無限揚程

升降裝置 捲揚機 循環摩擦捲筒式
升降捲揚馬達容量 3Ø/1.5KW
煞  車 200%
鋼  索 直徑 9mm  破斷力 7.6 公噸

電氣相關裝置 使用電源 3Ø/ 220V 
漏電遮斷器 額定感度 15MA 內動作高速型

控制相關裝置 上下按鈕開關 附 "防水型 "按鈕開關 3.5mm2 x 4C 電纜
安全裝置 人員救命索 直徑 11.5mm ,3389kg 破斷力（登山繩）

救命索防墜扣 專利品項
過捲預防裝置 極限開關
手動升降裝置 手搖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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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人平台

機型：電動平台型 
※所有吊籠皆具〖吊籠使用檢查合格〖證照

作業床長度 62× 68×85 公分
性 能 積載荷重 180 公斤

升降速度 7.5 公尺 /分鐘
最大揚程 無限揚程

升降裝置 捲揚機 循環摩擦捲筒式
升降捲揚馬達容量 3Ø/ 0.5KW , 1Ø/ 0.75KW
煞  車 200%
鋼  索 直徑 8mm  破斷力 4.4 公噸

電氣相關裝置 使用電源 3Ø/ 220V , 3Ø/ 380V , 1Ø/ 220V
漏電遮斷器 額定感度 30mA 30ms 內動作高速型

控制相關裝置 上下按鈕開關 附 "防水型 "按鈕開關 3.5mm2 x 4C 電纜
安全裝置 人員救命索 直徑 11.5mm ,3389kg 破斷力（登山繩）

救命索防墜扣 專利品項
過捲預防裝置 極限開關
手動升降裝置 手搖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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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人椅式 (單椅吊籠 -DC)

機型：電動單人椅型
※所有吊籠皆具〖吊籠使用檢查合格〖證照

作業床長度 48 × 70 公分
性 能 積載荷重 180 公斤

升降速度 7.5 公尺 /分鐘
最大揚程 無限揚程

升降裝置 捲揚機 循環摩擦捲筒式
升降捲揚馬達容量 400W 2200RPM
煞  車 200%
鋼  索 直徑 8mm  破斷力 4.4 公噸

電氣相關裝置 使用電源 可充電池 DC 24V
控制相關裝置 上下按鈕開關 附 "防水型 "按鈕開關 3.5mm2 x 4C 電纜
安全裝置 人員救命索 直徑 11.5mm ,3389kg 破斷力（登山繩）

救命索防墜扣 專利品項
過捲預防裝置 極限開關
手動升降裝置 手搖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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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人椅式 (單相 )

機型：電動單人椅型
※所有吊籠皆具〖吊籠使用檢查合格〖證照

作業床長度 48 × 70 公分
性 能 積載荷重 180 公斤

升降速度 7.5 公尺 /分鐘
最大揚程 無限揚程

升降裝置 捲揚機 循環摩擦捲筒式
升降捲揚馬達容量 1Ø/ 0.75KW
煞  車 200%
鋼  索 直徑 8mm  破斷力 4.4 公噸

電氣相關裝置 使用電源 1Ø/ 220V
漏電遮斷器 額定感度 30mA 30ms 內動作高速型

控制相關裝置 上下按鈕開關 附 "防水型 "按鈕開關 3.5mm2 x 4C 電纜
安全裝置 人員救命索 直徑 11.5mm ,3389kg 破斷力（登山繩）

救命索防墜扣 專利品項
過捲預防裝置 極限開關
手動升降裝置 手搖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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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人椅式 (3相 )

機型：電動單人椅型
※所有吊籠皆具〖吊籠使用檢查合格〖證照

作業床長度 48 × 70 公分
性 能 積載荷重 180 公斤

升降速度 7.5 公尺 /分鐘
最大揚程 無限揚程

升降裝置 捲揚機 循環摩擦捲筒式
升降捲揚馬達容量 3Ø/ 0.5KW
煞  車 200%
鋼  索 直徑 8mm  破斷力 4.4 公噸

電氣相關裝置 使用電源 3Ø/ 220V , 3Ø/ 380V
漏電遮斷器 額定感度 30mA 30ms 內動作高速型

控制相關裝置 上下按鈕開關 附 "防水型 "按鈕開關 3.5mm2 x 4C 電纜
安全裝置 人員救命索 直徑 11.5mm ,3389kg 破斷力（登山繩）

救命索防墜扣 專利品項
過捲預防裝置 極限開關
手動升降裝置 手搖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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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配重台車 客製化規格

屋頂配重台車
※所有吊籠皆具〖吊籠使用檢查合格〖證照

★依照客戶端需求，製造適合的各式規格吊籠★
※所有吊籠皆具〖吊籠使用檢查合格〖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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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技術 專利證書

無火花技術

　　馬達使用油壓式，也可用氣壓，無需用電
         可在禁火花場所施工作業。

　　全台唯二 有合格證照的液壓式吊籠。

        適用場所例如：油槽區、瓦斯槽、易燃粉塵空間 ... 等 

下限裝置 

　　「自動控速裝置」，做為防止工作台異常 下降之預防裝置；而
　　部份常設型吊籠則以使用調速器和緊急夾鉗裝置 ( 屬於自動制
　　止下降裝置之一種 )，來達到防止失速的目的，以保護作 業人
　　員之安全。

 動態檢驗

　　       電子看板校對、數據化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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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 檢驗證書 SGS 檢驗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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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 檢驗證書 SGS 檢驗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