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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杂物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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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道支架
通过冷轧技术具有特殊型材的
镀锌钢支架，每段2米高，
支架上预装配缆线管道和T型导轨。

轿厢
由卷边的镀锌钢板或不锈钢板
制成，中央式悬挂系统，
两侧由可调节式导靴引导。
工作台式电梯
带有一个可拆卸的中间隔板
高度每50毫米一档。

厅门        
依照 DIN 18092 以及 
18090 工业标准，有中分门和
单侧或双侧平开门。
门锁检验合格，并通过
样品测试。中分门由两条
高伸缩性钢索牵引，并由在
钢制护盖中的铝制槽轮引导。
所有门都有预先安装的门框，方便安装。

机房门
当门宽超过800毫米，选用单侧或双侧平开门。
门、门闩及门框均为标配镀锌。
门锁、门框均有镀层。

配重
装配规格为50x50毫米方钢。
可调节式。
导靴配有聚酰胺靴垫。

驱动设备
载重在100公斤以下
使用槽轮式及2条或3条钢缆。
载重200到300公斤的电梯使用
链轮以及2条链条驱动。
蜗轮驱动使用三相电机，
碟式制动器，盘车时可手动开闸。
防护等级为 IP54。

控制器
   所有的按钮系统电压均为24伏
   全部为包头电线，可直接插入式
   在各层站均可发送呼梯信号
   调度延迟装置，可调节式延时保护
   到站蜂鸣器和数码显示
   各层站均有楼位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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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符合通行的ISO - A、ISO - C和ISO - D标准的电梯之外，
本公司还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专门设计符合使用地的法规的
电梯。

小型杂物电梯

ISO-D

工作台式中分门 落地式中分门 落地式平开门

质量符合DIN EN ISO 9001:2008标准
产品贴合用户需求
环保生产
热镀锌防腐蚀保护
安装简单快捷（配有安装手册）
可在现有建筑物里进行安装
操作简单 -- 用户很容易操作
耗电量小
噪音小
维护成本低优点

类型

ISO-A
工作台式中分门

ISO-C
落地式中分门

ISO-D
落地式平开门

速度 
（米/秒）

0,4

0,4

0,25

0,25

0,27

0,25

0,27

门高 
（毫米）

600 - 1200

600 - 1200

600 - 1200

600 - 1200

600 - 1200

600 - 1200

600 - 1200

载荷
(千克）

50

100

300

300

100

300

100

产品的尺寸和详细参数可根据用户的需求调整！

主机侧置 当顶层高度不够时，主机可以放在井道侧面

相邻式轿门 2侧相邻轿门，或3侧相邻轿门

安全钳 需要在井道的下面留出相应的空间

船用电梯 安全钳和控制器符合劳埃德的各项规定

台下电梯 能够安装在厨柜或吧台下面
使安装高度达到最小化

底坑深度/操作台高度

P / SH

SH = min. 700

SH = min. 700

SH = min. 700

P  = min. 门的高度 / 2 + 50

P  = min. 门的高度 / 2 + 50

P  = min. 250

P  = min. 250

轿厢尺寸
每25毫米可选尺寸

轿厢宽度

400 -   600

400 - 1000

400 - 1000

500 - 1000

500 - 1000

400 - 1000 

400 - 1000

轿厢深度

400 -   600

400 - 1000

400 - 1000

600 - 1000

500 - 1000

600 - 1000 

500 - 1000

井道尺寸 
（毫米）

深度

轿厢深度 + 150

轿厢深度 + 150

轿厢深度 + 150

轿厢深度 + 150

轿厢深度 + 150

轿厢深度 + 110

轿厢深度 + 110

宽度

轿厢宽度 + 300

轿厢宽度+ 300

轿厢宽度 + 300

轿厢宽度 + 350

轿厢宽度 + 350

轿厢宽度+ 350

轿厢宽度 + 350

最小井顶高度 
（毫米）

操作台高+门高+1260

操作台高+门高+1260

操作台高+门高+1360

门高+1360

门高+1260

门高+1360

门高+1260

自动装货、卸货电梯 用于仓储和邮件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