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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須一通電話，就可以聯絡我們

TAWI人體工學起重設備
Swedish quality. Global solutions.

人機工程學是關於根據員工的需求調整工作和工作環境。 這是關於在某種
程度上規劃和組織工作，有助於提高員工的健康，最大限度地減少損傷和
長期的健康問題風險。 良好的人機工程學是使您的企業生產率更高和利潤

更高的有效方法。

TAWI 起重設備幾十年來一直致力於促進符合人體工程學的物料搬運，並
且通過根據您的特定需求定制我們的解決方案，我們可以保證它們將幫助

您提升業務。

有關更多信息，請訪問：www.tawi.com

辦公時間：週一至  週   五      09:00-17:30
地址： 香港新界元朗屏山唐泰路30號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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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員工

操作員無需費力即可輕鬆取貨。

使用TAWI電動升降手推車可以輕鬆處理諸如
大卷重磅貨物。 員工沒有繁重的動作，並且
身體上沒有不舒服的壓力，意味著肩膀，背
部和膝蓋不再疼痛。

提高效率並降低成本

使用TAWI升降手推車意味著大型和重型貨物
可以由一個人處理，從而為您的業務節省了
寶貴的時間和資源。

同時提高生產率和人機工程學的挑戰對於越
來越多的公司而言越來越重要。 我們的重點
是幫助您實現這一目標。

使用TAWI升降機提高效率，安全性和人體工程學TAWI ergonomic lifting equipment
Swedish quality. Global solutions.

TAWI 電動升降手推車易於操縱和向前推進，幾乎可以輕鬆地
將貨物運輸到預定位置。

您可以從垂直或水平位置提貨，以最小的努力旋轉，運
輸，轉向和擺放貨物。

QuickLoad
使用QuickLoad進行安
全，精確的工作-在裝卸
紙捲時輕鬆，準確地定
位捲筒。

More information available at www.tawi.com                More information available at www.tawi.com/uk                



新一代符合人體工學的起重機 gonomic lifters

- 緊急停止
- 用於夾具的集成操作按鍵
- 工作狀態顯示
- 電池狀態顯示

易於使用的控制面板

多種夾具供選擇

在下一頁查看我們的夾具範圍

不同的桅杆尺寸
長度的變化可以滿
足您的要求

易於處理
-  卷狀物
-  桶狀物
-  木板條箱
-  盒子
以及更多！

安全可靠
-配備SafeDrive； 一種安全機制，可確保
如果工具在下降過程中觸及物體，它將立

即停止。

-升降機由皮帶驅動，可實現安全、安靜、
平穩的無潤滑油驅動。

-用於所有型號的速度控制和過載保護電
路。

-模塊化結構，可輕鬆針對各種應用調整升
降機。

-標準系列的起重能力在40-250公斤之
間。

-在幾種型號上，車輪的設計使得可以通過
三種不同方式將升降機推入歐式卡板。

靈活

0 185 00 or info@tawi.com                1604 591120 or sales@tawi.co.uk                



A new generat

SmartPack - 高效的電池
組解決方案

- 電池壽命長
- 可拆卸電池
- 易於更換電池
- 沒有電纜
- 快速的充電器
- 電池狀態指示燈

可靠的制動系統
具有三個檔位的中央剎車系統：方
向鎖，空擋和制動器

可拆卸變有線遙控
平穩分離的手控制裝置，可
實現最佳操作

-減少背部，膝蓋和肩膀的壓力。

-符合人體工程學的手柄，操作簡單舒適。

-在有負載或無載運的情况下，優質和堅固
的輪轂都能表現順滑的移動。

人機工程學
- 配備SmartPack； 可拆卸的電池組，方便

更換電池，沒有電纜。

- 高效的電池充電器，可加快整個充電週期。

- 充電指示燈清楚地顯示電池的充電狀態。

效益

Any questions? Contact TAWI dirAny questions? Contact TAWI dir



型號和技術規格

型號 PRO40 PRO80 PRO140 PRO180
起重能力 40kg 80kg 140kg 180kg

行程mm
短/中/長 -/1040/- 850/1400/1950 840/1390/1940 840/1390/1940

重量單位kg
短/中/長 -/41 /- 46/50/53 69/73/78 77/ 81/86

總高度單位mm
短/中/長 -/1640/- 1440/1990/2540 1440/1990/2540 1440/1990/2540

電池充電程序 100-240V, 接地
50-60 Hz

100-240V, 接地
50-60 Hz

100-240V, 接地
50-60 Hz

100-240V, 接地
50-60 Hz

每次充電升降 (視乎電池狀態) 40kg x 1m x 100 次 80kg x 1m x 100 次 140kg x 1m x 100 次 180kg x 1m x 100 次
上下運動 控制面板（單速） 有線遙控 (雙速) 有線遙控 (雙速) 有線遙控 (雙速)
前輪 旋轉 旋轉 固定 固定

剎車系統 後輪獨立剎車 帶方向鎖的中央剎車 帶方向鎖的中央剎車 帶方向鎖的中央剎車

過載保護 合併於電路負載 合併於電路負載 合併於電路負載 合併於電路負載

PRO250 PRO100ESE PRO200ESE Stainless steel 

250kg 100kg 200kg

-/1360/1910 -/1390/1940 -/1360/1910

- /107/113kg - /115/120kg - /152/158kg

-/1990/2540 -/1990/2540 -/1990/2540

110V, 接地 60 Hz

250kg x 1m x 100 次 100kg x 1m x 100 次 200kg x 1m x 100 次
有線遙控 (雙速) 有線遙控 (雙速) 有線遙控 (雙速)
固定 固定 固定

帶方向鎖的中央剎車 帶方向鎖的中央剎車 帶方向鎖的中央剎車

合併於電路負載 合併於電路負載 合併於電路負載

支撐脚，輪子和把手採
用不銹鋼製成。 配有白
色FDA批准的蓋子。

適用於型號
PRO140-250  
100ESE 及 200ESE.

有關技術細節，請參
見單獨的型號。

0 185 00 or info@tawi.com1604 591120 or sales@tawi.co.uk                

110V, 接地 60 Hz 110V, 接地 60 Hz

型號
起重能力
行程mm
短/中/長
重量單位kg
短/中/長
總高度單位mm
短/中/長

電池充電程序

每次充電升降 (視乎電池狀態)

上下運動
前輪

剎車系統

過載保護



夾具及配件

EasyFlex

借助EasyFlex，我們可以根據您的
特定需求調整腿的長度。

在PRO80和PRO140型號上，支撑
腳的寬度也很容易調節，每支支揨

腳可調節150mm。

平台
符合人體工程學的各種商品
處理。 兩種表面材料：不
銹鋼和花板。

折疊平台
帶有折疊平台和叉子夾具
的靈活工具。 用相同的工
具抬起箱子和木板條箱。

懸臂
符合人體工程學的捲狀物
搬運。 輕鬆地將捲筒提升
並運輸到軸和機器上。

帶鉤吊臂
處理各種貨物。 最適合進
入狹窄的空間。

管叉
從卷狀物外圍輕鬆處理
卷狀物。

夾芯器
從中心（Ø76和Ø152）進行
捲筒處理。 從垂直位置旋轉
到水平位置。

滾軸動臂
配備滾軸，可輕鬆裝卸滾筒。 
配安全鎖帶來安全的運輸。

軸叉
精確處理軸上的輥子進
入機器。

梯子
適合將貨物從夾具台推到
貨架上。 可以安裝在升降
機的兩側。

快速接頭
可以輕鬆地在升降機上切
換夾具。

關節臂適配器
使夾具易於連接。 可以安
裝在所有類型的夾具之
間。

Any questions? Contact TAWI dirAny questions? Contact TAWI dir



Denmark:
TAWI DANMARK A/S 
Arresøvej 7
DK-8240 Risskov 
Tel: +45 86 17 22 66 
mail@tawidanmark.dk

United Kingdom:
TAWI UK Ltd
Unit G, Pentagon Park,
io Centre, Lodge Farm Ind Est 
Northampton, NN57UW 
Tel:+44 1604 591120
sales@tawi.co.uk

Germany:
TAWI GmbH
August-Thyssen-Str. 1 
D-41564 Kaarst
Tel: +49 211 20542740
info@tawi.de

USA: 
TAWI USA
380 Internationale Drive 
Suite A
Bolingbrook, IL 60440 
Tel: +1 630 655 2905 
info.us@tawi.com

移動式真空吊重機 起重機軌道系統 電動吊機  真空吊重機 真空夾具

Swedish quality. Global solutions.     

Netherlands:
TAWI BV
Postbus 6092
5700 ET Helmond Houtse 
Parallelweg 34-35 5706 AB 
HELMOND
Tel: +31 492-523705 
info@tawi.nl

France:
TAWI Levalair
18 rue Denis Papin 95250 
Beauchamp 
Tel:+33 1 39 95 65 00 
info@levalair.fr

Headquarters Sweden: 
TAWI AB
Box 102 05
434 23 Kungsbacka 
Tel: +46 300 -185 00 
info@tawi.com

Canada:
TAWI Canada Inc.
15 West Pearce Street, 
Unit 3A 
Richmond Hill, ON
Canada, L4B 1H6 
Tel: +1 905 881 1633 
info.ca@taw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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