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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板鎖, 手電鑽                                              LY0855,LY0855A,LY0866,GP4000,LY1012, LY13DB

吊磨機,  拋光機, 水泥震動機                           LY128, LY200, LY200A, VR500L

切板機                                                                         LY405 

吸真空機	 	 	 	 	 VP140

磁磚鑽孔機		 	 	 	 TC402
台式壁孔機		 	 	 	 LY120,	LY150,	DM250L

乾濕兩用壁孔機	 	 	 	 DM51D,	DM52D	

乾濕兩用壁孔機	 	 	 	 DMC6P			

濕式壁孔機		 	 	 	 DM6P	

台式壁孔機		 	 	 	 DM10,	DM14

壁孔機底座		 	 	 	 S170,	N250,	S500,	S800,	AS200

鑽石刀筒和選購配件

鑽石鑽孔機                                    

85~97

磁性鑽孔機

磁性鑽孔攻牙機	 	 	 	 TP2000

臥式磁性鑽孔機	 	 	 	 PMD3530

自動進刀磁性鑽孔機		 	 	 	 MD300N

1速磁性鑽孔機		 	 	 	 MD350,	LY25,	LY35

2速磁性鑽孔機		 	 	 	 SMD502/2	

2速磁性鑽孔機		 	 	 	 MD500/2

4速磁性鑽孔機	 	 	 	 MD750/4     

4 速磁性鑽孔機	 	 	 	 MD120/4

真空吸盤 

磁性鑽孔機選購配件和規格

13~27

鐵工工具

萬向攻牙機		 	 	 	 T14

孔內砂輪機		 	 	 	 DG50,	DG50L,	DG152	

圓管砂帶機		 	 	 	 WS760,	WS620

滾輪拋光機		 	 	 	 DP100

平面砂輪機		 	 	 	 B100	

平面砂輪機		 	 	 	 AG9

直柄砂輪機		 	 	 	 SG6

電動鐵板剪		 	 	 	 ST301
浪版剪	 	 	 	 	 LY16

高頻倒角機和變頻控制器	 	 	 HP1400,	P3000

倒角機		 	 	 	 	 EB6T,	EB12,	EB24R

8"鐵工圓鋸機	 	 	 	 CS200

9"鐵工圓鋸機		 	 	 	 CS230N

鐵工圓鋸機		 	 	 	 CS320N

355mm	(14")台式金屬切斷機		 	 	 DRC355

28~44

管類工具

手持數位式彎管機	 	 	 	 DB32

鏈條式鑽管機	 	 	 	 HC127

手持攻牙機		 	 	 	 PT600

手動攻牙機 

壓管機																																							 PF8
往復鋸		 	 	 	 	 RS26,		RS130B

45~53

乾溼兩用吸塵器                                DE25,	DEP25

潛切木工圓鋸機	 	 	 	 DS2300,	DS1600
台式木工圓鋸機		 	 	 	 GP255S
TCT鋸片

木工工具                
54~58

切石與水泥工具                 

磨石機	 	 	 		 	 EP5LF,	EP5LFB,	EP7F,	EP7FB

濕式瓷磚桌鋸	 	 	 	 TS9

開槽機 & 乾濕切石機    CS125N,	CG150,	CS180,	SCS7   

手持式切石機	 	 	 	 C14,	C16

高頻切石機	&	變頻控制器													 	 C18,	P8K

環鋸	&	高頻環鋸	&	變頻控制器	&	水泥鏈鋸機			 R13,	R16,	P8K,	CS11

高頻一體式混凝土震動機	 	 	 H35,	H42	
高頻混凝土震動管 & 變頻控制器	 	 	 V42,	P1000	

混凝土震動機	 	 	 	 VR600,	VRN1400

水泥研磨機 & 高頻無刷水泥研磨機 & 變頻控制器	 G125,	BG125,	BG5,	P4K,	G5		 	 	 	 	

磨石機	& 星型磨石機	 	 	 	 SM5,	SM7,	SM125

長頸磨石機		 	 	 	 LG125

59~84

手持式磨牆機                                              HS225,	GS9FSE,	GS9FE

水泥攪拌機			 	 	 	 									EV32,	EV42,	EV52,	EV160B	

桶式攪拌機		 	 	 	 									AM5000NC	 	

打臘與拋光機                                              RP160,	RP220,	SP2500,	SP4000	

98~109

活塞式幫浦電動無氣噴漆機                                    EC021,	PM021LF,	PM025,	PM039

空壓機輔助電動無氣噴漆機                                     AC023

高流量低壓式(HVLP)渦輪噴漆機                                 T328	
5~12

 手電鑽, 震動電鑽, 電動套筒扳手,攪泥機, 砂光機, 通管機               LY1012,LY258R,LY1726,	LY1318,	LY700,	GP25

引擎四行程噴漆機                                               PE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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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3
RS130B

P5 
EC021

P6 
PM021LF

P7 
PM025

P8 
AC023

P9 
PM039

P12
T328

P28
T14

P29 
DG50

P34 
B100

P30
WS620

P35 
AG9

P35
SG6

P31
WS760

P32~P33
DP100 P36

ST301

P37
LY16

P39
EB6T

P38 
P3000

P38 
HP1400 P40

EB12

P41
EB24R

P42
CS200
CS230N

P43
CS320N

P44
DRC355

P29 
DG50L

P29
DG152

P104~105
EV32, EV42, 
EV52, EV160B

P101 
RP220

P101
RP160

P97
GS9FSE

P99
GS9FE

P98
HS225

P88
LY120

P88 
LY150

P86
TC402

P85
VP140

P89
DM51D

P91
DM6P

P92
DM10

P93
DM14

P16
MD300N

P13
PMD3530

P14~15
TP2000

P21
MD500/2

P21
MD750/4

P23
MD120/4

P20
SMD502/2

P24 

真空吸盤

P24
Pipe Vise

P27
柄徑 19.05mm	TCT	

( 鎢鋼 )穴鑽                                                                                                   

P27 
柄徑 19.05mm	HSS	

( 高速鋼 )穴鑽

P107 
LY0855

P94 
S170

P94 
NS250

P94
S500

P94
S800 P95

AS200

P52
RS26

P45
DB32

P49
Manual Pipe 
Threader SetsP48

PT600
P46~47
HC127

P54~55
DE25
DEP25

P56
DS2300
DS1600

P58 TCT Saw Blades 

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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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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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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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勇實業有限公司創立於1988年，並於1992年變更為立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多年以來長期耕耘專業電

動手工具研發、製造，具有國際領導電動工具品牌代工經驗，並以自有品牌AGP行銷全世界，立勇已成為

國際專業電動工具ODM、OBM知名製造公司，客戶遍及世界超過80個國家，70％集中於歐洲市場。

其產品線涵蓋電動噴漆機、鐵工、石材加工、木工等不同領域，產品種類高達130種以上，由董事長領導

的研發團隊，具有豐富產品開發經驗，運用不同2D、3D軟體開發精良的產品，產品通過嚴格的壽命測試、

實際操作測試、市場測試等考驗，產品品質穩定、耐用且易操作，深獲國際客人肯定。

品質、卓越、創新為我們一貫堅持的理念，產品除通過CE、CB、EMC及CSA認證外，並前後獲得台灣精品、

創新研究、優良設計產品、優良設計標誌等獎項肯定，創新能力為同業翹楚，多項產品通過多國專利，公

司並通過ISO9001:2008品質管理認證。

AGP代表All	 Get	 Profit，我們希望由立勇堅強的團隊，協助創造除立勇以外，客人、消費者、員工、供

應商最大獲利，並致力於環境永續改善，長久扶植弱勢團體，期盼能以國際公民的角色，創造和諧、共生

的環境！

*	製造商保留隨時更新規格並不預先通知的權利，目錄裡的規格僅供參考，最新的規格，請參考機器上的名牌。

調速 雙重絕緣

2段速度正逆向開關 吹氣盒

4段速度

塑膠箱 過負載保護

鐵箱	 緩啟動	

3段速度

恆速

專業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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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塞式幫浦電動無氣噴漆機

EC021是一台輕巧易攜帶、功能性強、專業的噴漆機，本機搭配耐用的機械式壓力調節系統，是非常成功的組合，既

輕巧、耐用又可靠。此機非常紮實，可輕易在運輸工具及工作場所間搬運，我們使用高馬力及高效能的空氣冷卻直流

馬達，其最大噴嘴孔徑能力可達	0.019英吋，這台無氣式噴漆機可以應用在各式各樣的油漆類型及不同物件上，可搭

配不同長度的延伸桿作長度延伸噴塗，本機有各式高品質的噴嘴組附件及延伸桿可供選購，漆料應用範圍如下：

■木材內裝：瓷漆、油光漆、著色劑、保護層漆、瓷釉塗料

■天花板：厚膜塗層

■木材外裝：外部著色劑、乙烯基漆、壓克力顏料、乳膠漆

■石造建築：醇酸漆、乙烯基漆、乳膠漆

■鋼鐵結構：厚層塗佈

可選購6.2公升油漆桶，適用於量少的噴塗，油漆桶內部表面光滑，很快就能擦拭或清洗乾淨，如果是少量的噴漆或

需經常更換顏色，油漆桶系統是最佳的選擇，附有特殊的洩壓閥管和配件。

標準配件
*	噴槍附噴嘴517.噴嘴座x1
*	噴漆管1/4"x54'(16.5M)x1
*	調整圓棒x1
*	吸取管x1
*	油封組潤滑油(100毫升)x1
 
選購配件
*	幫浦濾網組x1
*	幫浦濾網x1
*	噴漆管	1/4"x25'	(7.5M)x1
*	6.2公升油漆桶x1
*	壓力表x1

型號		 	 	 EC021

馬達種類		 	 直流風扇冷卻馬達

輸入功率		 	 75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最大噴嘴		 	 0.019"

最大流量		 	 1.9公升/分(0.50加侖/分)

最大壓力		 	 207bar(3,000psi)

尺寸(長x寛x高)		 	 360mm	x	250mm	x	400mm

淨重		 	 	 11.0公斤(24.25磅)

高扭力直流馬達

機械式壓力調節系統

高效能幫浦和耐用的油封組

洩壓閥

PE透明管

選購壓力表，能顯
示幫浦正確的壓力

吸取管

過濾器

6.2公升油漆桶
(選購)

油漆盤，避免
漆料流出

選購幫浦濾網組，能過
濾雜質，讓零件有更長
的壽命

幫浦濾網組	(選購)

壓力表

■	選購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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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塞式幫浦電動無氣噴漆機 

型號	 	 	 PM021LF	 	 	 		

馬達種類		 	 密封式直流馬達	 	 		

輸入功率		 	 1000W	 	 	 	

電壓	 	 		 110-120V~	50-60Hz,	220-240V~	50-60Hz						

最大噴嘴		 	 0.021"	 	 	 		

最大流量		 	 2.1	公升/分	(0.55	加侖/分)		

最大壓力		 	 207	bar	(3,000	psi)

控制方式																			數位式

過負載保護	 	 有	 	

尺寸(長x寛x高)		 									420mm	x	300mm	x	550mm							

淨重	 	 	 23.4公斤(51.56m磅)	 	 		

標準配件
*	噴漆管	1/4"X	54'	(16.5M)x1
*	噴槍附噴嘴(0.017")和噴嘴座x1
*	幫浦濾網60目或100目x1
*	特殊兩用扳手x1
*	吸取管x1
*	油封組潤滑油(100毫升)x1
*	調整圓棒x1
 
選購配件
	*	幫浦濾網30目x1

PM021LF是一台輕巧易攜帶、功能性強、專業的噴漆機，本機搭配耐用的機械式壓力調節系統，是非常成功的組合，既輕巧、耐用

又可靠。此機非常紮實，可輕易在運輸工具及工作場所間搬運，我們使用高馬力及高效能的空氣冷卻直流馬達，其最大噴嘴孔徑

能力可達 0.021英吋，這台無氣式噴漆機可以應用在各式各樣的油漆類型及不同物件上，可搭配不同長度的延伸桿作長度延伸噴

塗，本機有各式高品質的噴嘴組附件及延伸桿可供選購，漆料應用範圍如下：

■ 木材內裝：瓷漆、油光漆、著色劑、保護層漆、瓷釉塗料

■ 天花板：厚膜塗層

■ 木材外裝：外部著色劑、乙烯基漆、壓克力顏料、乳膠漆

■ 石造建築：醇酸漆、乙烯基漆、乳膠漆

■ 鋼鐵結構：厚層塗佈

可選購6.2公升油漆桶，適用於量少的噴塗，油漆桶內部表面光滑，很快就能擦拭或清洗乾淨，如果是少量的噴漆或

需經常更換顏色，油漆桶系統是最佳的選擇，附有特殊的洩壓閥管和配件。

內鍵工具箱可放置額外
的噴嘴和濾網

高扭力及長壽命的密閉
式風扇冷卻直流馬達

LCD螢幕可顯示即時的
壓力值
*LCD螢幕可供選擇顯
示BAR或PSI壓力值

幫浦濾網

吸取管

PE透明管

洩壓閥

高效能幫浦和

耐用的油封組

過濾器

油漆盤，避免
漆料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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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配件

*	噴漆管	1/4"x54'	(16.5M)x1

*	噴槍附噴嘴(0.017")和噴嘴座x1

*	幫浦濾網60目或100目x1

*	特殊兩用扳手x1

*	硬式吸取管x1

*	油封組潤滑油(100毫升)x1

*	調整圓棒x1

 

選購配件

*	吸取管x1	

*	幫浦濾網30目x1	

型號	 	 PM025	

馬達種類		 密封式直流馬達	

輸入功率	 13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最大噴嘴		 0.025" 

最大流量		 2.7	公升/分	(0.71	加侖/分)

最大壓力		 207	bar	(3,000	psi)

控制方式		        數位式

過負載保護 有                                         

尺寸(長x寛x高)  515mmx530mmx795mm 

淨重  33kg(66磅) 

內建工具箱可放置額外的噴嘴和濾網

齒輪驅動幫浦

幫浦濾網

高效能幫浦和耐用的油封組

噴漆管架

伸縮把手

高扭力及長壽命的密

閉式風扇冷卻直流馬

達

洩壓閥

堅固的車架

噴槍

PE透明管過濾器

噴槍延伸桿
(選購)

活塞式幫浦電動無氣噴漆機
無氣式噴漆機PM025適用於廣泛的噴漆工作，漆料應用範圍如下：
■	木材內裝：瓷漆、油光漆、著色劑、保護層漆、瓷釉塗料
■	天花板：厚膜塗層
■	木材外裝：外部著色劑、乙烯基漆、壓克力顏料、乳膠漆
■	石造建築：醇酸漆、乙烯基漆、乳膠漆
■	鋼鐵結構：厚層塗佈

吸取管(選購)

吸取管

LCD螢幕可顯示即時
的壓力值
*LCD螢幕可供選擇顯
示BAR或PSI壓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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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輔助電動無氣噴漆機

AC023可以切換空氣輔助或無氣式兩種噴漆方式，它適用於噴塗廣泛的漆料，如保護層漆、面漆、底漆、著色漆、瓷

漆和瓷釉塗料等，結合了空氣機輔助及無氣式噴塗，提供霧化噴塗創造更均勻的效果，並可避免噴漆面外緣的不均勻

現象，可讓它的效率更優於單純無氣式或空氣式或高流量低壓式(HVLP)噴漆機，適合用於許多需要均勻噴塗的應用範

圍，空氣輔助提供高品質而且非常光滑的效果，可用於木質傢具、金屬部件和其他需要均勻噴漆的應用。

標準配件
*	並聯噴漆管	1/4"x7.5Mx1
*	6.2公升油漆桶x1
*	特殊兩用扳手x1
*	幫浦濾網60目或100目x1
*	油封組潤滑油(100毫升)x1
*	調整圓棒x1
 
選購配件
*	並聯噴漆管	1/4"x12Mx1
*	幫浦濾網30目x1
 

型號	 	 	 AC023

馬達種類		 	 密封式直流馬達

輸入功率		 	 13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最大噴嘴		 	 0.023"	

最大流量		 	 2.1公升/分	(0.55	加侖/分)

最大壓力				 	 207	bar	(3,000	psi)

最大流量(空氣式)	 					 100	公升/分	(	3.5	立方英呎/分)	

最大壓力(空氣式)							 2.4	bar	(	35psi)	

控制方式		 	 數位式

尺寸(長x寛x高)													856mmx592mmx1015mm

淨重			 		 					 55.6公斤(122.58磅)	(含油漆桶不含噴漆管	)

並聯噴漆管

內鍵工具箱可放置額
外的噴嘴和濾網

噴漆管架

6.2公升油漆桶

幫浦濾網容易拆裝和清洗

內鍵空壓機

噴槍(選購)

洩壓閥

開關，可選擇無氣式或
空氣輔助

空氣壓力調整開關

空氣壓力表

LCD螢幕可顯示即時的壓
力值
*LCD螢幕可供選擇顯示
	BAR或PSI壓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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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塞式幫浦電動無氣噴漆機
PM039無氣式噴漆機是專門為噴漆承包人員所設計，頂級的電子壓力控制系統在任何情況下都可用霧狀噴漆，活塞式

幫浦和齒輪驅動是為了長時間使用而設計，全密閉式無碳刷直流馬達可產生強大馬力，並可週期性的使用，濾網可快

速更換、容易清潔。這台噴漆機設計重點是以方便性、高效率和易清潔為主，可完全符合你的專業需求。

PM039可以處理各種漆料，這是我們最強大的噴漆機，也可進行紋理噴漆，只要漆料中不摻有砂石，強大的活塞式幫

浦能夠加壓霧化所有厚層漆料來進行噴漆，PM039可以特別用來處理石膏、薄石灰和有紋理的漆料。標準配件有兩組

吸取管：一個是標準吸取管；一個是石膏吸取管，此吸取管可搭配有彈簧輔助的鋼珠和底部鎖套來洩壓，並配有一個

球型的洩壓閥來增加流量(注意：此吸取組並不使用連接座過濾網)，漆料應用範圍如下：	

■	木材內裝：瓷漆、油光漆、著色劑、保護層漆、瓷釉塗料

■	天花板：厚膜塗層、石膏泥

■	木材外裝:：外部著色劑、乙烯基漆、壓克力顏料、乳膠漆、醇酸漆

■	隔牆板：乙烯基漆、乳膠漆、石膏、薄石灰和石膏泥。

			會有手工噴漆所產生的效果，像是橘皮紋路、

			碎裂紋路、水花噴濺效果。

■	石造建築：抗鹼封牆底漆、封閉充填、醇酸漆

■	鋼鐵結構：厚層塗料

標準配件
*	噴漆管3/8"x15.5M	+	噴漆管1/4"x1.5Mx1
*	噴槍附噴嘴(0.035")和噴嘴座x1
*	過濾器20目x1
*	幫浦濾網60目或100目x1
*	特殊兩用扳手扳手x1
*	油封組潤滑油(100毫升)x1
*	調整圓棒x1
 
選購配件
*	石灰泥桶車(95公升)x1
*	幫浦濾網30目x1	

PE透明管

內鍵工具箱可放置額外的噴

嘴和濾網

球型洩壓閥

高效能幫浦和耐用的油封組

型號	 	 	 PM039	 	 		 									

馬達種類	  無刷馬達   

輸入功率	  1800W           

電壓	   220-240V~	50-60Hz	        

最大噴嘴		 	 0.039"           

最大流量		 	 6.4	公升/分	(1.7	加侖/分)         

最大壓力		 	 227	bar	(3,300	psi)																										

控制方式	                  數位式

過負載保護  有  

尺寸(長x寛x高)		 									670mmx580mmx810mm            

淨重		 	 	 61.1公斤(134.7磅)            

高功率無刷馬達

特製石灰泥吸取管，可用於
石灰泥或其他濃稠的漆料

石灰泥桶車掛勾 過濾器

石灰泥桶車	(PM039的選購品)	
灰泥桶的推車架可用特別掛勾
與PM039組裝成一個完整的組
合，包含固定座鎖套、擰乾滾
輪、兩用刮泥扳手

固定座鎖套

LCD螢幕可顯示即時的壓
力值
*LCD螢幕可供選擇顯示
	BAR或PSI壓力值

噴漆管3/8"x15.5M + 
噴漆管1/4"x1.5M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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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配件

* 噴漆管 3/8" x 50' (15.5M) + 軟管1/4" x1.5M x1

* 噴槍含前端導向座&噴嘴(0.035") x1

* 泵濾網60目和100目 x1

* 特殊兩用板手 x1

* 潤滑油(100ml) x1

* 調整圓棒x1

選購配件

* 泵濾網 30目

6.5HP 本田引擎可獨

立運作和強勁動力

可快速拆卸泵，易於維護

吸取管

高效能機電離合器
內置工具箱可放濾網或噴嘴

型號 PE048

馬達類型 Honda GX200

馬力 6.5HP

最大噴嘴尺寸 ( 配 1 個噴槍 ) 0.048"

最大噴嘴尺寸 ( 配 2 個噴槍 ) 0.035"

最大噴嘴尺寸 ( 配 3 個噴槍 ) 0.027"

最大噴嘴尺寸 ( 配 4 個噴槍 ) 0.023"

最小噴嘴尺寸 0.023"

最大流量 8.3 l/min (2.2 gpm)

最大壓力 227 bar (3,300 psi)

最大噴漆管長度 100M ( 300 英呎 )

壓力控制方式 電子式

尺寸 ( 長 x 寬 x 高 ) 810mm x 640mm x 850mm

淨重 74.5kg (164.2 Lbs)

高性能泵及耐用油封組件  

Large pneumatic wheels 

and sturdy frame 

Control System includes Auto 
Stop Function when paint is 
used up 

LCD 顯示幕幕 - 可查看壓
力，工作時數，錯誤碼資訊 

時數顯示鈕

( 控制箱背面 )

引擎式無氣噴塗機
耐用堅固的無氣噴塗機，配有引擎和電子壓力控制，最大噴嘴尺寸可達	0.048“，能同時使用最多四支噴槍，適用於

黏稠的漆料，亦可搭配長噴漆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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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購配件

前端導座組			7/8"				 													0299-0050-00000-002

過瀘器		16	目		PM039專用		 0299-0072-00000-006

油封組		PM025,		 	 								0299-0049-00000-001

	PM021LF,	AC023	專用  

油封組			PM039	專用								 0299-0049-00000-007

噴漆管	3/8"x15.5M	+	1/4"x1.5M	噴漆管	PM039專用	 	 														0299-0074-00000-001	  

噴漆管	1/4"16.5M		PM025,	PM021LF,		EC021 專用	 	 														303-02012-099-001

品 號

油封組					EC021專用  0299-0049-00000-017

品 號

噴槍濾網	100目				 						 					0299-0060-00000-001

噴槍延伸桿	外牙7/8"x長度15"(L)	 					0201-0096-00906-002														

噴槍延伸桿	外牙7/8"x長度30"(L)	 					0201-0096-00906-004

噴槍延伸桿	外牙7/8"x長度60"(L)	 					0201-0096-00906-006	

噴槍	
不包含噴嘴座和噴嘴

幫浦濾網	30目														 					202-0007-00000-001
幫浦濾網	60目	 		 	 					202-0007-00000-002
幫浦濾網	100目				 	 					202-0007-00000-003

7/8"					

302-03009-000-001過瀘器	
EC021、PM025、PM021LF	專用

0299-0061-00000-002								

噴嘴

可旋轉式噴嘴含座 尺寸             品號
513		(0.013")	 305-00168-000-001	
215		(0.015")	 305-00168-000-019
315		(0.015")	 305-00168-000-020
515		(0.015")	 305-00168-000-002		
517		(0.017")	 305-00168-000-003	
417		(0.017")		 305-00168-000-023	
217		(0.017")		 305-00168-000-021
317		(0.017")		 305-00168-000-022	
419		(0.019")	 305-00168-000-025			
319		(0.019")	 305-00168-000-024		
521		(0.021")	 305-00168-000-005			

尺寸             品號
525		(0.025")	 305-00168-000-008		
529		(0.029")	 305-00168-000-012
531		(0.031")	 305-00168-000-009			
535		(0.035")	 305-00168-000-006		
537		(0.037")	 305-00168-000-013
539		(0.039")	 305-00168-000-014

並聯噴漆管	1/4"x7.5M	AC023專用	 	 	 	 	 						305-00291-000-002 

並聯噴漆管	1/4"x12M		AC023專用	 	 	 	 	 						305-00291-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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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流量低壓式(HVLP)渦輪噴漆機

T328高流量低壓式(HVLP)渦輪噴漆機搭載工業級3渦輪，透過1400W馬力驅動，達到專業級噴漆需求，本機可調整最大

風量2800公升/分和0.41	 bar的壓力，能迅速完成大面積的噴漆工作，特製專用噴槍可控制噴霧大小，創造出優異的

霧狀噴漆效果，機器頂部設計了可以存放額外噴嘴及針型噴嘴組的空間，空氣濾網容易拆換，設計有絕佳平衡的提把

及快接式接頭之噴漆管。

             品號

高流量低壓噴槍組		1.3mm				 305-00172-000-001

	 	 		1.8mm				 305-00172-000-002

	 	 		2.0mm				 305-00172-000-003

噴漆管	6M	 							 			 0299-0109-00000-002

高流量低壓噴槍組噴漆管6M

噴嘴及針型噴嘴組	

                品號

0.5mm	 			305-00167-000-001

0.8mm	 			305-00167-000-002

1.0mm	 			305-00167-000-003

1.2mm	 			305-00167-000-004

1.3mm	 			305-00167-000-005

1.8mm	 			305-00167-000-006

2.0mm	 			305-00167-000-007

2.5mm						305-00167-000-008

無段式風量調整開關

絕佳平衡的提把

雙頭快接式噴漆管

易拆換的空氣濾網

便利的置物空間

專用高流量低壓式(HVLP)噴槍

3渦輪搭配高功率馬達

延伸桿組 

		250亳升塑膠噴漆壺	

標準配件
* 噴漆管6Mx1
* 噴槍附1.3mm 噴嘴及針型噴嘴組x1
* 噴漆罐組x1
* 毛刷 x1
* 板手 x1
* 連接管x1 

選購配件
* 噴嘴及針型噴嘴組x1
* 延伸桿組x1
* 250亳升塑膠噴漆壺x1

	型號	 		 	 	T328

	電壓	 	 	 	110-120V~	0-60Hz，220-240V~	50-60Hz		

	輸入功率	 	 	1400W	

	渦輪	 	 	 	3	渦輪

	最大風量	 	 	2800	公升/分	

	最大壓力	 	 	0.41	bar	(6	psi)

	緩啟動			 	 	有

	尺寸(長x寛x高)													325mmx250mmx325mm		

 淨重  	 	 	 	8.5	公斤	(18.7磅)

■	選購配件

           品號

延伸桿組										 		0299-0107-00000-001

250亳升塑膠噴漆壺									305-00299-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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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式磁性鑽孔機可以用在傳統磁性鑽孔機無法進入的空間，雖然總高度只有198mm(不含手取)，但仍能使用傳統30mm長的穴鑽，不

需要使用特殊的穴鑽。

標準配件

* 安全帶x1

* 擋屑板組x1

* 活動把手軸x1

選購配件

* 過負載保護	

臥式磁性鑽孔機

型號	 	 	 	 PMD3530	 	

輸入功率		 	 	 11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負載每分鐘轉速			 	 650	/	390	

最大鑽孔能力 穴鑽外徑x切削深度		 35mmx30L		

穴鑽柄徑		 	 	 19.05mm	

磁鐵座吸力	 	 	 15,000	N		

淨重    10公斤(22磅))

主軸快脫旋鈕，

可快速更換穴鑽

免用工具之快脫活動把

手，可裝在機器兩側之任

一側

馬達(電磁)開關

磁鐵座 (帶燈 )開關

穴鑽	(選購)

中心沖	(選購)

LED燈泡，方便在黑暗處工作

平衡良好、方便攜帶的手取

165mm

300mm

210m
m

35mm45mm

210mm

8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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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鑽孔攻牙機

這是一台專為攻牙設計的機台，同時也是一台很好操作的傳統磁性鑽孔機，它配備了雙模式齒輪箱，第一種模式用在機械式自動

正反轉攻牙，第二種模式用在穴鑽和麻花鑽鑽孔，此機器配備快脫主軸，可快速、免用工具更換配件，快脫主軸的尺寸是31毫米

(Bilz	 no.2)，而且有各式各樣的配件，可以很容易向我們或是從市場上購買，並直接與機器的主軸連接，如果裝上轉接頭後同

時也可以使用尺寸19mm(Bilz	 no.1)的配件，此機器已註冊專利，當攻牙的時候，可以很容易藉由活動把手控制攻牙進刀、停止

和退刀。此系統提供了反應迅速、有效率和無瑕疵的攻牙操作。

全新設計的萬用型攻牙刀筒，可夾持4.9mm至12mm的四方頭，所以適用於任何系統的牙絲攻，無論是DIN、ISO、JIS、ANSI都適

用，牙絲攻尺寸可由M6(1/4")到M20(3/4")。

攻牙模式鑽孔模式

模式選擇

深度尺

止水閥

油罐

馬達 (電磁 )開關

磁鐵座(帶灯)開關

模式選擇(選擇攻牙

模式或鑽孔模式)

萬用型攻牙刀筒，牙絲攻尺寸

由M6(1/4")到M20(3/4")

牙絲攻(未附)

深度調整螺栓

磁鐵座

活動把手

主軸快脫旋鈕

夾具接桿和夾具

(麻花鑽未附)

穴鑽刀筒	

(穴鑽和中心沖選購)

280mm

420m
m

180mm35mm30mm

310m
m

275mm

80mm

588m
m

40
35
30
25
20
15
10

4

30
25
20
15
10
5

0

65
60
55
50
45
40
35

100
95
90
85
80
75
70

105
110
115
120
125
130
135
140
145
150

深度尺

鑽孔刻度

攻牙刻度

    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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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購配件 ( 參考 25 頁 ~27 頁 )

中心沖 磁鐵棒穴鑽

標準配件
*	萬用型攻牙刀筒 x1
*	扳手 M8x1
*	六角扳手 M2.5x1
*	六角扳手 M4x1
*	夾具接桿 x1
* 1/2" 夾具和扳手 x1
*	穴鑽刀筒 (柄徑 3/4" 或 19.05mm)x1
*	油罐組 x1
*	擋屑板組 x1
*	安全鏈條 x1
*	活動把手 x3

選購配件
*	各種尺寸攻牙刀筒

模式選擇

1.	 攻牙刀筒 (選購 )

2.	 萬用型攻牙刀筒

3.	 牙絲攻 (不附 )

4.	 頂針壓縮彈簧和止水套

5.	 中心沖 (選購 )	

2

3

4

5

6

78

9

10

( 專利註冊 )

型號																			 	 TP2000

輸入功率																		 	 11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鑽孔模式	無負載 /負載每分鐘轉速		 550	/	330	

攻牙模式	無負載 /負載每分鐘轉速		 150	/	90		

主軸連接尺寸																 31mm	(Bilz	no.2)

穴鑽刀筒規格	 											 螺絲固定，柄徑 19.05mm

最大鑽孔能力	 	 							 35mmx50mm	(1-3/8"x2")	

最大攻牙能力	 	 				 20mmx30L		

最大麻花鑽鑽孔能力	 	 13mmx150L	

磁鐵座吸力	 	 	 15,000N	(3,372lb-f)			 	

淨重		 			 	 	 13.7 公斤 (30.14 磅 )	

6.	 穴鑽刀筒 (柄徑 3/4" 或 19.05mm)

7.	 穴鑽 (選購 )

8.	 1/2" 夾具

9.	 夾具接桿

10.	主軸快脫旋鈕

1

3

攻牙刀筒	Bilz	
no.2( 詳見 24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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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進刀磁性鑽孔機

標準配件

* 扳手M8x1

* 六角扳手M2.5x1

* 六角扳手M4x1

* 擋屑板組x1

* 油罐組x1

* 安全鏈條x1

                                     

中心沖	 磁鐵棒穴鑽

型號	 	 				 	 	 	 MD300N	

輸入功率																					 	 	 11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負載每分鐘轉速							 					 	 550	/	330		

  	 穴鑽外徑x切削深度(手動模式)			 35mmx50mm		(1-3/8"x2")																																	

最大鑽孔能力
		 穴鑽外徑x切削深度(自動模式)				 30mmx45mm		(1-3/16"x1-3/4")     

	 									麻花鑽外徑x深度(適用在手動模式)	 13mmx115mm	(1/2"x4-1/2")

				 	 牙絲攻外徑x深度	 					 	 N/A

磁鐵座吸力                    15,000	N	

過負載保護     有

淨重                            16公斤(35.27磅)

雙功能把手(自動進或手

動進刀)

馬達(電磁)開關

磁鐵座(帶燈)開關

止水閥

磁鐵座

3段進刀調速開關

選擇可達最佳鑽孔

效率

油罐

活動把手

刀筒

刀筒固定座

穴鑽	(選購)

中心沖	(選購)

位置	1:	ø14~20mm       

位置	2:	ø21~24mm

位置	3:	ø25~30mm

MD300N是一台非常省時的鑽孔機，為了達到最有效率的鑽孔，此機台裝配了特別的電子板，可自動調整最佳速度，並自動進刀鑽

孔，同時這台鑽孔機也可以完全手動控制進刀，只需1秒即可完成手動退刀。

290mm 310mm

80mm

330m
m

166mm45mm30mm

395m
m

470m
m

■	選購配件 ( 參考 24 頁 ~26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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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1100W馬達，可適用市面上最常用尺寸的刀具，最大刀具可達外徑35mm，長壽命的齒輪組提供最佳之傳動，15,000N之磁鐵

座吸力，能確保機台進行鑽孔時最穩固的吸力。搭載刀筒固定座,當使用較大外徑穴鑽時，可保持最大的穩定性，使用夾具時可將

此拆除，配合麻花鑽應用，機台輕巧易攜，是你鐵件鑽孔最佳利器。

中心沖 磁鐵棒穴鑽 				13mm	夾具和扳手 	夾具接桿

標準配件
*	扳手M8x1
*	六角扳手M2.5x1
*	六角扳手M4x1
*	油罐組x1
*	安全鏈條x1
*	擋屑板組x1
 
選購配件

* 夾具接桿
* 13mm	夾具和扳手

1速磁性鑽孔機

油罐

馬達(電磁)開關

磁鐵座(帶燈)開關

止油閥

磁鐵座
穴鑽(選購)

中心沖(選購)

尖牙主軸

麻花鑽	

型號																								 MD350	

輸入功率		 	 	 11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負載每分鐘轉速  620	/	350              

最大鑽孔能力  
		穴鑽外徑x深度			 35mmx50mm	(1-3/8"x2")								

	 							麻花鑽外徑x深度					13mmx110mm	(1/2"x5-1/2")

磁鐵座吸力	 	 	 15,000	N															

淨重	 	 	 			 12.6公斤(27.72磅)     

■	選購配件 ( 參考 24 頁 ~26 頁 )

刀筒固定座，當使用較大外

徑穴鑽時，可保持最大的穩

定性（當使用夾具時可將此

拆除）

滑軌調整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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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速磁性鑽孔機

				13mm	夾具和扳手

型號                        LY25

輸入功率		 	 	 11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負載每分鐘轉速  620	/	350              

最大鑽孔能力  
		穴鑽外徑x深度			 35mmx50mm	(1-3/8"x2")								

	 							麻花鑽外徑x深度					13mmx110mm	(1/2"x5-1/2")

磁鐵座吸力	 	 	 15,000	N															

淨重	 	 	 			 12.2公斤(30.9磅)     

標準配件
*	扳手 M8x1

*	六角扳手 M2.5x1

*	六角扳手 M4x1

*	擋屑板組 x1

*	油罐組 x1

*	安全鏈條 x1

*	側把

*	活動把手 x3

高效率1100W馬達，可適用市面上最常用尺寸的刀具，最大刀具可達外徑35mm，長壽命的齒輪組提供最佳之傳動，15,000N之磁鐵

座吸力，能確保機台進行鑽孔時最穩固的吸力。搭載刀筒固定座,當使用較大外徑穴鑽時，可保持最大的穩定性，使用夾具時可將

此拆除，配合麻花鑽應用，機台輕巧易攜，是你鐵件鑽孔最佳利器。

油罐

馬達(電磁)開關

磁鐵座(帶燈)開關

止油閥

磁鐵座

滑軌調整螺絲

穴鑽(選購)

中心沖(選購)

方牙主軸

刀筒固定座，當使用較大外

徑穴鑽時，可保持最大的穩

定性（當使用夾具時可將此

拆除）

中心沖 磁鐵棒穴鑽 方牙夾具接桿

■	選購配件 ( 參考 24 頁 ~26 頁 )

麻花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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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配件

*	扳手 M8x1

*	六角扳手 M2.5x1

*	六角扳手 M4x1

*	擋屑板組 x1

*	油罐組 x1

*	安全鏈條 x1

*	側把

*	活動把手 x3

1 速磁性鑽孔機

夾具接桿、13mm 夾具和扳手
麻花鑽

高功率 1100W 馬達，搭

載堅固的鋁合金馬達殼	

油罐

刀筒固定座，當使用較大

外徑穴鑽時，可保持最大

的穩定性（當使用夾具時

可將此拆除）

馬達 (電磁 )開關

磁鐵座 (帶燈 )開關

開關保護鐵條

中心沖	 磁鐵棒

強力磁鐵座，線圈纏繞

在輪軸內可確保線圈耐

用不易損壞

高功率	1100W	馬達，搭載堅固的鋁合金馬達殼，可適用市面上最常用尺寸的刀具，最大刀具可達外徑	35mm，長壽命的齒輪組提

供最佳之傳動，17,000N	之磁鐵座吸力，能確保機台進行鑽孔時最穩固的吸力。搭載刀筒固定座 , 當使用較大外徑穴鑽時，可保

持最大的穩定性，使用夾具時可將此拆除，配合麻花鑽應用，機台輕巧易攜，是你鐵件鑽孔最佳利器。

側把

穴鑽

型號                        LY35                     

輸入功率		 	 	 11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負載每分鐘轉速  620	/	350	               

最大鑽孔能力  
		穴鑽外徑x深度			 35mmx50mm	(1-3/8"x2")								

	 							麻花鑽外徑x深度					13mmx110mm	(1/2"x4-1/2")

磁鐵座吸力   15,000	N	               

淨重	 	 	 			 13.5公斤(34.3磅)     

穴鑽(選購)

中心沖(選購)

半快脫主軸

■	選購配件 ( 參考 24 頁 ~26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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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速磁性鑽孔機

標準配件

*	扳手M8x1

*	六角扳手M2.5x1

*	六角扳手M4x1

*	T型六角扳手M6x1

*	油罐組x1

*	安全鏈條x1

*	擋屑板組x1

*	活動把手x3   

 

麻花鑽鑽孔

革命性的省時設
計，快脫夾具接
桿快速連結夾具
，可即時從穴鑽
更換成麻花鑽

中心沖	 磁鐵棒穴鑽

穴鑽(選購)

中心沖(選購)

主軸快脫旋鈕，可以不用工具、
快速更換穴鑽或配件
(主軸快脫旋鈕機型為外銷機
種，需要訂製)

2速齒輪箱設計，可以藉由變化
最大扭力來使用更大的刀具

磁鐵座

鎖緊桿組
可快速調整馬達在滑軌座的高
度，適用不同高度的刀具，調
低用於穴鑽、調高用於麻花鑽

型號	 	 	 	 SMD502/2

輸入功率		 	 	 11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負載每分鐘轉速 
轉速1			 300	/	180

   轉速2			 450	/	270

最大鑽孔能力
	 穴鑽外徑x深度			 50mmx50mm	(2"x2")

	 	 麻花鑽外徑x深度		 13mmx140mm	(1/2"x5-1/2")	

磁鐵座吸力	 	 	 17,000	N

淨重    15公斤(33磅)

滑軌調整螺絲

夾具接桿、13mm夾具

和扳手

高效率1100W馬達搭配雙速齒輪，可藉由變化最大扭力達到最大刀具外徑35mm(SMD352)及50mm(SMD502)，長壽命的齒輪組提供最佳

之傳動，17,000N之磁鐵座吸力，能確保機台進行鑽孔時最穩固的吸力。馬達組的位置能上下調整，可適用於不同的工具，如穴鑽

及麻花鑽應用，快脫的穴鑽及夾具接桿系統讓刀具的安裝及拆卸更加的輕鬆容易，機台輕巧易攜，是你鐵件鑽孔最佳利器。

175mm40mm25mm

355m
m 320m

m

290mm 270mm

 90mm

440m
m 馬達(電磁)開關

磁鐵座(帶燈)開關

內銷主軸機型為鎖
螺絲固定刀筒

■	選購配件 ( 參考 24 頁 ~26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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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配件

*	扳手M8x1

*	六角扳手M2.5x1

*	六角扳手M4x1

*	擋屑板組x1

*	油罐組x1

*	安全鏈條x1

*	活動把手x3

選購配件

*	夾具接桿x1

*	5/8"(16mm)

		夾具和扳手x1

夾具接桿夾具和扳手

麻花鑽鑽孔

活動把手

油罐

止油閥

磁鐵座

刀筒

刀筒固定座

2速齒輪箱

穴鑽(選購)

中心沖(選購)

型號	 	 										 MD500/2		

輸入功率                   110-120V:1800W,		220-240V:20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負載每分鐘轉速
 轉速	1	 380	/	230		

     轉速	2	 500	/	300	

			 	 穴鑽外徑x深度	 50mmx75mm	(2"x3")

最大鑽孔能力	 麻花鑽外徑x深度	 16mmx110L	(5/8"x4-1/2")

			 	 牙絲攻外徑x深度	 N/A

磁鐵座吸力					 	 	 32,000	N	

過負載保護   有

淨重													 	 	 22.9公斤(50.38磅)

2速磁性鑽孔機
高效率2000W馬達搭配雙速齒輪，可藉由變化最大扭力達到最大刀具外徑50mm，長壽命的齒輪組提供最佳之傳動，32,000N之磁鐵

座吸力，能確保機台進行鑽孔時最穩固的吸力。可適用於不同的工具，如穴鑽及麻花鑽應用，機台堅固、耐用，是你鐵件鑽孔最

佳利器。

200mm50mm30mm

495m
m

320mm 280mm

100mm

370m
m

556m
m

中心沖	 磁鐵棒穴鑽

馬達(電磁)開關

磁鐵座(帶燈)開關

■	選購配件 ( 參考 24 頁 ~26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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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速磁性鑽孔機

中心沖	 磁鐵棒穴鑽MT3大尺寸攻牙接
桿、攻牙器

MT3小尺寸攻牙接
桿、攻牙器

攻牙模式(選購)

標準配件
*	扳手M8x1
*	六角扳手M2.5x1
*	六角扳手M4x1
*	擋屑板組x1
*	油罐組x1
*	安全鏈條x1
*	退刀撞針x1
*	活動把手軸-長x3

選購配件
*	MT3夾具接桿x1
*	5/8"(16mm)夾具和扳手x1
*	MT3攻牙接桿x1
*	攻牙器x1
*	夾管座x1
*	快脫刀筒x1

麻花鑽鑽孔搭配夾具

MT3夾具接桿

和夾具(不附)

麻花鑽鑽孔

MT3麻花鑽鑽尾

(不附)

磁鐵座

油罐

止油閥

正逆向開關

活動把手
主軸

刀筒固定座

穴鑽(選購)

變速旋鈕

退刀孔

中心沖(選購)

高效率2000W馬達搭配四速齒輪和正逆向開關，可藉由變化最大扭力達到最大刀具外徑75mm，長壽命的齒輪組提供最佳之傳動，

32,000N之磁鐵座吸力，能確保機台進行鑽孔時最穩固的吸力。獨特的MT3主軸可適用於不同的工具，如穴鑽、麻花鑽及攻牙應

用，機台堅固、耐用，是你鐵件鑽孔及攻牙最佳利器。

320mm

280mm

100mm

370m
m

515m
m

200mm60mm35mm

600m
m

型號                                     MD750/4	    

輸入功率                             110-120V:1800W,		220-240V:20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Speed	1					    150	/	90	 

無負載/負載每分鐘轉速 Speed	2					    200	/	120	

    Speed	3				     300	/	180	

    Speed	4								   380	/	230	

		 	 	 穴鑽外徑x深度          75mmx50mm	(3"x2")

最大鑽孔能力	 	 MT3麻花鑽外徑x深度      32mmx150mm	(1-1/4"x4-7/8")

    MT3夾具接桿和夾具外徑x深度     16mmx110mm	(5/8"x4-1/2")

	 	 	 牙絲攻外徑x深度   25.4mmx40mm	(1"x1-9/16")

磁鐵座吸力               32,000	N	

過負載保護											 	 	 	 有

淨重                               24.8公斤(64.67磅)

馬達(電磁)開關

磁鐵座(帶燈)開關

■	選購配件 ( 參考 24 頁 ~26 頁 )

MT3夾具接桿

和夾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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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目前鑽孔能力最大的磁性鑽孔機，擁有驚人動力輸出和靈活性，高效率 2000W 馬達搭配四速齒輪和正逆向開關，它有很

重要的功能，無段調速和恆速 , 很適合使用大尺寸的刀具 , 最大可使用外徑 120mm 刀具，長壽命的齒輪組提供最佳之傳動，

32,000N之磁鐵座吸力，能確保機台進行鑽孔時最穩固的吸力。獨特的MT3主軸可適用於不同的工具，如穴鑽、麻花鑽及攻牙應用，

機台堅固、耐用，是你鐵件鑽孔及攻牙最佳利器。特殊設計的電子板同時具有緩啟動和過負載保護等功能，為了讓機器更安全，

另外配有機械式離合器。

中心沖 磁鐵棒
穴鑽MT3 大尺寸攻牙接

桿、攻牙器
MT3 小尺寸攻牙接
桿、攻牙器

標準配件
* 扳手 M8x1
* 六角扳手 M2.5 和 M5x1
* 擋屑板組x1
* 油罐組x1
* 安全鏈條x1
* 退刀撞針x1
* 穴鑽螺絲固定刀筒 -Ø31.75mmx1
* 穴鑽螺絲固定刀筒 -Ø19.05mmx1
* 活動把手 x3

選購配件
*	MT3 夾具接桿x1
*	5/8"(16mm) 夾具和扳手x1
*	MT3 攻牙接桿x1
*	攻牙器x1
*	快脫刀筒x1

麻花鑽鑽孔搭配夾具

MT3 夾具接桿和夾具 (選購 )

麻花鑽鑽孔

MT3 麻花鑽鑽尾
(不附 )

4 速磁性鑽孔機

油罐

調速旋鈕

正逆向開關

主軸配有切削油自動注入系統

MT3 主軸 (可裝任何 MT3 配件 )

變速旋鈕

高效率 2000W 馬達，配有電子控制

，如緩啟動、過負載保護、調速及

穩定速度系統等功能	

4 速的堅固齒輪箱，配備有機械式

離合器

退刀孔

快脫刀筒

115mm

235mm

460m
m

520m
m

370mm

200mm 95mm40mm

670m
m

型號	 	 	 MD120/4
輸入功率   110-120V:	1700W,		220-240V:	20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Speed	1	 	 	 	 	 35-120

無負載 /負載每分鐘轉速 Speed	2	 	 	 	 	 70-220
		 	 	 Speed	3	 	 	 	 	 80-250
	 	 	 Speed	4	 	 	 	 	 140-450
		 	 	 穴鑽 (31.75mm	1-1/4" 柄徑 )外徑 x深度	 120mmx50mm
	 	 	 穴鑽 (19.05mm	3/4" 柄徑 )外徑 x深度			 120mmx50mm

最大鑽孔能力	 	 穴鑽 (快脫刀筒 )外徑 x深度		 		 60mmx50mm
	 	 	 MT3 麻花鑽外徑 x深度	 	 	 32mmx200mm
	 	 	 MT3 夾具接桿和夾具外徑 x深度	 	 16mmx120mm
	 	 	 牙絲攻外徑 x深度	 	 	 	 32mmx40mm
磁鐵座吸力  32,000	N	
過負載保護						 	 有	
淨重	 	 	 29.4 公斤 (64.82 磅 )

馬達(電磁)開關

磁鐵座(帶燈)開關

攻牙模式(選購)

■	選購配件 ( 參考 24 頁 ~26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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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夾管座 ( 適用於 MD750/4, HC127)

   夾管外徑		 		32mm	-	203mm	(1-1/4"-	8-1/4")

		品號												0299-0062-00000-002

真空吸盤

手取

調節閥

氣封條

真空吸盤適用在任何磁性鑽孔機，最大適用鑽孔能力達 55mm，當工作表面限制或是無法用電磁鐵來吸住時，例如：

■	鋁材、銅、不鏽鋼、玻璃纖維等。

■	薄鋼板或者其他金屬片，磁力可能不夠時。

■	有凹凸不平的花紋表面低於 3mm 深度，如菱型紋路版。

磁性鑽孔機藉由磁性附著到真空吸盤上，真空吸盤藉由真空吸力吸附在工件表面上，必須使用最小吸力的 0.8bar（26inHg）和最

小風量 30 公升 /分（1立方英呎 /分）的吸真空幫浦，如我們的 VP140 吸真空機，就是非常好的工具。

如果使用大於 55 毫米外徑的刀具，不推薦使用此設備，吸力恐不足。

			VP140 吸真空機	

型號						 	 真空吸盤

所需最小吸力	 	 0.8	bar	(26	inHg)

所需最小風量			 	 30L/min	(1	cfm)

最大穴鑽		 	 55mm

尺寸 (長x寛x高)	 	 234mmx209mmx81mm

淨重	 	 	 56.7 公斤 (14.74 磅 )

      夾管座也可用於鏈條式鑽管機 HC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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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鑽孔機選購配件和規格

■ MD750/4 , MD120/4 攻牙配件                                                                                                     

■  MT3 穴鑽螺絲固定刀筒 -19.05mm ( 適用於 MD750/4, MD120/4 )

品號     尺寸       適用機種

0299-0078-00000-009	 ø19.05mm	(212mm)	 		 	MD750/4,	MD120/4

0299-0078-00000-010	 ø19.05mm	(237mm)									 	MDS750/4

0299-0078-00000-035					ø31.75mm	(156mm)										 	MD750/4,	MD120/4

■  MT3 穴鑽快脫刀筒 -19.05mm  ( 適用於 MD750/4, MD120/4 ) ( 包含 1個頂針壓縮彈簧、1個止水套 )	

品號     尺寸       適用機種

0299-0078-00000-001	 單平面	12.3mm 定位鈕		 	 MD750/4,	MD120/4		

0299-0078-00000-005	 單平面	11.7mm 定位鈕		 			 MD750/4,	MD120/4	

0299-0078-00000-018	 雙平面	12.3mm 定位鈕	 	 MD750/4,	MD120/4

0299-0078-00000-023	 雙平面	11.7mm 定位鈕	 	 MD750/4,	MD120/4	

■  MT3 小尺寸 (Bilz no.1) 攻牙接桿、攻牙器 ( 適用於品號 302-04293-901-001)

攻牙器

品號                     牙絲攻尺寸          柄徑    四方孔尺寸               

305-00155-000-001			M3-JIS							 4.0		 3.2

305-00155-000-002			M4-JIS		 5.0		 4.0

305-00155-000-003			M5-JIS		 5.5			 4.5

305-00155-000-004			M6-JIS		 6.0			 4.5

305-00155-000-005			M7/M8-JIS				 6.2		 5.0	

305-00155-000-006			M9/M10-JIS	 7.0		 5.5

305-00155-000-007			M11-JIS	 8.0			 6.0

305-00155-000-008			M12-JIS	 8.5		 6.5

305-00155-000-009			M14/M15-JIS				10.5	 8.0	

305-00155-000-040			UNC5/16-JIS					6.1			 5.0

305-00155-000-041			UNC1/2-JIS				 9.0	 7.0	

品號

302-04293-901-001	 	MT3 小尺寸攻牙接桿 (適用攻牙器 3~15mm)

品號

302-04293-901-002		 MT3 大尺寸攻牙接桿 (適用攻牙器 7~25mm)

■  MT3 大尺寸 (Bilz no.2) 攻牙接桿、攻牙器 ( 適用於品號 302-04293-901-002) 和 TP2000

攻牙器

品號                      牙絲攻尺寸          柄徑    四方孔尺寸

305-00155-000-030		M7/M8-JIS		 6.2					 5.0

305-00155-000-031		M9/M10-JIS						 7.0						5.5	

305-00155-000-032		M11-JIS				 8.0						6.0	

305-00155-000-033		M12-JIS									 8.5			 6.5

305-00155-000-034		M14/M15-JIS				 10.5					8.0		

305-00155-000-010		M16-JIS					 12.5			 10.0

305-00155-000-011		M18-JIS									 14.0				 11.0

305-00155-000-012		M20-JIS					 15.0					12.0		

305-00155-000-013		M22/UNC7/8-JIS		17.0			 13.0		

305-00155-000-014		M24/M25-JIS				 19.0			 15.0	

305-00155-000-042		UNC1/2-JIS						 9.0			 7.0

( 包含 2支無頭內六角螺絲、1個 C型扣環、1個刀筒華司、1個 O型環、1個止水套 )

攻牙器

品號                      牙絲攻尺寸         柄徑   四方孔尺寸 

305-00155-000-015		M3.5-DIN376		 2.5					 2.1	

305-00155-000-016		M4-DIN376								2.8						2.1

305-00155-000-017		M4.5/M5-DIN376		 3.5			 2.7

305-00155-000-019		M6-DIN376		 4.5			 3.4

305-00155-000-020		M7-DIN376					 5.5						4.3

305-00155-000-021		M8-DIN376	 6.0						4.9	

305-00155-000-022		M10-DIN376		 7.0				 5.5

305-00155-000-023		M12-DIN376		 9.0			 7.0

305-00155-000-024		M14-DIN376					 11.0			 9.0		

攻牙器

品號                     牙絲攻尺寸           柄徑    四方孔尺寸                                            

305-00155-000-043		UNC5/8-JIS			 12.0		 9.0

305-00155-000-036		M8-DIN376						 6.0			 4.9

305-00155-000-037		M10-DIN376				 7.0					 5.5

305-00155-000-038		M12-DIN376					 9.0					 7.0			

305-00155-000-039		M14-DIN376				 11.0			 9.0	

305-00155-000-025		M16-DIN376			 12.0				 9.0	

305-00155-000-026		M18-DIN376			 14.0			 11.0	

305-00155-000-027		M20-DIN376				 16.0			 12.0

305-00155-000-028		M22/M24-DIN376		 18.0			 14.5

* 接受最大外徑 60mm 的穴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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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沖

品號   描述      尺寸

305-00016-000-009			 適用外徑 12mm-17mm	TCT	35 長穴鑽					 	 TCT-90 長 x 外徑 6.34mm

305-00016-000-008		 適用外徑 18mm-60mm	TCT	35 長穴鑽						 	 TCT-90 長 x 外徑 7.98mm

305-00016-000-010			 適用外徑 12mm-17mm	TCT	50 長穴鑽						 	 TCT-106 長 x 外徑 6.34mm

305-00016-000-011			 適用外徑 18mm-60mm	TCT	50 長穴鑽						 	 TCT-108 長 x 外徑 7.98mm

305-00016-000-002			 適用外徑 12mm-100mm	HSS	30 長穴鑽				 	 HSS-77 長 x 外徑 6.34mm

305-00016-000-003			 適用外徑 12mm-100mm	HSS	50 長穴鑽					 	 HSS-103 長 x 外徑 6.34mm

品號                尺寸

305-00173-000-001	 		 400mmx25mm	

( 推圓棒可啟動磁力吸附鐵屑，拉圓棒可使鐵屑脫離 )

■ 磁鐵棒                                                                              

■ 穴鑽組 ( 含盒子 )

包 含 中 心 沖 和 30mm(L) 長， 外 徑 12、14、16、

18、20、22mm 穴鑽

■ 夾具接桿 ( 用來連接麻花鑽尾 )                                                                                  

品號   描述             接頭

   MD500/2

302-04020-901-002	 5/8"(5/8"-16UNF) 夾具接桿		 	 	 M27-3.0	

 

   

   MD750/4 , MD120/4  (MT3 機器 ) 接頭

0202-0016-00000-001	 5/8" 夾具接桿		 	 	 	 	 MT3/5/8"-16						

302-04020-901-009	 B16 錐度夾具接桿		 	 	 	 MT3/B16		                

品號   描述和夾持外徑            接頭       適用機種

305-00014-000-002	 5/8" 夾具和扳手 (1mm-16mm)								5/8"-16							 EVP180,	MD750/4	

                  MD500/2,	MD120														

305-00014-000-001	 1/2" 夾具和扳手 (1mm-13mm)								1/2"-20					  EV21,	MD500/2			 		

																																																																													 SMD502/2,MD350		 	 	

	 	 	 	 	 	 	 	 	 TP2000,	LY-25,	LY-35	 

■ 夾具和扳手

品號

0299-0052-00004-001( 黑 )

■ 快脫夾具接桿                                                                                                  

品號   描述                               適用機種

302-04240-901-001							1/2" 單平面夾具接桿 (柄徑 17.4mm)									 SMD502/2	

302-04240-901-002				 1/2" 雙平面夾具接桿 (柄徑 17.4mm)													  

302-04240-903-003						 1/2" 單平面夾具接桿 (柄徑 17.9mm)

302-04240-903-004					 1/2" 雙平面夾具接桿 (柄徑 17.9mm)



27

  柄徑 19.05mm TCT ( 鎢鋼 ) 穴鑽                                                                                

品號   規格

305-00161-000-096						35Lx12mm

305-00161-000-099						35Lx13mm

305-00161-000-001	 35Lx14mm

305-00161-000-002	 35Lx15mm

305-00161-000-003						35Lx16mm

305-00161-000-004						35Lx17mm

305-00161-000-005						35Lx18mm

305-00161-000-006						35Lx19mm

305-00161-000-007						35Lx20mm

305-00161-000-008						35Lx21mm

305-00161-000-009					 35Lx22mm

305-00161-000-010						35Lx23mm

305-00161-000-011						35Lx24mm

305-00161-000-012						35Lx25mm

305-00161-000-013						35Lx26mm

305-00161-000-014						35Lx27mm

305-00161-000-015						35Lx28mm

305-00161-000-016						35Lx29mm

305-00161-000-017						35Lx30mm

35mm 長穴鑽                                                  

品號                   規格 .

305-00161-000-097				 50Lx16mm

305-00161-000-038	 50Lx18mm

305-00161-000-039						50Lx19mm

305-00161-000-040						50Lx20mm

305-00161-000-041						50Lx21mm

305-00161-000-042						50Lx22mm

305-00161-000-043						50Lx23mm

305-00161-000-044						50Lx24mm

305-00161-000-045						50Lx25mm

305-00161-000-046						50Lx26mm

305-00161-000-047						50Lx27mm

305-00161-000-048						50Lx28mm

305-00161-000-049						50Lx29mm

305-00161-000-050						50Lx30mm

305-00161-000-051						50Lx31mm

305-00161-000-052						50Lx32mm

305-00161-000-053						50Lx33mm

305-00161-000-054						50Lx34mm

305-00161-000-055						50Lx35mm

305-00161-000-056						50Lx36mm

305-00161-000-057						50Lx37mm

305-00161-000-058						50Lx38mm

305-00161-000-059						50Lx39mm

305-00161-000-060						50Lx40mm

305-00161-000-061						50Lx41mm

305-00161-000-062						50Lx42mm

305-00161-000-063						50Lx43mm

305-00161-000-064						50Lx44mm

305-00161-000-065						50Lx45mm

305-00161-000-066						50Lx46mm

50mm 長穴鑽                                                

品號                   規格

305-00161-000-018						35Lx31mm

305-00161-000-019						35Lx32mm

305-00161-000-020						35Lx33mm

305-00161-000-021						35Lx34mm

305-00161-000-022						35Lx35mm

305-00161-000-023						35Lx36mm

305-00161-000-024						35Lx37mm

305-00161-000-025						35Lx38mm

305-00161-000-026						35Lx39mm

305-00161-000-027						35Lx40mm

305-00161-000-028						35Lx41mm

305-00161-000-029						35Lx42mm

305-00161-000-030						35Lx43mm

305-00161-000-031						35Lx44mm

305-00161-000-032						35Lx45mm

305-00161-000-033						35Lx46mm

305-00161-000-034						35Lx47mm

305-00161-000-035						35Lx48mm

305-00161-000-036						35Lx49mm

305-00161-000-037						35Lx50mm

35mm 長穴鑽                                     

品號                   規格

305-00161-000-067						50Lx47mm

305-00161-000-068						50Lx48mm

305-00161-000-069						50Lx49mm

305-00161-000-070						50Lx50mm

305-00161-000-071						50Lx51mm

305-00161-000-072						50Lx52mm

305-00161-000-073						50Lx53mm

305-00161-000-074						50Lx54mm

305-00161-000-075						50Lx55mm

305-00161-000-076						50Lx56mm

305-00161-000-077						50Lx57mm

305-00161-000-078						50Lx58mm

305-00161-000-079						50Lx59mm

305-00161-000-080						50Lx60mm

305-00161-000-081						50Lx61mm

305-00161-000-082						50Lx62mm

305-00161-000-083						50Lx63mm

305-00161-000-084						50Lx64mm

305-00161-000-085						50Lx65mm

305-00161-000-086						50Lx66mm

305-00161-000-087						50Lx67mm

305-00161-000-088						50Lx68mm

305-00161-000-089						50Lx69mm

305-00161-000-090						50Lx70mm

305-00161-000-091						50Lx71mm

305-00161-000-092						50Lx72mm

305-00161-000-093						50Lx73mm

305-00161-000-094						50Lx74mm

305-00161-000-095						50Lx75mm

50mm 長穴鑽                                               

30mm 長穴鑽                                               

30mm 長穴鑽                                

品號                   規格 .

305-00162-000-001						30Lx12mm

305-00162-000-002						30Lx13mm

305-00162-000-003						30Lx14mm

305-00162-000-004						30Lx15mm

305-00162-000-005						30Lx16mm

305-00162-000-006						30Lx17mm

305-00162-000-007						30Lx18mm

305-00162-000-008						30Lx19mm

305-00162-000-009						30Lx20mm

305-00162-000-010						30Lx21mm

305-00162-000-011						30Lx22mm

305-00162-000-012						30Lx23mm

305-00162-000-013						30Lx24mm

305-00162-000-014						30Lx25mm

305-00162-000-015					 30Lx26mm

305-00162-000-016						30Lx27mm

305-00162-000-017					 30Lx28mm

品號                   規格 .

305-00162-000-018						30Lx29mm

305-00162-000-019						30Lx30mm

305-00162-000-020						30Lx31mm

305-00162-000-021						30Lx32mm

305-00162-000-022						30Lx33mm

305-00162-000-023						30Lx34mm

305-00162-000-024						30Lx35mm

305-00162-000-025						30Lx36mm

305-00162-000-026						30Lx37mm

305-00162-000-027						30Lx38mm

305-00162-000-028						30Lx39mm

305-00162-000-029						30Lx40mm

305-00162-000-030					 30Lx41mm

305-00162-000-031					 30Lx42mm

305-00162-000-032					 30Lx43mm

305-00162-000-033						30Lx44mm

305-00162-000-034						30Lx45mm

305-00162-000-035						30Lx46mm

305-00162-000-036						30Lx47mm

305-00162-000-037						30Lx48mm

305-00162-000-038						30Lx49mm

305-00162-000-039						30Lx50mm

( 可接受訂購尺寸 30mm 長 x51mm 至

65mm)

品號                   規格 .

305-00162-000-040					 50Lx12mm

305-00162-000-041						50Lx13mm

305-00162-000-042						50Lx14mm

305-00162-000-043						50Lx15mm

305-00162-000-044						50Lx16mm

305-00162-000-045						50Lx17mm

305-00162-000-046						50Lx18mm

305-00162-000-047						50Lx19mm

305-00162-000-048						50Lx20mm

305-00162-000-049						50Lx21mm

305-00162-000-050						50Lx22mm

305-00162-000-051						50Lx23mm

305-00162-000-052						50Lx24mm

305-00162-000-053						50Lx25mm

305-00162-000-054						50Lx26mm

305-00162-000-055						50Lx27mm

305-00162-000-056						50Lx28mm

305-00162-000-057						50Lx29mm

305-00162-000-058						50Lx30mm

305-00162-000-059						50Lx31mm

305-00162-000-060						50Lx32mm

305-00162-000-061						50Lx33mm

305-00162-000-062						50Lx34mm

品號                   規格 .

305-00162-000-063						50Lx35mm

305-00162-000-064						50Lx36mm			

305-00162-000-065						50Lx37mm

305-00162-000-066						50Lx38mm	

305-00162-000-067						50Lx39mm

305-00162-000-068						50Lx40mm

305-00162-000-069						50Lx41mm

305-00162-000-070						50Lx42mm

305-00162-000-071						50Lx43mm

305-00162-000-072						50Lx44mm

305-00162-000-073						50Lx45mm

305-00162-000-074						50Lx46mm

305-00162-000-075						50Lx47mm

305-00162-000-076						50Lx48mm					

305-00162-000-077						50Lx49mm

305-00162-000-078						50Lx50mm

( 可接受訂購尺寸 50mm 長 x51mm 至

65mm)

   柄徑 19.05mm HSS ( 高速鋼 ) 穴鑽                                                                                                                  

50mm 長穴鑽                                   50mm 長穴鑽                              

( 可接受訂購尺寸 35 長 x51mm 至 100mm) ( 可接受訂購尺寸 50 長 x76mm 至 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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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4萬向攻牙機輕巧操作簡易，特殊低轉速自動換向齒輪箱及萬向攻牙夾具設計可提供精確快速的攻牙需

求。

■	不在傳動軸上直接受力的特殊齒輪箱設計，牙絲攻不滑溜。

■	傳動軸往下施壓時，以較低速度280/分正向旋轉。

■	傳動軸往上拉起時自動換向，且以較高速度680/分逆向旋轉。

■	特殊設計的高扭力低轉速馬達，易操控且理想的扭力輸出，提供最佳的攻牙應用，本機配備有高同心

			度的萬向雙爪夾具，可降低牙絲攻爆裂風險。

■	符合人體工學的把手及平衡性佳的輔助側把設計，提供最佳操控性。

■	雙重絕緣的馬達設計，是您最佳的攻牙夥伴。

攻牙尺寸能力：鐵材能力最小M5，最大可達M14，鋁材最大可達M16。

萬向攻牙機	

標準附件

* 輔助側把 x1

* 六角扳手 M4x1

* 深度限制器 x1

選購配件

* 安全離合器 x1

 

高同心度的萬向雙爪夾具，可降低牙絲攻爆
裂風險。攻牙尺寸能力：鐵材能力最小M5，
最大可達	M14，鋁材最大可達M16	

符合人體工學的把手及平衡性佳的
輔助側把設計，提供最佳操控性		

特殊設計的高扭力低轉速馬達，易操控且理想的
扭力輸出，提供最佳的攻牙應用		

深度限制器之設計以
利控制攻牙深度		

型	號	 										T14		

輸入功率           450W 

電	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空載轉速
											正		轉	 			280rpm

	 	 	逆		轉	 			680rpm

攻牙能力
		 	鐵		材	 			14mm	(9/16")

	 	 	鋁		材					16mm	(5/8")

尺寸(長x寛x高)				400mmx80mmx200mm 

淨				重											2.7 公斤 (5.92 磅 )( 不含側把 0.45 公斤 (0.99 磅 ))

安全離合器
(選購)

■	選購配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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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內砂輪機和長頸平面砂輪機
■	孔內砂輪機非常輕巧且多元，很適合用於精密研磨和拋光，長柄的主軸方便手握且容易伸至較難以研磨的地方。

■	內鍵磁鐵感應式恆速系統，可以自動維持恆速，並自動調節馬達使其產生固定的輸出功率，流暢且有效率的完成工作。

■	人體工學設計的輕巧機身，讓這個機台更容易使用。

標準配件
DG50:
*	扳手17mmx1
*	扳手12mmx1
 
DG50L:
*	扳手19mmx25mmx2
 
DG152:
*	六角扳手M6x1
*	雙腳扳手x1

恆速系統可在負載
下維持馬達穩定，
且可進行調速

錐形筒夾	

■ 長頸平面砂輪機(DG152)

長柄主軸

型號	 	 		 DG50																							DG50L																						DG152							

輸入功率		 			 12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10,000-28,000						 2,700-6,000						 	 2000-4500	

錐形筒夾   6mm *                      6mm *                      

最大磨輪直徑    50mm                50mm                       150mm  

尺寸(長x寛x高)            400mmx72mmx77mm						 510mmx72mmx77mm						 590mmx165mmx130mm

緩啟動和過載保護					 有

淨重	 							 	 2.2公斤(4.84磅)											 2.4公斤(5.28磅)												3.5公斤(7.72磅)

*DG50	錐形筒夾(尺寸：	3mm、6mm、6.35mm)，DG50L	錐形筒夾	(尺寸：6mm、6.35mm、8mm) 

■ 孔內砂輪機慢速型 (DG50L) 

■ 孔內砂輪機高速型  (DG50)  

(DG50, DG50L, 
DG152 適用)

推式扳機開關

此長頸平面砂輪機可應用在傳統平面砂輪機無法操

作的空間。

(不含磨片) 

(不含磨片) 

(不含磨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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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配件

*	側把x1

*	砂紙環帶	#60	番數	(40x620mm)x1	

*	砂紙環帶	#100	番數	(40x620mm)x1	

*	砂紙環帶	#180	番數	(40x620mm)x1	

*	不織布環帶	(40x620mm)x1	

型號	 	 	 WS620

輸入功率		 	 110-120V:1300W,	220V-240V:15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2300-6500

表面速度		 	 15-28	m/sec

最大環帶	(長)x(寬)			 620mmx40mm

尺寸(長x寛x高)	 	 601mmx220mmx182mm

緩啟動和過載保護	 	 有

淨重	 	 	 5.3公斤(11.66磅)

本機能將開放性或是被固定的圓管，例如欄杆之表面快速且有效率的拋光，使用不同的環帶來做粗拋和精拋，它可移除圓管表面

的鏽蝕、漆料及顆粒，達到鏡面效果，快速更換系統能輕鬆更換環帶，高效率的馬達搭載緩啟動、過負載保護器及恆速系統，提

供最佳的動力及穩定速度，透過調速旋鈕可以調整速度及保持穩定，讓拋光達到最佳效果，沒有比圓管砂帶機更容易且有效率處

理圓管表面拋光的工具了。

不織布環帶 砂紙環帶

圓管砂帶機

規格                      品號

砂紙環帶	#60	番數	(40x620mm)	 305-00045-000-006

砂紙環帶	#100	番數	(40x620mm)	 305-00045-000-007

砂紙環帶	#180	番數	(40x620mm)	 305-00045-000-008

不織布環帶	(40x620mm)				 305-00043-000-003

高功率馬達，有過負載保護、緩啟動	

高穩定性的被動輪

舒適的側把

調速旋鈕　

開關

定位鈕

免工具、快速更換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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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管砂帶機
本機能將開放性或是被固定的圓管，例如欄杆之表面快速且有效率的拋光，使用不同的環帶來做粗拋和精拋，它可移除圓管表面

的鏽蝕、漆料及顆粒，達到鏡面效果，快速更換系統能輕鬆更換環帶，高效率的馬達搭載緩啟動、過負載保護器及恆速系統，提

供最佳的動力及穩定速度，透過調速旋鈕可以調整速度及保持穩定，讓拋光達到最佳效果，可活動的支架可以將圓管做180度

~270度包覆，沒有比圓管砂帶機更容易且有效率處理圓管表面拋光的工具了。

型號	 	 	 WS760

輸入功率		 	 110-120W:850W,	220-240V:12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1600-3200		

表面速度													 3~12	m/sec

最大環帶(長)x(寬)				 760mmx40mm

最大管徑									 	 180mm

最大打磨度數							 270

緩啟動和過負載保護			 有

尺寸(長x寛x高)             530mmx370mmx215mm

淨重		 	 	 3.4公斤(7.48磅)

規格                                  品號

塑膠箱	572mmx362mmx238mm									 0299-0075-00100-011

不織布環帶	(40x760mm)		 	 	 305-00043-000-002

砂紙環帶	#120	番數	(40x760mm)	 	 305-00045-000-009

砂紙環帶	#220	番數	(40x760mm)				 305-00045-000-010

鎖定鈕

開關

恆速系統，讓轉速維持穩定

穩定性高的主動輪

舒適的側把

高穩定性的被動輪

								塑膠箱

調速旋鈕　

不織布環帶 砂紙環帶

標準配件

*	側把x1

*	不織布環帶(40x760mm)x1	

*	砂紙環帶	#120	番數(40x760mm)x5	

*	砂紙環帶	#220	番數(40x760mm)x5	

免用工具即可快速更換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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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箱    品號

572mmx362mmx238mm								0299-0075-00100-006

本多功能拋光機，從表面粗磨、去毛邊到鏡面拋光，一機皆能完成，直線研磨對於平坦的工作表面有完美的拋光效果，這是一般

的砂輪機無法做到，本機可平磨，去除刮痕、漆料、顆粒，除鏽，能使工作表面有一致的效果，本機能製作出無光澤、光滑或是

粗雜之表面效果，也能製造出渦紋拋磨和鏡面效果，用來保養、清潔及拋除陳舊老鐵表面，這是一台絕佳的工具。

高效率的馬達搭載緩啟動、過負載保護器及恆速系統，提供最佳的動力及穩定速度，透過調速旋鈕可以調整速度及保持穩定，讓

拋光達到最佳效果。

橡膠充氣輪可搭載各種精度的砂紙環帶，且能順著工作的表面輪廓做拋磨而達到無與倫比的效果。橡膠滾輪可以搭載開口式的雙

面黏扣帶及不織布環帶，可輕易的拆開及黏合，可用來拋磨被固定的管架或是欄杆。

滾輪拋光機

調速旋鈕

鎖定鈕

開關

橡膠充氣輪可與工件表面

平均接觸。(附充氣筒)

可適用於

*各種番數的砂紙環帶

*高密度研磨海綿套

*不織布環帶

旋緊螺絲

高功率馬達配合恆速系

統，能在負載下維持穩

定速度

型號      DP100

輸入功率		 	 	 110-120W:850W,	220-240V:12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1500~2800

最大輪軸直徑	 	 	 100mm

最大輪軸寬度	 	 	 100mm

主軸		 	 	 	 19mm	雙圓鍵x100mm長

緩啟動和過負載保護								 	 有

尺寸(長x寛x高)																						394mmx198mmx195mm

淨重	 	 	 	 4.8公斤(10.56磅)

鋁製手把座，讓機台

更加平衡和穩定

內六角螺絲型的應用	(選購)

不會有凸出之旋緊螺絲，

可讓機台更能接近角落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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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織布砂輪(100x100x19mm)x1	 305-00042-000-001	 	

19毫米雙圓鍵x100mm

長主軸，可適用於：

*不織布砂輪

*砂輪

*拋光輪

較窄的各式砂輪或拋光輪可搭配使

用塑膠墊片(標準配件)

■不織布砂輪

標準配件          品號

塑膠箱	 			572mmx362mmx238mm	 	     299-0075-00100-006

    品號 

橡膠充氣輪x1   0299-0016-00000-001

■	橡膠充氣輪

■	不織布砂輪        品號

充氣筒x1	 	 	 305-00041-004-001

不織布環帶(100x292mm)x1		 305-00043-000-001

砂紙環帶	#60		番數x1		 	 305-00045-000-001

砂紙環帶	#100	番數x1		 	 305-00045-000-002

砂紙環帶	#180	番數x1	 	 305-00045-000-003	

塑膠墊片	(35x19x5mm)x10		 303-01021-004-002

(用來固定較窄的各式砂輪或拋光輪於主軸上)		 	

(標準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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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砂輪機

此機台擁有直徑僅 56mm 超細馬達殼外徑，讓機台非常輕巧和敏捷，使用起來也很容易控制，並且可以舒適的使用非常久時間。

780 瓦的馬達讓機台擁有非常優異和有效率的輸出。

馬達是由加工硬化齒輪和高品質馬達零件組成，非常堅固及耐用，即使連續使用，優化的馬達也可以讓馬達保持正常溫度使用並

且表現傑出。

 

標準配件

* 雙腳扳手x1

選購配件

*側把x1

型號      B100                                     

輸入功率							 	 78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12,000                             

主軸						 	 M10-1.5																							

最大砂輪直徑				 	 100mm		(4")																																	

尺寸 (長 x寛 x高 )			 280mmx120mmx93mm								

淨重						 	 1.5 公斤 (3.3 磅 )       

人體工學側把 (選購 )

描述  品號  

側把	 								203-0001-00000-002

外部可更換碳刷

直徑 56mm、可精確控制並降低手握時操作的疲勞	

鎖定運轉搖頭開
關

(不附磨片)

■ 選購配件 : 



35

砂輪護蓋

有過負載保護、緩啟動和

恆速系統的高效率馬達

開關

調速旋鈕

砂輪(選購)

直柄砂輪機和平面砂輪機
AG9是為了繁重的工作量而設計，不管是在研磨或切割都是很理想的工具，防震側把可以在工作時保持舒適，有恆速系統搭載的

2200W馬達，讓工作從開始至結束都很平順，不管負載高低，馬達都會保持恆速。

SG6結合了先進的恆速系統和堅固的機體結構，在研磨或拋光時有很好的表現。

開關

主軸鎖定鈕

砂輪(內附)

防震側把

調速旋鈕

■ 平面砂輪機 (AG9 )

有過負載保護、緩啟動和恆速

系統的高效率馬達

描述

9" 集塵護蓋

(A型)與機器結合面無固定旋鈕，可裝較大型機器齒輪箱。

護蓋固定環尺寸：		 品號               

55~60mm										 0299-0063-00000-015	

70~75mm										 0299-0063-00000-016	

9" 集塵護蓋(選購)

■ 直柄砂輪機 (SG6)

握柄

型號	 	 	 AG9																												 SG6																		

輸入功率		 	 2200W																									 110-120V:1300W,		220-240W:15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3000-6500																				 1600-4800															

主軸	 	 	 M14																										 M12

最大砂輪直徑	 	 230mm	(9")																 									150mm	(6")	

尺寸(長x寛x高)		 	 504mmx240mmx146mm					 	 566mmx80mmx96mm

緩啟動、過負載保護		 有																								 	 有																																	

淨重		 	 	 5.3公斤(11.68磅)																				3.4公斤(6.61磅)

標準配件
AG9：
*	雙腳扳手x1
*	防震側把x1
*	砂輪片x1
SG6：
*	雙腳扳手x1
*	螺紋接桿(布輪專用)x1
*	扳手M17,扳手M22,扳手M5x1
*	六角板手M5x1

選購配件
*	砂輪x1(SG6)	

(B型)與機器結合面有2顆固定旋鈕，不用

工具即可鎖定，但可能無法裝較大型機器

齒輪箱，如果發生此種情形，須選購A型。

護蓋固定環尺寸：		品號     

55~60mm										 0299-0063-00000-008	

70~75mm									 0299-0063-00000-009	

(5"	集塵護蓋請參考第68頁)

吸塵接頭：外徑38mm、

內徑32mm
固定旋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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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度旋轉的刀頭,可輕鬆使用於

直線或曲線

這是非常萬用且可靠的鐵板剪，360度旋轉刀頭可輕鬆用於直線或曲線操作，符合人體工學的握把可讓使用者輕易控制而且非常舒

適，因刀具設計方式，裁剪時會剪除寛度5.6毫米的鐵板並保持工件周圍平整，最大可切割厚度1.2mm(18ga.)軟鐵板及1.0mm(20	

美規厚度)，可輕易替換高速鋼製刀刃。

電動鐵板剪

型號																											 ST301

輸入功率																		 	 55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2500	RPM

																						 	 銅、鋁：1.5mm(16ga.)

最大裁剪厚度		 	 	 				鐵：1.2mm(18ga.)

	 	 	 	 不鏽鋼：0.8mm(22ga.)

尺寸 (長x寛x高)																			 300mmx65mmx185mm

淨重																								 1.5 公斤 (3.3 磅 )

鎖定鈕

板機開關

標準配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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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配件

* 六角扳手 M2.5x1

* 六角扳手 M4x1	

 

LY16對於像是金屬片製造商、鐵工廠或小型工廠來說是一個全能的浪版剪，濃纖合度的機身，可以精確掌握位置並且舒適的操

作，下刀刃可調整三種位置，強力的馬達可達到每分鐘2300次，在任何材料下都非常容易切割，最大可切割16ga.厚鐵板和18ga.

厚不鏽鋼板，切割面乾淨而且不會產生毛邊。

浪版剪

型號    LY16

輸入功率		 	 	 5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2300	SPM

最小切割半徑	 	 	 40mm

最大切割厚度
	 	鐵			 	 1.6mm	(16	ga.)

	 	 	不鏽鋼			 1.2mm	(18	ga.)

尺寸 (長x寛x高)																						790mmx270mmx730mm	

淨重																																1.5 公斤	(3.3 英磅 )

戴手套也很好操控的開關

從外面就可更換並且容易維護的碳刷

輕巧的機身讓使用者感到舒適並利於掌控

可旋轉調整刀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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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頻倒角機和變頻控制器
HP1400 高頻倒角機與 P3000 變頻控制器，結合在一起變成為極佳的倒角系統，高頻的最大優勢是在持續使用下，都能維持最大倒

角性能，並且有前所未有的功率重量比，連帶能表現出極致傑出的倒角成果，增加耗材壽命。此外，高頻好處是能長時間運作、

延長馬達壽命和低噪音的操作環境，馬達為無刷且免維護。

HP1400 標準配件有 45 度的刀座，搭配三片式標準刀具，在倒角時可避免震動，當其中一面磨損時，還有其他面可以使用，另外

還可選購 30 度的刀座和各式各樣不同 R角的刀具。

調速控制內建在變頻控制器上，轉速可調整從 6000 至 8550，每按一下調整 150，變頻控制器可接單向或三向電源。

抗衝擊外殼

長壽命且無需維護的無
刷馬達

高頻加厚連接線 (請於訂購時確認長度 )

高頻科技前所未有
的功率重量比

防震側把

標準配件

*	防震側把x1

*	梅花扳手T15x1

*	刀具扳手x1

*	雙腳板手x1

*	45 度刀座x1

*	C 角刀具x3

選購配件

*	30 度刀座x1

*	R2.5mm	刀具x10

*	R3.5mm	刀具x10

*	R4mm	刀具x10

*	10 公尺連接線x1　

*	20 公尺連接線x1

*	30 公尺連接線x1	

三片式覆合刀具
ISO	SEMT13T3

LCD 顯示螢幕

P3000

HP1400

高頻倒角機

型號			 	 	 	 HP1400

輸出功率		 	 	 1400W

無負載最高轉速     6000-8550		

倒角角度									 	 	 45 度 ( 另可選購 30 度覆合刀座 )

最大倒角深度 (使用45度刀座)										6mm

最小內孔倒角直徑																				30mm

尺寸(長x寛x高)					 	 310mmx150mmx150mm		

淨重		 	 	 									4.2 公斤	(9.24 磅 )

變頻控制器 

型號			 	 	 	 P3000

電壓				 	 	 									200-240V	50/60Hz,	單相或三相

輸入功率			 	 	 3.0	KVA

輸出功率		 	 	 8A,	1600W,	210V,	200-285	Hz

尺寸(長x寛x高)		 	 	 260mmx160mmx215mm	

淨重		 	 	 									2.65 公斤	(5.83 磅 ) 

更換合金刀具組 (1 盒 10 片 )

  品號

C角刀具				 305-00051-000-007

R2.5mm刀具				 305-00051-000-008

R3.5mm刀具						305-00051-000-009

R4mm刀具					 305-00051-000-010

C角刀具 R2.5mm刀具 R3.5mm刀具 R4mm刀具

■ 選購配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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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箱	
352mmx257mmx312mm	
       
品號
0299-0075-00100-007

手持式倒角機
■	快速且方便的倒角及去除毛邊。

■	可沿著彎曲形狀的工件操作。

■	可調速並附有緩啟動來處理各種不同材質工件。

■	使用標準方型合金覆合刀具 (可另外選購 R角覆合刀具 )。

■	快速、容易及免工具輔助的斜角深度設定。

■	45 度標準刀座組 (可另外選購 30 度刀座組 )。

■	可倒內圓。

型號																										 EB6T

輸入功率		 	 	 11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3000	-	6000	

倒角角度		 	 	 45 度 ( 另可選購 30 度覆合刀座 )

最大倒角深度 (使用 45 度刀座 )	 6mm

最小內孔倒角直徑	 							 	 30mm

尺寸(長x寛x高)																						308mmx344mmx273mm

淨重	 	 	 	 4.5 公斤 (9.92 磅 )

標準配件
*	梅花扳手T15x1	
*	刀具扳手x1
*	換刀插銷x1
*	45度覆合刀座x1
*	C角刀具x3
* 側把 x1

選購配件
*	30度覆合刀座x1
*	R2.5mm	刀具x10
*	R3.5mm	刀具x10
*	R4.0mm	刀具x10
* R角專用鐵套

倒角深度尺

外軸套

可調式刻度盤

側把

鐵套

3片方型覆合刀具：
ISO	SEMT13T3

刀座

輔助手把

把手

調速旋鈕

開關含鎖定鈕

覆合刀具

速度穩定的高階電子馬達

覆合刀具 (可另外
選購 R角覆合刀具 )

3 片覆合刀座

C角刀具

R2.5mm刀具

R3.5mm刀具

R4mm刀具

更換合金刀具組 (1 盒 10 片 )

  品號

C角 刀具			 305-00051-000-007

R2.5mm刀具						305-00051-000-008

R3.5mm刀具					 305-00051-000-009

R4mm	刀具						 305-00051-000-010

■ 選購配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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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倒角機

■	EB12是具有6片覆合式刀具的重負載、無毛邊倒角機，無論是倒直邊、稜角或內孔都非常簡單。

■	可適用於鐵、不鏽鋼、鋁、銅、塑膠或是其他材質。

■	精密的深度調整刻度盤，可以準確調整倒角深度。

■	恆速系統讓機台在不同材質下，負載操作時轉速更穩定，可以準確完成工作。

調速旋鈕，搭配恆速系統，讓轉
速於負載時保持穩定

1800瓦強力馬達

開關

標準配件

*	45度覆合刀座x1

*	C角刀具x6

*	梅花扳手T15x1

*	六角扳手M6x1

*	刀具扳手x1

*	換刀插銷x1

* 防屑不織布x2	

選購配件

*	30度覆合刀座x1

*	37.5度覆合刀座x1

精密深度調整刻度
盤，可調整所需的深
度

型號	 	 																	 EB12			 		 	

輸入功率		 																	 18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2300-6500

調速旋鈕設定	 										 1/2/3/4/5/6:	2300/2600/3700/4800/5800/6500		

倒角角度																		 	 45度	

最大倒角深度	 																	 45度:10.6mm

最小內孔倒角直徑	 																	 30mm

緩啟動&過負載保護		 	 有

尺寸(長x寛x高)		 						 	 485mmx192mmx150mm	

淨重	 										 	 6.35公斤(14磅)

6片覆合式刀座

45°30° 37.5°

	30度刀座 37.5度刀座 	45度刀座

塑膠箱	
572mmx362mmx238mm	
       
品號
0299-0075-00100-008

  品號 
C角刀具				 305-00051-000-006

C角刀具

更換合金刀具組 (1 盒 10 片 )

■ 選購配件 : 

ISO	BNMW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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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感應馬達

用於0度～60度角
度調整

前把手

輪軸

把手

馬達把手開關

深度調整軸

角度調整定位螺絲

標準配件

*	刀座 x2	

*	C 角刀具 x12	

*	六角扳手 M8x1	

*	六角扳手 M3x1			

*	扳手 M22x1	

*	扳手 M32x1	

*	扳手 M24xM27x1		

*	0 度大隔環 x1

*	15 到 60 度大隔環 x1

選購配件

* 加長水平固定座	(300 到 600mm 圓管用 )x1

EB24R擁有AC感應馬達，具有高耐力、低噪音、高扭力和高轉速等特性，倒角的角度從0度調整到最大60度，最寬達20mm，重量只

有20.1公斤，設計非常輕巧且堅固，可以在使用過程中讓操作者更方便也更容易使用，這個多功能的倒角機能夠導圓管或平面，

各式各樣角度從0度到60度，只要重新調整輪軸就可以輕鬆轉換導平面或導圓管，導圓管的範圍可從15mm到350mm，如果需要更大

的尺寸，可以選購300mm到600mm的水平固定座。

手持式倒角機

12片覆合刀具及刀座
ISO	SPKN120308

倒平面 0度

倒圓管

倒平面 15 到 60 度

固定螺絲

型號	 	 	 EB24R

輸入功率		 	 11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最大轉速	 	 60Hz:3600	,	50Hz:3000

	 	 	 角度		 	 最大倒角寬度

		 																		60度										 18mm

	 			 	 45度										 20mm	

角度調整		 	 37.5度							 17.8mm	

	 	 	 30度										 16.7mm

	 	 	 15度										 15.7mm

	 	 	 0度		 	 21mm

導圓管尺寸						 	 150mm-350mm	(標準),				300mm-600mm(選購)

尺寸(長x寛x高)		 			 503mmx350mmx248mm

淨重	 	 	 20.1公斤	(44.31英磅)

導角寬度適用於倒平面或
導圖管

切角深度尺

  品號 
 C角刀具		 305-00051-000-001

C角刀具

更換合金刀具組 (1 盒 12 片 )

■ 選購配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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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工圓鋸機

斜切到45度

選備配件

*調速器

*緩啟動和過負載保護

*TCT鋸片	

■此機台被設計為搭配TCT鐵工鋸片，可用來切鐵、不鏽鋼、鋁、以及其他金屬等，令人驚嘆的完美切削效果就像一般圓鋸機切		

		木頭一樣簡單，此機台的切削效率極高，也能使機台溫度不會過高。

■機台上所設計的集屑護蓋可達到快速的集屑效果，並且容易清潔。

■符合人體工學的把手設計搭配經過實驗室測試的軟質橡膠握把，可讓使用者操作機器時感到舒適且不會疲勞。

■當然我們也有為讓使用者更方便的設計，不需再去另外購買倒角機，因為此機台可以調整到45度並切削，我們在最常用的切削

		角度上有標示定點，可以快速調整。

■穩固的底座可依機台上切削刻度輕鬆調整切削深度。

■高輸出馬力可輕鬆達到想要的切削效果，即使是很難切削的金屬。

■配有安全開關及集屑旋鈕的集屑護蓋設計。

■以上所有特點讓此機台達到精確、乾淨、多樣的金屬切削效果。

舒適的軟質橡膠握把

集屑護蓋可快速清理鐵屑

高穩定度底座

鋸片安全護蓋

符合人體工學的把手設計

能讓使用者操作機台時達

到平衡、理想的控制並緩

和推力

高輸出馬力馬達

免工具即可5段調整斜切角

度到45度的斜切旋鈕

對準鐵片

可調整切割導板

安全開關

調速器(選購)

快速、免輔助工具的

切深調整座

與底座結合的側把手座，讓

機台斜切時穩固不移動

側把把手座

型號																							CS200	 	 	 	 CS230N

輸入功率							 		 1700W		 	 	 	 17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3700				 	 	 	 2200		

斜切角度							 		 0	to	45度	 			 	 0	to	45度	 	

鋸片	 	 		 200mm	(8")	 	 	 230mm	(9")	

主軸	 	 	 25.4mm	(1")				 																		25.4mm	(1")

切削能力
				 	 直切：67mm	(2-5/8")			 	 直切：80mm	(3-1/4")	

	 	 		 45度斜切：42mm	(1-5/8")	 	 45度斜切：56mm	(2-3/16")

尺寸(長x寛x高)							 368mmx284mmx330mm				 	 383mmx301mmx360mm

淨重	 		 	 7.1公斤(15.62磅)				 	 8.2公斤(18.04磅)

標準配件

*側把x1

*六角扳手M6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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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工圓鋸機 

這個圓鋸機有320毫米大的鋸片，並能切深超過121毫米(放在滑軌上)，可以用來平整切削三明治板。

在這之前，切割三明治板只能選擇線鋸機和往復鋸，使用這兩種電動工具來切削都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首先，線鋸機很難控制

作出精準的切割，切割瓦楞板時更加困難，再來，往復機切削的動作會破壞防水板塗料，最後，這兩種工具都會揚起大量粉塵或

碎屑，只要使用這台圓鋸機，以上問題都能解決。

選購的滑軌可以快速輕易作出精準的切割，尤其是瓦楞板，此機台包含兩種模式的集塵系統：我們有專利註冊的集塵箱可以收集

大部分的碎屑，尤其是絕緣用發泡劑，之後更可以快速清除，或是使用吸塵器連接集塵口來進行全面的粉塵控制，高效能1800瓦

馬達擁有強大的馬力。

過負載指示燈提醒使用者避免讓機台使用過當，智慧型馬達電路系統包含了緩啟動和負過載保護，當然，這台圓鋸機不只可以切

割三明治板，更切割鋼鐵、鋁合金以及塑膠品。

標準配備

*	六角扳手M6x1

*	側把x1

 

選購配備

TCT鋸片特別適用於三明治板切割

 

型號																			 CS320N																																																		

輸入功率		 	 110-120V:	1700W,		220-240V:	18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1700	 																																														

最大鋸片外徑	 	 320mm			 																											  

鋸片內孔		 	 25.4mm	(1")															

最大切深		 	 128mm	(在滑軌上為121mm)																									

緩啟動和過載保護								 有

尺寸(長x寛x高)									 500mmx342mmx355mm

淨重	 	 	 8.4公斤(18.52磅)            

320毫米的大型鋸片擁

有強大的切削能力，安

裝滑軌更可以切割達

121毫米深
偏心旋鈕

專利的集塵蓋可以在幾

秒內開啟及關閉，非常

有效的收集粉塵及碎屑

■	選購配件:     

鋁質滑軌             規格

長鋁質滑軌	 	 174mm	x	1400mm  
短鋁質滑軌	 	 174mm	x	800mm 

使用鋁質滑軌可讓機台完美地直線切削，滑軌上的橡膠條可讓使用者

清楚地知道切削線在哪裡

描述   品號
滑軌連接器	 0299-0106-00000-001
F型夾	 	 305-00179-000-001F型夾滑軌連接器 

   專利 

可用曲柄壓板打開活動護

蓋，輕易切削三明治板 過負載指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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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mm (14")乾式金屬切斷機

本機應用最新技術，其特殊鋸片工藝比傳統的砂輪機快3倍，切削時幾乎沒有火花，切削後的工

件不會變色且沒有毛邊，切削更精準快速及壽命更長，本機的全罩式安全護蓋符合歐美安全規

範，止擋塊可以向右旋轉45度，底座配備7個常用角度可以快速設定切削角度，集屑盒的設計能

夠集中大部份的鐵屑，六角扳手收納於把手上，可避免遺失的風險，高功率2200W馬達搭配緩啟

動狀置，是您各式金屬加工最佳利器。

把手桿

高功率9.5安培	

2000W馬達和自動斷

電碳刷

開關

扳手放置處

高穩定鋁合金底座

止檔磈可左右旋轉45度，底座有7個最

常用的角度可以快速設定

(角度45、30、15、0、15、30、45)

萬向扳手

兩片式的鋸片護蓋

擋屑塑膠片

主軸鎖定鈕

標準配件

*	六角扳手M4x1

*	六角扳手M6x1

*	六角扳手M8x1

*	集屑盤	

*	TCT鋸片	80Tx1或90Tx1	2選1	

集屑盤

選購配件

*	V型座x1

*	護目錄x1

*	F型夾x1	

  品號

V型座	 	 201-0030-00902-001

護目鏡	 	 305-00056-000-001

F型夾	 	 305-00179-000-001

虎鉗鎖扣和螺桿
轉把

型號	 	 		 DRC355			

輸入功率		 									22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1300   

   

900 

	 	 圓管								 		132mm		

			 	 	 	 	 方管		 	 		120mm(W)x120mm(H)	

		 	 	 	 	 長方管														180mm(W)x100mm(H)	

		 	 	 右邊斜切

      
450

   圓管           105mm 

最大切斷能力		 	 	 	 方管										 		90mm(W)x90mm(H)	

       長方管				 		90mm(W)x120mm(H)

		 	 	 左邊斜切		

    250			 	 80mm(W)x120mm(H)		

    300				 	 90mm(W)x120mm(H)		(應使用F型夾)

    350					 	 80mm(W)x120mm(H)		(應使用F型夾)

    450					 	 70mm(W)x120mm(H)		(應使用F型夾)

主軸		 	 	 25.4mm	(1")	

緩啟動	 																		有	

尺寸(長x寛x高)													680mmx360mmx580mm	

淨重	 																		24.6公斤(54.23磅) 

鎖定孔，更能避免止檔

磈滑動

V型座 護目鏡 F型夾

■	選購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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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32是一台手持數位式彎管機，是彎管產業裡是唯一的手持數位式機型，它擁有數位式彎管角度液晶螢幕顯示，獨特的數位液晶

螢幕顯示可讓使用者快速且輕鬆的在190度內自由調整欲彎銅管、不鏽鋼管及鐵管的角度。	

配備有7個常用的輪模尺寸(	5/8"、3/4"、7/8"、1"、1-1/8"、1-1/4"、1-3/8")。

使用者只要調整機台上的調速旋鈕就可輕鬆設定液晶螢幕上的彎管角度，接著按下開關，機台就會自動彎管，直到您設定的角度

然後自動停止。本機台有非常強的馬達，輸入功率達1700W，以及非常強壯耐用的齒輪箱、智能設計、操作簡易、攜帶方便、壽命

長，為水電、冷凍彎管工程不可或缺的得力幫手。	

手持數位式彎管機

型號	 	 	 					 DB32

輸入功率		 	 	 17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3.5		

最大彎管外徑	 	 									1-3/8"			

緩啟動	 	 						 	 有	

尺寸(長x寛x高)	 	 	 630mmx230mmx183mm

淨重(只含機器)	 					 	 14公斤(30.86磅)

堅固的齒輪箱

容易便用的正逆向開
關

1700W馬達，可從外部更
換碳刷

彎管輪模附刻度

數位LCD顯示

角度調整旋鈕，可調整
彎管角度

安全的開關

腳架

金屬管(不附)

彎管座

定位塑膠座

定位軸

三孔座

標準配件

*	腳架x1

*	腳架黏扣帶x1

* 定位軸x1

彎管輪模和定位塑膠座

 ■	配件:

彎管輪模  

   品號

1.	 5/8"			R=4D			 0299-0045-00000-001

2.	 3/4"			R=4D		 0299-0045-00000-002

3.	 7/8"			R=4D		 0299-0045-00000-003

4.	 1"					R=4D		 0299-0045-00000-004

5.	 1-1/8"	R=4D		 0299-0045-00000-005

6.	 1-1/4"	R=4D		 0299-0045-00000-006

7.	 1-3/8"	R=3.5D		 0299-0045-00000-007																																																						

定位塑膠座  

 品號

5/8"	 303-01220-004-001

3/4"		 303-01220-004-002

7/8"		 303-01220-004-003

1"					 303-01220-004-004

1-1/8"		303-01220-004-005

1-1/4"	 303-01220-004-006

1-3/8"	 203-0126-00001-001	

*1.~6.彎管輪模	&	定位塑膠座(標準配件)
*7.彎管輪模	&	定位塑膠座(選購配件)
* 白鐵1.3MM, 銅2.0MM, 鐵1.5MM

              	物件                 450              900             1800

 尺寸          
R(mm)

  LR(mm)   LM(mm) LR(mm)   LM(mm) LR(mm)   LM(mm)
5/8"(15.88mm)              64     25                -                66              35               66             52
3/4"(19.05mm)              77     30                -                79              35               79             63
7/8"(22.22mm)             88     35                -                92              48               92             96
1"(25.4mm)            102     39                -               103             58              103          112
1-1/8"(28.58mm)            115     45                -               118             55              118          118
1-1/4"(31.75mm)            127     50                -               130             71              130          135

A
L1

L2

L=L1+L2
A=L1-LR L=L1+L2-LM

A=L1-LR
L=L1+L2+LM
A=L1-LR

A
L1

L2

A L1

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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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配件

*	5/8"(16mm)夾具和扳手x1

*	活動把手x3

 

選購配件

*	加長鏈條(適用最大到直徑

		600mm圓管)x1

型號	 	 	 	 HC127

輸入功率								 	 	 11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130		

最大鑽孔能力(圓管穴鑽)	 									127mm

可安裝圓管尺寸	 	 									32mm-203mm	(選購加長鏈條可達600mm)		

夾具尺寸		 										 1mm-16mm

過負載保護	 	 									有

淨重		 	 	 									14.5公斤(31.9磅)	不含活動把手

鏈條式鑽管機 

機台上有裝置水平儀可以
確認鑽孔時機台呈水平

此鏈條式鑽管機絕佳的設計可輕鬆快速在各式管材中央進行鑽孔，特殊的設計可讓孔位置中並保持垂直，V槽座包含2條鏈條，讓

機台穩固的被固定在管子上，標準長度的鏈條可夾持最大1-1/4"(32mm)到8-1/4"(203mm)的管子，另可選購加長鏈條，可夾持最大

24"(600mm)的管子。1100W高效率馬達可提供大孔徑鑽孔所需之扭矩，配有5/8"(16mm)英吋夾具，可夾持鎢鋼或複合鋼之圓管穴鑽

進行不同材質之鑽孔作業,最大鑽孔能力可達5"(127mm)，免工具之三柄快脫把手可安裝在機台左右任一側，讓操作更靈活。對於

需要焊接或安裝分水鞍前置作業之管類工程、工業養護工程和消防工程，HC127是絕佳的鑽孔工具。

平衡性佳的手取

開關

190mm210mm50mm30mm

330m
m

60mm 40mm340mm 350mm

圓管穴鑽

 

快脫鏈條安裝設計，可
裝置在直徑1-1/4"到
8-1/4"(32mm-203mm)的
管子上

免工具拆裝的快脫把手
可以安裝在機器左側或
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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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T圓管穴鑽(適用於HC127)25mm深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105

110

115

120

125

127

305-03346-000-037

305-03346-000-038

305-03346-000-039

305-03346-000-040

305-03346-000-041

305-03346-000-042

305-03346-000-043

305-03346-000-044

305-03346-000-045

305-03346-000-046

305-03346-000-047

305-03346-000-048

305-03346-000-049

305-03346-000-050

305-03346-000-051

 外徑(mm) 品號

＊注意：60mm以下建議使用合金圓管穴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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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攻牙機

這台手持攻牙機配有高效率 1100W 馬達，機台非常容易設定操作，配有堅固、耐用的渦桿齒輪系統，堅靭的刀刃，最大可攻牙 2"

圓管，攻牙厚度至少 3mm。附轉換套，也可使用小尺寸刀刃，機台輕巧易掌握，在狹窄空間也能操作，不論使用左手或右手操作

都同樣容易，外部可直接更換碳刷結構，相當容易維護，同時快速進退刀設計，幫助您加快工作速度。機台、水管固定座、轉換

套和刀具組等配件，皆可裝在方便易攜且堅固的吹氣盒內。

水管固定座

固定座夾具

刀具齒輪

轉換套

支撐桿 正逆向開關

碳刷蓋

齒輪箱

馬達出風口

插槽

型號																		 		 PT600

輸入功率															 	 11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26

負載每分鐘轉速(進退刀)								 19

最大刀具													 	 2"公稱直徑(60.33mm)

尺寸(長x寛x高)																			552mmx200mmx98mm		(不含刀座和刀具)

淨重																			 	 7.6公斤(16.76磅)	(不含刀座和刀具)

標準配件           
*	轉換套 x1
* 水管固定座 x1

選購配件
*	替換刀刃 x1
*	刀具組，一套六個
		( 可適用於 NPT 或 BSPT，請於訂購
			時指定 )	

	轉換套

(1/2".3/4".1".1-14" 使用 )

■	選購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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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henberger	系統 Ridgid系統

手動攻牙所有配件，包括可雙面安裝刀具的轉盤、長管和握把及大、小尺寸的八角形轉換套，其中17齒棘輪只需要將止動軸以

22.5度旋轉即可鎖緊，能承受非常高扭力的負載，轉盤設計可緊密的安裝於刀具任一側，適用不同系統的刀具和不同的螺牙規

格，所有的刀具也適用在AGP的PT600電動手持攻牙機，所有的刀具都是精密製作，且有高硬度熱處理及精密機械加工，每組附有

六個刀具，安裝於精美吹氣盒內。

手動攻牙機

止動軸位於中間用來安裝轉換套

轉盤兩面都可裝刀具

手動轉換套(小)

手動轉換套(大)

品號	 						 						螺牙規格					刀具系統		 	 	尺寸

305-03344-149-001					BSPT		 			Rothenberger	系統		 	1/2",3/4",1",1-1/4"1-1/2",2"

305-03344-149-002					NPT		 			Rothenberger	系統		 	1/2",3/4",1",1-1/4",1-1/2",2"

305-03344-149-003					BSPT		 			Ridgid	系統											1/2",3/4",1",1-1/4",1-1/2",2"

305-03344-149-004					NPT		 			Ridgid	系統											1/2",3/4",1",1-1/4",1-1/2",2

最大刀具			 	 2"	公稱直徑(60.33mm)

尺寸(長x寛x高)	 	 740mmx132mmx57mm	(不含刀座和刀具)	

淨重	 	 									3.5公斤(7.72磅)(不含刀座和刀具)

總長74公分

標準配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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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牙刀具(刀刃已預組)

■	可替換刀刃(4個1組)

品號            螺牙規格              刀具系統   尺寸

305-00147-000-002	 BSPT	 	 	 ROTHENBERGER	系統			 	 1/2"	

305-00147-000-003	 BSPT	 	 	 ROTHENBERGER	系統		 	 3/4"

305-00147-000-004	 BSPT	 	 	 ROTHENBERGER	系統	 	 1"	

305-00147-000-005	 BSPT	 	 	 ROTHENBERGER	系統	 	 1-1/4"	

305-00147-000-006	 BSPT	 	 	 ROTHENBERGER	系統	 	 1-1/2"	

305-00147-000-007	 BSPT	 	 	 ROTHENBERGER	系統	 	 2"	

305-00147-000-008	 NPT	 	 	 ROTHENBERGER	系統	 	 1/2"	

305-00147-000-009	 NPT	 	 	 ROTHENBERGER	系統	 	 3/4"	

305-00147-000-010	 NPT	 	 	 ROTHENBERGER	系統	 	 1"	

305-00147-000-011	 NPT	 	 	 ROTHENBERGER	系統	 	 1-1/4"	

305-00147-000-012	 NPT	 	 	 ROTHENBERGER	系統	 	 1-1/2"	

305-00147-000-013	 NPT	 	 	 ROTHENBERGER	系統	 	 2"

305-00147-000-014	 BSPT	 	 	 RIDGID	系統	 	 	 1/2"	

305-00147-000-015	 BSPT	 	 	 RIDGID	系統	 	 	 3/4"	

305-00147-000-016	 BSPT	 	 	 RIDGID	系統	 	 	 1"	

305-00147-000-017	 BSPT	 	 	 RIDGID	系統	 	 	 1-1/4"

305-00147-000-018	 BSPT	 	 	 RIDGID	系統	 	 	 1-1/2"	

305-00147-000-019	 BSPT	 	 	 RIDGID	系統	 	 	 2"

305-00147-000-020	 NPT	 	 	 RIDGID	系統	 	 	 1/2"	

305-00147-000-021	 NPT	 	 	 RIDGID	系統	 	 	 3/4"	

305-00147-000-022	 NPT	 	 	 RIDGID	系統	 	 	 1"	

305-00147-000-023	 NPT	 	 	 RIDGID	系統	 	 	 1-1/4"	

305-00147-000-024	 NPT	 	 	 RIDGID	系統	 	 	 1-1/2"	

305-00147-000-025	 NPT	 	 	 RIDGID	系統	 	 	 2"

品號            螺牙規格              刀具系統   尺寸

305-00052-000-004	 BSPT		 	 	 ROTHENBERGER	系統	 	 1/2"	

305-00052-000-005	 BSPT		 	 	 ROTHENBERGER	系統	 	 3/4"	

305-00052-000-006	 BSPT		 	 	 ROTHENBERGER	系統	 	 1"	

305-00052-000-007	 BSPT		 	 	 ROTHENBERGER	系統	 	 1-1/4"	

305-00052-000-008	 BSPT		 	 	 ROTHENBERGER	系統	 	 1-1/2"	

305-00052-000-009	 BSPT		 	 	 ROTHENBERGER	系統	 	 2"	

305-00052-000-010	 NPT		 	 	 ROTHENBERGER	系統	 	 1/2"	

305-00052-000-011	 NPT		 	 	 ROTHENBERGER	系統	 	 3/4"	

305-00052-000-012	 NPT		 	 	 ROTHENBERGER	系統	 	 1"	

305-00052-000-013	 NPT		 	 	 ROTHENBERGER	系統	 	 1-1/4"	

305-00052-000-014	 NPT		 	 	 ROTHENBERGER	系統	 	 1-1/2"	

305-00052-000-015	 NPT		 	 	 ROTHENBERGER	系統	 	 2"	

305-00052-000-016	 BSPT		 	 	 RIDGID	系統	 	 	 1/2"	

305-00052-000-017	 BSPT		 	 	 RIDGID	系統	 	 	 3/4"	

305-00052-000-018	 BSPT		 	 	 RIDGID	系統	 	 	 1"	

305-00052-000-019	 BSPT		 	 	 RIDGID	系統	 	 	 1-1/4"	

305-00052-000-020	 BSPT		 	 	 RIDGID	系統	 	 	 1-1/2"	

305-00052-000-021	 BSPT		 	 	 RIDGID	系統	 	 	 2"	

305-00052-000-022	 NPT		 	 	 RIDGID	系統	 	 	 1/2"	

305-00052-000-023	 NPT		 	 	 RIDGID	系統	 	 	 3/4"	

305-00052-000-024	 NPT		 	 	 RIDGID	系統	 	 	 1"	

305-00052-000-025	 NPT		 	 	 RIDGID	系統	 	 	 1-1/4"	

305-00052-000-026	 NPT		 	 	 RIDGID	系統	 	 	 1-1/2"	

305-00052-000-027	 NPT		 	 	 RIDGID	系統	 	 	 2"	

■	刀具為標準八角形，可適用在PT600手持攻牙機和手動攻牙機	(英製55度,美製6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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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8壓接機可安裝標準規格的壓接模，可有效、快速進行管件壓接，搭載創新的機械式衝頭和高科技電子壓力感測系統，提供充沛

的壓力進行最大達54mm壓接模操作,專利的設計比其他品牌使用傳統純油壓系統更加可靠且售後服務非常輕鬆容易（傳統油壓系統

壓接機如果磨損，得須使用特殊昂貴的設備才能進行維修和校準），鋁管頭可任意調整各種角度,內鍵LED燈,讓黑暗場所操作更容

易,電子控制系統讓操作非常簡單,只要扣住開關扳機,當達到設定的壓力後衝頭會自動覆歸,如果要取消操作，只要鬆開開關，衝

頭就會自動覆歸，獨特設計遇斷電時之手動洩壓來打開壓接模。這是一台實用、耐用且容易操作的壓接機。

壓接機

型號	 	 	 PF8		

輸入功率		 	 55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拉姆壓力 (最大 )	 	 60kN	(60KN	以下可以客製 )	

最大能力																			55mm

尺寸(長x寛x高)	 	 450mmx85mmx190mm	

淨重	 	 	 5.8 公斤 (12.76 磅 ) 

標準配件

* 壓接機模具 R-Type	

		1/2"(13SU)(PF8)x1

* 壓接機模具 R-Type

		3/4"(20SU)(PF8)x1

* 壓接機模具 R-Type

		1"(25SU)(PF8)x1

專利

使用標準規格壓接模
（選購）

可360°旋轉鋁管頭，

適合用於狹小空間

堅固耐用，易維護
機械傳動系統

高科技電子油壓控制
系統能完美的壓接管

件  

電子控制系統操作非
常簡單，只要扣住開
關扳機，當達到設定
的壓力後衝頭會自動
覆歸

LED燈能在黑
暗場所操作

衝頭組
遇斷電時手動
洩壓系統(護套
內)

鎖定桿

管件壓接後
管件壓接前

管件壓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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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復鋸 (直行把手)

■	本往復鋸高功率1500W馬力，搭載緩啟動系統，能在下刀時降低震動衝擊，可延長齒輪及馬達壽命且操作更舒適。

■	過負載保護系統，在超負荷時，會自動切斷電源，保護馬達不致燒毀。

■	獨特的電子恆速系統，在切削過程中如遇到阻力，系統能即時偵測維持恆速及自動提高馬力，直到切斷工件為止，此高科技

			之偵測系統，比較起其他負載時轉速隨即大幅度下降，導致切削效率差，切斷面不夠精確美觀之其它品牌而言，本RS26有諸

			多獨特優點及最佳表現。

■	調速旋鈕的選用，可因應不同的管材調整不同的轉速，提供多方面的應用。

■	搭配精準堅固之夾管組應用，能有效率切削且切斷面精確美觀。

■	耐久及抗衝擊之齒輪箱非常堅固且壽命長，是您管件加工的最佳良伴。

標準配件

*	六角扳手M4x1

*	鏈條式夾管組x1

選購配件

*	二合一式夾管組x1

型號		 										 									RS26							 

輸入功率		 	 									15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1000-2100																																							 

往復行程		 	 									26mm	(1")																																								   

最大切削能力							 									203mm	(8")

緩啟動、過負載保護和恆速系統		 有

尺寸(長x寛x高)	 			 	 491mmx94mmx108mm																											  

淨重	 	 	 									4.35公斤(9.57磅)                              

獨特的二合一式夾管組(選購)：一邊是供1/2"到8"管材固定用的鏈條，另一邊是專為較小管徑快速夾管設計之螺桿。切削時，此

夾管組不但安裝更加快速且能提供4倍的槓桿力及90度完美直線切割。

1/2"到8"管材固定用的鏈條專為較小管徑快速夾管設計之螺桿

規格   品號

厚板鋸片	200mm						 305-00036-000-033

厚板鋸片		290mm

耐久及抗衝擊之齒輪箱，搭配

精確的拋物線往復軌道設計

調速旋鈕能調整轉速，恆速系

統可在負載下維持穩定速度

專業馬達搭載過負載保護器和緩啟動，

外露式碳刷座系統可由外部更換碳刷

強壯的齒輪箱，包覆符合人體工

學設計的橡膠套，舒適耐用

往復行程26mm(1")

鏈條式夾管組
(標準配件)

快脫式萬向扳手能

有效率調整鏈條的

緊度	

■	選購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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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復鋸 (D把手)

調速旋鈕能調整轉速，恆速系

統可在負載下維持穩定速度耐久及抗衝擊之齒輪箱，搭配精

確的拋物線往復軌道設計

免工具的快脫鋸片拆裝系統

開關

標準配件

*	六角扳手M6x1

型號	 	 	 					 RS130B

輸入功率						 	 	 110-120V:1300W,		220-240V:16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1000-2800		

往復行程		 	 		 26mm	(1")	

最大切削能力												 	 130mm	(5")

快脫鋸片拆裝系統				 	 有		 	

緩啟動、過負載保護和恆速系統		 有

尺寸(長x寛x高)																				 470mmx155mmx97mm

淨重	 	 	 	 3.70公斤(8.16磅) 

固定鐵片

往復軸

專業馬達搭載過負載保護器和緩啟

動，外露式碳刷座系統可由外部更

換碳刷

■	本往復鋸高功率1500W馬力，搭載緩啟動系統，能在下刀時降低震動衝擊，可延長齒輪及馬達壽命且操作更舒適。

■	過負載保護系統，在超負荷時，會自動切斷電源，保護馬達不致燒毀。

■	獨特的電子恆速系統，在切削過程中如遇到阻力，系統能即時偵測維持恆速及自動提高馬力，直到切斷工件為止，此高科技

			之偵測系統，比較起其他負載時轉速隨即大幅度下降，導致切削效率差，切斷面不夠精確美觀之其它品牌而言，本RS130B有

			諸多獨特優點及最佳表現。

■	調速旋鈕的選用，可因應不同的管材調整不同的轉速，提供多方面的應用。

■	搭載免工具的快脫鋸片拆裝系統。

■	耐久及抗衝擊之齒輪箱非常堅固且壽命長，是您管件加工的最佳良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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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溼兩用吸塵器
■	乾溼二用吸塵器DE25是特別為搭配電動工具使用而設計，而DEP25能搭配電動工具及氣動工具使用。面板上整合式的插座，連

			結電動工具合計最大功率可達2200W，無需手動開啟或關閉吸塵器，只需啟動連接的電動或氣動工具開關就能自動開啟或關閉

			吸塵器。

■	調氣旋鈕可以調整吸力大小，適合各式應用。

■	集塵槽有效容量為25公升，乾式應用之黏扣式不織布集塵袋可重覆使用，也可選購拋棄式的紙集塵袋及溼式應用之吸水海綿。

■	1200W高輸出功率馬達能提供足夠的吸力，能在最會產生粉塵的電動或氣動工具使用之環境中達到最佳集塵效果。

■	全自動電磁濾網震動系統能於使用中抖落粉塵,達到最佳的濾塵效果。

■	溼式應用之水位偵測系統，當水位過高時會自動切斷電源，避免溢出。

完美平衡性佳之把
手方便移動及攜帶	 電線收納槽及橡膠收緊帶

前後皆可手提，方便運輸

高效率2段式過濾系統

快拆設計集塵槽，方便清理
及轉換乾式或是濕式模式

25公升集塵槽

可鎖定之加大後輪，能在有

碎屑及不平坦的工地，保持

平穩移動

大前輪

出風口

全自動電磁濾網震動系統

標準配件

*	抗靜電吸塵管(4M)x1

*	橡膠過濾網x2

*	濾網x1

*	黏扣式不織布集塵袋x1

型號	 	 	 									DE25	(手動、電動連動)						DEP25(手動、電動、氣動連動)

輸入功率			 	 									12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最大風量		 	 									4000公升/分(141.3立方英呎/分)					

最大吸力		 														 25	千帕(250	兆帕,	100.4	英寸水柱)						 	

防塵防水等級		 																		IP	44	 	 	

最大集塵能力		 													 25公升(6.6加侖)																		

連接電動工具最大功率																2200W			

氣動連動最小壓力																				無																									3bar				

尺寸	(長x寛x高)																					598mmx408mmx420mm

淨重			 	 														 12.9公斤(28.44磅)										13.8公斤(30.42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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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式插座：只要開啟或關閉連接的工具開關，就能自動
開啟或關閉吸塵器，當關閉工具電源時，會持續幾秒以便
持續清除吸塵管內的粉塵

調氣旋鈕，可依照不同的適用範圍和
工具來選擇合適的吸力	

DE25多模組的開關，能選擇手動
或電動連動模式

■	選購配件:

當水位太高時，水位偵測
感應器會關閉電源，避免
溢出

DEP25多模組的開關，能選擇手動、電動或
氣動連動

備註：最小壓力3bar

抗靜電吸塵管(4M)x1	 0203-0007-00004-004

品號  

吸塵管接頭x1	 	 03-02026-004-001

便利的橡膠收緊帶可扣
住吸塵管及電源線，方
便攜帶及運輸

品號 

吸水海棉x1	 	 305-00085-000-001

(只限溼式應用，

不能乾式使用)	 	 	

濾網x1	 	 	 0299-0029-00000-001

拉帶x1	 	 	 303-02029-004-001

品號 

橡膠過濾網x1	 	 305-00079-000-001

(只限乾式集塵應用，

不能溼式使用)

拋棄式集塵紙袋x1	 0299-0025-00000-001

(只限乾式集塵應用)		

品號 

品號 

可重覆使用之黏扣	 299-0026-00000-003

式不織布集塵袋x1

(只限乾式集塵應用)

品號 

品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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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切木工圓鋸機

塑膠箱

標準配件

*	六角扳手M5x1

*	TCT鋸片	

■	選購配件:				

鋁質滑軌			規格		 		品號	

長鋁質滑軌	174mmx1400mm			0299-0065-00149-006 

短鋁質滑軌	174mmx800mm	 		0299-0065-00149-005

型號	 	 		 DS2300	 	 		 	 DS1600

輸入功率		 	 1600W	 	 							 	 115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5000		 	 						 	 5500		

斜切能力		 	 0-45度	 	 	 									0-45度	

最大鋸片外徑	 	 230mm	(9")	 							 	 160mm	(6-1/4")

鋸片內孔*							   30mm,	25.4mm	(1"),	20mm													20mm	

最大切深												 85mm	(3-3/8")						 	 55mm	(2-3/16")

45度最大切深								 60mm	(2-3/8")		 	 	 35mm	(1-3/4")

緩啟動和過負載保護	 有																	 	 有

尺寸(長x寛x高)								 428mmx246mmx311mm																	 322mmx228mmx266mm

淨重	 	 							 7.7公斤(16.98磅)             		 4.8公斤(10.58磅)

尺寸	 	 	 適用機種	 品號

455mmx333mmx375mm(H)	 DS2300	 	 0299-0075-00100-010

352mmx257mmx312mm(H)	 DS1600	 	 0299-0075-00100-009

F型夾

滑軌連接器

鋸片外護蓋

■	本潛切木工圓鋸機特殊設計能在工件中間位置加工，全罩式鋸片護蓋及開關解除扳機系統符合歐盟安規。

■	吸塵孔可連結吸塵器，讓工作環境更清潔。

■	獨特設計的底座能使用鋁質滑軌，可讓機台完美地直線切削。

■	滑軌上的橡膠條可讓使用者清楚了解切線位置。

■	使用鋁質滑軌可讓機台完美直線切削，滑軌上的橡膠條可清楚了解切線位置。

■	高功率1600W馬達搭載緩啟動，能在下刀時降低震動衝擊，可延長齒輪及馬達壽命且操作更舒適，過負載保護系統，在超負荷

			時，會自動切斷電源，保護馬達不致燒毀，是您木器切削的最佳利器。

底座

免工具之主軸固定彈

片，方便更換鋸片

前側把操控性佳

前方0-45度

斜切調整座

切削深度刻度尺

切深調整鈕應用可

獲一致深度要求

斜切固定鈕

六角扳手收納

，避免遺失

偏心旋鈕的應用，當

底座與鋁質滑軌磨耗

時，可以微調偏心旋

鈕,縮小間隙，使切

線更精準

安全性佳之開關解除

板機系統，需往上推

後始得啟動電源開關

開關

後方0-45度斜切調
整座

360度旋轉之吸塵孔

接頭

舒適之軟質握把

品號

305-00179-000-001

品號

0299-0106-00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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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式木工圓鋸機

■ 本專業級木工圓鋸機，堅固輕巧、操作簡易、移動輕鬆，每個細節的設計均專注減輕重量，維持最佳的強度及可靠性。

■ 九個常用角度的設計，方便快速選擇常用角度，如有特殊角度需求也能透過扇形固定螺栓的選用來做調整及固定。

■ 壓桿組的應用，可提供較長或較寛的工件做固定。

■ 吸塵管接頭可接合吸塵器做有效的集塵。

■ 選購機械式馬達煞車器，當關閉電源後,鋸片可在2-3秒內停止轉動,機械式煞車結構安全可靠且壽命長。

■ AC感應馬達的應用，無須更換碳刷、低噪音、馬達壽命更長，可用來精確切削硬木、單層板、複合板、塑合板及壁板，如選

   用80齒或以上的鋸片，也能應用在鋁板的切削，是您各式板材切削的利器。

AC感應馬達壽命長

煞車器(選購)，關閉電源後

鋸片可快速停止轉動

安全之全罩式活動護蓋

防滑腳墊

扇形固定螺栓可以固定9

種常用角度之外的特殊

角度

9種常用的角度可供快速選用

吸塵管接頭可

連接吸塵器

快速調整斜角，可

以調整0~45度

最大45度斜角座

針對較大或是寛長之工

件，壓桿組(選購)可以提

供更穩固之固定

延伸桿(選購)可提供較長工件

的支撐，只有選購延伸桿時

底座會進行開孔加工 

	標準配件

* 壓桿組x1

* 煞車器(附雙腳扳手和六角扳手M6)x1

* 吸塵管x1

* 扳手M10x1 

* T型套筒扳手M12x1 

* 扳手M24/27x1 

* 外六角螺絲x1 

* 平華司x1 

* 塑膠螺絲x1   

選購配件

* TCT鋸片 

* 煞車器(附雙腳扳手和六角扳手M6)x1

* 壓桿組x1

* 延伸桿 x1  

	 	 品號
延伸桿  302-04218-902-001

45
0

00 450450

45
0

00 450450

型號  GP255S

輸入功率  16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3000 (50Hz),  3600 (60Hz)

鋸片斜切角度底座  0-45度

正面斜角角度  0-45度 左與右各可移動

鋸片外徑  254mm (10")

主軸  30mm (1-3/16") 或 25.4mm (1")

底座尺寸(長x寛)  460mmx450mm

切鋸能力  90度 :300mm切寛x60mm切深 (11-13/16x2-3/8")

 45度 :212mm切寛x60切深mm (8-3/8x2-3/8")

尺寸(長x寛x高)        670mmx490mmx505mm

淨重  19.5公斤(43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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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T(鎢鋼)鋸片

適用機種           品號               外徑           齒厚         內孔         齒數        鋸片厚         硬度       齒寛        齒長         齒與工件角度          齒形
                                                 (mm)          (mm)         (mm)                (mm)          HRA        (mm)       (mm)
DS1600      305-00036-000-003    160    2.8   20     28       2       92            2             6.5                   0 0                      ATB

DS2300  305-00036-000-012    230   3.2    30      24       2.2    92            2.3           8                     20 0                    ATB

GP255S      305-00036-000-017    255      2.8     30      40       1.8   92            1.6           5.5                  0 0                      ATB

GP255S      305-00036-000-016    255      2.6      25.4     40     1.8     92            1.6           5.5                  20 0                    ATB

■ 切木用TCT(鎢鋼)鋸片:

適用機種       品號                     外徑        齒厚         內孔          齒數        鋸片厚        硬度       齒寛        齒長          齒與工件角度          齒形
                                                    (mm)        (mm)        (mm)               (mm)           HRA        (mm)       (mm)
DRC355      305-00036-000-020     355           2.4           25.4            80             2.0              91            1.9           6.2                    0 0                     TCG

GP255S       305-000036-000-058   355           2.6           25.4            100           1.8              91            1.6           5.5                    0 0                     TCG

GP255S       305-000036-000-066   355           2.6           30               100           1.8              91            1.6           5.5                    0 0                     TCG

■ 切鋁用TCT(鎢鋼)鋸片:

適用機種       品號           外徑        齒厚         內孔         齒數         鋸片厚        硬度       齒寛        齒長         齒與工件角度           齒形
                                                     (mm)       (mm)         (mm)                        (mm)           HRA        (mm)       (mm)

CS200   305-00036-000-008      203           2.0          20               40             1.6              90.8         1.6            5.5                     0 0                    TCG

CS230N  305-00036-000-029      230           2.0          25.4            48             1.6              90.8         1.6            5.5                     0 0                    TCG

CS320  305-00036-000-054      320           2.2          25.4            80             1.8              90.8         1.9            6.2                     0 0                    TCG

DRC355  305-00036-000-001      355           2.4          25.4            80             2.0              90.8         1.9            6.2                     0 0                    TCG

■ 切鐵用TCT(鎢鋼)鋸片:

適用機種       品號           外徑        齒厚         內孔         齒數         鋸片厚        硬度       齒寛        齒長         齒與工件角度           齒形
                                                    (mm)        (mm)         (mm)               (mm)           HRA        (mm)       (mm)

CS200    305-00036-000-037      203           1.8           20              52             1.4              90.8         1.6           5.5                     7 0                     TCG

CS230N  305-00036-000-039      230           1.8          25.4            60             1.4              90.8         1.6           5.5                     10 0                   TCG 

DRC355      305-00036-000-021      355           2.4          25.4            90             2.0              90.8         1.9           6.2                    10 0                    TCG

■ 切不鏽鋼用TCT(鎢鋼)鋸片:

■ 備註：齒形說明:

ATB
適合木工切削，可同時適用於順著木紋或逆著木紋切削。

TCG
適合鐵工切削，堅硬的材質可讓鋸片保有很長的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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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石機

標準配件
EP5LF 
* 雙腳板手x1
* 六角板手 M2x1
* 壓塊x1
* 固定塊x1 
* 圓頭內六角螺絲 
   M8x16x2 

選購配件 

* 橡膠磨盤x1 

型號   EP5LF                                           EP5LFB          

輸入功率   12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2100-4300             

主軸   M14 or 5/8"-11 

最大磨盤直徑  5"(125mm)           

緩啟動和過負載                        有 

絕緣等級    單重絕緣 

尺寸(長x寛x高)  303mmx72mmx80mm  

淨重             2.57公斤  (5.67英磅)                         2.8公斤(6.17英磅)      

調速旋鈕可
以調整不同
速度需求，
搭載恆速系
統能提供穩
定速度

快脫式注水接頭

止水閥

前把手

EP5LF 

EP5LW、
EP5LFB適用

橡膠磨盤  305-00063-004-001

品號

吸塵孔

EP5LFB 

半月型護蓋，免工具
即可拆除研磨邊緣

免工具之主軸鎖定鈕可以
鎖定主軸，輕鬆更換磨盤

鑽石磨盤搭配壓塊固定塊

鋁磨盤搭配水磨片

開關

我們的磨石機專業應用在石材研磨及拋光，機台輕巧且易操作，調速旋鈕的應用，可針對不同材質調整不同的速度，高功率

1200W馬達搭載緩啟動，能在接觸工件時降低震動衝擊，可延長齒輪及馬達壽命且操作更舒適，過負載保護系統，在超負荷時，

會自動切斷電源，保護馬達不致燒毀，能讓石材研磨或拋光達到最佳效果。其中 EP5LF  裝有毛刷盤，當進行乾式研磨時可連接吸

塵器，保持環境清潔，半月型護蓋，免工具即可拆除研磨邊緣。

標準配件
EP5LFB
* 鋁磨盤x1 
* 六角板手 M2x1 
* 雙腳板手x1

選購配件 

* 固定塊x1
* 壓塊x1 
* 雙腳板手x1

橡膠磨盤(選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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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脫式注水接頭

止水閥

免工具之主軸鎖定
鈕可以鎖定主軸，
輕鬆更換磨盤

調速旋鈕可以調整不同速度需求，
搭載恆速系統能提供穩定速度前把手

開關

EP7F 

選購

標準配件

* 雙腳扳手x1          

* 壓塊x1

* 固定塊x1

選購配件 

* 鋁磨盤

* 鑽石磨盤

型號   EP7F                                                     EP7FB

輸入功率          22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1000-2400/ (選購 : 2800-4500 也可)

主軸    M14    

最大磨盤直徑  7" (180mm)

緩啟動和過負載                        有 

絕緣等級                                   單重絕緣 

尺寸(長x寛x高)  500mmx210mmx200mm  

淨重                                      5.7公斤(12.57磅)                                   6.0公斤(13.23磅)

磨石機

集塵孔

高功率馬達，配有過

負載保護和緩啟動

EP7FB

鑽石盤盤配母螺牙

鋁磨盤搭配水磨盤片

鑽石磨盤搭配壓塊固定塊

半月型護蓋，免
工具即可拆除研
磨邊緣 

我們的磨石機專業應用在石材研磨及拋光，機台輕巧且易操作，調速旋鈕的應用，可針對不同材質調整不同的速度，高功率

2200W馬達搭載緩啟動，能在接觸工件時降低震動衝擊，可延長齒輪及馬達壽命且操作更舒適，過負載保護系統，在超負荷時，

會自動切斷電源，保護馬達不致燒毀，能讓石材研磨或拋光達到最佳效果。其中EP7FB裝有毛刷盤，當進行乾式研磨時可連接吸

塵器，保持環境清潔，半月型護蓋，免工具即可拆除研磨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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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5系列選購配件

   壓塊x1                      M14 302-04114-901-004

  固定塊x1  M14 302-04134-903-001 

■ EP7列選購配件 

品號

#60/80      內孔22.2mm (7/8")                 305-00072-000-018

#100/120  內孔22.2mm (7/8")                 305-00072-000-020

5" (125mm) 鑽石磨盤x1

5"(125mm)半月型毛刷盤組x1 0299-0071-00000-001

雙腳扳手x1      305-00039-901-001

鋁磨盤(M14)x1            201-0045-00906-001  

鋁磨盤(5/8")x1                      201-0045-00906-002 

注意：只有5"(125mm)鋁磨盤可供選購

■ EP5 & EP7 系列共用選購配件

 螺紋

固定塊x1        M14       302-04152-901-001
(可雙面使用1"和7/8") 5/8"           302-04152-901-004

壓塊x1    M14                     302-04114-901-002

22.2mm(7/8") 5/8" 302-04114-901-007

品號

壓塊x1      M14     302-04114-901-003
25.4mm (1") 5/8" 302-04114-901-008

螺紋

品號

鑽石磨盤(內孔22.2mm)x1   305-00072-000-011

鑽石磨盤(內孔25.4mm)x1   305-00072-000-013  

鑽石磨盤(內孔M14母螺牙)x1  305-00072-000-012  

雙腳扳手  中心距-93mmx1          302-04179-901-001

(鑽石磨盤內孔M14母螺牙適用)

雙腳扳手  中心距-78mmx1    302-04179-901-002

(5"鋁磨盤、5"鑽石磨盤適用)

7"(180mm)半月型毛刷盤組x1                 0299-0071-00000-002

雙腳扳手x1  

品號

品號

(A型)

(B型)

固定旋鈕

護蓋固定環尺寸： 品號

36~40mm              0299-0063-00000-010 

40~44mm              0299-0063-00000-011 

43~47mm              0299-0063-00000-012  

48~51mm              0299-0063-00000-013  

(B型)與機器結合面有2顆固定旋鈕，不用

工具即可鎖定，但可能無法裝較大型機器

齒輪箱，如果發生此種情形，須選購A

型。

護蓋固定環尺寸：  品號

36~40mm              0299-0063-00000-001 

40~44mm              0299-0063-00000-002 

43~47mm              0299-0063-00000-003  

48~51mm              0299-0063-00000-004 

吸塵接頭：
外徑38mm、
內徑32mm

5"(125mm)透明集塵護蓋x1

                 (A型)與機器結合面無固定旋鈕，可裝較

    大型機器齒輪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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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配件

* 鑽石鋸 230mm(9")x1

* 滑動平板 x1

* 角度導板 x1

* 扳手 M8x1

* 扳手 M19x1

■ 高功率800W感應馬達，低噪音壽命長，專利的水盤設計，免拆桌板即能快速取出及重置，能冷卻鋸片，有效循環且不飛濺。

■ 免工具之快拆式桌板，能快速清理及更換鋸片，附有刻度尺能做精確切割校準。

■ 鋁質滑動平板可微調寛度，確保工件保持平行。

■ 角度導板提供工件多種固定角度選擇。

■ 角度旋鈕可以旋轉鋸片最大達45度。

■ 鋁及塑膠結合的機體結構，輕巧易攜，是磁磚及各式石材切削的良伴。

濕式瓷磚桌鋸

1.5公升集水盤提供
切削時鋸片冷卻，水
能在盤內有效循環且
不飛賤

免工具之桌板快拆系統，使
得清理及更換鋸片更加方便
快速

堅固平穩快拆式之桌板，
附有刻度尺能做精細切割

角度旋鈕，可調整
斜切最大至45度

馬達開關

可微調寬度之鋁質滑動平
版組，可確保切削時工件
的平行需求

堅固耐用
不佔空間
之手取

型號   TS9

馬達種類                                   單相交流感應

輸出功率                                    8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3000 (50Hz),  3600 (60Hz)

最大鋸片直徑                           230mm (9")

鋸刀孔徑                              25.4mm (1")

斜切角度                                 0-45 deg.

最大切割深度 - 垂直       48mm (1-7/8")

最大切割深度 -45 度   37mm (1-7/16")

桌面切割寬度 - 左        305mm (12")

桌面切割寬度 - 右                     147mm (5-3/4")

防塵防水等級  IP44

尺寸(長x寛x高)  660mmx595mmx320mm

淨重                                      14.7 公斤 (32.41 磅 )

安全之鋸片護蓋工件可用多種固定角度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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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25N 切石機是輕切易操控之機台，高功率1500W馬達搭載緩啟動、過負載，在超負荷時，系統會自動切斷電源，保護馬達不致

燒毀，馬達恆速系統可讓轉速保持穩定，鋸片為順時針旋轉，搭配安全活動護蓋，讓牆壁的切削作業是非常的安全與省力，同時

集塵效果極佳，能讓使用者在無塵的狀態下操作此機台。

下列為鋁製刀具固定塊，可根
據需要的開槽寬度選擇，尺寸
如下:
40mmx22.2mmx6mm  (2 個)
40mmx22.2mmx4mm  (1 個)
40mmx22.2mmx10mm (1 個)
40mmx22.2mmx15mm (1 個)

鋁製刀具固定塊CS125N(鋁製刀具固定塊型)

開槽機

全罩式的鋸片護

蓋，安全可靠

360度旋轉吸塵孔，可
連接吸塵器，
使工作環境更清潔

鋼輪設計能提供平衡性佳

且更省力的切削效果

主軸鎖定鈕方

便拆換鋸片

與鋸片平行符合人

體工學設計的握把

安全活動護蓋，完美

且安全的集塵控制

深度調整鐵片，可

以調整欲切削深度

開關

鋸片旋轉
方向指示

型號   CS125N (鋁製刀具固定塊型)     

輸入功率   15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最大轉速  6500  

孔徑   22.2 or 30mm   

緩啟動和過負載  有 

最大鋸片尺寸  125mm 

鋸片孔徑尺寸  22.23mm(7/8")  

最大切割深度  30mm

尺寸(長x寛x高)                           378mmx221mmx196mm

切割寬度   18-45mm    

淨重    4.4公斤(9.7磅)            

標準配件

* 側把x1

* T型六角扳手M4x1

* 吸塵管接頭x1

* L型六角扳手M6(CS125N適用)x1

* 鋁製刀具固定塊(CS125N適用)x1

選購配件

* 125mm 鑽石鋸片x1

平衡性絕佳的側

把，提供機台更

好的操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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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槽機
功能強大的開槽機，最大可切深至50mm，最大切割寬度為47mm。可選購高效滑軌系統。

標準配備

* 鋸片固定塊組

* 平鑿

*150mm 鑽石鋸片 

 ( 切割一般材質 ) x2

選購配備

* 滑軌

* 滑軌延伸器  

深度旋鈕

內建毛刷座可有效集塵。包含 2 和 5 鋸片
開槽。不需其他工具來更換鋸片。

內件雷射燈，可幫
助操作者每次使用
都能直線切割

安全鎖定鈕

在各種位置都能
使用的大開關

多個位置輪子，可在不規
則表面上提供穩定的支撐

可快速打開的
鋸片護蓋

智能電子控制，用於
恆速、緩啟動、過負
載及過熱保護

2 鋸片 5 鋸片

免扳手壓塊使更換
鋸片快速又輕鬆

* 由於恆速設計，無負載及額定負載速度大致相同。

吹氣盒

LED 負載顯示燈

燈 : 正常負載

紅燈 : 達到完全負載

燈 : 過負載或過熱

磁黃開關不受灰
塵或水的影響

選購配備 :

可選購快速安裝滑軌延伸系統，可提供操
作者便利性並最大限度地減少人為錯誤。 

切割一般材質 : 
150mm 鑽石鋸片
150xH10xT2.6x22.23mm

305-00036-000-068

切割較硬材質 : 
150mm 鑽石鋸片
150xH10xT2.6x22.23mm

305-00036-000-069

滑軌延伸器 (1000mm)

0299-0246-0000-001

滑軌 92mmx1400mm
0299-0065-00149-021

型號 CG150

輸入功率 2500W (220V), 2300W (110V)

電壓, 頻率 220-240V~ 50-60Hz, 110-120V~ 50-60Hz

*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6500

最大鋸片尺寸 Ø150mm

鋸片孔徑尺寸 22.23mm (7/8")

最大切割深度 50mm

最大切割寬度 47mm

與天花板切割距離 25mm

與邊緣切割距離 28mm

緩啟動/過負載保護 有

過熱保護 有

恆速 有

尺寸(長x寬x高) 365mmx220mmx288mm

淨重 ( Without cable and blade ) 7.2公斤(15.84 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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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配件

* 側把x1

* 六角扳手M10x1

* 吸塵管接頭x1

* 鋸片固定塊：

49.6mmx22.2mmx5mm  x2 

49.6mmx22.2mmx10mm x1 

49.6mmx22.2mmx12mm x1 

49.6mmx22.2mmx15mm x1 

此機器配有很多不同尺寸的鋸片固

定塊，因而可以達到各個不同的切

溝理想寬度，尺寸有：15、12、

10、以及 2x5mm。

鋸片固定塊

■ 選購配件:

切石機專用鑽石鋸片 (每個機器需要兩片)

尺寸              厚度                   內孔尺寸  品號

180mm (7")     1.6mm   22.23mm (7/8")  305-00036-000-007

塑膠箱

深度刻度尺

本機1800W馬達能輕鬆帶動2片180mm鋸片，搭載緩啟動、過負載，在超負荷時，系統會自動切斷電源，保護馬達不致燒毀，符合

人體工學之主把手、前把手及側把，提供施力時最佳控制，機台底座裝有輪子，方便操作和掌控，搭配多種鋸片固定塊可讓切溝

達到51mm寬及52mm深。

開槽機

型號    CS180

輸入功率   18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4100 

最大鋸片外徑   180mm (7")

切溝寬度   9~51mm (3/8-2")

最大切割深度  15~52mm (9/16-2-3/64")

緩啟動和過載保護  有

尺寸(長x寛x高)                           410mmx317mmx267mm

淨重   7.7公斤(16.92磅)

尺寸      品號  

455mmx333mmx375mm      0299-0075-00100-012

塑膠箱

吸塵接頭

側把

前把手

鋸片對準指示

高效能防塵蓋，可在剛

開始切削時就提供良好

防塵功能

滑順的滾輪，即使

粗糙表面也可移動

高功率馬達搭配電子式

過載負保護以及外部可

更換碳刷

吸塵管接頭 

主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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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S7乾溼式切石機其獨特的底座設計能放置在特製的鋁質滑軌上進行精確完美的切削，高功率1800W馬達搭載緩啟動，能在下

   刀時降低震動衝擊，可延長齒輪及馬達壽命且操作更舒適，過負載保護系統，在超負荷時，會自動切斷電源，保護馬達不致

   燒毀。

■ 雙握把設計讓機台更容易操控。

■ 快脫注水接頭的應用能在溼式切削時降低鋸片溫度，增加鋸片壽命，當需要切削時，吸塵接頭可連接吸塵器，使工作環境更

   整潔。

■ 透過切深刻度尺的調整，可確保每次切削獲一致的深度。切割導板的應用能獲一致的寛度。

■ 使用鋁質滑軌可讓機器完美地直線切削，滑軌上的橡膠條可讓使用者清楚切削位置

■ 精美的塑膠箱包裝方便攜帶及收納，這是一台您各式石材、混凝土切削不可或缺的利器。

乾溼式切石機

型號   SCS7

輸入功率        18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5800

主軸   22.23mm (7/8")

最大鋸片外徑  7"(180mm)

最大切割深度   55mm

緩啟動和過負載保護 有 

絕緣等級          單重絕緣 

尺寸(長x寛x高)                          350mmx270mmx265mm

淨重     6.7公斤(14.74磅)

塑膠箱

455mmx333mmx375mm  

品號 

0299-0075-00100-012

鋁質滑軌  品號

長鋁質滑軌 174mmx1400mm 0299-0065-00149-002

短鋁質滑軌 174mmx800mm  0299-0065-00149-001

快脫注水接頭組
吸塵接頭及橡膠護套，當
濕式切削時能避免泥水飛
濺，當乾式切削時取下，
可接合吸塵器

切線對準指示

塑膠前提把

塑膠把手

滑 動 橡 膠 片 能 輔 助
機台滑動

鋁質滑軌

切深刻度尺能調

整欲切削深度

開關

切割導板，架在工作邊緣

可調整欲切寬度並保持一

致切削寬度

品號

305-00179-000-001

滑軌連接器

F型夾

標準配件

* 橡膠護套x1

* 切割導板x1

* 快脫注水接頭組x1

* 六角扳手M6x1

 

選購配件

* 7"(180mm)鑽石鋸片x1

擋泥橡膠片能集

中並阻擋泥水飛

濺

品號

0299-0106-00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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鎂合金鋸片護蓋和齒 

輪箱將重量降到最低

標準配備

M17 複合式扳手 x1

橡膠輪組 x1

防水蓋座 x1

毛刷座 x1

漏電斷路器 x1

選購配備

金剛石鋸片 x1

集塵底座 x1

免用工具調整鋸

片護蓋角度

最佳操控設計的把手

注水接頭組搭配注

水閥，可快速拆裝

接頭和調整水量  

外部可替換碳刷

高功率2800W馬達

可拆式輪組提供最

佳操控與垂直切割

過負載警告 LED 燈

母彈簧扣

公彈簧扣

防水蓋座

吸塵接頭附橡膠蓋，
可集中粉塵和泥漿

快拆毛刷座，可止

擋制粉塵和泥漿

355mm 手提濕式 & 乾式切石機，2800W 馬達提供最大 125mm 切深，是非常理想的室內切割機台。

■ 濕式金剛石鋸片 - 適合用來快速切削硬質強化鋼筋

混凝土，內孔直徑25.4mm (僅供濕式使用)

■ 集塵底座(選購品) 

具有彈簧減震結構，非常適合在

乾式切割時抑制粉塵

選購配備 :

0299-0212-0004-002

集塵底座

切石機

型號 C14

輸入功率 2800W (220V), 1700W (110V)

電壓 220-240V~ 50/60Hz or 110-12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4500

線速率(裝置14"鋸片時) 54.3 m/s

鋸片直徑 355mm (14")

主軸 25.4mm (1")

最大切深 125mm (5")

絕緣等級 單重絕緣與漏電斷路器

尺寸 (長x寬x高) 611mmx245mmx280mm

重量 7.9公斤(17.42磅) (8.3公斤 (18.3 磅)裝置輪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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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配備

M17 複合式扳手 x1

M3 L 型扳手 x 1

橡膠輪組 x1

防水蓋座 x1

毛刷座 x1

漏電斷路器 x1 ( 僅限 220V 機型 )

選購配備

平切系統組

* 平切鋸片

* 集塵底座 x1  

鎂合金鋸片護蓋

和齒 輪箱將重量

降到最低

備用注水接頭

注水接頭組搭配注水閥，可快

速拆裝接頭和調整水量

外部可替換碳刷 

高功率3200瓦馬達，具

有電流過附載功能 

可拆裝橡膠輪組，

適合垂直切削

母彈簧扣

公彈簧扣

防水蓋座

最佳操控設計的鐵把手

免用工具調整

鋸片護蓋角度

快速拆裝毛刷座，可
止擋制粉塵和 泥漿

吸塵接頭附橡膠蓋，

可收集粉塵和泥漿

扣環 

過負載警告 LED 燈

■ 平切鋸片

  螺栓圆周88.9mm (适用于以上 B 组件)

■平切系統組 (選購品)

可選購快速更換的平切系統組，只要安裝合適的平切刀片，非常便於在標準切削和齊平切削之

間做轉換。所需要的只是將注水管切換到備用接頭並打開3個扣環。 扣環具有固定器以防止摩

擦發出異音。我們有2種配置可供選擇：60mm六螺栓固定塊或是結合1"Longyear六螺栓和Cardi

三螺栓模式的固定塊。每個套件都配有固定塊，帶華司墊圈的特殊心軸螺絲，6個平頭螺絲，

以及M5和M8 L型六角扳手。

■ 平切系統組 

A.HY Pattern Flush Cutting Kit-1" 

主軸螺栓 6 螺栓 (60mm 螺栓圓周 )

B.HV Pattern Flush Cutting Kit- 1"

主軸螺栓 Longyear6螺栓 (3-1/2"(88.9mm) 

螺栓圓周)及3螺栓結合式 

0299-0213-0000-001

0299-0213-0000-002

B.

A.

直径 405mm(16")

305-00036-000-067  

■ 集塵底座 

具有弹簧减震结构，非常适合在干式切割时抑

制粉尘

集塵底座  

0299-0212-0004-007

僅220V 僅220V

直径 405mm(16")

0299-0284-00000-001

■ 平切鋸片護蓋

  使平切應用時更加安全 

405mm 手提濕式 & 乾式切石機，3200W 馬達提供最 150mm 切深，是非常理想的室內切割機台。

切石機

型號 C16

輸入功率

 

220V:2700W (認證功率), 3200W (實際功率)

110V:2300W (認證功率), 3000W (實際功率)

電壓 220-240V~ 50/60Hz or 110-12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3900

線速率(裝置16"鋸片時) 53.7 m/s

鋸片直徑 405mm(16")

主軸 25.4mm (1")

最大切深 150mm (6")

絕緣等級 Class II, (220V 有漏電斷路器的機型)

尺寸 (長x寬x高) 660mmx259mmx280mm

重量 9.6公斤(21.1磅),(10.1公斤(22.2磅)裝置輪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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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0W, 水冷永磁同步馬達有傑出的動力和

效能，能夠在任何附載下持續固定輸出

配備扣環的鋸片護蓋可以快速轉換

到平切模式

水冷式8000W變頻控制器，帶有特殊電路，可在最大功

率水平下接受3相380V、3相230V和單相230V電源
包含單相電源的轉換器        

(最大16A)

LCD 資訊顯示幕顯示電

壓、經過時間、錯誤碼

等資訊 

內建漏電斷路器的變頻控制器提供充分的電子保護，可用於

高低電壓、溫控保護以及對工具產生高電流的電流保護。

P8K 

C18

三相供電線組

標準配備

* 單相電源轉換器

選購配備

* 平切系統組 

* 平切用邊刷

* 平切鋸片

橡膠輪組提供穩定垂直切削

IP Class: IP55

特殊的馬達電線接頭

*使用內附的單相電源轉接器最大電流是16A，如果可取得32A 220V的斷路器，控制器須與32A的電線搭配使用

* 因為馬達的設計，空載和負載轉速是非常接近的

防水防塵的磁簧開關過負載警告 LED 燈

齊平切削使用 (選購品) 平切固定塊

組 (不含平切鋸片) (訂購時須注意的

詳細螺栓規格)

■ 平切系統組 (選購品)

平切鋸片- 88.9mm 螺栓圓周
(配合使用 B. HV Pattern Flush Cutting Kit 

直徑 457mm (18")
305-00036-000-077 

平切用邊刷(選購品)

450mm (18") 濕式切石機，具有 6500W 高頻永磁同步馬達，提供最大 175mm 切深，並且可以做齊平切削

高頻切石機 & 變頻控制器

型號 C18 (SAW)

功率: 

3Ø~380-480V  6500W

3Ø~220-240V  5500W (25A), 3500W (16A)

1Ø~200-240V  5500W (32A), 3500W (16A)*

空載 RPM*  2800/min

線速率(裝置18"鋸片時)  59.8m/s

鋸片直徑  457mm (18")

主軸  25.4mm (1")

最大切深  175mm (6-7/8")

電線長度  6M

尺寸 (LxWxH)  810mmx260mmx310mm 

重量  11.6公斤 (25.5 磅)

型號 P8K (變頻控制器)

功率 :

輸入 (最大)

3Ø~380-480V  16A

3Ø~220-240V  25A

1Ø~200-240V  32A

最小水流 (25°C) 3.5 L/min (1 gpm)  

最大水壓 7 bar (100 psi)

尺寸 (LxWxH) 460mmx220mmx260mm  

重量 7.3公斤 (16.06 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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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配備

T 字扳手

雙腳扳手

330mm 環鋸片 

220mm 切深 

3200W 高功率馬達， 備有電流過附

載和溫控保護功能

外部可替換碳刷

注水接頭組搭配注水閥，可

快速拆裝接頭和調整水量

高度穩定的被動輪設計能夠讓鋸片保持穩

定，並在開始切削時集中力道

* 專利 單步驟的傳動鬆緊調整鈕可以簡單且

快速地調整並維持均衡的鬆緊度

快速更換鋸片且不需移除護蓋

易於調整的被動輪組

過負載警告 LED 燈 防水防塵的磁簧開關

環鋸片330mm (13")
 305-00036-000-072  

330mm (13") 濕式環鋸，3200W 高功率馬達提供最大 220mm 切深

環鋸                                                    專利 

型號 R13

輸入功率 220V: 3200W 110V: 3000W

電壓 220-240V~ 50/60Hz or 110-12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2850

線速率 49.2 m/s

鋸片直徑 330mm (13")

最大切深 220mm (8.7")

絕緣等級 Class I (220V 有漏電斷路器的機型 )

尺寸 (含鋸片) 730mmx280mmx450mm

重量 12.6公斤 ( 27.7 磅) (不含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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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冷式8000W變頻控制器，帶有特殊
電路，可在最大功率水平下接受3相
380V、3相230V和單相230V電源

包含單相電源的轉換器  
(最大16A)

內建漏電斷路器的變頻控制器提供充分的電子保
護，可用於高低電壓、溫控保護以及對工具產生
高電流的電流保護。

P8K

6500W, 水冷永磁同步馬達有傑出的動力和效能，
能夠在任何附載下持續固定輸出

300mm切深

高度穩定的被動輪設計能夠讓
鋸片保持穩定，並在開始切削
時集中力道

三相供電線組

R16

LCD 資訊顯示幕顯示
電壓、經過時間、錯
誤碼等資訊  

IP Class: IP55
*專利 單步驟的傳動鬆緊調整鈕可以簡單且
快速地調整並維持均衡的鬆緊度

快速更換鋸片且不需移除護蓋

易於調整的被動輪組

*使用內附的單相電源轉接器最大電流是16A，如果可取得32A 220V的斷路器，控制器須與32A的電線搭配使用

* 因為馬達的設計，空載和負載轉速是非常接近的

防水防塵的磁簧開關
過負載警告 LED 燈

環形鋸片405mm (16")
 305-00036-000-073  

405mm (16") 濕式環鋸  6500W 高頻永磁同步馬達，提供最大 300mm 切深  

高頻環鋸 & 變頻控制器                                    專利

型號 R16 (環鋸)

功率:  

3Ø~380-480V 6500W

3Ø~220-240V 3600W (16A), 5500W(25A)

1Ø~200-240V 3600W (16A), 5500W(32A)*

空載RPM* 2500/min

線速率 53.0m/s

鋸片直徑 405mm (16")

最大切深 300mm (11-13/16")

電線長度 6M

尺寸 (L x W x H) 830mmx240mmx460mm

重量 12.8公斤 (27.5 磅)

型號 P8K ( 變頻控制器)

功率 :

輸入 (最大)

3Ø~380-480V : 16A 8000W

3Ø~220-240V : 25A 7000W

1Ø~200-240V : 32A 7000W

最小水流(25°C) 3.5 L/min (1 gpm)

最大水壓 7 bar (100 psi)

尺寸 (L x W x H) 460mmx220mmx260mm

重量 7.3公斤 (16.06 磅)



72

雙重的平面及水平儀

提供精準的校正

人體工學把手

3200W 馬達備有電

流式過附載保護及

溫控保護功能

300mm 導板與 25 節金剛石

鏈條提供最高 300mm 的深

入切割

可彎曲的防泥板有

效抑制泥巴噴濺

外部可替換碳刷

較寬的基座易於

調整工作姿勢

整合式注水系統

型號 CS11

輸入功率 220V: 2800W ( 認證功率 ), 3200W ( 實際功率 )

  110V: 2600W ( 認證功率 ), 3000W ( 實際功率 )

電壓 20-240V~ 50/60Hz or 110-12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10000

線速率 20.65m/s

導板標示長度 330mm (13")

金剛石鏈條 25 節

最大切深 300mm (11.8")

絕緣等級 Class I, (220V 有 PRCD / GFCI 的機型 )

尺寸 (L x W x H) 630mm (930mm 裝置導板時 ) x 215mm x 280mm

重量 8.0 公斤 (17.6 磅 ), (8.94 公斤 (19.7 磅 ) 裝置導板和鏈條時 )

防水防塵的磁簧開關LED 指示燈顯

示附載狀況

增加槓桿作用的頂針

水泥鏈鋸機
水泥鏈鋸機配備 3200W 高功率馬達及最高 300mm 切深，提供傑出的精準切削   

標準配備

* 導板 x 1

* 金剛石鏈條 ( 通用型 ) x 1

* T 型扳手 x 1

* 漏電斷路器 x 1 (220V 專用 )

* 傳動輪

選購配備

* 攜行提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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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週波一體式混凝土振動機
■ 此高週波混凝土振動機，馬達及變頻控制器二合一設計，輕巧易攜，它能有效的將灌漿時殘留在混凝土內之氣泡快速排出，讓

   凝固後的混凝土結構更扎實，是您進行混凝土灌漿時不可或缺的利器。

■ H42 配有 6 公尺長震動管。

■ 振動管內鍵高週波馬達，每分鐘可達 12,500 次震幅，可快速有效率的排出混凝土內殘留氣泡。

■ 高輸出功率馬達，即使在具挑戰性如角落及較濃稠之鋼筋處，均能有效率的應用。

■ 振動頭由超硬特殊鋼材和耐用之軸承組成。

■ 高週波馬達具有諸多優於碳刷馬達的高效率特性，其振動管材也有絕佳的彈性。高週波馬達可保持恆速，以在濃稠的混凝土應

   用時來比較於機台空載時，高週波馬達其震動值耗損少於 5%，但傳統振動機其耗損卻可能高於 40%, 原因是高週波混凝土振動

   機沒有軟性傳動內軸，它的振動管內只有電源線 , 因此不會像傳統振動機因為內軸磨擦而造成耗損。

■ 創新的二合一設計優於傳統機型，它沒有分離的變頻控制器，而是與把手結合，只需一人即可輕易的在工地連接單相電源操作

   , 它讓混凝土震動操作變得更輕鬆容易，操作者可獨立移動操作，不會被傳統分離的變頻控制器限制。

■ AGP 的變頻控制器具有穩定電壓保護功能 , 可以防止電源供應端高突波電流損壞機台。

■ 高科技的電子控制系統，可適用於 100~240 伏特單相電源供應。                     

■ 我們統合設計的優勢明顯勝於競爭對手，例如我們的電控系統配備有加大、外露式散熱片，它可幫助電控系統降溫 , 鋁製散熱

   片非常堅固耐用，它能吸收電控系統產生的熱度並快速冷卻，且也容易清潔，因此機台更有效率、壽命更長。

■ 符合人體功學設計的握把，有無戴手套都輕巧易攜，操作簡便舒適。獨特設計之強力橡膠帶可以緩衝電源線被直接拉扯受力，

   降低電源線被拉脫機會。

■ 控制器操作簡易，只要接上電源、按壓開關啟動或關閉。使用過後須用水適當清潔機台 ( 它是符合歐盟安規 IP X7 防水

   等級振動機 )。

標準配件

* PRCD/GFCI 斷流器x1 

高週波馬達安裝在振動頭

內超硬鋼材和耐用的軸承
的振動頭

符合人體工程

學的大把手

H35,H42 

加大之翹翹板

開關，觸感佳

大面積之外露式鋁散熱片

，散熱快速、容易清潔

高性能變頻器

可以使用標準

的電力供應

獨特的防電線拉脫橡膠帶

設計，可以緩衝電源線被

直接拉扯受力，降低電源

線被拉脫機會

選購:帶夾式震動管  

型號 H35    H42          

電壓 100-250V ~ 50-60Hz  

震動頻率/極數 13,500 (每分鐘震動數/4極400V)   12,500 (每分鐘震動數/4極400V)

輸入功率 550W 880W                     

離心力 1301N  1814N                  

振動頭外徑/長度 ø35mmx314mm  ø42mmx300mm                

振動管外徑/長度 ø30mmx6m   ø36mmx6m           

防水等級   IP X7

絕緣等級 單重絕緣  

變頻控制器尺寸(長x寛x高)  250mmx60mmx170mm

淨重 (公斤/磅) 7.5/16.5   9.6/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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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42 

高週波混凝土振動管和變頻控制器

■ 此高週波混凝土振動管和變頻控制器，它能有效的將灌漿時殘留在混凝土內之氣泡快速排出，讓凝固後的混凝土結構更扎實，

   是您進行混凝土灌漿時不可或缺的利器。

■ 振動管內鍵高週波馬達，每分鐘可達 12,000~14,500 次震幅，可快速有效率的排出混凝土內殘留氣泡。

■ 高輸出功率馬達，即使在具挑戰性如角落及較濃稠之鋼筋處，均能有效率的應用。

■ 振動頭由超硬特殊鋼材和耐用之軸承組成。

■ 高週波馬達具有諸多優於碳刷馬達的高效率特性，其振動管材也有絕佳的彈性。高週波馬達可保持恆速，以在濃稠的混凝土應

   用時來比較於機台空載時，高週波馬達其震動值耗損少於 5%，但傳統振動機其耗損卻可能高於 40%, 原因是高週波混凝土振動

   機沒有軟性傳動內軸，它的振動管內只有電源線 , 因此不會像傳統振動機因為內軸磨擦而造成耗損。

■ AGP 的變頻控制器具有穩定電壓保護功能 , 可以防止電源供應端高突波電流損壞機台。

■ 高科技的電子控制系統，可適用於 90~240 伏特單相電源供應。                     

■ 超長的電源線讓機台很容易在工作現場使用，變頻控制箱具有保護鐵架，可防止外部碰撞。

變頻控制器

型號     P1000

電壓    90-240V 50/60Hz

輸入功率    1.0 仟伏特安培

輸出功率    550W, 42V, 240Hz

尺寸 (長x寛x高)                       330mmx210mmx250mm

淨重                5公斤(11.02磅)

振動管

型號             V42                          

電壓              42V                                                

振動頻率                    12,000-14,500 每分鐘震動數                           

輸出功率                            260W                             

振動頭外徑 / 長度                    ø42mmx300mm                      

振動管外徑 / 長度      ø36mmx6m                                

淨重                                                  11 公斤(24.25磅)             

附蓋插座

P1000

耐用的變頻控制器，提供

可靠的高週波電力輸入

保護鐵架

標準配件

無

高週波馬達安裝在振動頭內超

硬鋼材和耐用的軸承的振動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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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振動機

VRN1400 

VR600 

標準配件

VR600 

* 側把x1

VRN1400 

* 側把x1 

* 安全帶x1

■ 選購配件:   

水泥振動管-多種外徑及長度可供選擇的規格 (請在下訂單時告知所需要的振動管)    

尺寸           品號 
外徑  ø30mmx1020mm(M42xP1.5)    305-00077-000-001
外徑  ø30mmx1800mm(M42xP1.5)    305-00077-000-002
外徑  ø30mmx3020mm(M42xP1.5)    305-00077-000-003
外徑  ø39mmx1000mm(M42xP1.5)    305-00077-000-004
外徑  ø39mmx1780mm(M42xP1.5)    305-00077-000-005
外徑  ø39mmx3000mm(M42xP1.5)    305-00077-000-006

VRN1400適用

尺寸           品號  
外徑 ø30mmx1020mm (M42xP1.5)    305-00077-000-008
外徑 ø30mmx1800mm (M42xP1.5)    305-00077-000-009

VR600適用

重負載、抗彎曲振動管

高振幅振動頭

安全帶

側把

高功率、直接驅

動馬達

■ 這台輕巧以及可靠的混凝土振動機可有效去除混凝土中的氣泡，背帶可讓使用者舒適的攜帶機器操作，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

   可輕易上手。

■ 耐用的傳動軸驅動振動頭和抗彎曲振動管，可以在嚴苛的工作場地垂直操作使用。

■ 多種不同振動管長度和不同直徑振動頭可用來滿足各種不同振動的需求。

■ VRN1400高功率830W馬達，搭載緩啟動，可延長馬達壽命。

■ 方便、一體式設計、容易攜帶，成為專業使用者工作的最佳選擇。

外部可更換碳刷

型號  VR600                VRN1400

輸入功率  3A (220-240V), 5.5A (110-120V)  8.4A (220-240V), 14.8A (110-120V)

轉出功率         330W            83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20,000          16,000

振動速率  14,000 振動值/分鐘     11,000 振動值/分鐘

最大適用振動管外徑及長度   
 

 ø30mm/1800mm     ø30mm/3020mm    

 ø39mm/3000mm

緩啟動   無   有

尺寸(只含馬達)(長x寛x高)       375mmx270mmx160mm       290mmx234mmx243mm

淨重(只含馬達)         2.5公斤(5.51磅)       4.2公斤(9.26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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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速功能提供不同應用

可調整的人體工學前端把

手提供完整的研磨範圍

強大的 2200W 馬

達具有恆速功能

可以完成均勻的

研磨表面

具備減震彈簧和可替換刷

毛刷的磨盤護蓋有效控制

粉塵

免工具滑動護蓋可以更完

整的研磨邊角區域

標準配備

* 雙腳扳手 (30mm)

* 雙腳扳手 (78mm)

* 六角扳手 M6

 

型號 G125

輸入功率 2200W (220V), 1700W (110V)

電壓 , 頻率 220-240V~ 50-60Hz or 110-120V~ 50-60Hz

空載轉速 /min-1 4300 - 7200

磨盤直徑 125mm (5")

磨盤內孔 22.23mm (7/8") & 25.4 (1") ( 雙面 )

主軸 M14 或 5/8-11"

尺寸 ( 長 x 寬 x 高 ) 500mm x 195mm x 175mm

重量 4.7 公斤

LED 指示燈可以藉由過負載

和溫升警告優化研磨效率

Lock-On 磁簧開關防水防

塵，包含了防重啟功能，

可在電源中斷時保護操作

人員

水泥研磨機
125mm 結實和高耐久性的水泥研磨機，具有出色的防塵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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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脫活動護蓋讓機台可研

磨邊緣

控制器可以為不同的應來預設不同速度。具

有特殊電路使 4500W 變頻控制器可承受單

向 100V-240V，並將其轉換為三向，高頻以

控制馬達。

控制器內建漏電斷路器，具有全面的電子保

護功能，可電壓、過熱、及過載防護

LCD 顯示螢幕

顯示電壓、錯誤碼及使用小時數

P4K

2200W 無刷永磁同步馬達，具有

出色的功率和效率。無論負載如

何都會維持恆定速度，使研磨均

勻。 

防水及防塵等級 IP55，使此機台

成為研磨危險材質時的最佳選擇。

有效防塵的磨盤護蓋，

含有壓縮彈簧及可替換

式毛刷

可調整式符合人體工學

的前把手，使研磨邊緣

時有間隙。

型號 BG125 水泥研磨機

輸入功率 3~ 2200W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3550 - 5350

磨盤直徑 125mm (5")

磨盤內孔 22.23mm (7/8") 及 25.4 (1") ( 兩面 )

主軸 M14 或 5/8-11"

防護等級 IP55

尺寸 ( 長 x 寬 x 高 ) 455mm x 200mm x 175mm

重量 4.6 公斤 (10.1 磅 )

型號 P4K 變頻控制器

電壓 100V - 240V ~ 50-60Hz

最大輸入功率 1~ 4500W

最大輸出功率 3~ 4000W

防護等級 IP55

重量 3.1 公斤 (6.9 磅 )

標準配備

* 雙腳扳手 (30mm)

* 雙腳扳手 (78mm)

* 六角扳手 M6

 

BG125

LED 負載顯示燈，可顯示過載

及過熱警示，提高研磨效率

鎖定磁簧開關完全防水防

塵。包含防重啟功能，可在

電源中斷時保護使用者。

高頻無刷水泥研磨機 及 變頻控制器
125mm 水泥研磨機配有極高效率、高頻無刷馬達，擁有較長壽命及使用時間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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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W 無刷永磁同步馬達，具有出色的功率和效率。無論

負載如何都會維持恆定速度，使研磨均勻。 

防震橡膠，具吸震效果，可讓

使用者舒適操作

有效防塵的磨盤護蓋，含有

壓縮彈簧及可替換式毛刷

快脫活動護蓋讓機台可研

磨邊緣

型號 BG5 水泥研磨機

輸入功率 3~ 2200W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3850 - 5800

磨盤直徑 125mm (5")

磨盤內孔 22.23mm (7/8") 及 25.4 (1") ( 兩面 )

主軸 M14 或 5/8-11"

防護等級 IP55

尺寸 ( 長 x 寬 x 高 ) 235mm x 290mm x 235mm

重量 5.1 公斤 (11.3 磅 )

型號 P4K 變頻控制器

電壓 100V - 240V ~ 50-60Hz

最大輸入功率 1~ 4500W

最大輸出功率 3~ 4000W

防護等級 IP55

重量 3.1 公斤 (6.9 磅 )

標準配備

* 雙腳扳手 (30mm) x1

* 雙腳扳手 (78mm) x1

* 六角扳手 M6 x1

選購配備

* 手推車 x1

 

P4K

BG5

LED 負載顯示燈，可
顯示過載及過熱警示，
提高研磨效率

鎖定磁簧開關完全防水防
塵。包含防重啟功能，可
在電源中斷時保護使用
者。

防水及防塵等級IP55，
使此機台成為研磨危
險材質時的最佳選擇。

可接合推車

高頻無刷水泥研磨機 及 變頻控制器

125mm 水泥研磨機配有極高效率、高頻無刷馬達，擁有較長壽命及使用時間較長。

控制器可以為不同的應來預設不同速度。具

有特殊電路使 4500W 變頻控制器可承受單

向 100V-240V，並將其轉換為三向，高頻以

控制馬達。

控制器內建漏電斷路器，具有全面的電子保

護功能，可電壓、過熱、及過載防護

LCD 顯示螢幕

顯示電壓、錯誤碼及使用小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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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配備

* 雙腳扳手 (30mm)

* 雙腳扳手 (93mm)

* 六角扳手 M6

選購配備

* 推車 x1

 

調速功能可用在不同應用

電子控制恆速功能，
使研磨均勻

集塵毛刷盤

防震橡膠，具吸震效果

可讓使用者舒適操作

推車

吸塵孔

* 由於恆速設計，無負載及額定負載速度大致相同。

快脫活動護蓋讓機台

可研磨邊緣

1

2

3

水泥研磨機
125mm、結實和高耐久性的水泥研磨機，具有出色的防塵功能 

型號 G5

輸入功率 2200W (220V), 1700W (110V)

電壓 , Frequency 220-240V~ 50-60Hz 或 110-120V~ 50-60Hz

*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4500 - 9500

磨盤直徑 125mm (5")

磨盤內孔 22.23mm (7/8") 及 25.4 (1") ( 兩面 )

主軸 M14 或 5/8-11"

尺寸 ( 長 x 寬 x 高 ) 246mm x 280mm x 325mm

電線長度 3m

重量 5.8 公斤 (12.76 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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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W的馬達搭載恆速、
緩啟動和過負載保護

標準配件

* T型扳手M13x1

* 雙腳扳手x2

* 六角扳手M6x1

  

選購配件

* 手推車x1

* 穿戴式集塵袋與吸塵管x1

■ SM5是一台革命性自動集塵磨石機，內鍵渦輪風扇可排出粉塵並集中於穿戴式的集塵袋內，集塵袋組配有腰帶和吸塵管，特別

   是在無法或困難應用吸塵器的區域特別有效，例如在高處或研磨樓梯間應用，這是一個創新且研磨及集塵效率高的工具。它也

   可以搭配吸塵器一起使用。

■ 把手組使用抗震橡膠具吸震效果，可增加使用時的舒適性。

■ 毛刷盤包含免用工具拆裝的半月形護蓋，可研磨工件邊緣。

■ 調速旋鈕速度可根據不同的工作條件進行調整。

■ 高功率2200W馬達採用先進的電子控制電路，搭載緩啟動、可延長齒輪及馬達壽命且操作更舒適。

■ 過負載保護系統，在超負荷時，會自動切斷電源，保護馬達不致燒毀。

■ 獨特的電子恆速系統，在研磨過程中如遇到阻力，系統能即時偵測維持恆速及自動提高馬力，達到最佳研磨效果。

■ 可選購手推車，可站立研磨地板，避免疲勞，把手獨特的設計，能獲得良好槓桿力矩，它裝有2個活動輪及彈簧，讓機台操作

   時能與工件保持平行，設有獨立的開關、插座及專用吸塵管、電源線掛勾，這是很獨特方便的設計。

磨石機

防震橡膠，具吸震效果
可讓使用者舒適操作

雙層集塵毛刷盤 

人體工學把手，長時
間操作不易疲累

5"(125mm)鑽石磨盤(選購)

調速旋鈕，可依

不同工作需要而

調整速度

吸塵孔可接合吸塵器

穿戴式集塵袋系統

專利 

內鍵集塵渦輪風扇

半月型護蓋拆除後可以研
磨邊緣區域，內鍵磁鐵可

附在手把橫桿上

■ 選購配件:    

過濾紙袋 背袋  吸塵管組 

品名	 	 	 品號
過濾紙袋  305-00082-000-002
背袋   0299-0197-00000-001
吸塵管組  0203-0007-00005-001

+ +

手推車

型號    SM5

輸入功率     110-120V:1700W, 220-240V:22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4500-9500 

磨盤直徑   5"(125mm) 

磨盤內孔     22.23mm (7/8") 或 25.4 (1")

主軸    M14  

緩啟動、過負載保護、恆速系統     有

尺寸(長x寛x高)    246mmx280mmx325mm

淨重     5.75 公斤 (12.65 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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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W的馬達搭載恆速、
緩啟動和過負載保護

標準配件

* 雙腳扳手x2

*六角扳手M6x1

  

選購配件

* 手推車x1

 

■ SM7高功率2200W馬達採用先進的電子控制電路，搭載緩啟動、可延長齒輪及馬達壽命且操作更舒適。

■ 過負載保護系統，在超負荷時，會自動切斷電源，保護馬達不致燒毀。

■ 獨特的電子恆速系統，在研磨過程中如遇到阻力，系統能即時偵測維持恆速及自動提高馬力，達到最佳研磨效果。

■ 把手組使用抗震橡膠具吸震效果，可增加使用時的舒適性。

■ 毛刷盤護蓋設計有彈簧，能讓它隨著工件表面起伏操作，並有旋轉集塵孔，用來確保最佳的集塵效果。

■ 毛刷盤包含免用工具拆裝的半月形護蓋，可研磨工件邊緣。

■ 調速旋鈕速度可根據不同的工作條件進行調整。

■ 可選購手推車，可站立研磨地板，避免疲勞，把手獨特的設計，能獲得良好槓桿力矩，它裝有2個活動輪及彈簧，讓機台操作

   時能與工件保持平行，設有獨立的開關、插座及專用吸塵管、電源線掛勾，這是很獨特方便的設計。

磨石機

防震橡膠，具吸震效
果可讓使用者舒適操
作

7"(180mm)鑽石磨盤

人體工學把手，長時
間操作不易疲累

可旋轉式吸塵接
頭可接合吸塵器

磨盤護蓋配有彈簧懸吊

半月型護蓋拆除後可
以研磨邊緣區域，內
鍵磁鐵可附在手把橫
桿上

■ 選購配件:    

 手推車

調速旋鈕，可依
不同工作需要而
調整速度

型號   SM7

輸入功率  110-120V:1700W, 220-240V:22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3200-6500

磨盤直徑    (7")180mm  

磨盤內孔  22.23mm (7/8") 或 25.4 (1")

主軸   M14  

緩啟動與過負載保護 , 恆速系統  有

尺寸(長x寛x高)  246mmx280mmx325mm

淨重    5.74 公斤 (12.62 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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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型磨石機

■ SM125高功率馬達,可選購過負載保護系統，在超負荷時，會自動切斷電源，保護馬達不致燒毀。

■ 功能齊全，可以去除軟石膏表面、牆壁和地板上的彈性保護層、泡沫波紋和殘留的膠著劑、水泥上的瀝青和保護漆、石膏表

   面的乳膠或油性漆，以及去除水泥表面的雜質和污痕，此機台在研磨石膏地板凹凸不平的地方效果良好，也能進行清潔及磨

   平加工老舊水泥。

■ 旋轉式橡膠防塵套能根據接觸的表面來彎曲和旋轉，讓使用者手腕無需費力即可操作，並且能避免灰塵外漏及可獲一致深

   度，最大可達6mm。當防塵套移除時能研磨邊緣。

■ 人體工學設計，搭配三種把手應用，操控性佳且能減少使用者的疲勞。

■ 側把（能裝在機器的左右任一邊）加強操作機台的穩定性。

■ 吸塵接頭能直接裝上標準的吸塵管進行無塵操作。

■ 星形刀具磨盤、鑽石磨盤，在磨損時都能輕易更換。

標準配件
* 固定塊x1
* 螺絲x1

選購配件
* 過負載保護
 

此種設計能夠讓鑽石磨盤直接接

觸到工件邊緣(但沒有辦法讓星形

刀具磨盤直接接觸到邊緣 

移動式橡膠防塵套能根據

接觸工件的表面來彎曲和

旋轉

塑膠提把

專用T型把手，能允許使用者站立

操作，減低使用者的疲勞並增加工

作效能

T型把手 
(選購)

■ SM125星型磨石機的T型把手

開關

吸塵接頭

側把可裝在左邊或右邊

防塵套可用固定螺銓上
下調整6毫米，也可以
輕易拿下

6mm

鎖定鈕

齒輪箱內的邊緣挖

空設計，可以研磨

邊緣

當防塵套裝上後，會

遮蔽住邊緣挖空處

鎢鋼星齒

標準配件
* 側把x1
* T型扳手M13x1
* 磨盤搭配星形刀具x1
* T型螺桿組x1
* 雙腳扳手-93mm (用於磨盤)x1
* 吸塵管接頭x1
* 雙腳板手x1
* 壓塊x1

型號  SM125

輸入功率  12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2800 

研磨外徑  5"(125mm)

研磨深度  1-6mm

尺寸(長x寛x高)   352mmx300mmx265mm

淨重  5.4公斤(11.9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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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形刀具磨盤 

       品號  

星形刀具(1組15個)    0299-0108-00000-001

 

SM125配有磨盤和1組星形刀具，可適用於硬質材料，它可以快速移除表

層，留下粗糙的表面，並可調整磨盤高度來控制研磨深度。
星形刀具(標準配件)

■ 選購配件:     

■ 鑽石磨盤 鑽石磨盤-專為與SM125搭配使用而設計(須安裝相關套件)，利用2800/分鐘轉速，

使用不同番數的磨盤，先用粗顆粒磨盤去除塗料，磨平較高、不均勻或混凝土高點

表面，再逐漸換成細顆粒磨盤，研磨成光滑的表面。

安裝套件    品號

鑽石磨盤固定盤x1                  302-03100-903-001

平頭固定螺絲x1                   415-M05008080-080

(需要6個)

■ 碗形鑽石磨盤 這些磨盤可完美的研磨混凝土和類似的材料，粗顆可快速刨除、細顆料可順暢的研磨。

碗形鑽石磨盤x1

外徑125mm 磨盤搭配7/8"(22.23mm)內孔     品號 

#60/80   番數       305-00072-000-018

#100/120 番數      305-00072-000-020

安裝碗形鑽石磨盤所需配件

(當購買碗形鑽石磨盤，須加購鑽石磨盤小固定塊、鑽石磨盤壓塊、雙腳扳手-78mm)

     品號

六角頭螺絲x1    401-M08035125-080  

鑽石磨盤小固定塊x1      302-04180-903-001 

鑽石磨盤壓塊x1                        302-04181-903-001

雙腳扳手-78mmx1               302-04179-901-002

    

■ 雙腳扳手

■ T型把手(適用於SM125)	

T型把手(適用於SM125)x1

尺寸(長x寬x高):1120mmx780mmx115mm  

淨重: 3公斤(6.6磅)    

適用機種SM125x1	      品號

尺寸(長x寛x高)   572mmx362mmx238mm   0299-0075-00100-001

■  塑膠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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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號    LG125

輸入功率    1200W

電壓    110-120V~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1700-3500

最大磨盤外徑   5"(125mm)

磨盤內孔                     22.23mm (7/8") 或 25.4mm (1")

主軸                                                    M14 

緩啟動和恆速系統                    有

尺寸(長x寛x高)                                            1475mmx197mmx365mm

淨重    3.8公斤(8.38磅) (不包含鑽石磨盤)

5"(125mm)鋁磨盤搭配水磨片

雙向把手(選購)

手提袋

吸塵管4M

壓塊    22.2mm            302-04222-903-001 (M14)
壓塊    25.4mm             302-04222-903-002 (M14)   

固定塊   M14                                  302-04176-903-002   

■ LG125高功率1200W馬達，搭載緩啟動，可延長齒輪及馬達壽命且操作更舒適。

■ 獨特的電子恆速系統，在研磨過程中如遇到阻力，系統能即時偵測維持恆速及自動提高馬力，達到最佳研磨效果。

■ 調速旋鈕的選用，可因應不同的材質調整不同的轉速，提供多方面的應用。

■ 機台相當輕巧且重量只有3.8公斤，在操作上不費力。

■ 搭配吸塵系統來清除灰塵和碎片等，創造乾淨整潔的工作環境。

■ 操作使用上不需使用額外的腳架或工作梯即可站於地面來研磨牆面或天花板，而當需要研磨地面時，不需要蹲下操作，相當省

   時又省力。

鑽石磨盤搭配壓塊及固定塊

鋁磨盤    M14  

調 速 旋 鈕 能 調 整 轉

速，恆速系統可在負

載下維持穩定速度

鑽石磨盤

#100/120 番數 (22.2mm)                   305-00072-000-020

吸塵管4M

手提袋

長頸磨石機

毛刷座接受最大5"(125mm)鑽石磨盤(選購)

品號

品號

毛刷盤 203-0008-00004-007

0203-0007-00004-001

308-01001-149-003

201-0045-00906-001

標準配件

* 吸塵管4Mx1

* 雙腳扳手-78mmx1

* 扳手M17x1

* 六角扳手M6x1

發泡握套

開關

旋轉吸塵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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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吸真空機是為了有真空功能的電動工具所設計的，例如使用真空吸盤底座的壁孔機或其他類似的機器，通常吸真空機會有在操

作電動工具時真空可能會洩漏的隱憂，因此這台機器有兩個裝置可以偵測此情況正在發生，第一個是蜂鳴器， 當真空少於0.77巴

將會鳴響，第二個是真空偵測電源插座，當電動工具接上這個插座，只有在真空至少0.77巴時才會通電，如果有任何原因造成真

空洩漏， 接上插頭的電動工具的電源會被切斷，同時蜂鳴器將會響起。

另外，這台真空機也是依照人體工學設計，可輕鬆提起。

吸真空機

標準配件

* 風管含接頭2.5Mx1

選購配件

* 真空桶(含風管含接頭1M)x1

開關

重置按鈕

型號   VP140

輸入功率   2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最大風量   30.5 l/min (1.07cfm) 

最大吸真空  -0.9 bar (-13 psi)  

防塵防水等級     IPX4

尺寸(長x寛x高)  310mmx238mmx250mm  

淨重     6.7公斤(14.77磅)

風管含接頭 2.5M

真空桶 

把手

快速接頭 洩壓閥 

把手

真空壓力表

橡皮緩衝器
真空偵測電源插座

快速接頭

蜂鳴器

濾水器

■ 選購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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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磚鑽孔機
這台磁磚鑽孔機是特別設計用來使用小型的鑽石刀筒，進行濕式或乾式、盲孔或通孔鑽孔，適用於瓷磚、陶瓷、瓷器、石材、水

泥、磚石、玻璃等其他類似的材質。

任何曾經嘗試使用電鎚鑽鑽磁磚的人都知道，是多麼容易鑽破磁磚或偏離中心，這台機台可以精確控制鑽孔位置，而且不會造成

任何破裂的機會，即使在硬質材料如瓷器或花崗岩也一樣來去自如。

快脫旋鈕可以很容易拆換及清潔刀筒，選購配件注水罐，搭配流量調節旋鈕，可以非常方便，不用注水接頭(可另外安裝選購注水

接頭組)進行鑽孔，鑽孔吸盤組可以同時作為排除泥漿或除塵，並幫助定位鑽孔位置。

本機是磁磚鑽孔的最佳選擇！

標準配件

* 鑽孔吸盤組x1

* 快脫接桿(G 1/2")x1

* 快脫接桿(M14)x1

* 扳手 M22x1

* 扳手 M27x1

* 側把x1

* 注水環x1

* 注水罐組(0.85公升)x1

選購配件

* 注水閥組x1

壓把

擋水鐵片集塵管

吸盤

輔助輪

■ 鑽孔吸盤組 (標配 )

排水管組

打氣桶

快脫接桿

快脫旋鈕

齒輪選擇器

人體工學把手側把

■ 注水接頭組
       

注水閥組
( 選購 )

注水接頭

注水環

型號  TC402

輸入功率  65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負載每分鐘轉速    Speed 1   4500 / 2700

Speed 2  7500 / 4500

最大鑽孔能力  40mm (1-9/16")

快脫接桿螺牙   G 1/2" (BSPP), M14-2.0

絕緣等級  雙重絕緣 

固定把手位置外徑  43mm

尺寸(長x寛x高)  348mmx100mmx300mm

淨重  2.5公斤(5.51磅)



87

台式壁孔機

3速機械變速箱可在不同鑽孔尺寸提供最佳扭矩，前密封件可快速更換，而無需拆卸變速箱，45度傾斜和內置水平儀增加了便利，

具有最佳整體設計結構及輕便重量。

 

 

標準配件 

* M32 雙用扳手

* 開口扳手M17 xM19 

* M6 六角扳手

* T型螺桿

* 注水閥組

開關

水平儀
水平儀

深度表

快脫活動手把 , 也可當
作扳手用

水平儀

快速組裝設計

45度傾斜

底座
鑽石刀筒
(選購)

快脫注水接頭

3速機械變速箱

型號  DM250L

輸入功率  26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350 / 630 / 840

負載每分鐘轉速  230 / 390 / 540

最大鑽孔能力  10" (250mm)

主軸螺牙    G 1/2" (BSPP), M14-2.0

角度  0-450 

尺寸(長x寛x高)  400mmx300mmx940mm

淨重  25.3公斤 (55.6磅)

 漏電斷路器(選購)

T 型螺桿 

高效率馬達殼改善

冷卻系統與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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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配件(LY150)

* 方型華司x2

* 螺栓迫緊桿1/2"x1

* 開口扳手M17/M19x1

* 下錨螺栓1/2"x2 

* 牙條螺栓1/2"/140mmx1

* 開口扳手M36x1

* 集水盤x1

* 螺帽1/2"x3

* 集水盤膠圈x1

0~45
0

台式壁孔機

■ 0到45度內的任何角度都可鑽孔。

■ 可使用最大120毫米刀筒。

■ 強大馬力馬達可快速鑽孔。

■ 高品質滾珠軸承構造延長使用壽命。

 ■ 可使用最大150毫米刀筒。

■ 強大馬力馬達可快速鑽孔。

■ 高品質滾珠軸承構造延長使用壽命。

LY120 LY150

標準配件(LY120)
* 平華司x1
* 方形華司3/8"x1
* 螺絲3/8"x75mmx1
* 六角螺帽3/8"x1
* 螺栓迫緊桿3/8"x1
* 開口扳手M14/M17x1
* 開口扳手M36x1
* 開口扳手M45x1
* 下錨螺栓3/8"x2
* 集水盤x1
* 刀茼x1

LY150集水盤  漏電斷路器(選購)

集水盤組 品號
LY120   0299-0037-00000-001
LY150   0299-0037-00000-002LY120集水盤

選購配件(LY150)
 * 刀筒x1

型號  LY120  LY150

輸入功率  1100W  22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1000   800

最大能力   刀筒尺寸   27mm (1")-120mm (4-11/16")   27mm(1")-150mm (6")

 有效行程   350mm (13-13/16")  480mm (18-7/8")

角度  00-450   N/A

主軸螺牙  5/4"-3牙(右旋).1"-6牙(右旋)  5/4"-3牙(右旋)

尺寸(長x寛x高)   300mmx130mmx565mm   370mmx200mmx865mm

淨重   7.8公斤(17.21磅)   18公斤(39.68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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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濕兩用壁孔機
DM51D是非常好用和高效率的單速手持式壁孔機，所有機種都配備了最新高效率1800瓦馬達，包括緩啟動和過負載保護等

裝置，此種設計可以讓使用者在機器極限內操作，提高工作效率，另外我們在單速齒輪箱加裝了機械式離合器，提高機器的安全

性。

以下是此系列機器的特點，可適用在不同的場合：

■ 乾式鑽孔，可切換的震動功能讓鑽石刀頭保持銳利，並讓鑽孔更有效率。請注意，使用此功能時不要使用濕式刀筒，另外也可

   以選購不要衝擊功能。

■ 濕式鑽孔，可搭配對注水接頭，如果選擇乾式機器時，就沒有辦法選配注水接頭。

■ 有各種不同規格主軸可供選擇，請在訂購時註明主軸螺牙。

標準配件
* 側把x1
* 集屑磨盤组x1
* 集塵盤(小)x1
* 中心沖x1
* 震動選擇(僅乾式)x1
 
選購配件 

* 防震側把x1
* 鑽尾座x1
* 轉接頭(桿)M16轉M18x1

注水接頭 ( 選購 )

震動選擇
( 選購 )

側把

1 速齒輪箱搭配離合器

鎖定鈕

開關

水平儀

內銷主軸 
M16 尖牙主軸

型號  DM51D

輸入功率  110-120V:1800W (15.6A),  220-240V:1800W (7.8A)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 / 負載每分鐘轉速  3600 / 2160

震動頻率 ( 選購 )  56,000 bpm

主軸螺牙  外牙 M16xP2.0-143.5mm( 無注水 + 振動 )

最大鑽孔能力   手持 : 80mm (3")  基座 :80mm (3")

緩啟動和過負載保護   有

機械離合器   有

絕緣等級   雙重絕緣 

尺寸(長x寛x高)   450mmx90mmx210mm

固定把手位置外徑  60mm

淨重                    4.7 公斤 (10.36 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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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濕兩用壁孔機

標準配件

* 側把x1

* 注水接頭x1

* 集塵接頭x1

* 震動選擇(僅乾式)x1

 

選購配件  

* 防震側把x1

* 鑽尾座x1

* 轉接頭(桿)1/2"-BSP-219mm

  (尖牙)轉1 1/4"-7牙(方牙) x1

DM52D 是非常好用和高效率的雙速手持式壁孔機，同時適用濕式和乾式鑽孔(配備集塵系統)，所有機種都配備了最新高效率1800

瓦馬達，包括緩啟動和過負載保護等裝置，此種設計可以讓使用者在機器極限內操作，提高工作效率，另外我們在雙速齒輪箱加

裝了機械式離合器，提高機器的安全性。

以下是此系列機器的特點，可適用在不同的場合：

■ 乾式鑽孔，可切換的震動功能讓鑽石刀頭保持銳利，並讓鑽孔更有效率。請注意，使用此功能時不要使用濕式刀筒，另外也可

   以選購不要衝擊功能。

■ 主軸可快速切換濕式和乾式鑽孔(配備集塵系統)，搭配注水接頭和集塵接頭，如果選擇乾式機器時，就沒有辦法選配注水接

   頭，反之如果選擇濕式機器時，就沒有辦法選配集塵接頭。

■ 有各種不同規格主軸可供選擇，請在訂購時註明主軸螺牙。

震動選擇

( 選購 )

旋鈕滑塊 水平儀

2 速齒輪箱搭配離合器
側把

內銷主軸 M32 尖
牙主軸

鎚鑽圖示
( 震動啟動 )

無鎚鑽圖示

( 震動關閉 )

震動選擇
水平儀

濕式模式 ( 選購 ) 

集塵街頭

注水街頭

乾式模式 ( 選購 )

型號         DM52D                   

輸入功率 110-120V:1800W (15.6A), 220-240V:1800W (7.8A)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 / 負載每分鐘轉速 Speed 1                         1800 / 1080                              

Speed 2                             3600 / 2160                              

震動頻率 ( 選購 )  
 

Speed 1                          29,000 每分鐘震動數                              

Speed 2                          56,000 每分鐘震動數                             

主軸螺牙                      外牙 1 1/4"-7 牙 x 內牙 1/2" BSP-224.5mm

最大鑽孔能力                                      手持 : 80mm (3")  基座 :120mm (4")                                     

緩啟動和過負載保護  With

機械離合器  With

絕緣等級    雙重絕緣 

尺寸(長x寛x高)   505mmx105mmx210mm

固定把手位置外徑 60mm

淨重 5.0 公斤 (11.0 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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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式壁孔機
我們 DM6P 和 DM6D 是新產品線首先推出的壁孔機，這兩台機器為現場帶來新的工作層次，在設計製造上沒有忽略任何一個細節，

是最可靠的重負載且具效率機器。全新超強性能馬達帶來前所未有的效能，馬達殼、齒輪箱與齒輪箱座都是鎂合金製造，達到最

輕重量與最大強度。全金屬的機身改善了冷卻問題與增加耐用性，智能電子馬達控制包含緩啟動、溫控、過負載保護與 LED 燈。

更強大的功能，包含 3 速機油齒輪箱、機械式離合器與整合注水系統。機器可安裝在底座上執行更大刀筒鑽孔，二合一主軸有

1-1/4 英吋 UNC 與 1/2 英吋 BSP 兩種規格螺牙與前後固定座。為了電氣安全，備配了漏電斷路器。如果您需要一台專業最好的機器，

此機器一定能夠滿足您。

側把一字旋鈕

3 速機油齒輪箱與機

械式離合器

鎂合金製造達到最大冷卻效

能、耐用性與輕量化 全新超強性能馬達

注水接頭與塑

膠快速接頭

開關

側把

標準配件:
* 側把x1
* 注水接頭組x1
* 複合扳手M32x1 
 
 
選購配備: 
* 防震側把x1
* 鑽尾座x1
* 轉接頭(桿)5/4"-3牙(方牙.  右旋)
   轉1-1/4"-7牙  (尖牙.右旋)x1

水平儀

LED 燈

水平儀

內銷主軸 M32 方
牙主軸

型號                   DM6P           

輸入功率   110-120V:1700W (15A), 220-240V:2000W (8.7A)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930 / 1520 / 4270              

最大鑽孔能力 手持  80mm (3")

 安裝底座     160mm (6-1/4") 

主軸螺牙 外牙 / 內牙   5/4"-3 牙 ( 方牙 . 右旋 )

固定把手位置外徑   60mm

緩啟動、過負載保護  有

機械式離合器   有

絕緣等級  單重絕緣 

尺寸 (長x寛x高)               437mmx115mmx289mm               

淨重  6.3 公斤 (13.89 磅 )



92

台式壁孔機

我們全新的 DM10 與 DM14 是壁孔機系列裡新的產品，這兩個機型是專門為專業用途而設計，機器本身有著堅固耐用與高性能的

特性，配有我們目前最強大的單相馬達，全金屬設計有效改善冷卻問題以及增強耐用性，繼電器式開關可防止意外重開，智能電

子馬達控制包含緩啟動、溫控、過負載保護，三速及四速機油齒輪箱包含高效能機械式離合器，主軸包含前後固定座。如果你在

尋找一台專業性的壁孔機，這台機器將會很適合你。

水平儀

標準配件

* 注水接頭組x1

 

備註：110-120V沒有漏電斷路器

選購配備:
* 齒輪箱延伸塊組x1

快速更換油封

前後固定座避免刀

筒在主軸上卡住

弓形把手

水平儀

堅固 3 速機油齒輪箱

與機械式離合器

高效率 3500 瓦特鋁合金馬達

殼改善冷卻系統與耐久性

智能電子馬達控制包含緩啟動、溫控、

過負載保護，此功能能讓使用者清楚知

道馬達負載情形

注水接頭組

安裝選購底座  

齒輪箱延伸塊組

當將本機台裝在某些非AGP生產的底座上時，可選購此

延伸塊避免機台沒有空間安裝至底座上(裝上此延伸塊可

額外增加80mm的刀筒外徑空間)

   品號
齒輪箱延伸塊組  0299-0214-0000-001

底座機台

型號  DM10

輸入功率    110-120V:2800W (25A), 220-240V:3500W (16A)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450 / 810 / 1300

額定負載每分鐘轉速   270 / 480 / 780

最大鑽孔能力    Ø350

齒輪箱機油種類   90W

齒輪機機油容量   625 毫升

主軸螺旋    5/4"-3 牙 ( 方牙 . 右旋 )

絕緣等級   單重絕緣 

緩啟動、過負載保護  有

尺寸(長x寛x高)   550mmx155mmx210mm

淨重   12.9 公斤 (28.4 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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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水接頭組

安裝選購底座  

快速更換油封

前 後 固 定 座 避 免 刀

筒在主軸上卡住

弓形把手

水平儀

堅固 4 速機油齒輪箱

與機械式離合器

智能電子馬達控制包含緩啟動、溫控、

過負載保護，此功能能讓使用者清楚

知道馬達負載情形

高效率 3500 瓦特鋁合金馬達殼

改善冷卻系統與耐久性

標準配件

* 注水接頭組x1

 

備註：110-120V沒有漏電斷路器

選購配備:
* 齒輪箱延伸塊組x1

水平儀

台式壁孔機

 齒輪箱延伸塊組

當將本機台裝在某些非AGP生產的底座上時，可選購此

延伸塊避免機台沒有空間安裝至底座上(裝上此延伸塊可

額外增加80mm的刀筒外徑空間)

   品號
齒輪箱延伸塊組  0299-0214-0000-001

底座機台

型號   DM14

輸入功率   110-120V:2800W (25A), 220-240V:3500W (16A)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385 / 530 / 975 / 1340

額定負載每分鐘轉速     225 / 300 / 565 / 780

最大鑽孔能力    Ø450 

齒輪箱機油種類    90W 

齒輪機機油容量     625 毫升 

主軸螺旋     5/4"-3 牙 ( 方牙 . 右旋 )

絕緣等級  單重絕緣  

緩啟動、過負載保護  有

尺寸(長x寛x高)    550mmx155mmx210mm  

淨重   13.5 公斤 (27.8 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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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輪

外六角螺絲
( 調整平整度 )

外六角螺栓
( 固 定 V 型 座 或
把手固定座用 )

V 型座組

可 調 式 滑 輪 軸
( 只有左邊有 )

排齒管

轉把組 ( 兩邊皆可使用，而
且可以當做扳手調整角度
鎖緊桿

升降軸

支撐鋁管

底座

排齒鐵片

 S800 

800 毫米和 500 毫米版本包
含第二個 4:1 和 3:3:1 的升
降軸設計

NS250 

壁孔機底座
我們優質底座產品線提供需要高能力底座的使用者，此系列底座可以在非常高扭力的情況下保持高穩定度，可以傾斜調整的支撐

鋁管和鐵製的底座讓結構更加堅固，還有無縫隙設計的滾輪滑動架讓移動滑順完美，便利設計的雙向轉動把手組可以當做很多需

要拆裝或調整的扳手。最大的底座保守可使用的刀筒尺寸為 800 毫米 (32 英吋 )，接著還有 500 毫米 (20 英吋 )、250 毫米 (10 英吋 )

和 170 毫米 (6-1/2 英吋 ) 系列的底座。除了 1:1 的升降軸，800 毫米和 500 毫米系列分別的有嵌入 4:1、和 3:3:1 的升降軸設計，可

以讓使用者更加簡單和省力的操作較大系列的底座。

選購的延伸座是用來在裝上使用比較大外徑的刀筒，可以保有底座跟刀筒之間足夠的空間，延伸座有 45、100、150、200 毫米 可

做選購，這些延伸座可以被堆疊在一起安裝，用來使用更大的刀筒 ( 增大底座跟刀筒間的空間 )。除了標準的 V 型座，250 毫米的

底座可以搭配把手固定器來固定手持式壁孔機，這一個把手固定器也可以當作其他底座的選購品。170 毫米的底座配有我們特別

的專利快脫系統，從未有如此快速從底座拆裝壁孔機的方式！

0~450

S170    

輕巧且堅固的底座 
帶有傾斜功能

T 型螺桿 ( 選購 )

包含標準 V 型座組，
60mm 把手固定座須選購

S500   

T 型螺桿 ( 選購 )

V 型座組
(S250、S500 ＆
S800 選購品 )

S800 標準版本 1 公尺排齒管，也
可選購 2 公尺排齒管 (1790 毫米行
程 ) 或 2.5 公尺排齒管 (2290 毫米
行程 )

S500 標準版本 900mm 排
齒管，也可選購 1.6 公尺
排齒管 (1390 毫米行程 )

前把手 ( 選購 )

60 毫米把手固定座 ( 裝
手持式馬達用 )，可直
接裝在快脫固定座上
( 適合除了 S170 以外
所有型號底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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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孔機底座 

備註:S800	可選購2M排齒管(1790mm行程)或2.5M排齒管(2290mm行程)

							S500	可選購1.6M排齒管(1390mm行程)

型號     S170  NS250     S500  S800  AS200   

最大使用刀筒外徑 ( 不含延伸固定座 )(mm)   Ø170    Ø250     Ø350     Ø350   Ø202  

最大使用刀筒外徑 ( 含延伸固定座 )(mm)   N/A   N/A     Ø500   Ø800     N/A    

有效行程 (mm)      540    660      690  760   500  

尺寸 (長x寛x高) (mm)     460x215x815   400x245x1005  480x240x1025     555x275x1035    361x250x890   

淨重 (不含轉把)公斤(磅)   10.1(19.36) 14.4(31.68)     19.08(41.97)   26.5(58.42)    10.5(23.1)   

風管含接頭

VP140- 真空桶吸塵真空機 VP140

VB400

真空吸盤組 :

適用於 S170、AS200、

NS250、S350 及 S500 

0299-0143-00000-007

替換用集水蓋組 (1 組 5 個 ) 

AS200 集水座組 ( 附有三

個集水蓋 )  尺寸範圍 : 

20 - 162mm
0299-0249-0004-001

0299-0250-0004-001

相關產品: 
吸塵器 DE25

 ■ 雷射接頭組

用於精確對準鑽孔的位置 :

裝有 Ø60mm 把手固定座

之底座適用 

1-1/4" 用於安裝主軸 

雷射接頭 1-1/4" 及 60mm

0299-0261-00000-001

雷射接頭 1/2"BSP

0299-0261-00000-002

1/2" BSP 用於安裝主軸

雷射

雷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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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裝置靠著吸塵器吸力而附著於牆上。非常有效率的在施工源頭收集灰塵或水。有各樣的環可供不同尺寸刀筒用。 

吸塵盤 ( 小 ) 集屑磨盤組 吸塵盤 ( 大 ) 集屑磨盤組

    品號 

吸塵盤組(大)x1     0299-0113-00000-001

吸塵盤(大)x1       303-02025-004-001

集屑磨盤組 (D110)x1  303-02034-004-001

集屑磨盤組 (D130)x1  303-02034-004-002

    品號    

吸塵盤組(小)x1        0299-0113-00000-002

吸塵盤(小)x1          303-02025-004-002

集屑磨盤組 (D45)x1  303-02034-004-003

集屑磨盤組 (D55)x1  303-02034-004-004

集屑磨盤組 (D65)x1    303-02034-004-005

集屑磨盤組 (D75)x1  303-02034-004-006

■ 吸塵盤組   

■ 延伸固定座 (選購 )

200mm 150mm 100mm 45mm 固定壓板

   品號
200mm  0299-0159-00000-004

150mm  0299-0159-00000-003

100mm    0299-0159-00000-002

45mm        0299-0159-00000-001

固定壓板 302-04464-903-001

漏電斷路器  S500前把手組乾式接桿T型螺桿鑽尾座

品號    

濕式接桿

■ 鑽石刀筒和選購配件 (選購 )

■ 鑽尾座(適用於母牙1/2"BSP主軸的機型)x1    302-04387-907-001 

■ T型螺桿(適用於S250、OS250、S500)x1    302-04178-907-001 

■ T型螺桿(適用於S800)x1      302-04178-907-003

■ 濕式接桿(適用於1-1/4"-7 UNC主軸)x1                    302-04311-901-002  

   (1-1/4"-7 UNC 轉接 1-1/4"-3 Acme) 

 

■ 乾式接桿(適用於1-1/4"-7 UNC主軸)x1         302-04311-000-002 

   (1-1/4"-7 UNC 轉接 M16-2.0 搭配 MT1 鑽尾 ,包含退刀撞針) 

  

■ 前把手組(適用於S500)x1     0299-0211-0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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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震側把 (適用於for DM52P、DM52D、DM51P、

     DM51D、DMC6P、DMC6D、DM6P、DM6D、M160)x1

品號    

203-0115-00004-001  

描述

可讓離合器鎖在固定套和基座上 , 不會損壞齒輪

             品號

DM5       0202-0117-00000-001

DM6       0202-0117-00000-002

DM160              0202-0117-00000-005

DM10     0202-0117-00000-003

DM14     0202-0117-00000-004

■ 離合器治具(基座和齒輪)x1 

描述：

使用扭力扳手鎖住離合器測試實際打滑的扭力 ( 適用於 1/4" 四方接頭 )

                         品號 

DM5                     302-04480-903-001

DM6                       302-04480-903-003

DM160        302-04480-903-008

DM10 & DM14      302-04480-903-005

■ 離合器治具(固定套)x1

■ 乾式鑽石刀筒(適用於使用M16接頭的機型)

優異的乾式鑽孔性能，刀筒筒身帶側孔，適合高硬度建築材料。

32

38

42

52

62

65

72

78

82

86

305-03356-004-068

305-03356-004-069

305-03356-004-070

305-03356-004-071

305-03356-004-072

305-03356-004-073

305-03356-004-074

305-03356-004-075

305-03356-004-076

305-03356-004-077

305-03356-004-108

305-03356-004-109

305-03356-004-110

305-03356-004-111

305-03356-004-112

305-03356-004-113

305-03356-004-114

305-03356-004-115

305-03356-004-116

305-03356-004-078

   刀筒外徑(mm) 刀筒長度150mm 刀筒長度250mm 

品號 品號



98

手持式磨牆機

這台獨特的機台主要設計用於較不費力的牆壁研磨，讓原本冗長乏味的研磨工作更簡單、快速，輕巧方便的機身適合用於易觸及

的工作區域內。搭配用高效率吸塵系統和砂紙使用，降低研磨時產生的灰塵和堵塞狀況，同時此機台也可與我們的DE25吸塵器完

美搭配使用。符合人體工學的雙向把手和輕巧的重量提供操作時的舒適度！吸塵管和電源線設計良好，可避免妨礙使用者的動

線。馬力回溯系統穩定地控制機台在負載時的速度，使得研磨效率大大提升。此機器對於我們長桿磨牆機而言是個相當好的輔助

機台，長桿磨牆機主要用於不易觸及的區域，而手持式磨牆機可以用於剩餘的區域！

■ 1200瓦馬達搭配可調速的馬力回溯系統，用來控制使研磨效果更好。

■ 搭配具效率和方便的吸塵系統一起使用，可使工作環境維持整潔。

■ 附上吸塵旋轉接頭可連接吸塵管。

標準配件

無

吸塵旋轉接頭搭配

有效率的吸塵系統
調速旋鈕

銷定鈕

開關

1200瓦高效率馬達附有

可調速的馬力回溯系統

符合人體工學之雙向把手

半月型毛刷盤，可拆開

前端使用於角落位置

設計與黏扣式砂紙搭配使用

降低研磨時的灰塵和堵塞狀況

主軸鎖定鈕

     吸塵旋轉接頭     品號        

塑膠箱 572mmx362mmx238mm     0299-0075-00100-004塑膠箱

型號  HS225

輸入功率  12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650-1450 

旋轉盤尺寸   225mm

緩啟動    有

尺寸(長x寛x高)   515mmx258mmx214mm

淨重  3.0 公斤(6.61磅)



99

調速旋鈕

開關

磨盤護蓋

發泡握套

吸塵管旋轉接頭

４公尺長吸塵管含接頭

雙向把手(選購)

柔軟握把

手提袋(選購)

碳刷蓋

吸塵管支撐座

GS9FSE GS9FE

使用長桿磨牆機研磨石膏牆、石灰泥牆和天花板是最有效率的方法，能夠更快、更輕鬆完成工作而且研磨結果比以前更好，搭配

我們的DE25吸塵器使用，可以保持工作環境無塵及舒適。

■ 機台配備有4公尺長吸塵管和旋轉接頭，和吸塵器一起搭配使用能讓空氣中較少粉塵、減少堵塞，也不需要再事後的清理。

■ 旋轉盤可以依附在工件的輪廓，讓研磨面更完美、無磨痕。

■ 轉速可從650到1800rpm中無段變化，所以能依照研磨表面來調整速度達到最佳的結果。

■ 黏扣式旋轉盤，可以很容易更換砂紙和泡棉。

■ 站在地板上就能研磨大部份的天花板，不用架設鷹架。

■ 機台優異的平衡和輕量化設計，能讓使用者輕鬆完成工作而不會感到疲勞。

長桿磨牆機

標準配件

* 吸塵管4公尺x1

選購配件

* 吸塵管支撐座x1

* 過負載保護

型號    GS9FSE  GS9FSE 

輸入功率    550W  55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650-1800   650-1800  

負載每分鐘轉速   380-950    380-950   

旋轉盤尺寸   ø225 mm (8-7/8")  ø225 mm (8-7/8") 

緩啟動     有  有 

尺寸(長x寛x高)  1058mmx260mmx310mm  1058mmx260mmx310mm 

淨重  3.8公斤(8.38磅)  3.8公斤(8.38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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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購配件:  

■ 255毫米無塵砂紙x1

番數 品號  

#60 305-00183-000-002

#80 305-00183-000-003

#100 305-00183-000-004

#120 305-00183-000-005

#150 305-00183-000-006

#180 305-00183-000-007

#220 305-00183-000-008

#400 305-00183-000-009

 

特別設計用在我們的磨牆機，耐用並可達到無塵和減少堵塞。(每包25個)

 可黏扣泡棉x1

 

描述    品號

黑白6孔          303-02008-004-001

白黑6孔         303-02008-004-002

雙向把手-GS9FE用x1            0203-0050-00004-001

手提袋 GS9FE用x1           308-01001-149-003

手提袋 GS9FES用x1          308-01001-149-008 

4公尺吸塵管 附接頭x1  0203-0007-00004-001

 

吸塵管支撑座x1           0299-0091-00000-001

束帶，用來固定電線  305-00150-000-002

和吸塵管x1          

品號

9"

品號

品號

品號

品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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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220

護蓋(選購)

7" 磨盤(選購)

180毫米泡棉及

黏扣帶(不附)

定位鈕

RP160

1700瓦大馬力馬達，適合被用在大面積打臘

打臘機

RP220和PR160打臘機適用於任何打臘相關工作，例如研磨、打臘、拋光等，打臘機又稱為拋光機，設計用來快速進行較難塗的顏

料上面作業，特別適用於修補顏料，處理表面刮痕、氧化和油漆痕的用途。

因為磨盤直接連接主軸旋轉，所以作業會非常快速，此打臘機的主要特色是能精準控制穩定的旋轉速度，使用者能有兩種調速方

式，一種是使用調速旋鈕到達最大速度，另一種是使用扳機開關從最小漸漸調至最大速度，扳機開關是最好的方式，因為開關大

容易操作，可以輕鬆調整想要的速度。

這台機台也包含馬力回溯系統，所以速度並不會因負載而減慢，即使在很大負載的情況下也會維持原先設定的速度，另一方面，

恆速功能也能避免產生刮傷及幫助減少機器震動產生反效果。

雙向把手(選購)

標準配件

RP160:
* 圓頭內六角螺絲 M8x16 x2
* 塑膠握把x2
 
選購配件
* 雙向把手(RP220適用)x1
* 塑膠握把x1

扳機開關，可從最小漸漸調至最大速度

5英吋磨盤(選購)

150毫米泡棉及黏扣帶(不附)

鎖定鈕

塑膠握把 (選購)

調速旋鈕可調到最大速度(當扳機開關鎖定時，

也可以進行調速)塑膠護蓋(選購)

型號  RP160    RP220

輸入功率 1200W   17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1000 ~ 2400   800 ~ 2400

主軸       M16  

磨盤建議最大直徑   150mm     180mm

緩啟動&過負載保護  有     有

尺寸(不含泡棉)(長x寛x高)  378mmx213mmx127mm  430mmx221mmx140mm

淨重  2.3 公斤(5.07磅)  3.4 公斤(7.5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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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臘機

SP2500是一台適合廣泛用途的打臘機，從研磨、打臘到拋光都能做到，也可以被用來當做高扭力、低速度的拋光機，非軌道式運

轉幫助快速去除污漬、表面刮痕、氧化或是油漆痕。

直接驅動直角設計使得機身非常簡潔容易操控，可直接搭配180毫米的磨盤使用。

它的強大900瓦的馬達結合了緩啟動、馬力回溯等功能，可以維持恆速及最大扭力。

調速旋鈕讓使用者完美掌控速度達到穩定的打臘效果。

標準配件

* 側把x1

* 扳手M17x1

 

選購配件

* 180mm(7") 旋轉泡棉x1

外露式碳刷方便使用者更換

直接驅動非軌道式運轉 輸出900W的馬達結合緩啟動、

馬力回溯等功能，可以維持恆

速及最大扭力

180mm(7")旋轉泡

棉(選購)

開關附鎖定鈕

調速旋鈕

型號    SP2500

輸入功率  9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1200~2500

主軸  M16  

建議旋轉泡棉最大直徑  180mm (7")

尺寸(不含旋轉泡棉)(長x寛x高)   240mmx212mmx230mm

淨重  2.2公斤(4.85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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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光機

SP4000是一台適合在木材、塗料、油漆、塑膠、玻璃纖維及其他材質上拋光的機台，它的高扭力能夠快速使塗層脫離也能夠讓材

料成型，也很適合用來除塵與金屬拋光，此機台利用非軌道式運轉可達到大面積的拋光效率。

它的直接驅動直角設計使得機身非常簡潔容易拿取，可直接搭配使用150毫米的磨盤使用，強大900瓦的馬達結合了緩啟動、馬力

回溯等功能，可以維持恆速及最大扭力。

機身上的調速旋鈕能夠幫助使用者完美掌控速度達到穩定的拋光效果。

標準配件

* 側把x1

* 扳手M17x1

 

選購配件

* 150mm(6")磨盤x1

* 固定塊x1

外露式碳刷方便使用者更換

直接驅動非軌道式運轉 輸出900W的馬達結合緩啟動、

馬力回溯等功能，可以維持恆

速及最大扭力

150mm(6")磨

盤(選購)

開關附鎖定鈕

調速旋鈕

型號    SP4000

輸入功率  9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2000~4200

主軸  M16  

建議旋轉泡棉最大直徑  150mm (6")

尺寸(不含旋轉泡棉)(長x寛x高)   240mmx212mmx230mm

淨重  2.1公斤(4.63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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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攪拌機

■ 水泥攪拌機的核心結合了創新的人體工學設計、堅固的機械和電子式馬力回溯系統，創造有始以來最有效率及操作舒適的水

   泥攪拌機。

■ 特別的15度傾斜握把，讓手放在合適的位置，操作起來不易疲累，橡膠握把提供最大的舒適感，創造最佳人體工學設計。

■ 電子式馬力回溯系統可以在任何速度保持相同扭力，改變速度不用離開把手，只要調整調速旋鈕就可以，這台機器在混合各

   種材料都會得到最大的效能。

電子式馬力回溯功能的調速

旋鈕

尼龍纖維馬達殼，外部可更換碳刷

防塵百葉窗進風口

設計

柔軟、防滑的TPR表面設計

雙速齒輪箱附變速鈕

附鎖定鈕開關

把手凹陷設計可以更清楚

的看到攪拌的原料

複合曲線的握把有更佳的強度和

理想的人體工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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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攪拌機

EV160B EV52 EV42 EV32 

標準配件

* 開口扳手M22x1

* M14 接頭x1

* EV42, EV52, EV160B

  配有緩啟動

選購配件

* 攪拌棒 

型號   EV32   EV42 

輸入功率    800W   12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750    250-700                            

扭力(低速/高速)   6.0    11.0 

齒輪數     2   1

安培(110V)     7.20   10.00

安培(230V)   3.60   4.80  

主軸螺牙  M14xP2.0  M14xP2.0

最大攪拌棒     105mm (4-1/8")   120mm (4-11/16")             

調速控制  N/A   有 

尺寸(不含攪拌棒)(長x寛x高)     322mmx250mmx190mm     322mmx312mmx190mm     

淨重   2.9公斤(6.39磅)   3.6公斤(7.94磅) 

型號   EV52   EV160B

輸入功率    1300W  160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150-400 / 250-700   180-350 / 280-550   

扭力(低速/高速)   27.4 / 17.3    42.7 / 29.9 

齒輪數     2  2

安培(110V)     10.90  14.50

安培(230V)   5.20   7.00

主軸螺牙  M14xP2.0   M14xP2.0

最大攪拌棒     140mm (5-1/2")    160mm (6-5/16")        

調速控制  有   有 

尺寸(不含攪拌棒)(長x寛x高)     345mmx322mmx190mm    350mmx322mmx190mm

淨重   4.1公斤(9.04磅)  5.6公斤(12.35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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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式攪拌機

弓形把手

攪拌桶-雙把鐵環

攪拌棒

桶護蓋

角鋼旋臂

開關

高度調節螺栓

T型管

攪拌桶台車

馬達

支撐柄

AM5000是最省力的攪拌機，比手持攪拌機更安全，只需簡單裝載所需攪拌原料，機器將會自動幫您處理，使用高扭力馬達，即使

是黏性強的原料也能被快速攪拌完全，當完成時，只需把馬達從攪拌桶抬起。AM5000的摺疊式T形管和充氣輪讓移動上更方便，

在現場移動就像是推著一個裝有輪子的行李箱一樣輕鬆。

手推車攪拌桶-單把

標準配件

* 攪拌桶-單把x1

* 攪拌棒x1

* 六角扳手M2.5x1

* 鐵網護蓋x1

 

■ 選購配件:

    品號

攪拌桶-單把    0299-0024-00000-001  

攪拌桶-雙把鐵環   0299-0024-00000-002

手推車    0299-0046-00000-001

自動連動開關，打開時

會自動關閉機台

型號  AM5000NC   CART12

輸入功率   750W  

電壓   110-120V ~ 50-60Hz, 220-240V~ 50-60Hz   

無負載每分鐘轉速  65    

最大扭力  105N-m  

馬達種類  AC感應馬達，等級F  

攪拌桶容量   50L    

防塵防水等級   IP44   

尺寸(長x寛x高)  940mmx580mmx780mm  

淨重(含攪拌桶)   34.6公斤(76.28磅)   8.7公斤(19.18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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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 板 鎖

手	電	鑽

浪 板 鎖

浪 板 鎖浪 板 鎖

手	電	鑽

型    號  LY-0855 

輸入功率  550W

空載轉速  0~2500rpm

重    量  1.5kg

型    號  LY-0855 A

輸入功率  550W

空載轉速  0~2500rpm

重    量  1.5kg

型    號  GP4000

輸入功率  550W

空載轉速  0~4000rpm

重    量  1.5kg

型    號  LY-0866

輸入功率  600W

空載轉速  4000rpm

重    量  1.9kg

型    號   LY-13DB    

輸入功率   250W

空載轉速   0~4500rpm 

最大能力
 
  木工 :10mm  

  鐵工 :6mm  

重    量      0.9kg

型    號   LY-10VR    

輸入功率  300W

空載轉速 0~3200rpm 

最大能力
 
 木工 :13mm  

鐵工 :10mm  

重    量     0.9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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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動電鑽

攪	泥	機

手	電	鑽

		砂	光	機 通	管	機

電動套筒扳手

型    號   LY-1012     

輸入功率  460W

空載轉速 1200rpm 

最大能力
 
 木工 :13mm  

鐵工 :10mm  

重    量     2kg

型    號   LY-258R   

輸入功率  500W

空載轉速 0~2500rpm 

最大能力
 
 13mm  

重    量     1.65kg

型    號   LY-1318   

輸入功率  1100W

空載轉速 850rpm 

最大能力
 
 16mm  

重    量     3.8kg

型    號    LY-1726    

輸入功率  500W

空載轉速 0~2100rpm 

最大能力
 
 普通螺絲 M16 

強力螺絲 M12  

主軸規格 1/2"

重    量     1.8kg

型    號   LY-700   

輸入功率  200W

空載轉速 12000rpm 

砂布尺寸
 
 40mm x 80mm 

重    量     0.9kg

型    號   GP25  

輸入功率  1100W

主軸轉速 450rpm 

通管能力 
 
 Ø19mm ~ Ø76mm 

通管長度 15m

重    量     9.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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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 磨 機

水泥震動機

鋁殼

拋	光	機 拋	光	機

選購品:

磨盤  

選購品:

磨盤, 拋光機固定塊    

切	板	機

型    號   LY-200   

輸入功率  1100W 

空載轉速 1200~2500rpm 

最大外徑
 
 Ø180mm  

重    量     2.7kg

型    號   LY-200A   

輸入功率  1100W 

空載轉速 1500~4500rpm 

最大外徑
 
 Ø1850mm  

重    量     2.6kg

型    號   LY-405 

輸入功率  2200W 

空載轉速 2300rpm 

砂輪外徑
 
  Ø405mm  

重    量     16.5kg

型    號   LY-128  

輸入功率  600W

空載轉速 0~15000rpm 

夾頭能力
 
 3mm  

重    量     2.2kg

型    號   VR500L 

輸入功率  600W 

空載轉速 20000rpm 

震動管外徑
 
 Ø32   

震動管規格  Ø32x0.8m

機 台 尺寸 長 1090mmx 寬 98mmx 高 130mm

重    量     16.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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