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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空作業平台 AWP™超級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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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制公制高度是平台高度加2米，英制是平台高度加6英尺。
**   Tilt back height with standard platform. For tilt back height with other platforms, please contact your sales representative.
***  Corner of platform top rail to corner of wall with ability to rotate leveling jack handle.

規格
型號 AWP-40S
尺寸 英制 公制
工作高度* 46英尺4英寸 14.29米
平台高度 40英尺4英寸 12.29米

高度-貯藏位置（標準型）
  貯藏位置（粗糙地面）

9英尺1.5英寸
———

2.78米
———

後傾**（標準型） 7英尺9英寸 2.30米
長度-貯藏位置（標準型）

  貯藏位置（粗糙地面）
4英尺8英寸
———

1.42米
———

長度-後傾** 9英尺9英寸 2.97米
寬度（標準型）
 寬度（粗糙地面）  

2英尺5英寸
———

0.74米
———

性能
承載能力 300磅 136公斤
ANSI/CSA

支腿支點（長/寬）（標準型）
  支腿支點（長/寬）（粗糙地面）

7英尺5英寸/6英尺
9英寸
———

2.26/2.06米
———

H 轉角接近***（標準型）
  轉角接近***（粗糙地面）

2英尺7英寸
———

0.79米
———

I  J 前面/側面離牆空間（標準型）
 前面/側面離牆空間（粗糙地面）

1英尺3英寸/2英尺
4英寸
———

0.38/0.71米
———

CE/AUS/PB室內標準

支腿支點（長/寬）（標準型）
  支腿支點（長/寬）（粗糙地面）

7英尺5英寸 /6英尺
9英寸
———

2.26/2.06米
———

H 轉角接近***（標準型）
 轉角接近***（粗糙地面）

2英尺7英寸
———

0.79米
———

I  J 前面/側面離牆空間（標準型）
 前面/側面離牆空間（粗糙地面）

1英尺3英寸/2英尺
4英寸
———

0.38/0.71米
———

CE/AUS/PB户外標準

支腿支點（長/寬）（標準型）
 支腿支點（長/寬）（粗糙地面）

12英尺9英寸/12英尺
1英寸
———

3.89/3.68米
———

H 轉角接近***（標準型）
 轉角接近***（粗糙地面）

3英尺8英寸
———

1.12米
———

I  J 前面/側面離牆空間（標準型）
 前面/側面離牆空間（粗糙地面）

3英尺8英寸/5英尺
———

1.12/1.52米
———

工作台尺寸：（長/寬/高）
標準型
門式
門式窄型
門式超窄
標準玻璃纖維

27/26/44.75英寸 
27/26/44.75英寸
26/20/44.75英寸
22/18/44.75英寸
29/26.5/43.5英寸

0.69/0.66/1.14米
0.69/0.66/1.14米
0.66/0.51/1.14米
0.56/0.46/1.14米
0.74/0.67/1.10米

動力
電源-AC或DC型號 12伏直流/110/50-60赫兹或220/50-60赫

兹交流

重量***
AC型號（標準型）
AC型號（粗糙地面）
DC型號（標準型）
DC型號（粗糙地面）
壓縮空氣發動機（標準型）
壓縮空氣發動機（粗糙地面）

1,040磅
———
1,130磅
———
———
———

472公斤
———
513公斤
———
———
———

符合標准 ANSI A92.3, CSA B354.1, EN 280, AS 1418.10

。46英尺4英寸 (14.29米)工作高度
。40英尺4英寸 (12.29米)工作台高度
。2英尺5英寸 (0.74米)標準基準座寬度
。300磅 (136公斤)承載能力

升降台圖解

升降台工程實例

規格重點



特徵

性能
• 超級支架
• 下降燈和警報組件
• 工作台工具托盤（窄型或超窄型平台

不可用）
• 螢光燈管盒（玻璃纖維平台不可用）
• 平台定位激光燈

動力
• 壓縮空氣發動機動力1.5馬力（1.1千

瓦）（僅適用予AWP-30）

平台選項
• 門式標準平台
• 門式窄型平台
• 門式超窄平台
• 標準玻璃纖維平台

基座選項
• 粗糙地面基座（僅適用予AWP-20，

-25，-30）
• 窄型基座（僅適用予AWP-20，-25，

-30）

尺寸
AWP-20S
• 26英尺1英寸（8.12米）工作高度
• 20英尺1英寸（6.12米）工作台高度
• 2英尺5英寸（0.74米）標準基座寬度
• 2英尺6英寸（0.76米）粗糙地面基座寬度
• 1英尺11英寸（0.58米）窄型基座寬度
• 350磅（159公斤）承載能力
AWP-25S
• 30英尺10英寸（9.57米）工作高度
• 24英尺10英寸（7.57米）工作台高度
• 2英尺5英寸（0.74米）標準基座寬度
• 2英尺6英寸（0.76米）粗糙地面基座寬度
• 1英尺11英寸（0.58米）窄型基座寬度
• 350磅（159公斤）承載能力
AWP-30S
• 35英尺6英寸（11.02米）工作高度
• 29英尺6英寸（9.02米）工作台高度
• 2英尺5英寸（0.74米）標準基座寬度
• 2英尺6英寸（0.76米）粗糙地面基座寬度
• 1英尺11英寸（0.58米）窄型基座寬度
• 350磅（159公斤）承載能力
AWP-36S
• 42英尺5英寸（13.10米）工作高度
• 36英尺5英寸（11.10米）工作台高度
• 2英尺5英寸（0.74米）標準基座寬度
• 350磅（159公斤）承載能力
AWP-40S
• 46英尺4英寸（14.29米）工作高度
• 40英尺4英寸（12.29米）工作台高度
• 2英尺5英寸（0.74米）標準基座寬度
• 300磅（136公斤）承載能力

性能
• 輔助平台下降系统
• 行業中最堅固的桅杆
• 搖擺基座系统提高機動性
• 後傾結構（AWP-36，-40為標配）
• 輕鬆通過標準門道
• AC電源至平台
• 雙上下控制開關
• 地面錯誤中斷（限ANSI/CSA）
• 小支腿支點
• 支腿存儲座
• 輕鬆裝運到貨車上
• 運輸固定孔
• 頂部吊車吊耳孔
• 寬鏟車背面接近槽口
• LED燈確定正確安裝

動力
• AC電源85伏/50-60赫兹
• AC電源110伏/50-60赫兹
• AC電源220伏/50-60赫兹
• DC電源110伏/230伏/50-60赫兹
• 帶全球通用自動智能充電系統

 可選件和附件 標準特徵 

大東機械貿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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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http://www.galaxymt.com
郵箱：galaxymachineryhk@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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