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蒂森克虏伯

德国匠心品质
与意大利设计
的结合
H100-Compact | 朗薇家用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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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样册为试用版本，正式版将于9月更新



性能与时尚并重
蒂森克虏伯家用电梯采用德国匠心品质与意大利设计的独特组合，其
产品得益于行业领先的电梯公司的先进技术，您有理由相信H100家
用电梯将为您提供个性化的移动解决方案。

“通过高效工程使您亲身体验
H100家用电梯的舒适性能”

欢迎您加入蒂森克虏伯大家庭，成为正舒适体验我们家用电梯的成千
上万的用户之一。若您有任何疑问或需要有关产品和服务的更多信息，
请立即联系我们。

H100——德国匠心
品质与意大利设计
的结合

此致，

总经理 Leo Dong, Managing Director 

3 德国匠心品质与意大利技术的结合 4



您会爱上的H100
为了给您的家居提供理想化的解决方案，我们精心为您打造出这款不
仅可以充分利用有限空间，而且还提供轮椅无障碍配置（如需要）的
家用电梯H100。H100采用广泛使用的螺杆提升技术，并结合了我们
精密的工艺和意大利设计。

安全性和舒适性是我们产品设计的核心宗旨，而它们也正是源自于我
们所坚持的德国匠心、以及对部件和细节之处的用心打造和精雕细
琢。

精致、优雅、时尚、典雅——完美地阐释了“意大利设计”的独特之处。
作为一款低调且奢华的家居产品，H100家用电梯可满足您对意大利
设计的热爱之情。

令您安心信赖
的精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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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原装进口
H100-Compat目前是一款意大利原装进口的平台电梯产品，源自德国
匠心品质与意大利设计的结合，是品质和美学的融合之作。

小空间，大作为
H100-Compact  | 朗薇井道尺寸灵活，可实现不到1平米的空间利用；在
只有940mm X 960mm的井道内，H100-Compact  | 朗薇平台空间达到
800mm深580mm宽，有着极大的空间利用率。

浅底坑，低顶高
H100-Compact  | 朗薇仅需50mm底坑深度，包括井道结构在内的顶层
高度只需2430mm。

自带观光井道
H100-Compact | 朗薇自带观光井道，仅需一面墙来固定机械结构，易
于安装；井道覆板由钢板和聚氨酯板制成，厚度只有30mm。

安全守护
H100-Compact | 朗薇符合SIL3安全认证标准，它是电子线路板更高的
安全等级，确保电梯安全运行；紧急情况下，电梯可以使用备用电池运
行，将乘客安全地运送到就近停层。

选择H100-Compact｜朗薇
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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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空间
大作为

安全是我们的DNA 
H100家用电梯拥有全面的安全保护功能。作为标准配置，其电子元件
均通过了SIL3安全体系认证，使其具备家用电梯市场上较高的安全标
准。蒂森克虏伯家用电梯还设计有一套独立的安全系统，该系统可使电
梯免受驱动系统机械故障的影响。保证您的安全是我们的第一使命！

一旦发生电源故障，H100将会继续依靠自带应急电源运行，确保您可安
全地到达就近停层。

舒适性 
家居生活应该是舒适自在的，作为标准配置，蒂森克虏伯的所有家用电
梯均采用了软启/停技术，确保运行平稳舒适。

每部电梯均配有扶手和点动式运行按钮，使您能在各楼层间体验到“舒
适稳定和安全无忧”的家居生活。

我们追求让您的家居可用空间得到高效利用，H100家用电
梯仅需50mm的底坑和2430mm的顶层高度，既可以在狭
小的空间内进行安装，又无需占用轿厢空间和门的尺寸。

此外，H100无需设置机房，进一步为您节省了宝贵的家居
空间。

安全是我们的DNA 10



集成操作面板、地板、扶手及照明灯

您可从丰富多彩的RAL系列中任选颜色，
获得您心中完美的电梯外观

设计优雅的操作面板可操控电梯运行

多种地板可供选择

外呼（选配）

外呼（标配）

个性化设计
对意大利设计的热爱使我们能够开发出具有个性化设计的轿壁、地板及
具有各类配置选项的家用电梯。 
H100的轿壁具有多种材质和颜色可供您选择。您可以在颜色方面充分发
挥您的想象力，自主选择丰富的RAL颜色系列，并享受众多组合所带来的
创意乐趣。
蒂森克虏伯家用电梯——实现您希望获得各种风格和舒适感的愿望，以
其充满魅力的现代设计来完美您的家居环境。

功能与选配意大利原装进口，
自带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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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森克虏伯H100提供多种平
台尺寸可供您选择，以确保
完美匹配您对空间、轮椅通
道和大型轿厢的家居需求。

多种平台尺寸

轿厢类型

轿厢地板

B13 - RAL5024
白色乙烯树脂                     

G1 - RAL1015
砂质乙烯树脂                   

N1 - RAL7035
灰色乙烯树脂

平台壁板颜色

A1- RAL9003 A4 - RAL9010 A13 - RAL1013

B13 - RAL5024 G1 - RAL1015 N1 - RAL7035

PPS - Metal Like RAL9022 PPS1 - RAL7035

PPS10 - RAL9003PPS11 - RAL1013

全高壁板

全高壁板包含侧壁板，提
供操作面板、扶手以及
LED照明。

可选配的RAL色彩系列

 全高壁板

 操作面板和扶手

 电话

 平台

1

1

2

2

3

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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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00标配有黑色扶手。另
外，还可选配不锈钢扶手。

扶手

H100有三种类型的厅门供您选择：非观光型 (左)、全景观光型（标准）(中)、
紧凑全景观光型（仅用于导轨对侧开门）(右)。

标准配置：
1. 轿门和门框标准色为RAL 9010（白色）
2. 玻璃窗为：透明玻璃
3. 门把手为不锈钢

厅门 井道
电梯均配有金属井道。井道顶部高度（从顶部楼层至
井道顶部的距离）统一为2430mm。

井道可以延伸。请确保井道顶部与建筑物天花板之间
留有至少20毫米净空高度，以便实施安装。

电梯必须始终靠着承重墙安装。

主机一侧没有覆板。对于除主机侧以外的其他侧板，
您可选择钢制或玻璃井道壁板。

井道壁板
标准井道壁板为30mm厚的聚氨酯板和钢板。井道壁
板额定耐火等级为Bs2d0。标准井道壁板采用RAL 
9010（白色）涂装。若选配其他颜色，井道结构涂装则
也应随之相应变化。井道壁板标准高度为1000mm。

玻璃
作为井道壁板选项之一的玻璃板为钢化夹层玻璃板。
玻璃板类型有以下可选项：

1  透明

2  烟灰色

3  磨砂烟灰色

4  乳白色

5  半反射

玻璃面板厚度为8/9mm。标准玻璃面板外周采用铝
包边，允许选配任何其他RAL颜色作玻璃包边涂装。

1

2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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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标准 欧盟机器指令2006/42/EC 
欧标 EN 81-41

驱动系统 螺杆/螺母系统

额定速度 最大0.15m/s

额定载重 250kg

行程高度 900 - 12000mm

层间距 最小 250mm（贯通开门）
最小 2300mm（旁侧开门）

停站数目 最多6个/梯

配门数量 最多6个/梯

每层门数 最多1门/层

底坑 50mm （若有门槛/斜坡则无需底坑）

井道顶高 标准2430mm （可以延长）

平台操作装置 持续按压运行

层站操作器（位于门上） 一键式召梯盒

使用环境 室内

紧急下降 依靠应急电源紧急下降

控制电压 24V

电机 1.5kW

电源需求 单相220 VAC 50/60Hz，
最大功率3 kW

断路器 /漏电保护器 16A, Tripping curves C/30mA，Class A或Class B 

H100-Compact | 朗薇技术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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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AC开门最小层间距250mm
             AB/BC开门最小层间距2300mm

典型布置图

H100-Compact/朗薇典型布置图

开门方向 平台内宽
(mm)

平台内深
(mm)

A/C面开门宽度
(mm)

B面开门宽度
(mm)

洞口宽度
(mm)

洞口深度
(mm)

B 580 800 800 960 940

B 845 800 800 1225 940

A/C

1100 800

800 1465 960

B 800 1480 940

AC 800 1465 980

AB/BC 800 800 1480 960

A面

C面

B面

平台内宽W

平
台
内
深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