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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用自己所掌握的科学技

术为人类和环境服务。对于每个人来说，家都是生

命中最重要的地方。家是我们与亲友团聚的港湾，

也是我们能够自由自在地做我们自己的天堂。在

这里，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个人的生

将愿景变成现实，让每个人都能拥有属
于自己的空间，在完全自由的环境中享
受人生。这对我们而言，就是“enginee-
ring.  tomorrow.together”的真正含义。
这也是支撑我们即使创造条件也要将无
以数计的电梯安装于世界各地的精神
力量。

选用Orion系列和Gulliver系列家用电梯，可

以让您在自己的家里感觉更舒适、更温馨，更

能够体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成果。

功能齐全、结构紧凑、外形时尚：这些元素是

我们对舒适赋予的新维度。

无论是入住新居、旧屋装修还是添置

家用设施，一部电梯的选择，对您和

您的家庭来说，都是一次重大的投资

决定。

活品味和生活方式与自己的个性化需求有机地结

合在一起。

在蒂森克虏伯公司内部，我们始终相信，我们所推

出的每一部电梯，都应该是为用户专门量身定制

的，在电梯的每一个细节上，都能够反映出他们的

身份特征。基于这一理念，我们的每一套解决方案，

都是为用户量身定制的，每一部电梯的设计，都是

为了适应用户的个体需求，以提高他们的日常生活

的品质。

安全性、可靠性和易用性是我们完成设计工作的

三大核心任务，需要凭借对零部件质量的苛刻要

求和对产品细节的全情关注来实现。个性化定制

项目还需要满足各项高级别质量标准。

您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而无需
做出任何妥协和让步。

形式与功
能的完美
融合

智能安装
Orion系列和Gulliver系列家用电梯的安装方便快
捷，可在几天内实施完成，通常无需改变建筑结构。
其基本零部件的模块化设计已经充分考虑到包括室
内环境和室外环境在内的所有细节，从而最大限度
地降低了安装的施工量。

量身定制
设计风格是细节问题。有了Orion系列和Gulliver系
列产品，您可以随心所欲地通过选择电梯轿厢的整
体布局、表面装饰、配套颜色和附加功能来充分满足
您的灵感妙思，尽情发挥您的想象力。电梯设备的设
计宗旨，就是给您最大的自由度，量身定制属于您自
己的电梯，甚至包括最微小的细节设计。

环保节能
环保节能技术是一项尊重环境的技术。Orion系列和
Gulliver系列家用电梯已经通过A级能效认证，环保
节能的设计宗旨早已植根于设计师的灵魂深处，电
梯制作过程中全部采用可彻底回收的材料，同时选
择使用可生物降解的液压油。其耗电量仅相当于普
通家用电器的耗电量，而且只需要普通的家用电源。
按下按钮，电梯运行几乎接近静音。

节省空间
现有的许多配置简化了Orion系列和Gulliver系列家
用电梯的各方面内容，其中包括与每一个家庭的装
饰风格和生活设施无缝链接，完美融合。该款家用电
梯功能齐全，结构紧凑，甚至可以安装在最小只有66
厘米的极其受限的狭窄空间内。只要您选择了使用
Orion系列和Gulliver系列家用电梯，就可以节省更
多的活动空间。

安全保障
在发生电源故障的情况下，Orion系列和Gulliver系
列家用电梯仍然可以继续运行。即使是在操作过程
中瞬间失电的情况下，也始终可以确保安全返回地
面并正常打开电梯门。每台电梯都配有一部专用电
话机，能够确保时刻连接到家庭电话线上。在多功能
显示器上，除了能够显示出电梯轿厢目前所处的位
置和运行方向之外，还能通过目前最先进的软件来
监控所有涉及到安全方面的问题 。Orion系列和
Gulliver系列家用电梯的最大载重为400公斤，所配
负载控制装置始终保证正确的操作，当负载超过设
计允许的重量时，负载控制装置将禁止系统继续运
行。

Orion系列和Gulliver系列家用电梯，是能够适

应您各种需求的电梯。精心设计的轿厢布局，

以及各类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零部件，可以满足

您对完美质量的严格要求。

因为这些电梯的存在，您终于有机会可以善待

自己，去随心所欲地选择真心想要的设计风格

和舒适感，以极其迷人而现代化的设计实体为

您的生活环境增光添彩。

Orion系列和Gulliver系列家用电梯，不但结构

紧凑，而且功能齐全。因为每一部电梯的设计

和生产都是根据用户实际情况量身定制的，可

以实现与环境的完美融合。



  

Orion系列家用电梯是一款可以安装在砖石砌体结构
的电梯井道里面的平台式电梯。其设计可以与其周围
环境完美匹配。

Gulliver系列家用电梯则是一款自带金属电梯井道的
平台式电梯，其自带的金属电梯井道采用表面有粉末
涂层的镀锌钢材料制成。

一旦您已经选定了电梯井道的类型，与众不同的电梯轿厢整体布局就将使您有
机会让您的电梯运行系统独一无二。您可以选择平台式布局，即选择金属框架
结构型电梯，这样您就可以在单侧轿壁的电梯内上下，使电梯运行系统的可视
性达到最大化；此外，您还可以选择轿厢式布局，使您有机会在电梯内创建一个
全新的可量身定制的运行环境。

Orion系列和Gulliver系列家用电梯的液压系统确保了
电梯运行的舒适度和安静性。电梯制作采用完全可回
收利用的材料，同时选择可生物降解的液压油和2.2kW
单相家用电流，因此，无论是在使用过程中，还是在待
机 备 用 时，都 能 在 注 重 环 保 的 情 况 下，极 大 地 降 低
能 耗 。

配备现代化的控制装置，通过加速和减速控制技术，确保电梯运行

舒适平稳，没有任何颠簸的感觉。电梯的设计和制造满足了使用寿

命长而维护保养最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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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体验，无限惊喜

选择您理想的配置

静音运行



 

Orion系列和Gulliver系列
家用电梯设计方案

轿壁： PPS11，配落地镜

地板： 沙色乙烯基地板

扶手： 不锈钢扶手

轿顶灯： 4只，LED灯

Orion系列家用电梯

Orion系列和Gulliver系列家用电梯，来自设计师
为人类及其家庭创造能够将传统电梯的所有功能
与多种新颖优雅的设计形式相结合的电梯的强烈
愿望。这些款式新颖的家用电梯，使您能够有机会
通过对轿厢布局、配套颜色和选用材料的有机组
合来配置您的专属电梯。根据您家庭的具体情况，
随心所欲地设计彰显个性的完美电梯。

出众如您，独一无二
Orion系列和Gulliver系列家用电梯，可提供多种
颜色和不同材料制作的轿壁。您可以自由选择手
感光滑且耐磨耐划的金属轿壁，也可以随意选择
简约低调且富有质感的PPS轿壁，更可以任意选
择RAL劳尔色卡范围内涵盖的那些活力四射的斑
澜色彩，以游戏的心态自由地发挥您的想象力，一
切都会变得简单而美好。轻松自在地选择和搭配
轿厢、地板、照明灯饰，镜子和扶手。

Orion系列和Gulliver系列家用电梯近日又推出
了轿厢配备自动推拉门或称折叠式自动门，提供
在轿厢内部进行自动控制的电梯。您可以选择平
开厅门，目前共有七种规格可选，均按德国标准
RAL劳尔色卡上漆，材质分别为不锈钢和铝制品，
木制部件全部具备防火性能，您可以根据家里面
每个楼层的不同功用来选择相应的配套设施。

金属电梯井道采用整体镀锌和粉末涂层设计;该结
构可任选透明的或半透明安全玻璃或镀锌钢板，
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即您可以选择最适合
您的生活环境的配置。Orion系列和Gulliver系列
家用电梯体现的是您的专属空间理念，实现了产
品质量和设计形式之间的完美结合，让您享受到
细节选择的乐趣。

设计理念与科学技术的完美融合

舒适度也意味着可定制化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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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

PPS12

A4

N1

A13

PPS10

B13

PPS11

 

2只LED轿顶灯

外板

不锈钢扶手

可折叠座椅 液晶显示屏，配备电话和紧急按钮

4只LED轿顶灯

轿顶灯 标准轿壁装饰

类金属PPS外板

PVC砂色乙烯基地板 PVC灰色乙烯基地板 铝制地板

扶手

座椅 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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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不锈钢‒Inox意大利伊诺克斯光滑
细腻不锈钢

Inox意大利伊诺克斯镜面效果不锈
钢

Inox意大利伊诺克斯金色镜面效果
不锈钢钢

层压板‒ 405号瓷白色 层压板‒ 411号白色 层压板‒ 414号砂色

层压板‒ 463号活力黄 层压板‒ 861号潮流黄 层压板 - 441雪松绿

层压板‒ 858号碧蓝色 层压板‒ 472号伦敦灰 磁性面板‒ 879号灰色

磁性面板‒ 406号乳白色 金属纹理‒ 1921号金星钛 金属纹理‒ 1920号缎钛

金属纹理‒ 881号金色镜面效果 金属纹理‒ 880号镜面效果不锈钢 木质纹理‒ 358号克里亚核桃色

木质纹理‒ 381号道格拉斯香草 木质纹理‒ 383号欧洲橡木 木质纹理‒ 387号道格拉斯

木质纹理‒ 338号道格拉斯冰 木质纹理‒ 656号田纳西橡木 木质纹理‒ 1381号横纹橡木

木质纹理‒ 1382号横纹烟草 木质纹理‒ 1611号费依樱桃 木质纹理‒ 1636号意大利核桃

木质纹理‒ 606号北极松 木质纹理‒ 1609号帕韦樱桃

豪华型轿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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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选择改变时，你有更多的选择



 

LED照明设备（有三种不同的规格型号可供选择）

轿顶

包括COP，踢脚板，COP盖板和角板

轿厢不锈钢框架

各种塑料层压板或缎面、镜面及金色镜面不锈钢

轿壁

聚氯乙烯（PVC）地板，硬石地板（Rocksolid）或定制地板

地板

平开门或滑移门

自动开门或手动开门

点动式运行或自动运行

轿门和用户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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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氯乙烯地板（PVC） - 黑色 聚氯乙烯地板（PVC） - 冰色 聚氯乙烯地板（PVC） - 砂色 聚氯乙烯地板（PVC） - 灰色

硬石地板（Rocksolid）
- 白星

蛋白石

普通碳素钢

星空

硬石地板（Rocksolid） 
- 日落海滩

硬石地板（Rocksolid） 
- 马耳他黑

硬石地板（Rocksolid）
‒鸽尾灰

地板‒豪华型

天花板‒豪华型



 

轿壁： 木质纹理 - 道格拉斯冰和全景玻璃墙

地板： 硬石地板- 马耳他黑

轿厢框架： 不锈钢 - 缎面不锈钢

轿顶： 蛋白石

Gulliver系列和Orion系列豪华型轿厢

轿壁： 木质纹理‒克里亚核桃

地板： 硬石地板- 白星

轿厢框架： 不锈钢‒金色镜面

轿顶： 星空

Gulliver系列和Orion系列豪华型轿厢



轿壁： 层压板 - 白色

地板： 客户自己的地板

轿厢框架： 不锈钢 - 缎面

轿顶： 蛋白石

Gulliver系列和Orion系列豪华型轿厢 轿壁： 磁性显示面板灰色和半壁镜 - 不锈钢扶手

轿厢框架： 不锈钢 - 镜面

地板： 硬石地板- 鸽尾灰

轿顶： 蛋白石

Gulliver系列和Orion系列豪华型轿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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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on系列和Gulliver系列平开门

全景门

暗门

可视门

标准配置共有三种样式可供选择：Orion系列家用电梯
轿壁： N1

地板： 砂色乙烯基

轿顶灯： 2只LED聚光灯

轿门： 自动滑移门



  20选择精致的生活方式 21Orion系列和Gulliver系列家用电梯

经典款

透明玻璃

蛋白石玻璃

中密度纤维板（MDF） - 仅室内用 ABET 镀锌钢
漆面颜色可按RAL劳尔色卡选择

半反射玻璃

烟熏灰玻璃 烟熏缎玻璃

玻璃

其他

现代款科技款

钢制上漆（RAL）平开门
RAL劳尔色卡所含所有颜色。可选择
暗门、可视门或全景门。

不锈钢平开门
RAL劳尔色卡所含所有颜色。缎面，
亚麻布纹理，棋盘格或苏格兰亮格。
暗门、可视门或全景门。

铝制双平开门
天然阳极化处理，青铜纹路或镍纹路。
全景门。

全玻璃平开门
无框，透明玻璃。

木质平开门
橡木，桃花心木，核桃或板栗色。
暗门。

自动滑移门
按RAL劳尔色卡上漆门或不锈钢门。
可应用户要求提供玻璃滑移门

折叠门
仅限轿厢型
按RAL劳尔色卡上漆，不锈钢，外板，
亚麻效果

防火平开门
暗门或可视门。
通过认证，符合EN 81-58标准要求。
可选择RAL劳尔色卡上的颜色。

自动开关器，现有钢制、木制、铝制和
不锈钢制等材质可供选择。

扶手 地板与轿厢门

电梯井道和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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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on系列家用电梯数据表

安装‒内部光滑电梯井道壁
轿箱布置
带轿顶平台，标准型，豪华型，带自动折叠门或滑移门的轿箱

井道尺寸
最小660mm x 800mm

电梯行程
最大15.1米，最多可停5站

电源
230±10％V，50/60 Hz，单相，带接地导线

驱动系统
单相，230 V，50/60 Hz; 1.8 -2.2 Kw

载重
最大载重量400kg

运行速度
0.15 m / s，加速/减速控制技术

驱动方式
液压驱动

控制方式
点动式运行或自动运行

安全装置
面板上配备紧急驻停按钮、用于轿厢门关闭的锁具带安全开关、电源
故障时辅助（备用）电气系统可使电梯安全返回地面并打开轿厢门、
瞬时超速调节器、负载控制装置、带自动地板调平的限位开关

执行标准
欧盟标准EC，TÜV认证，符合机械指令M.D.236/89
欧洲标准EN 81-41*符合机械指令2006/42/EC
香港机电工程署标准EMSD 第六章第五节*
澳大利亚标准AS 1735. 15, AS 1735.16, AS 1735.18-2002
*仅适用于点动式运行方式

Gulliver系列家用电梯数据表

安装‒室内和室外用电梯，
镀锌板金属电梯井道
轿箱布置
带轿顶平台，标准型，豪华型，带自动折叠门或滑移门的轿箱

井道尺寸
最小730mm x 1150mm

电梯行程
最大15.1米，最多可停5站

电源
230±10％V，50/60 Hz，单相，带接地导线

驱动系统
单相，230 V，50/60 Hz; 1.8 -2.2 Kw

载重
最大载重量400kg

运行速度
0.15 m / s，加速/减速控制技术

驱动方式
液压驱动

控制方式
点动式运行或自动运行

安全装置
面板上配备紧急驻停按钮、用于轿厢门关闭的锁具带安全开关、电源故障
时辅助（备用）电气系统可使电梯安全返回地面并打开轿厢门、瞬时超速
调节器、负载控制装置、带自动地板调平的限位开关

执行标准
欧盟标准EC，TÜV认证，符合机械指令M.D.236/89
欧洲标准EN 81-41*符合机械指令2006/42/EC
香港机电工程署标准EMSD 第六章第五节*
澳大利亚标准AS 1735. 15, AS 1735.16, AS 1735.18-2002
*仅适用于点动式运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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