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属您的上下楼解决方案

蒂森克虏伯

座椅电梯



 

2 3感受家的舒适温馨

感受家的舒适温馨

总经理     Leo Dong,Managing Director

蒂森克虏伯座椅电梯作为一款为您量身打造的贴心产品，一定

会让您倍感家的舒适与温馨，为您的家居生活带来舒适、安全、

便利的美好体验。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需要了解我们产品和服

务的更多信息，请随时与我们取得联系。

选择座椅电梯，就是选择在自己家里保持独立生活的能力，既自

由自在又无拘无束。蒂森克虏伯拥有60多年设计、制造和安装高

品质座椅电梯的丰富经验。我们的座椅电梯几乎可以安装在所

有的楼梯上，而且操作简单，省时省工。

欢迎加入蒂森克虏伯家族，成为我
们成千上万的座椅电梯满意用户
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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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蒂森克虏伯  

蒂森克虏伯 - 多元化发展的实业集团

在城市化和需要有效地利用环境资源等全球
大趋势的推动下，我们在全球已有超过15万名
同事与我们的客户携手合作，利用我们在工程
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奋力拼搏，研究开发各
类满足用户需求的技术和商务解决方案，并不
断朝着更多、更好的目标前进。

关于蒂森克虏伯

蒂森克虏伯公司位列座椅电梯制造商第一阵营，业界专业领跑

近六十载。

我们的座椅电梯来自自己的生产工厂，生产过程和制造工艺不断完善，我
们持续努力以满足行业最高标准。

我们的员工始终以客户为中心，开发和生产的座椅电梯产品不断创新。我们

采用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包括自动焊接机器人，精度最高，质量控制最严格，不

仅可以保证生产的产品可靠舒适、易于使用，而且可以保证与您家里的楼梯

完美匹配。这是我们对您的郑重承诺，我们也为已多次因此获奖而感到无比

自豪。

2010iF产品设计奖 德国老年人领航者证书 2009最佳工业设计奖 莱茵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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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匹配

完美匹配

得益于单轨技术，座椅电梯能满足几乎所有形式的楼梯要求：楼梯极陡、楼梯
很窄、楼梯顶部或楼梯底部空间有限。

Flow系列流线型滑动式座椅电梯的单轨按照您家的楼梯曲线设计，尽量避
免过分突出和扎眼。因为升降椅是紧靠墙壁固定的，所以并不会减少您家里
楼梯的原有空间。

此外，既现代又实用的设计会让座椅电梯与您的家达到完美融合的地步，成
为您家里内部装饰的一部分，看上去就像一件新购置的家具一样。我们有多
种面料颜色和轨道可供您选择，您完全可以任选一款，以满足自己的喜好，
匹配您家里的内部装饰风格。

您或许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在家中配备一台座椅电梯，我们对此

给予充分理解。也许您担心这样的布置看上去会有些突兀扎眼，

或者看上去会是个太明显的存在。为了避免出现类似的担忧，确

保座椅电梯能与您的家居风格完美匹配，我们在设计Flow系列

流线型滑动式座椅电梯时已经把您的这些顾虑当做了头等大事

去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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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根据人体工程学设计定位的脚踏板，您除了能够享受到极其舒适的
乘坐体验之外，还会享受到膝关节屈曲更少带来的健康体验。而且，当您
停放座椅电梯时，它只占了楼梯的一小部分空间，所以您的亲人可以轻
松地步行上下楼梯而不会被堵在走廊里或玄关处。

蒂森克虏伯是目前市场上唯一一家能够提供这

种 先 进 的 旋 转 平 衡（A S L）技 术 的 座 椅 电 梯 制

造商。

当您舒服地乘坐座椅电梯时，即使碰到最小或最陡的楼梯，您也能轻松驾
驭。座椅电梯一到终点，就已经处在最合适的位置了，您可放心、安全地离
开座椅。

得益于成熟的单轨理念和先进的旋转平衡（ASL）专利技术，座椅电梯运
行过程中，座椅和脚踏板都能旋转到最佳位置，同时也是最安全的位置。

乘坐平稳

无论上楼，还是下楼，有了Flow系列流线型滑动式座椅电梯，

您都能时刻享受到非常平稳且十分安全的乘坐体验。

安全地上下座椅 乘坐过程中始终保持舒服的坐姿

座椅和脚踏板一起旋转 即使在既小又陡的楼梯里也能保证最佳旋转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脚踏板可以减少膝盖弯曲

乘坐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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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品咨询到设备
安装

您在自己家里走向独立生活的第一步就是免费咨询。由于每一

户（楼梯）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蒂森克虏伯的顾问将亲自登门

拜访，对您家里的具体情况进行评估，对楼梯进行测量，并探讨、

尊重您的意愿，从而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我们会与您一起，共

同打造一部符合您期望和喜好的座椅电梯。

为了满足您的个性化需求，同时节省您的宝贵时间，我们的专家团队将为
您提供从测量到生产再到产品安装的一站式服务。首先，我们会准确测量
您家的楼梯，并在我们自己的工厂进行生产。一旦专为您量身订制的座椅
电梯准备就绪，我们派出的一名安装工程师，会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将其
安装完毕 - 无需任何建筑施工作业，由于座椅电梯是固定在您楼梯的地板
上的，因此没有任何墙挂附件。当然，我们的工程师将确保他经手的一切
都既美观又整洁。他还会为您展示座椅电梯的工作流程，以便您从一开始
就能轻松自在地乘坐座椅电梯上下楼。安装完毕几天之后，还会有我们热
忱的蒂森克虏伯服务专员打电话给您，以确保您对您的座椅电梯本身、安
装过程及运行体验都非常满意。

我们保证，您只需要一个合作伙伴，就可以拥有一台为您量身订制的座椅
电梯。我们保证，从开始到最后，我们都做到精确生产和完美安装。

从产品咨询到设备安装

免费咨询

楼梯测量

原厂生产

设备安装

指导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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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咨询

楼梯测量

原厂生产

设备安装

指导使用

打造您的专属座椅电梯

打造您的专属
座椅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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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椅的标准配置包括：无线呼叫器和座椅停靠站
（楼梯顶部和底部均有），可折叠座椅和脚踏板。

产品特点 不同款式的扶手和脚踏

不同款式的操作手柄。创新的按人体工程学设计的操
纵杆，易于操作，即使手部功能有障碍的人也能使用。
手柄操作（也有按键和紧急停止开关），共有四种手柄
类型可供选择。

产品特点

座椅安全带确保固定牢靠，
格外安全

定位符合人体工程学，舒适
低座位，同时减少膝盖弯曲。

安装在您家楼梯的内侧或外侧

护理人员控制器

将升降椅折叠起来或停放在
楼 梯 的 缓 步 台 拐 角 处 以 免
阻碍行走。 电池供电齿轮齿条驱动系统

座椅轻便易折节省空间。
脚踏手柄易于使用。

只用一根不显眼的单轨管道就能节省您家楼梯上
的空间。型面高度不大的单管轨道，直径8厘米，
固定不变。

不同款式的扶手和脚踏

（1）标准款脚踏    （2）轻巧款脚踏   （3）自动停止功能是指升降椅在碰到任何阻碍的情况下都能立即停止。

创新的人体工程学操纵杆，易于操作，即使手部功能
有障碍的人也能使用。可折叠式弯曲扶手，能够确保
额外的安全性与舒适性，让您轻松上下座椅。



不同款式的轨道终端

不同款式的操作手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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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和选项概述

规格和选项概述

仿皮款/Viny

栗色/Vinyl Maroon 灰色/Vinyl Grey红色/Vinyl Red 剑麻色/Vinyl Sisal

布艺款/Fabric

棕色/Fabric Brown米黄色/Fabric Beige红色/Fabric Red

绅士款/Signor

深咖啡色/Signor Mocca Creme酒红色/Signor Bordeaux Mauve 沙色/Signor Sand Taupe

豪华款/Deluxe

深红色/Deluxe Dark Red 米黄色/Deluxe Beige深棕色/Deluxe Dark Brown

椅套颜色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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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产品配置

规格和选项概述 产品配置

布艺花朵款/Flower

布艺玫瑰款/Rose

典雅款/Elegant

紫红色-米黄色
/Elegant 
Aubergine-Beige

米黄色-灰色
/Elegant Beige
-Grey

红色-米黄色
/Elegant Red 
Beige

棕色-米黄色
/Elegant Brown
-Beige 

棕色-深琥珀色
/Elegant Brown
 -Cognac

棕色-灰色
/Elegant Brown
-Grey

深棕色/Flower Dark Brown木玫瑰色/Flower Woodrose米灰色/Flower Grey Beige

深棕色/Rose Dark Brown深咖啡色/Rose Mocca 米黄色/Rose Beige

轨道颜色 座椅颜色

灰色白色米黄褐色灰褐色灰色白色

611 recto

584 curvo

282

408

M
edidas en m

m

970

430

110

750 340

 

载重量 125kg

蒂森克虏伯荷兰工厂整机原装进口

蓄电池自动充电/供电的直流24V驱动单元，避免意外停电困人 

单相220V，50Hz，85W节能环保自动充电器

座椅配置弧形安全扶手和安全带

座椅自动旋转

座椅可折叠收纳

简洁美观的单钢管结构导轨

座椅面料和导轨颜色多种可选

配置紧急下降装置

配备遥控器

先进的旋转平衡（ASL）技术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设计

适用于陡峭坡度达70°的楼梯

可定制180°拐弯轨道

最长单轨可达44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