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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发电行业产品主要应用国家 注：以上为实际安装应用的国家分布图

中国

韩国

菲律宾

泰国

印度

巴基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土耳其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瑞典

意大利

西班牙

埃塞俄比亚

南非

乌拉圭

智利

玻利维亚

巴西

巴拿马

尼加拉瓜

美国

加拿大

印度尼西亚

澳大利亚

斯里兰卡

俄罗斯

埃及

哈萨克斯坦

日本

多米尼加

越南

阿根廷

古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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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产的产品要遍布全世界，

并成为那个领域的好产品。

“提供超越客户期望值的产品和服务”，

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主张。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与众不同。

“人生是一个承诺，实现它”——

这句格言适用于每个中际联合人，

从普通员工到董事会成员。

愿景 使命 文化

北京总部

子公司

风力发电行业应用

其他行业应用

3S Lift 中际联合（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高空安全作业设备和高空安

全作业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运营总部位于北京国贸SK大厦、研发中心和生产基

地分别位于北京通州开发区和天津武清开发区。在美国、德国、印度设有3个子公

司，现有员工700余人。产品已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多个行业中得到应用，

在全球风力发电行业细分市场占有率高。

3S Lift 拥有完整的风机塔筒内附件解决方案，可以为客户提供风机塔筒升降机、免爬

器、智能助爬器、铝合金爬梯、用于高空安全防护的垂直防坠落系统与水平防坠落

系统、逃生包、全方位检修平台、风机叶片及塔筒维修服务，以及特别用于海上风

力发电的海上平台吊机与密封型自锁速差器。迄今为止，3S Lift 具备全球的设备安装

及维修能力，已全面服务于全球主流的风机主机制造厂及风场业主。

3S Lift 坚持以持续技术创新为客户不断创造价值，公司在中国设有全球研发中心，

100多名研发及技术人员专注于行业技术创新。在创新的推动下，公司推出了无死点

轮廓限位与搭载智能化显示屏的塔筒升降机，满足了客户在安全方面的需求。 

公司凭借不断增强的创新能力、突出的灵活定制能力、日趋完善的交付能力赢得了

客户的信任与合作。目前，公司在英国、荷兰、匈牙利、罗马尼亚、西班牙、塞浦

路斯、加拿大、危地马拉、巴西、智利、阿根廷、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

列、阿拉伯、新加坡、韩国、菲律宾、泰国等二十多个国家拥有服务合作伙伴，可

以随时为当地客户提供完善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 

未来，3S Lift 将继续致力于引领全球的风

电及其他高空安全作业行业的发展，应

对高空安全作业领域日新月异的挑战。



 塔筒升降机
Service Lift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北美UL 澳洲AUS DNV认证证书 特种设备许可证

欧洲CE 俄罗斯海关联盟 澳大利亚注册证书 ROHS和REACH

专业第三方实验室检测报告

3S Lift 可根据不同要求定制塔筒升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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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死点轮廓限位装置 稳定的机械式过载保护功能

紧急情况下设有安全备用门 安全的过平台警示功能(选配)10.

提升机 60,000 次的疲劳试验 超速锁定(失速安全保障)

护栏机械互锁功能(选配)11. 12. 门锁电磁解锁功能(选配)

失电或断电时手动下降功能结构强度能承受 4倍的额定载荷

完全独立的工作系统和安全系统智能化信息显示功能（选配）

8.

6.

4.

2.

9.

7.

5.

3.

1.

塔筒升降机是架设于风机塔筒内部，使用提升机通过悬吊钢丝绳牵引，沿塔筒壁上

的导向梯子或导向钢丝绳做上下运动，将作业人员、工具或物料由起程面送至指定

面的一种运输设备。

提升机、安全锁、电气控制系统都设置在升降机轿厢的顶部。在风机塔筒内顶部增

设一根横梁，用来悬挂工作钢丝绳和安全钢丝绳。工作绳穿过提升机组成升降系

统，安全绳穿过安全锁组成安全系统，两套系统相对独立，确保安全。

3S Lift 是全球最早设计研发升降机的机构之一，目前已通过多项国内外机构检测

和认证，包括：CE认证，北美UL认证等标准检测认证，以及技术质量监督局出具的

检测报告，专业第三方实验室出具的 60,000 次疲劳测试报告，提升机安全锁动荷

冲击测试报告等。

3S Lift 塔筒升降机迄今为止已经陆续被 

Siemens-Gamesa、Vestas、GE、Nordex-

Acciona、Suzlon、金风、远景能源、明

阳智慧、浙江运达、上海电气、中国海

装、中车、三一重能、东方电气、湘电风

能、华锐风电、联合动力等国内外主流风

机制造厂商列为标准配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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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丝绳导向型塔筒升降机

3S Lift 塔筒升降机利用塔筒里设置的钢丝绳作为导向上下运

行，除了安装工作钢丝绳和安全钢丝绳以外，还在塔筒升降机的

两侧设置了另外两根钢丝绳作为导向绳，以防止塔筒升降机在运

行中发生转体或摆动。这两根导向钢丝绳顶端固定在吊点横梁

上，下端固定在塔筒升降机起始层平台上，用一定的预紧力使其

张紧，塔筒升降机就可以平稳地沿着导向钢丝绳运行了。钢丝绳

导向型的塔筒升降机优点是适用于顶部直径较小，空间受限制的

塔筒内，由于塔筒升降机的安装相对贴近塔筒壁，占用空间小，

故可以上升到高的位置。

800mm

8
6
8

m
m

8
6
0

m
m

1
0

5
m

m

520mm

门

平台

安全钢丝绳

工作钢丝绳

爬梯导向型塔筒升降机

额定载重

载人数量

运行速度

自重

外部尺寸

电压

导向形式

齿轮齿条式爬梯导向型塔筒升降机

240kg 450kg（可定制）~

2人

280kg

1090*750*2570mm(长*宽*高)

18m/min

齿轮齿条传动爬梯导向

400V / 690V，50HZ/ 60HZ

额定载重

载人数量

运行速度

自重

外部尺寸

导向形式

电压

350kg

3人(最多)

250kg

950*860*2750mm(长*宽*高)

爬梯导向

18, 21m/min

 690V，50HZ / 60HZ

Windmaster 350 型塔筒升降机

额定载重

载人数量

运行速度

自重

外部尺寸

电压

250kg

1人

160kg

580*620*3000mm(长*宽*高)

9, 10.7, 18 m/min

400V ，50HZ / 60HZ

钢丝绳导向型单人塔筒升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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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钢丝绳

工作钢丝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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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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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mm

钢丝绳导向型、爬梯导向型塔筒升降机丨参数

额定载重

载人数量

运行速度

自重

外部尺寸
(长*宽*高)

电压

工作温度

环境温度

240kg

2人

9，10.7，18m/min

400V / 690V，50HZ / 60HZ

-20℃~�60℃(低温型可定制)

-60℃~ 75℃

960*600*2980mm(L,R)

800*860*2980mm(L)

钢丝绳导向 160kg/200kg

爬梯导向 220kg/260kg 

3S Lift 塔筒升降机利用塔筒内部设置的钢丝绳作为导向上下运

行，除了安装工作钢丝绳和安全钢丝绳以外，还在塔筒升降机的

两侧设置了另外两根钢丝绳作为导向绳，以防止塔筒升降机在运

行中发生转体或摆动。这两根导向钢丝绳顶端固定在吊点横梁

上，下端固定在塔筒升降机起始层平台上，用一定的预紧力使其

张紧，塔筒升降机就可以平稳地沿着导向钢丝绳运行了。钢丝绳

导向型的塔筒升降机优点是适用于顶部直径较小，空间受限制的

塔筒内，由于塔筒升降机的安装相对贴近塔筒壁，占用空间小，

故可以上升到更高的位置。

3S Lift 塔筒升降机利用塔筒里的爬梯作为导向上下运行，塔筒

里的爬梯不仅可以作为人员的攀爬装置使用，同时也可以作为塔

筒升降机的导轨，一举两得。

爬梯导向型塔筒升降机运行稳定性好，尤其是采用特殊塑料材质

的导向轮，具有表面光滑、震动小以及运行平稳的特点。爬梯也

可作为辅助安全设施，当遇到紧急情况时，操作人员可以由塔筒

升降机顶部或底部的备用门直接跨到爬梯上，通过爬梯进行安全

撤离。

齿轮齿条式塔筒升降机通过提升系统的齿轮与爬梯齿条相啮合，

带动塔筒升降机轿厢沿爬梯齿条上升或下降。爬梯齿条安装在塔

筒内侧壁的固定支架上，与安装在塔筒升降机轿厢上的支撑臂导

向装置配合，用于对塔筒升降机轿厢的升降进行导向。

钢丝绳导向型单人塔筒升降机，采用紧凑型设计，提供全方位视

野，安全性和舒适性高。延用双人塔筒升降机完整的工作、安全

系统，过载保护系统和制动系统，高可靠性的质量符合标准。设

有智能卷帘门，能快速方便的出入。优化的行程上方、下方无死

点轮廓限位装置，确保运行的安全性。提供定制机型服务，也可

满足海上风力发电机的要求。

3S Lift 开发具有承载能力强、空间尺寸大的Windmaster-350 型

塔筒升降机，可乘坐3人，载重可达35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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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平台及法兰自动减速功能

超速锁定（失速安全保障）

人身安全保障——双手柄开关控制运行

失电保护：失电或断电，小车立即停止，可手动下降到平台

过载保护、上下限位装置，保障设备及人员安全

牵引力自动平衡保障系统，保障设备运行的可靠性与稳定性

双重控制系统：可手动操作也可使用无线控制操作

免爬器及操作人员均有独立的防坠落系统

独立的导向系统和防坠落系统

Climb Auto System
节省攀爬人员的体力，避免因疲劳带来的工作风险

制造材料

速度

额定载荷

电源

控制方式

尺寸

认证

高强度铝合金、优质钢材

18m/min

载人：120kg，载物：60kg

单/三相, AC, 220V, 50/60 HZ(可选400V)

变频矢量控制

415*390*1180mm(可定制)

CE、ETL

免爬器丨技术参数

免爬器

| 0807 |

安装方便，无须改变现有的塔筒结构。设备安装在风机塔筒

的爬梯通道内，具有安全性高、运行平稳、结构设计紧凑和

操作简单的优点。

运维人员攀爬风机塔筒体力零消耗，改善劳动条件间接改变运维

班组成员的年龄结构和规模，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避免了传

统攀爬方式可能带来的职业健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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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90

单相 200-240V  50/60HZ

-40℃  60℃~

IP 44

C4

90 W

310*364*624mm

塔筒平台盖板自动开闭系统丨选配

双重控制模式，停电情况下可手动开闭，应用灵活

与免爬器实现联锁超时保护，安全距离限位，如延时，

小车会立即锁止，停止运行，保障安全

精密链条，防脱设计，保障设备及人员安全 

手动操作盖板开闭后，不影响盖板自动开闭功能

高强度铝合金，抗疲劳性、耐磨损性高，安全可靠

保证安全的电气控制系统，多重保护设计

顶部支架

设计紧凑，免爬器及人员可到

达顶层平台。

双手柄启动开关

A.双手正常按下启动

B.松手(单手或双手)停止

折叠式踏板

用于人员站立或物品放置，

安装在免爬器底部，便于因意

外情况向下安全撤离。

电控箱

适应于复杂工控环境，可远程

操作小车——显示运行时间及

小车所处平台位置(选配)。

张紧装置

钢丝绳的张紧力调节，

日常维护方便。

电源

运行温度

防护等级

防腐等级

功率

尺寸

型号

CE、ETL认证

双重、独立的防坠落系统

设备防坠落系统

保护装置(内置)

操作人员防坠落

保护装置       

A

B

遥控器

可通过遥控器控制免爬器的上

升、下降、启动或停止，以运

送物品到达塔筒的工作平台。

工具箱丨选配

定制的金属工具箱可以牢固地

连接到踏板上，通过遥控器可

在塔上或塔下发送物料。

下轮廓限位丨选配

检测到障碍物后，车体第一时

间自动停止运行，保证设备及

工作人员的安全。

| 1009 |

主机

高品质驱动主机，自动防护

功能，性能稳定。

免爬器及操作人员均有独立的防坠落系统，两者受力

点独立，在不同的受力位置，人身和设备安全能有效

保障。



Climb Assist System
智能助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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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有的下降托力技术，使向下攀爬一样轻松舒适

先进的速度自适应技术，攀爬舒适、安全

速度检测方式更直接、准确、安全

先进的变频矢量控制技术，动态性能好，力矩控制准确

采用特制牵引钢丝绳，安全、性能稳定、操作方便

可提供 25～45kg、30～50kg 连续可调的提升助力

免维护设计

提升力

防护等级

钢丝绳直径

电源

吊绳速度

温度范围

重量

认证

智能助爬器丨技术参数

电动机: IP55； 电控箱: IP66

6 mm

标准单相  220V， 50/60HZ (P+N+PE)

可选三相  380V， 50/60HZ (3P+PE)

自适应攀爬，最大37m/min

-40℃~ 60℃

电控箱: 3.3kg   主机: 17kg

CE OSHA

半循环CA-2D型  30 50kg 连续可调~

全循环CA-2E型   25 45kg 连续可调~

全循环 CA-2E 型

防磨装置用于爬梯上（攀爬侧），主要作用是避

免因爬梯本身弯曲而导致牵引绳与爬梯产生摩擦

防磨装置

牵引钢丝绳

牵引绳的与攀爬人员的安全带连接在一起，在助

爬器工作时，给攀爬人员提供牵引力

导向轮装置安装于爬梯上(非攀爬侧)，主要作用

是避免牵引绳与竖梯或平台产生摩擦

导向轮装置

主机

主机箱一般情况下安装于竖梯最下端第一踏棍和

第二踏棍之间，且安装在爬梯中间位置，是助爬

器的动力提供部分

顶轮装置

安装于竖梯顶部的两个踏棍间

重量轻、携带方便、防水、防摔、防震。采用电

缆插头式结构，可迅速与主机连接。具有一带N功

能，N建议取1-5

电控箱

半循环 CA-2D 型

智能助爬器是用于风机塔筒内的辅助攀爬设备，也称作竖梯助

爬器。3S Lift智能助爬器提供半循环CA-2D型和全循环CA-2E型

两种不同的规格型号。智能助爬器作为辅助攀爬设备，可以为

风机塔架、竖井等内部竖梯上的攀爬人员提供约25～45kg(全

循环）、30～50kg(半循环）的连续提升力，帮助攀爬人员减

轻自身的重量，有效的降低了攀爬人员由于体力消耗可能引发

的风险概率。

3S Lift 还将智能变频矢量控制技术应用在智能助爬器上，可

为攀爬人员在上、下攀爬竖梯的过程中都提供助力，助力可根

据攀爬人员的自身情况调节，自动适应攀爬人员的速度，可在

任意位置进行上、下助力转换，并且具有自动回绳功能，减少

攀爬的时间，可使工作效率提高3倍以上，给维修人员带来安

全、灵活、舒适的攀爬体验。



Offshore Platform Crane
海上平台吊机

海上平台吊机丨技术参数

悬臂长度

钢丝绳直径

旋转角度

 输入电压

整体防护等级

适应海况

工作温度范围

额定提升载荷

最大提升高度

额定提升速度

额定功率

型号

1.8m（有义波高）适应风速15m/s

800kg

≤20m

7.5m/min

2.2kW

OC-2L

1.3 5m(可定制)~

0 360°(可定制)~

380/690V 三相

IP67

-30 60℃~

OC-2 OC-5

1000kg 1000kg/1200kg

18m/min 20m/min

3.7kW 5.5kW

≤20m ≤25m

8mm 11mm 1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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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提供专业的技术服务支持

减少停机维护和维修工作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高精密滚珠轴承回转系统，操作更顺畅，使用寿命长

机械自锁保护功能防止误操作，保证操作人员及设备的安全

安全上、下行程双限位开关极限保护

保证安全的24V控制电压，电控箱即插即用，使用简便

高强度、抗老化专用不锈钢材质，适用严苛环境

过载切断系统保护，避免因过载而造成的损失

多重表面耐腐蚀及防护处理，设计寿命25年以上

高可靠性、高质量、高耐冲击性和耐温性

安全、快速的装卸海上补给船的备品、备件

 OC-5 型

高精度回转系统

标准
符合EN13852-1、API Spec 2C-2004    

船舶与海上设施起重设备规范2007

| 14

 OC-2 型

维护方便

传动齿轮
注油孔

海上平台吊机安装于海上风机的基础平台上，是一款用于提升来自海上补给船的工具与备件的轻

型起重设备。海上平台吊机的高品质元器件保证了产品强大而可靠的长寿命生命周期，适应条件

苛刻的海洋环境。拥有高安全可靠性和持久的耐腐蚀性，坚固耐用，即使在恶劣的条件下，也具

备高水平的耐冲击性和承载能力。

由高品质滚珠轴承与斜齿圆柱传动齿轮啮合运行组

成吊机回转系统，系统旋转平稳，回转机构高精密

设计，能准确定位起吊物品。

同时，吊机自带机械自锁保护功能，操作人员松手

即停，防止误操作，保证人员及设备的安全，回转

系统角度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

设计合理，维护快速方便，

使起吊工作更有效率。设备

采用高品质润滑油，摩擦

小，操作顺畅，简单的维护

就能让回转系统的使用寿命

更长。



Sealed Self-Retracting Lifeline
密封型自锁速差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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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简单、快速的安装、拆卸及使用

安全可靠，发生坠落时，系统能自动锁定

自动伸缩式设计，作业人员可无障碍自由移动

免维护设计，大大降低了维护成本，延长使用寿命

强耐受设计，防冻、防腐、能承受恶劣的环境

外壳及内部组件密封性能好，防止油脂、水分和污物进入

密封型自锁速差器丨技术参数

钢丝绳长度

钢丝绳直径

最大制动距离

产品材质

认证

符合标准

载荷

型号

设备重量（含绳）

15 m

5 mm

1m

壳体为铝合金，组件为不锈钢

EN360:2002，GB 24544-2009

ANSI Z359.14-2014，CSA Z259.2.2-17

CE

30 kg  140 kg~

SRL-15S 型

13.5 kg

手提把手

使用便捷、舒适

承重挂钩

旋转吊钩

防止钢丝绳扭结

坠落冲击指示器

方便维护和替换钢丝绳

外壳采用高强度铝合金结构，耐腐蚀、

防冻结，可通过声音识别制动系统的状况

密封式设计，安全性能高

钢丝绳密封手柄

钢丝绳收回后防止外露

锁钩

防止意外脱钩

密封型自锁速差器是一种自动伸缩钢丝绳式生命线系统，也称

速差式防坠器、速差式自控器。密封型自锁速差器能在限定距

离内的技术人员发生失足坠落时自动快速制动锁定，坠落锁止

后，技术人员可寻找就近爬梯、平台等安全点，到达安全点

后，自锁速差器自动恢复正常状态，给高空作业技术人员提供

安全保障。

密封型自锁速差器是专为海上风力发电机技术运维人员开发的

高空作业安全防坠落产品，当风机技术运维人员进行高空作业

时，须佩带全身式专用安全带，并将安全带背部D型环连在密

封型自锁速差器的安全锁钩上，避免风机技术运维人员发生高

空坠落危险。



Sosaf-2R 型Sosaf-2 型

Evacuation and Rescue Device
逃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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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生包是一种紧急高空下降和救援逃

生装置。佩戴安全带的高空作业人员

通过逃生包从较高位置沿逃生包的绳

索缓慢下降，下降过程中速度控制在

安全范围内，使作业人员安全缓降至

地面。

双向作业设计，可实现连续下降逃生

主动散热功能的双刹车机构，使下降速度稳定

工作绳具有耐磨损、耐高温、耐低温和耐盐雾等特点

整体结构采用高强度铝合金，结构轻巧、耐腐蚀

出绳口采用多组轴承导绳结构，使用寿命长、稳定性高

可选配支架、吊带、边缘保护器、T型翘板等多种救援配件

工作绳长可按高度配置，可选配密封防潮包或密封防潮箱

逃生包丨技术参数

2.5 kg(无绳)

Sosaf-2R 型

~0.9 m/s

9.6 mm

-40℃~65℃

绳索直径

下降速度

使用温度

设备重量

下降载荷

型号

1人 150kg, 单次最大下降高度 500m

2人 250kg, 单次最大下降高度 250m

2人 282kg, 单次最大下降高度 150m

9.6 mm

~0.9 m/s

Sosaf-2 型

-40℃~65℃

1.9 kg(无绳)

救援手轮

旋转提升救援

长度可订制

9.6mm 静力绳，

EN1891 Type A 

耐用绳索

绳子一端下降，

另一端同时上升，

可连续的升降逃生

双向作业设计

3S Lift 的研发团队还可根据客户

不同要求，提供专业定制产品服

务，提供适合于各行各业专业领

域的专用逃生包。

认证

静力绳

连接器

执行标准

救援能力

（Sosaf-2R 型）

1人 30-150kg, 提升 65m

2人 250kg, 提升 10m

2人 282kg, 提升 10m(紧急状态）

ANSI/ASSE  CE  CU-TR

EN1891 Type A

EN362，锚点：EN795

EN341:2011/1A

EN1496:2017/A

ANSI/ASSE Z359.4-2013

CSA/CAN Z259.2.3-12/1/A



导轨类型 内滑式/外卡式

适用防坠器 SL-R50/F10

适用爬梯

15 KN最大载荷

铝梯或钢梯

符合标准 EN353-1

Fall Protection System
防坠落系统

TF-R/F 型

防坠落系统丨技术参数

TF-R 型轨道式防坠落系统

（内滑式）

TF-F 型轨道式防坠落系统

（外卡式）

防坠器丨技术参数

SL-R50/R60S/F10/R50E 型防坠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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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坠器主要部件采用不锈钢精铸而成，因而具有质量轻、强度高、耐磨、耐用、耐腐蚀、

耐酸碱等特点，简易轻便，安全适用。

防坠器设计有双重防反装装置，操作者能从正确的方向轻松安装，有效避免了安装疏忽引

起的安装隐患，防止操作错误。

※ 四种型号均可从导轨任一位置安装或拆卸

额定载荷            

最大静载            

认证

适用导轨

符合标准

型号

140 kg

15 KN

CE

EN 353-1

ANSI A14.3

CSA Z359.2.1

TF-R/R5 型

SL-R50 型 SL-R60S 型

TF-R/R5 型

140 kg

16 KN

EN 353-1

SL-F10 型

TF-F�型

140 kg

15 KN

CE

SL-R50E 型

140 kg

16 KN

CE、UL

TF-R/R5 型

EN353-1

ANSI Z359.16

CSA Z259.2.4

SL-R50 型 SL-F10 型

AS/NZS 1891.3

ANSI Z359.16

EN353-1、ANSI A14.3

CSA Z259.2.4

CE、北美、澳洲认证

内滑式 外卡式

SL-R60S 型 SL-R50E 型

内滑式 内滑式

SL-R60S防坠器具备两套独立的锁止机构，第一锁止机构实现坠落锁止，第二锁止机构实

现失速锁止；防坠器设计有旋转轴联动机构，能够实现上下旋转轴同步转动，防坠器在安

全导轨上的安装和拆卸更快捷。

SL-R50E和SL-R60S还设计有2个独立的能量吸收器，当操作者在爬梯上踏空或发生坠落

时，防坠器缓冲锁块会展开，吸收一部分能量，减少坠落发生时对工作人员的冲击。这进

一步提高了使用时的安全性，同时系统出色的性能，用户使用更舒适。

TF-R/F 型轨道式防坠落系统能适合各种

铝合金或钢制爬梯。

执行标准EN353-1，核心部件由两个整体

的机械结构组成，结构简单，抗冲击能

力强，有独特的防倒装结构，防坠器沿

滑轨随人同步滑动，当作业人员意外失

足时，防坠器的锁扣与安全轨道实现有

效锁止，防止坠落。

额定载荷            140 kg

最大静载            15 KN

CE认证

适用导轨

符合标准
EN353-1SL-F10:

EN353-1、ANSI A14.3、CSA Z359.2.1SL-R50:

TF-R/F 型

SL-R50/F10 型防坠器丨技术参数

防坠器具有质量轻、强度大、耐磨、耐用、耐腐蚀、耐酸碱等特点，简易轻便，安全

适用。

钩悬防坠器安装在符合 EN353-1 的爬梯安全导轨上，由操作人员将防坠器的安全挂

挂在操作人员的全身式安全带上，并随操作人员在安全导轨上滑行，当攀爬中的操作

人员发生失足坠落时，防坠器的锁扣与安全导轨实现有效锁止，防止坠落。

防坠器均设计了防反装装置，有效的避免了安装疏忽引起的安装隐患。进口轴承组

件，正常运行时，不产生摩擦阻力，运行顺畅。 

SL-R50/F10 型防坠器

※ 两种型号均可从导轨任一位置安装或拆卸

SL-R50 型 SL-F10 型



钢丝绳固定夹

固定钢丝绳

避免钢丝绳左右摆动

缓冲器（选配）

能量吸收减震单元，能起到缓冲吸能

的作用，保护人员与结构不受损伤

SL-810S 型防坠器

张紧型下吊点（选配）

通过螺栓调节钢丝绳张紧力

适用于 8-10mm 钢丝绳

能够在钢丝绳带有大角度或弯度的地方使用

采用不锈钢制造，产品耐腐蚀、耐酸碱，适用于恶劣环境

安全的防反装设计，防止设备的错误使用

可以从钢丝绳任一位置安装或拆卸

滑动顺畅，与钢缆接触面设有滚轮，保证滑动平稳与低噪音

锁止灵敏，内部有弹簧结构能实现自动锁定

SL-810S 型防坠器的优势

由安全钢丝绳、上下吊点、钢丝绳固定

夹、防坠器等组成，便于安装，安全钢丝

绳固定在上下固定支架上，用一定的预紧

力使其张紧，为避免钢丝绳左右摆动，在

两个吊点之间增加了钢丝绳固定夹。

TF-80/83/10 型

钢丝绳式防坠落系统

适用防坠落

额定载荷

最大载荷

符合标准

TF-80/83/10

140 kg

15 KN

EN353-1

SL-810S 型防坠器丨技术参数

SL-810S 型防坠器

可从钢丝绳任一位置

安装、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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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丝绳直径 8.0mm / 8.3mm / 9.5mm

适用防坠器 SL-810S

缓冲器

可选配拉紧型下吊点

可选配

符合标准 EN353-1

技术参数

防坠器系统 TF-80 / TF-83 / TF10

SL-810S 型防坠器在防坠落系统的钢丝绳上能自动滑行，与钢

丝绳的接触面设计有滚轮，滑动平稳、低噪音，全自动滑动，

不需要手动配合。

钢丝绳固定夹

固定钢丝绳

避免钢丝绳左右摆动

缓冲器（选配）

能量吸收减震单元，能起到缓冲吸能

的作用，保护人员与结构不受损伤

SL-810S 型防坠器

上吊点

拉紧型下吊点（选配）

通过螺栓调节钢丝绳张紧力

由安全钢丝绳、上下吊点、钢丝绳固定

夹、防坠器等组成，便于安装，安全钢丝

绳固定在上下固定支架上，用一定的预紧

力使其张紧，为避免钢丝绳左右摆动，在

两个吊点之间增加了钢丝绳固定夹。

TF-80/83/10 型

钢丝绳式防坠落系统

钢丝绳直径 8.0mm / 8.3mm / 9.5mm

适用防坠器 SL-810S

缓冲器

可选配拉紧型下吊点

可选配

符合标准 EN 353-1

技术参数

防坠器系统 TF-80 / TF-83 / TF10

上吊点



爬梯休息平台

图三图一 图二

用于风机塔筒内，固定无基础的直爬梯。根据结构的拉拔载荷

特性确定相邻两对支撑的竖向间距。每个支撑间距内至少焊两

对支撑，将梯梁固定在塔筒内壁上。

爬梯固定支撑

升降机导轨直梯支架的固定

（如图一、图二）

Aluminum Ladder
铝合金爬梯

采用高强度专用铝合金材质，强度高、抗氧化性强、耐腐蚀，所有测试数据均超过

标准要求，安装简单、安全性高、一梯多用。

铝合金爬梯丨技术参数

60*25mm / 74*25mm

30*30mm

400 1000mm~

470/490/575mm常用尺寸

爬梯宽度

标准节长度

踏棍间距

踏棍            

竖梁            

执行标准

5880mm

280mm

RP5RP4

GB 17888-3 GB/T 17889 EN 131-1 ISO 14122-4执行标准

爬梯锚点

单踏棍锚点: WTL-A1双踏棍锚点: WTL-A2

生产工艺：涨芽、翻铆

质量稳定，抗压能力好、耐冲击，连接牢固可靠。涨芽技术的

应用，使踏棍与竖梁的连接紧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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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直梯的固定

（如图三）

EN131、ISO 14122-4、ANSI-ASC A14.3、AS 1657

OSHA 1910.27 、DIN 18799-1、GB 17889-2012

CE认证           

可根据用户需要更改尺寸!

RP-JF

爬梯中间设计了休息平台，作业人员可在休息平台上进行休息，

待恢复体力后可继续作业，以减少事故发生。

执行标准： GB 17888-3     GB/T 17889     EN131-1     ISO 14122-4



Aluminum Platform

铝合金平台

全身式安全带：SA-01001

执行标准：

用于风机塔筒内电缆的固定，电缆夹块由高品质的材料制成，线夹结构经过精心设

计。具有突出的抗静电阻燃性、低摩擦系数和自润滑性优良的耐应力开裂性、耐高

温蠕变性和耐低温(零下100度也可使用)。优良的拉伸强度，较高的冲击强度，且低

温下也不下降，同时具有卓越化学稳定性和疲劳性，无表面吸附力，电绝缘性优

良，无毒性等优良的综合性能。

铝合金平台应用于风机塔筒法兰下端，给维护法兰连接螺栓力矩的技术人员提供安

全的保障。铝平台具有强度高、重量轻、耐腐蚀、寿命长、安装方便的优点，适用

于对抗腐蚀性能要求高的海上风机及潮间带风机。

执行标准 EN50308

互锁式铝合金安全护栏 不锈钢安全护栏

Safety Guard Rail

安全护栏

Cable Clamp

电缆夹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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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E

设计科学，现场安装无需焊接，节省成本，且美观坚固

采用专用铝合金材质，具有日久抗腐蚀的特性

与升降机之间能实现关联互锁，安全性高

专用安全绳全身式安全带

单钩安全绳

限位绳

出舱安全绳

产品整体承重

整体静态负荷

整体动态冲击力

型号

100kg

SC-02001

≤6KN

22kN

产品整体承重

整体静态负荷

型号

100kg

SD-01001

15kN

产品整体承重

整体静态负荷

型号

100kg

SE-01001

15kN

符合标准 EN 355

符合标准 EN 358    EN 354

符合标准 EN 353-2    EN 358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6 号 SK 大厦 1005

北京市通州区西集开发区创益东二路 15 号

电话：+86 10 69597866

邮箱：info-china@3SLift.com

中际联合 ( 北京 )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翠源道 8 号

电话：+86 22 22140477

邮箱：info-china@3SLift.com

中际联合（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2840 Guilder Drive, Suite 100 

Plano, TX 75074, USA 

Tel: +1 312 6232662

E-mail: info@3SAmericas.com

3S Americas, Inc.

Erdmannstr. 10, 

22765 Hamburg, Germany

Tel: +49 40 32518887

E-mail: info@3SEurope.de

3S Europe GmbH

No. 2C Shyams Garden, Khadar

Nawaz Khan Road, Nungambakkam,

Chennai – 600006, India

Tel: +91 4466255559

E-mail: info-india@3SLift.com

3S Lift India Private Limited

专用安全绳与全身式安全带是一对组合防护设备，均为专业防

止坠落、保护高处作业人员安全的个人防护产品，两者需要配

合使用。

有效防止对腰部的意外伤害

增加腰垫的厚度

高效利用，节约成本

可更换式背板

GB 6095-2009

EN 361

EN 358

EN 813

双钩安全绳：SC-02001

专用安全绳

安全带与安全绳是一对组合防护设备，都是防止坠落、保护高

处作业人员安全的个人防护产品，两者需要配合使用。

减轻作业人员作业压力

轻量铝合金安全钩

提高绳索强度

更安全、更可靠

加粗绳索

GB 24543-2009

EN 354

EN 355

执行标准： 轻量铝合金安全钩

高强度涤纶缓冲包

加粗绳索

本品选用高强度尼龙66材质，具有抗老化、强度高、重量轻的

优势。其背部采用人体工程学U型设计，使承重平均分散到肩背

部，有效减少颈部摩擦，更加稳定舒适。能够配合各种高空安

全产品，帮助现场人员，从容完成工作。

双钩安全绳：SC-01001

执行标准

GB 24543-2009

EN 354

EN 355

单钩安全绳：SC-02001

限位绳：SD-01001

执行标准：EN 358、EN 354

出舱安全绳：SE-01001

执行标准

EN 353-2

EN 358

执行标准

EN 355



资质
欧洲颁发的CE证书

GB证书

专业第三方实验室出具的检测报告

技术
具有独立知识产权

已获得自主研发产品证书

优势
专业的叶片检修平台制造商

设备已安全运行时间约6.2万小时

经验
生产悬吊接近设备已近20年

国内外市场销量累计约950台

全方位叶片/塔架检修平台
Blade /Hybrid Tower Maintenance Platform

全方位检修平台是由栏体、提升机、安

全锁及支撑臂等主要部件组合而成，只

需由机舱内选择合适的吊点将钢丝绳通

过机舱和塔筒的间隙垂放下来，平台即

可依靠自身的提升机，沿塔筒的垂直方

向上、下运行，并能自由悬停在任意高

度进行工作。整个系统自成一体，无需

任何外力（如吊车等）辅助，运用灵活

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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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it-W3 型丨技术参数 CP4-500 型丨技术参数

5.4 KW

9/18 m/min

600 kg

800 kg

400V/690V 三相

外部:5200*3700 mm / 内部:3600*2200 mm

1200 2200 mm可调: ~

功率

运行速度

额定载重

自重

电压

平台尺寸

7.2 KW

9 m/min

600 kg

1300 kg

400V/690V 三相

7110*7110*2280 mm(可调)

功率

运行速度

额定载重

自重

电压

平台尺寸

1.5 KW

9/18 m/min

240 kg

200 kg

1500*700*1100 mm

400V/690V 三相

功率

运行速度

额定载重

自重

平台尺寸

电压

Sofit-11 型丨技术参数 Sofit-22 型丨技术参数

功率

运行速度

额定载重

自重

平台尺寸

电压

3 KW

9/18 m/min

280 kg

235 kg

2000*700*1100 mm

400V/690V 三相

工程服务范围
叶片定检、维修、贴保护膜服务

塔筒维护、清洗、装饰服务

风机定检维护、清洗服务



塔筒结构件
Internal Access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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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桥架

电缆吊网

LED照明灯

钢平台

电缆护套

包边密封条

铝合金平台

电缆护套

电缆穿隔密封装置

塔筒门

塔外步梯

包边密封条百叶窗

专业从事塔筒结构件的研发、生

产、销售，可以为客户提供钢平

台、铝平台、钢爬梯、铝爬梯、安

全护栏、安全锚点、电缆桥架、电

缆吊网、电缆护套、密封穿隔、电

缆夹具、LED灯具等产品。依托于

自身生产加工能力，准时交付能

力，品控能力，成本控制能力以及

资源配套整合能力，为客户提供一

站式定制解决方案。

加工设备

数控折弯机

数控转塔冲床

双机联动数控折弯机

数控车床

金属带锯床

激光切割机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

钢丝绳熔断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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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司生产线占地面积3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2,000平方

米。拥有塔筒结构件十多年的加工制造经验，拥有强大的技术

保障团队。同时，生产车间拥有全套的结构件加工设备，光纤

激光切割机、数控冲床、数控折弯机、数控剪板机、数控等离

子切割机、加工中心、注塑机、铆接机、自动焊接设备、氩弧

焊及二氧化碳保护焊机。

在产业配套上占有优势，拥有自己的精加工工厂、装配车间、

检测车间等。在配件及原材料的采购、各个工艺的生产操作及

过程检验、产品总装及入库检验等关于质量的各个管理环节都

有健全的控制程序，从而保证了产品质量管理，满足客户的交

付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