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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使用 SAN YUAN 鋼索電動吊車(捲揚機)，本使用手冊可以協助您正確

的操作及維護您所購買的產品，藉由正確的操作流程方式讓鋼索電動吊車(捲揚

機)在最佳的使用效率下，安全而經濟的運作。 

        在您開始使用本公司的產品之前，每一位操作者都應該對於手冊中所有的

說明內容及注意事項完全熟悉，以確保操作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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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性介紹  

● 專利證號【TW M547550】 

● 本公司研發技術投資人力及成本努力追求創新與突破。不斷的努力下，漸

漸獲得不少前衛技術，也斥資申請專利以求保護其權益。  

● 提供更平穩順暢的運轉，降低吊重物搖晃。 

● 捲桶具索溝加工，以利鋼索規律纏繞。 

● 高起動轉矩馬達，具低起動電流及耐升溫之優點。 

● 緊湊的結構可使吊勾上限為至達到最大有效利用空間。 

● 鋼索安全係數大於 5，特別適用於鑿井、吊車、起重機、營造。 

● 安全斷電煞車裝置 - 斷電時，煞車即時作動，確保安全無慮。 

● 制動轉矩值 1.5 倍以上。 

● 油浴式齒輪箱搭配研磨齒輪組，靜音壽命長。 

● 具限位開關可供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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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運車電氣箱 
軌夾裝置 

緩衝器 

橫行裝置 

橫行限位開關 

捲揚 
驅動設備 

橫行 
驅動設備 

橫行 
驅動設備 

實心軸驅動輪 

捲揚限位開關 

捲筒 

捲揚驅動設備 

單軌式 

 型式圖示 2 -1  專利證號【TW M547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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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軌式 

座式 升降用捲揚機 

 型式圖示 2 -2  專利證號【TW M547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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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原則  

● 操作時，使用者須確實明瞭所有法律相關規範並符合需求。  

● 針對本機與安全裝置之相關使用及操作，所有對象均必須接受充足訓練，

且持有證照。 

● 確保鋼索電動吊車(捲揚機)已被穩固地安裝妥當，且鋼索從索輪內捲入或

捲出。 

● 嚴禁鋼索電動吊車(捲揚機)使用於人員之垂直起降或移動的場合。 

● 鋼索電動吊車(捲揚機)僅限已獲使用許可之身體健康者操作。  

● 必須每天攜帶檢查表，並於運轉本機前檢查本機確實處於正常狀態。  

● 違反本操作手冊之使用方式，恐有使作業人員自身暴露於危險之中，而導

致重傷之虞。  

● 本使用說明書必須常備於鋼索電動吊車(捲揚機)上。  

● 僅限使用本公司提供或指定之備用零件。 

● 嚴禁使用不符規範之配件。 

● 嚴禁使用不符規範之鋼索結構，破裂強度或有任何瑕疵之鋼索。  

● 鋼索電動吊車(捲揚機)做負載操作之前，務必先進行無負載吊上及降下操

作數回。 

● 確認鋼索電動吊車(捲揚機)已做完善之接地處理，以避免因漏電而可能產

生之電擊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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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使用注意事項 

1. 安全使用操作細節 

(1) 使用時應遵守於額定荷重之內正常使用，不可過負荷超載，以確保鋼索電動吊

車(捲揚機)之性能與壽命。 

(2) 使用前必須作日常檢查。 

(3) 揚程不足之鋼索電動吊車(捲揚機)，不得使用。 

(4) 鋼索電動吊車(捲揚機)不得自行變更修改改造鋼索電動吊車(捲揚機)內部電氣、

機械及結構，如有必要須經由製造廠修改。 

(5) 鋼索電動吊車(捲揚機)須按裝在強度足夠之結構上。 

(6) 鋼索電動吊車(捲揚機)應指定一專人操作，非指定之操作人員應禁止其操作，以

避免造成意外之傷害。 

(7) 鋼索電動吊車(捲揚機)之安全裝置，如極限開關及各種制動裝置等，應隨時檢

查，並嚴禁拆除之。 

(8) 操作人員於吊運荷重物時，不得離開其工作崗位。 

(9) 禁止斜吊。鋼索電動吊車(捲揚機)之正常使用，應為上下垂直升吊。斜吊時易

發生鍊條之摩擦、切斷及物體之擺動碰撞造成人命之危害及物體損壞。 

(10) 勿以橫行移動鋼索電動吊車(捲揚機)方式解開吊物。 

(11) 勿使用不合格的載重鏈或鋼索。 

(12) 吊重時，負荷必須平均且接近中心以確定負重之平衡。切勿吊重物不平衡的狀

態下執行吊升。 

(13) 使用後應將空鉤移至不影響通行並無危險疑慮之處。 

(14) 請勿快速而間歇性的操作按鈕，盡量避免過度之寸動操作。 

(15) 定期檢視確定鋼索的好壞，若鏈條己有損壞，切勿操作鋼索電動吊車(捲揚機)執

行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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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前應注意事項 

(1) 檢查軌道之狀況是否良好。 

(2) 檢查鏈條是否有局部磨損現象。 

(3) 極限開關及煞車裝置機能是否良好。 

(4) 應確定任何人員在吊車上。 

(5) 對於不安定物品之吊升，於作業前應做詳細檢討，以策安全。 

3. 應做定期檢查及不定期抽驗，尤其於颱風、地震後，應檢查是否有異常發生。 

4. 鋼索電動吊車定期日常檢查 

包含機架構造，特別是熔接部分部分之龜裂、變形與螺栓螺帽之鬆弛與否，及鋼索

捲桶、索輪吊鉤及軸承之檢查。 

5. 起重機定期月例檢查 

(1) 鋼索、吊鉤、安全裝置、配線、集電裝置、配電盤開關、控制器…等之檢查。  

(2) 齒輪箱內齒輪狀態檢查。 

(3) 鞍座部分鐵板與螺絲之檢查。 

(4) 軸承之磨耗情形。 

(5) 制動輪與煞車板之磨耗情形。 

(6) 鍊條之直徑測定。 

(7) 絕緣阻抗之測定。 

(8) 吊鉤開度之測定。 

6. 起重機定期年度檢查 

(1) 軌道及走行鋼軌之測定檢查。 

(2) 吊鉤止推軸承檢查。 

(3) 塗裝及生銹檢查。 

(4) 安全標誌檢查。 

    7. 鋼索電動吊車性能檢查  

一次將日常檢查、月例檢查及年次檢查之成果，做成紀錄表，以便確定修理及更換零

件。 (附件-頁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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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機械檢查及方式 

1. 機械部分零件之機能，包括預備品之計畫準備，務期達到最高之工作效率。 

2. 周圍檢查:包括灰塵之清掃、螺栓之檢查、給油之狀況、迴轉部分之音響、及軸

承之發熱情形、以確認正常之機能。 

3. 縱行、橫行車輪檢查:包括鋼軌之高低、車輪直徑之磨耗及車輪凸緣之磨耗程

度，其容許磨耗程度如下： 

車輪之徑磨耗       原尺寸之  5%    以下 

凸緣之磨耗           原尺寸之  50%  以下 

左右車輪直徑差    (主動輪)  0.2% 以下 

                             (從動輪)  0.5% 以下 

4. 齒輪箱內油脂(機油)之更換。 

5. 軸承軸受之檢查適切之潤滑給油。 

6. 齒輪箱齒輪之檢查 : 齒之磨耗程度為原尺寸 30%~40%時，應予以更換新品，並

注意其影響，鍵之鬆動，固定銷等之位置。 

 

 

 

 

 

 

 

 

 

 

 

7. 制動裝置之檢查:包括  

(1) 制動輪之檢查。  

(2) 煞車板之檢查與更換。 

(3) 間隙之調整。 

Teeth tip  
Circle 

Thickness 

Amount  
of Wear 

Gap 
Pitch Circle 

Base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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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索直徑測量方法 【圖 2】 

鋼索之檢查【圖１】 

8. 鋼索之檢查 

(1) 索輪是否破裂現象。 

(2) 高溫作業之檢查。  

(3) 鋼索直徑之檢，若發生如下情況，請務必更換鋼索。（圖１所示） 

    3-1 其直徑減少公稱徑之 7% 以上時應予更換。 

    3-2 發生鋼索鬆脫、鋼絲截斷、變形、糾結彎曲、高低起伏等情形時。 

    3-3 若因生鏽腐蝕而使鋼索絲表面產斑蝕時。 

        (4) 鋼索直徑測量方法 ( 圖-2 所示)  

於鋼索上己施加載重之狀態下，於對角 2 處測量外接圓直徑，計量平均值，並

針對繩索長度方向測量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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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電器部分檢查事項 

1. 使用後應將電源總開關關閉，下次使用再將開關開啟。 

2. 將電源送入時，檢查個開關是否正常 ? 

3. 停止使用時應將各主幹控制歸零。 

4. 檢查開關接點之磨耗及機械部分之磨耗，其磨耗為原尺寸之 15% 以下。 

5. 檢查電源開關內部之狀況及損傷情形。 

6. 檢查電網銅線及橫行電纜是否鬆動或斷裂，如有鬆動時應將兩側之螺絲調整引張

之。 

7. 檢查全迴路之絕緣抵抗值。 

220V 級 0.2MΩ ； 400V 級 0.4MΩ 

8. 檢查走行軌道之接地狀況是否良好。 

9. 極限開關是否確實其捲上餘隙應為 50mm 以上。 

10. 電磁煞車或油壓推力刹車之檢查，當電源切斷時，刹車滑動距離應為一分鐘捲上

距離之  2%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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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鋼索電動吊車(捲揚機)刹車機構 

捲揚剎車設計分為交流與直流二種，均為可自動調整型式，當煞車間隙磨耗超過

預設值，可當剎車來令厚度減少，會造成剎車反應變慢而產生下滑現象，並增加

煞車線圈電流；此時若設有自動調整剎車間隙機構，可防止剎車線圈燒毀。 

1. 當刹車來令磨耗超過預設間隙後，彈簧拉桿觸及棘輪彈簧可驅動之處。 

2. 刹車線圈通電後，螺帽拉桿鎖緊棘輪螺帽自動調整間隙，將原來過大的間隙

縮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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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電動鋼索吊車定期 日常檢查紀錄表 

公司名稱 (使用單位)： 

型式： 主機編號： 

購置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日期： 

記錄方法 ○...良         × ...不良 
檢查人員： 

檢查項目 項次 檢查標準 檢查結果 

極限開關 1 動作是否正確   

吊        鉤 

2 開口寬增大變形   

3 下吊鉤安全舌片是否固定完好  

4 是否有扭曲變形現象   

5 動作是否旋轉平滑順暢   

6 是否有裂痕或缺陷   

鋼       索 

7  索輪是否破裂現象   

8 鋼索是否鬆脫、鋼絲截斷、變形、糾結彎曲、高低起伏   

9 有顯著的腐蝕現象   

10 下吊鉤之鋼索是否滑出槽輪   

11 是否平均穩當的捲在鋼索捲筒上   

煞  車  器 12 煞車有無下滑現象及異聲   

13 操作是否均按其標示、動作正確  
押扣開關  

14 電線之鋼絲索是否鬆動、破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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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鋼索吊車定期 每月檢查紀錄表 2-1 

檢查項目 項次 檢查標準 檢查結果 

軌道 / 滑車 

1 鞍座滑車鐵板及螺絲其固定是否鬆動、變形  

2 滑行輪子及法蘭是否磨損  

3 滑車之刹車是否完好  

4 滑車之電源線是否完好  

極限開關 5 動作是否正確   

吊        鉤 

6 檢視吊鉤之安全舌片是否完好   

7 是否有扭曲變形現象   

8 動作是否旋轉平滑順暢   

9 是否有裂痕或缺陷   

10 檢視軸承運轉順暢否  

11 檢視下吊組中之輪溝及心軸是否磨損  

12 檢視下吊組中之螺絲是否固定完好或變形  

鋼       索 

13  鋼索直徑之檢查，直徑減小，小於 7% 鋼索直徑   

14  索輪是否破裂現象   

15 鋼索是否鬆脫、鋼絲截斷、變形、糾結彎曲、高低起伏   

16 有顯著的腐蝕現象   

17 下吊鉤之鋼索是否滑出槽輪   

18 是否平均穩當的捲在鋼索捲筒上   

19 鋼索是否太乾了  

螺        絲 20 各部是否鬆動   

公司名稱 (使用單位)： 

型式： 主機編號： 

購置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日期： 

記錄方法 ○...良         × ...不良 
檢查人員： 

附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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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鋼索吊車定期 每月檢查紀錄表 2-2 

檢查項目 項次 檢查標準 檢查結果 

機架構造  

21 熔接部分部分是否龜裂   

22 螺栓螺帽是否鬆弛、變形  

23 是否有異音、異味及不正常之震動  

24 煞車有無下滑現象及異聲   

煞  車  器   

26 煞車間隙是否正常  

齒輪箱/齒輪 

27 齒輪是否需加潤滑油  

28 是否傳動情形  

押扣開關 29 電線之鋼絲索是否鬆動、破皮  

電氣部份  

30 配線被覆、絕緣有無良好   

31 集電裝置接觸有無良好，螺絲有無充份旋緊   

32 電磁接觸器接觸緊固，動作有無確實  

附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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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鋼索吊車  每年檢查紀錄表  2-1  

檢查項目 項次 檢查標準 檢查結果 

軌道 / 滑車   

1 鞍座滑車鐵板及螺絲其固定是否鬆動、變形  

2 車輪是否有接觸軌道面、凸緣之磨損  

3 動作是否正常聲音與振動是否有異狀  

4 變形、磨耗、裂痕等  

槽        輪   5 鋼索防脫裝置之脫落、變形  

6 鍵板、鎖緊銷、止動螺栓等脫落、鬆動  

吊        鉤 

7 是否有扭曲變形現象   

8 動作是否旋轉平滑順暢   

9 是否有裂痕或缺陷   

10 檢視軸承運轉順暢否  

11 檢視下吊組中之輪溝及心軸是否磨損  

12 檢視下吊組中之螺絲是否固定完好或變形  

鋼       索 

13  鋼索直徑之檢查，直徑減小，小於 7% 鋼索直徑   

14  索輪是否破裂現象   

15 鋼索是否鬆脫、鋼絲截斷、變形、糾結彎曲、高低起伏   

16 有顯著的腐蝕現象   

17 下吊鉤之鋼索是否滑出槽輪   

18 是否平均穩當的捲在鋼索捲筒上   

19 鋼索是否太乾了  

軸        承 20 各部是否有裂痕或損傷   

公司名稱 (使用單位)： 

型式： 主機編號： 

購置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日期： 

記錄方法 ○...良         × ...不良 
檢查人員： 

附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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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鋼索吊車定期 每年檢查紀錄表 2-2 

檢查項目 項次 檢查標準 檢查結果 

捲       筒  

21  變形、磨耗、龜裂   

22  鋼索安裝部是否適當  

23  安裝螺栓、螺帽鬆弛、脫落  

極限開關    
24 操作動作是否正確  

25 上下碰觸動作是否正確  

26 煞車有無下滑現象及異聲   
煞  車  器    

27 煞車片磨耗  

齒輪箱/齒輪 

28 齒輪是否需加潤滑油  

29 有異音、振動、發熱、裂痕   

30 齒輪斷齒、裂痕等   

31 安裝螺栓、螺帽鬆弛、脫落等   

荷重試驗 32 符合額定重量，吊貨物上下 10-20 公分，反覆數次  

電氣部份   

33 配線被覆、絕緣有無良好   

34 集電裝置接觸有無良好，螺絲有無充份旋緊   

35 電磁接觸器接觸緊固，動作有無確實  

表       示 36 定額荷重要表明與確認  

附件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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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對策  

項次 事故 原因 處理 

1 不動作 

1.  電源之保險絲熔斷。 1.  保險絲換新。 

2.  無熔絲開關跳脫。 2.  將無熔絲開關打開。 

3.  電磁開關線圈燒毀。 3.  換新。 

4.  電源電壓不正確。 4.  電源電壓、配線或電器容量不足及 

      啟動時電壓降檢討。 

5.  按鈕接點接觸不良。 5.  接點更新。 

6.  電磁開關接線斷。 6.  接線更換。 

7.  R、S、T 相位不對。 7.  電源其中 2 條對調。 

8.  逆向探測器燒毀。 8.  更新逆向探測器。 

2 
捲下動、捲上不動 

或相反之 

1.  按鈕線段線。 1.  預備線接入。 

2.  按鈕接頭接觸不良。 2.  接點換新。 

3.  電磁開關接線斷。 3.  接線更換。 

4.  螺絲鬆脫。 4.  推動限制開關。 

3 與按鈕指示方向相反 電源接線錯誤。 電路對換。 

4 電磁煞車不動作 

1.  電路之電壓變動大。 1.  電路檢討。 

2.  電磁煞車間隙過大。 2.  調整間隙。 

3.  電磁煞車線圈燒毀。 3.  換線圈。 

4.  螺絲鬆脫。 4.  鎖緊螺絲。 

5 電磁煞車聲音大 電磁煞車間隙過大。 調整間隙。 

6 按鈕未押入而有動作 
1.  電磁開關或按鈕接點熔接。 1.  更換。 

2.  按鈕開關破損。 2.  更換。 

7 吊重吊不起來 

1.  馬達溫度過高。 1.  檢查煞車是否作動。 

2.  電流電壓過高或過低。 2.  電力檢查。 

3.  無油或油量不足。 3.  油量檢查。 

4.  電磁煞車不做動。 4.  檢查煞車是否作動。 

5.  超負荷運轉。 5.  荷重調整。 

8 齒輪聲音大 
1.  齒輪、軸承磨損。 1.  磨損部分更新。 

2.  無油量不足或機油劣化。 2.  添加或更換機油。 

9 吊鉤磨損大 吊具使用方式不當。 使用方式檢討。 

10 鋼索亂捲 
1.  橫斜吊。 1.  使用方式檢討。 

2.  吊鈎著地鋼索鬆弛。 2.  使用方式檢討。 

11 機械部分溫度高 電磁煞車不做動。 檢查電磁煞車。 

12 
齒輪、軸承、銅套 

磨損快。 

1.  無油或油量不足。 1.  加油 

2.  超負荷運轉。 2.  荷重調整。 

13 捲下停止時間長 
1.  煞車來令磨耗至極限。 1.  更換來令片。 

2.  電磁煞車間隙過大。 2.  間隙調整。 

14 限位開關無作用 
1.  接線錯誤。 1.  調整線路。 

2.  限制開關接觸不良。 2.  接點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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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操作確認圖表  

• 禁止乘坐荷物 • 禁止吊鈎不當之使用 

• 禁止在荷物下行走 • 禁止縱拉橫吊 

• 禁止超載 • 禁止荷物停放於空中 

• 捲上時， 
  先吊直鋼索後再使用 

• 禁止不平衡之捲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