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CTING PEOPLE, PROPERTY, AND PROCESSES.

机器
防护

MAXIMUM SAFETY

目录
03

机器防护

04

我们的服务

06

更好的安全防护

08

优化您的机器防护

10

系统种类和规格

12

SMART FIX

14

STRONG FIX

16

RAPID FIX

18

安全门与门锁

20

安全锁

22

附件

24

颜色

26

2D / 3D 图纸

27

TROAX 全球业务布局

机器
防护
  60 多年来，我们一

Troax 是一家全球性的钢制网格面板开发商和制造商，其产品用于机器防护、仓储分
隔和财产保护。本手册介绍了我们针对机器防护细分市场的解决方案。我们的业务
理念是开发创新的钢制网格面板解决方案，以保护人员、财产和流程的安全。我们的
网格面板轻巧而坚固，可以组合成独具特色的解决方案，并且经过专门设计，能够耐
受最严苛的测试和环境。欢迎访问 www.troax.com，详细了解我们的系统。

直致力于为机器防护、
仓库分隔和财产保
护开发创新的钢制
网格面板解决方案。
如今，我们已经成
长为市场的佼佼者，
产品遍布全球保护人员、
财产和流程的安全。

我们的
服务

TROAX 身处安全行业。
我们的钢制网格面板
系统是市场上最安全、
最灵活的解决方案。

无论您有怎样的安全需求，我们都能为您打造完美的解
决方案。我们的系统面向三个细分市场：机器防护、仓库
分隔和财产保护。

安全绝非偶然
Troax 测试中心是我们企业的核心。我们的产品在这里接
受严格的测试以保持高标准。我们每天都会对我们的面
板、连接件和立柱进行冲击测试。尽管这项工作费时费力，
但它是值得的，因为您的安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现场调研

规划和设计
为了满足您的特定需求，我们的系统经过调整和设计，一
切都精心规划、细致入微。我们的系统具有多个安全级别
和各种门/锁设计，适用于所有应用领域。

组装是我们的服务之一
Troax 为所有系统的组装和安装提供帮助。如果您选择自
行组装产品，每批 Troax 产品都会附带清晰明确的用户说
明和组装指南，让您可以在现场轻松地组装我们的系统。

如果您仍有疑虑…
– – 每套系统都独一无二，专为满足客户的具体要求而生。
– – 我们的网格面板非常耐用，可以经受最严苛的应
用环境。
– – Troax 使用环保的自动化生产流程，提供具备出
色质量和功能的产品。
– – 我们的系统功能丰富，易于相互组合，让投资物
有所值。
– – 我们是全球首家测试方法通过 TÜV 认证的网格
面板解决方案公司。

本地业务布局
产能高
交货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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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器 防 护 TROA X

我们会有一名技术销售人员亲自接受您的问询，并在需要
时对您的场地进行详细的现场调研。我们使用 Configura
绘图工具设计每个解决方案，您在订购任何材料之前都可
以通过这款工具查看方案的 2D 和 3D 图纸。我们熟练的
组装团队会负责安装您的系统，而您在 Troax 的联系人会
持续跟进您的项目。

助您改进安
全防护的合
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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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器 防 护 TROA X

除了经过授权的人员，没有人能够接近公司的机器，
保证您现代化的工业流程安全。用于机器防护的 Troax
网格面板可以按照机械指令，提供最大程度的个人和机
器安全性。
在世界许多地区的制造行业，Troax 都是机器防护和机器
安全领域的知名品牌。其中的关键在于智能化的零件，
它们可以与经过充分测试的系统中的各种新旧模块结合。

久经考验的实力
我们循序渐进地开发网格面板，它们是我们系统的基础。
我们在自己的测试中心对理论计算进行验证。网格面板
测试中使用的能量高达 2500 焦耳，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
量级。假使发生事故，您需要知道这些网格面板足够坚固，
可以保证人员和机器的安全。每一个焊点都能够承受重击，
这正是我们产品的与众不同之处。
ISO 12100
ISO 14120
ISO 14119
ISO 10218-2
ISO 13857
ISO 14121-1

符合机械指令
Troax 机器防护和机器安全产品符合欧盟机械指令
2006/42/EC 中规定的所有要求，您在使用新的网格面板、
门和锁来补充或扩展机器防护系统时所安装的设备在目
前和未来都应当满足这些要求。

我们测试产品时
所使用的方法经
过了 TÜV 认证

优化机
器防护

ALL-HYTEC

1 STRONG FIX
我们最坚固的机器防护装置，可承受 2500 焦
耳的冲击。

2 滑轮滑动门

3 加高防护装置

大型安全门解决方案 – 最大约 6 米，采用
Troax ST30 网格面板。

4 镀锌防护装置

利用延长支架，可以使用标准防护面板和立
柱轻松地搭建加高防护装置。

对于户外和潮湿环境，我们建议使用镀锌防
护面板和立柱。

5 安全锁
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安全门，并且可配备您选
择的安全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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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全钢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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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器 防 护 TROA X

我们的 URSP 全钢护板与 Safe Fix 系统组合，
可搭建适合焊接应用的全封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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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 折叠门
折叠门打开后可以折叠在一起，节省侧边空间，
同时留出自由开放的空间。

TROAX 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保护您的人员和生产流程。
我们的机器防护产品将使您
的生产更安全、更高效。

机器防护的安全性有多个维度。我们提供世界一流的产品，
例如：坚固的网格面板、快开式 Rapid Fix 系统和安全锁解
决方案，可适配多种安全开关，专为安全顺畅的机器防护
而设计。
聚碳酸酯护板提供出色的能见度，全钢护板则可用于搭建
全封闭室。钢丝网格面板可以为您提供良好的通风和极其
坚固的防护解决方案。选择 Smart Fix 或 Rapid Fix 系统，
可享受我们 60×40 mm 立柱带来的便捷出入。
对于重型工业环境或是防护装置有可能受到冲击的场合，
建议使用更坚固的 80×80 立柱搭配 Strong Fix。
Troax 会打造一套贴合您需求的解决方案。

8 RAPID FIX
可以快速方便地接近机器。可使用六角扳手从
围栏内侧打开防护面板。

9 滑动门
单开或双开滑动门，配有坚固 的铝导轨。

10 聚碳酸酯护板

11 自动滑动门

12 夹层防护装置

提供良好的视野，可阻挡液体和微粒。

经 CE‑认证的自动滑动门，配备 Troax 立柱、
PC 护板和 Besam/ASSA ABLOY Entrance
Systems 制造的电机。

夹层楼面区域的防坠落保护。

Troax 机器防护系统可以组合和调整，
以满足您的特定需求。防护面板和
立柱的标准高度经过专门设计，符合
ISO 13857 规定安全距离要求的数值。

系统尺寸
这套围栏系统的标准高度为 1400 mm
到 4250 mm。护板提供八种宽度，
从 200 mm 到 1500 mm，离地间隙
150 mm，便于清洁。护板和立柱均可自
由定制，以得到所需尺寸。所有系统的
固定件、防护面板和立柱均常备库存，
可以立即发货。

网格防护装置
Troax 的 ST20 和 ST30 网格面板设计
符合 ISO 标准，与危险物保持 120 mm
安全距离。网格面板外侧的竖向金属
丝使其难以攀爬。

SMART FIX

是我们久经验证的防护系统，具有多种
独特的特性。固定件紧固在立柱上，可以
轻松地上下移动，以适应不平整的地面。
采用 60×40 立柱和 ST20 网格面板时，
该系统经测试可承受 1600 焦耳的冲击。

STRONG FIX

采用 80×80 立柱和坚固的支架，是严苛环
境或高冲击风险下的最佳选择。该系统配
合 ST30 护板使用，经测试可承受 2500 焦
耳的冲击。

高能见度
灰色 RAL 7037 可提供整个危险区域的
最佳能见度。但是，我们的网格面板可
以提供任何颜色。

2200 mm

1400 mm

2650 mm

4250 mm

可以快速方便地进入危险区域。使用六
角扳手从内侧拆卸固定件，若再次放回
凹槽，锁定机构会将护板卡回原位。

机 器 防 护 TROA X

机 器 防 护 TROA X

150 mm

RAPID 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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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 FIX

SAFE FIX

BASE FIX

钢制网格面板

聚碳酸酯防护面板

金属护板

3 mm 钢丝经典外观，网孔尺寸为
20×100 mm，安装在 19×19 mm ST20
框架或 30×20 mm ST30 框架上。标准
尺寸有 200、300、500、700、800、1000
、1200、1500 mm，高度为 2050 mm。

3 mm PC 板，透明或彩色，用于焊接时保护，
通过螺栓固定在 30×20 的护板框架上，
经测试可承受 1600 焦耳的冲击。标准
尺寸有 200、300、500、700、800、1000
、1200、1500 mm，高度为 2050 mm。

0.7 mm 全钢板焊接在 19×19 mm 框架
上，形成全封闭室。标准尺寸有 200、300
、700、800、1000、1200 mm，高度为
2200 mm。

将 Smart Fix 上部支架与 Rapid Fix 下部
支架相结合，使系统安装便捷和快捷地重
新组装。

345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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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我们的
系统组合
成独具特
色的解决
方案

智能固定件让系统更加完善。我们的固定件产品系列可以配合适
合您应用的护板和立柱，最大限度地保证人员和机器的安全。

应用构建全封闭式机器防护，Safe Fix 支
架将板连接在每根立柱前方，消除了护板
和立柱之间的间隙。

它最适合低高度分隔，Base Fix 基座可用
于代替立柱。

SMART FIX

坚固耐用
久经验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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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坚固而灵活的 Smart Fix 系统容易组装，可与网格、
全钢或聚碳酸酯等任何机器护板组合使用。支架可以轻
松地安装到 60×40 mm 立柱上，用螺栓从后面紧固在立
柱上，并且可以轻松地上下移动，以适应不平整的地面。
即使在拆卸系统时，螺栓也会固定住护板，满足机器防
护的各项要求和标准。
Smart Fix 系统可以很方便地配合 Rapid Fix 和 Strong
Fix 等其他系统使用，以构建独特而合适的解决方案。
有种类丰富的安全门、门锁和附件供您选择，定制满足
您需求的系统。Smart Fix 系统可耐热，与最常搭配销售
的 ST20 网格面板配合使用时，经测试可承受 1600 焦
耳的冲击。

机 器 防 护 TROA X

机 器 防 护 TROA X

SMART FIX 是我们最畅销的安全防护系统。
这套多功能机器防护装置非常耐用，
适合大多数应用场合。

ST20 网格面板

ST20 网格面板外观经典，网孔规格为
20×100 mm，安装在 19×19 mm 框架上。提
供两种标准高度：1250 和 2050 mm，多达
8 种宽度。

60×40 立柱

坚固的立柱，带有四个孔，可以灵活地
固定在地面上。标准高度有 1400、2200
、2650、3000 mm，可加延长管。

结合功能接合套件使用
可解决漏电问题

SMART FIX 支架

由螺栓从支架背面固定到位。将螺栓移至
侧面位置即可构建拐角。

STRONG FIX
坚固
耐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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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器 防 护 TROA X

机 器 防 护 TROA X

STRONG FIX 是我们最坚固的机器防护系统。
它经过专门开发和测试，可耐受最严苛的环境。

ALL-HYTEC

对于重型工业环境或存在冲击风险的场合，Strong Fix
系统是理想的解决方案。采用重型 80×80 mm 立柱配
合坚固的支架和 ST30 网格面板时，系统经测试可承受
2500 焦耳的冲击。

ST30 网格面板

ST30 网格面板外观经典，网孔规格为
20×100 mm，安装在 30×20 mm 框架上。
提供两种标准高度：1250 和 2050 mm，
多达 8 种宽度。

支架可以轻松地安装在立柱上，用螺栓从背面紧固。
支架可以在立柱上自由移动，以适应不平整的地面，
也可以使用调整螺栓。
Strong Fix 系统可安装双层 ST30 网格面板，
形成超强机器防护装置，可承受 4350 焦耳的冲击！
具体取决于安装位置的地面质量。

极其坚固的机
器防护装置

80×80 立柱

我们最坚固的立柱。四个孔用于固定在
地面上，其余的孔用于对准调整螺栓。
标准高度有 1400、2200、3000 mm，
可加延长管。

STRONG FIX 支架

预镀锌钢制支架，可以轻松地在立柱上上
下移动。

RAPID FIX
快捷
出入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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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 Fix 的开发是为了满足客户对快捷灵活的出入解
决方案的需求，例如开展维护工作时，下部支架上有一
个凹槽用于挂接护板，上部支架上有一个独特的锁定
机构，用于将护板卡入正确的位置。
从内侧使用六角扳手松开护板，即可轻松拆卸系统。
Rapid Fix 系统符合欧盟机械指令的要求，即使在拆卸
系统时，所有部件仍然固定在防护装置中。Rapid Fix 可
与其他 Troax 系统组合使用，如 Smart Fix 和 Strong Fix。

机 器 防 护 TROA X

机 器 防 护 TROA X

RAPID FIX 是一款设计巧妙的机器安全系统，
可供人员快捷方便地出入危险区。

60×40 立柱

标准立柱高度有 1400、2200、2650
、3000 mm，可加延长管。

可与 SMART FIX
系统组合使用

RAPID FIX 下部支架

将护板轻松滑入下部固定位置。

RAPID FIX 上部支架

利用内置弹簧锁‑轻松固定护板。

安全可
靠的门
锁防护

TROAX 提供多种类型的安全门，以满足您的
机器防护需求。我们的安全门解决方案包括铰
链门、滑动门、伸缩门和线性门，这些均可作为
我们模块化系统的一部分。
我们的安全门产品系列标准宽度为 700 mm 到 6000 mm，
高度最大可达 4100 mm。安全门的结构基于护板、立柱
和固定件，利用我们的金属网、金属板和聚碳酸酯板构建
而成。铰链门可以与您首选的门锁解决方案完全组装后
发货，以便现场快速安装。大型安全门可以为现场安装做
好准备。门锁可根据您的安保级别进行调整。我们提供
多种选项，如磁力锁、欧式圆筒锁以及我们自有的安全锁，
可适配各式安全开关。

单开铰链门

双开铰链门

折叠门

500–1500 mm

1,000–3000 mm

2100–4500 mm

门锁选项
磁性锁、欧式圆筒锁、安全锁、
MGB 或 AZM200。

门锁选项
磁性锁、欧式圆筒锁、安全锁、
MGB 或 AZM200。

门锁选项
安全锁、MGB 或 AZM200。

单开滑动门（单轨）

双开滑动门（双轨）

双开滑动门（单轨）

700–1500 mm

700–1500 mm

1400–3000 mm

门锁选项
磁性锁、欧式圆筒锁、安全锁、
MGB 或 AZM200。

门锁选项
磁性锁、欧式圆筒锁、安全锁、
MGB 或 AZM200。

门锁选项
磁性锁、欧式圆筒锁、安全锁、
MGB 或 AZM200。

托运门 (2)

托运门 (3)

线性滑动门

1000–3000 mm

1500–4500 mm

1800–4000 mm

门锁选项
磁性锁、欧式圆筒锁、安全锁、
MGB 或 AZM200。

门锁选项
欧式圆筒锁、安全锁、
MGB 或 AZM200。

门锁选项
欧式圆筒锁、安全锁、
MGB 或 AZM200。

伸缩门（单开/ 双开）

伸缩铰链门

滑轮滑动门

800–1500 mm / 1600–3000 mm

1800–2700 mm

1100–6000 mm

门锁选项
欧式圆筒锁、安全锁、
MGB 或 AZM200。

门锁选项
欧式圆筒锁、安全锁、
MGB 或 AZM200。

门锁选项
欧式圆筒锁、安全锁、
MGB 或 AZM200。

所有安全门均可加装安装底板，以便安装电气安全开关。
每款安全门解决方案和门锁组合都附带全面的组装说明，
若需组装视频可以与当地销售人员联系。所有安全门解
决方案的零件均常备库存，可以快速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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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式圆筒锁（带把手）

磁性锁（带把手）

安全锁可适配多种开关

欢迎访问 www.troax.com，详细了解我们的安全门和门锁

机 器 防 护 TROA X

机 器 防 护 TROA X

欧式圆筒安全脱险锁，并集成安全开关

19

我们会从保护人员、财产和流程安全的角度来考
虑安全，我们的安全锁正是在此基础上设计的。
安全锁将保护您的员工安全并保持生产正常运行，
虽然外观简单朴素，却更加有利于随时保护人员安全。

深入了解
我们的
安全锁

您选择何种安全锁，取决于具体机器防护过程
需要的性能级别，以及您首选的开关供应商。
Troax 提供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可以适配大多
数开关，您可以选择附带或不附带开关的安全锁。

性能级别 d GL
适合低、中到高风险应用。安全开关会锁
定执行机构，直到机器处于安全状态、
安全门可以打开为止。

性能级别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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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选项

开关选项
Guardmaster Trojan 5,
Telemecanique XCS‑A702,
Schmersal AZ16‑12 ZVRK,
Euchner NZ1VZ‑2131D

Guardmaster TLS1‑GD2*, TLS2‑GD2*,
TLS3‑GD2*, SICK i200*, Telemecanique
XCS‑E7412 +7312* +7512*, Euchner TZ1,
Schmersal AZM 161*, Siemens 3SE5312
*必须加装逃生释放按钮

性能级别 e GL
性能级别 e
适合中、高到极高风险应用，
安全门打开时机器会立即关停。

开关选项
Guardmaster Sensaguard
440N‑Z21SS2HN,
ABB/Jokab Eden, PilzPSEN cs 3.1,
Euchner CES‑AP‑CL/CR2,
Schmersal RSS260

适合中、高到极高风险应用。
安全开关会锁定执行机构，
直到机器处于安全状态、
安全门可以打开为止。

开关选项
Guardmaster TLS‑Z GD2,
Euchner CTP

机 器 防 护 TROA X

适合低、中到高风险应用，
安全门打开时机器会立即关停。

智能附件
锦上添花

踢脚板

扣板

电缆桥架固定

踢脚板可用于填补护板和地面之间的间隙。

扣板可接合两块护板，可代替立柱使用。

适用于 Troax 60×40 立柱固定电缆桥架。

自动滑动门

卷帘门

不锈钢

我们提供自动滑动门解决方案，可配合
80×80 立柱和 PC 护板使用。Besam 电机
由 ASSA ABLOY Entrance Systems 提供。

我们提供 ASSA ABLOY Entrance Systems
生产的 Albany 优质机器防护卷帘门。

我们提供 NTF Aalborg 生产的卫生级不
锈钢机器防护系统，可选择 AISI 304 和
AISI 316 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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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固定器

PC 固定器可将聚碳酸酯填充板固定在网
格面板上，以阻挡液体和小零件。

延长支架

接地

延长支架可用于搭建加高护栏，延长
2200 mm 和 3000 mm 标准立柱。

功能接合套件在护板和立柱之间形成电气
连接，可解决漏电问题。

1

我们的优势
在于细节掌控
TROAX 的自动化生产流程可确保所生产的每块
护板均具有卓越品质。稳固的网格面板采用整
齐的编织结构，使其非常坚固，可以耐受冲击。

裁切套件

3

1 纵向裁切型材
纵向裁切型材是一种灵活的解决方案，
用于现场调整网格面板宽度，
同时保持强度与焊接网格面板框架相当。
2 横向裁切型材
横向裁切型材是一种灵活的解决方案，
用于现场调整网格面板高度，
同时保持强度与焊接网格面板框架相当。
3 包边嵌条
2

包边嵌条是一种灵活的解决方案，
用于在裁切网格后覆盖锋利的边缘。

独特的异型管材

高强度焊接方式

我们网格面板上的横向管材均为专门设计的独特异型管材，
可使焊缝更加坚固，网格更加平坦。

所有横向金属丝均焊接到护板框架中，将金属丝和框架连接在
一起，形成牢固的网格面板。

展现
您的真
实色彩

您最喜欢什么颜色？浅蓝、淡黄还是墨绿？
虽然灰色是首选色，但我们的网格面板和系统
可提供任何您喜欢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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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L 9005

标准色
RAL 1018

RAL 7037

越来越多的 Troax 客户为他们的网格面板和系统选择非
标准色，将生产和仓储区域的安全护栏刷成特定颜色，
可以作为公司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Troax 可自行使用
任何 RAL 颜色涂刷所有产品，无论是鲜艳的警戒色还
是柔和的颜色组合。
请记住，配备机器和自动化流程的工业环境拥有严格的
规则和安全要求，机械臂或机器周围的网格面板颜色不
能妨碍有效监管。因此，大部分客户仍然会选择我们的
标准色灰色，因为透过这种颜色检视内部最为容易。
标准色的护板和立柱有常备库存，可立即发货。

先查看 TROAX
解决方案
再下单订购

在交货和组装之前，很难想象出您的机
器防护系统会有怎样的外观。Troax 使用
一款名为 Configura 的综合绘图和渲染
程序，可帮助您在下单订购之前查看‑我
们方案的 2D 和 3D 图纸。在 CAD 支持
方面，我们同时与 Solid Components 和
Trace Parts 合作，这两家都是提供 CAD
零件资料库的 3D 内容公司。

TROAX 在全球 40 多个国家设有办事处，
旗下拥有 24 家销售公司。我们的目标是巩固
我们在全球的地位，并在各大洲拓展业务。

欢迎访问 www.troax.com，详细了解
Troax CAD，下载 STEP 或 DWG 格式的
产品文档。您还可以下载我们的绘图程
序自用（Configura Ligh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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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ax 通过当地销售办事处满足您的需求，由全球最大
的网格面板仓库（位于瑞典希勒什托普的 Troax 仓库）
提供日常发货支持。

强大的细分市场

本地和
全球业
务布局

我们的系统面向三个细分市场：机器防护、仓库分隔和
财产保护。

1. 机器防护

现代工业及其先进流程对安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特别是对于授权人员的受控出入更是有着很大的需求。
我们的网格面板基于精心设计并且包括特殊改制的模
块化系统。

2. 仓库分隔

Troax 可以满足所有存储和安保要求。我们为各类行业
担当供应商，从厂区需要大规模流量和容量的传统制造
商，到配备高架仓库和零售仓库的工厂，我们可以满足
您的所有要求，并且能够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3. 财产保护

我们相信，无论是新建设施还是现有翻修设施，您都会
发现我们的产品使用非常方便。您的独特需求和我们的
创意促使我们不断地开发产品，也形成了我们的信条：
“安全存储必须简单”。

201909-7896-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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