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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美国 IDEX 集团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和芝加哥证券交易所
的上市公司。IDEX 集团作为全球性的企业，在各种类型的容
积泵、调色设备、流体设备、生物科学、火灾扑灭设备、抢
险救援设备、工业产品及其他一些高端工程类产品方面处于
世界领导地位。IDEX 集团机构遍及美国、欧洲、澳洲和亚洲
等世界各地，是一个在六大洲都有业务的国际化集团。

艾迪斯鼎力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是美国 IDEX 集团在
中国的独资子公司。公司是集科研、设计、制造、销售、服
务于一体的专业液压破拆救援工具生产厂家，拥有完善而成
熟的抢险救援系列产品，在抢险救援领域成功地创立了“鼎
力”（DINGLEE）救援工具品牌，可广泛应用于公路、铁路等
交通事故救援、地震灾害救援、建筑物坍塌救援及空难、海
难等救援，以满足各种不同的救援需求。艾迪斯鼎力科技（天
津）有限公司用高品质的产品建立了全球的销售服务网络，
其产品不仅在中国市场上占主导地位，还远销台湾、韩国、
土耳其、俄罗斯、德国、法国、美国等亚洲、非洲、欧洲和
美洲等国家和地区。

艾迪斯鼎力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作为中国最早的液压
工具生产厂家之一，目前已成长为中国液压破拆救援行业的
龙头企业，公司自 1997 年起开始全面执行 ISO9001 质量管理
体系至今，一贯以最严格的标准控制产品质量，以最及时的
速度做好产品售后服务，赢得客户称赞。经严格审核，我公
司已被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定点承制单位。

艾迪斯鼎力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一贯遵循“客户为先”、
“诚信”、“追求卓越”的核心价值，不断发展、创新，作
为德国 LUKAS 液压公司（即德国乐凯公司）、德国 VETTER
公司（即德国威顶公司），美国 HURST 生命之爪公司的兄弟
公司，我们是上述公司在中国的销售和售后服务中心，共同
隶属于全球最大、产品最全的救援集团 -- 美国 IDEX 救援集
团。我们将与您携手，为全球救援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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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Q-72/0.6-P630 机动泵是我公司极力推荐的一款 700 巴

液压破拆救援器材常规配置产品，其设计理念及性能测试结果均

符合 NFPA 及 EN 测试标准，是中国首家在 700 巴压力测试中

顺利通过欧盟 (EN) 及北美认证 (NFPA) 的破拆救援产品。P630
机动泵是鼎力 700 巴救援工具的双输出动力源，该款机动泵可

同时接驳使用二件工具。

BJQ-72/0.6-P630 机动泵以高性能的本田发动机作为动力

源，可连接并同时操作两件救援工具，让您在使用一个动力源的

前提下完成对数辆车的救援，极大程度的提高了救援效率；输出

流量大且稳定，缩短了工具张开闭合的时间；该泵具有高低压转

换功能，救援更加方便，性能优，工作时间长。

◆ 交通事故救援

◆ 地震灾害救援

◆ 建筑物坍塌救援                                                                                                                     
◆ 空难等意外事故救援

应用范围

◆ 工作压力 700 巴

◆ 通过 EN,NFPA 和 GB 认证

◆ 单接口连接，接口可 360 度旋转

◆ 以高性能的本田发动机作为动力源

◆ 可连接使用二件工具

◆ 输出流量大且长时间内均能保持稳定，工具张开闭合时间短，加快抢
险救援

◆ 该泵具有高低压自动转化功能，救援更加方便

◆ 性能优，工作时间长

产品特点

产品型号

国标型号

额定工作压力

发动机功率

工作转速

高压流量

低压流量

转换压力

液压油油箱容积

重量

外形尺寸（长×宽×高）

认证

技术参数

BJQ-P630
BJQ-72/0.6-P630
70MPa
2.2kW 
3000-3800rpm
0.67 L/min
2.8L/min
14MPa
3L
25 kg
468X337X455mm
EN/NFPA/GB

Technical Data

BJQ-P630 型机动泵 BJQ-P630
Gasoline Motor P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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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KZ-57~81/645-S 型扩张器是我公司极

力推荐的一款 700 巴液压破拆救援器材常规配置

产品，其设计理念及性能测试结果均符合 NFPA
及 EN 测试标准，是中国首家在 700 巴压力测试

中顺利通过欧盟 (EN) 及北美认证 (NFPA) 的破

拆救援产品。该产品可与鼎力 700 巴动力源配合

使用，具有扩张、撕裂、夹持和牵拉功能（配合

牵引链条），可进行高负荷救援操作。                                                                                                                
GYKZ-57~81/645-S 型扩张器采用高强度

轻质合金制造，可靠性高，抗疲劳强度性能佳，

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命；在重量轻的前提下，扩

张力达到 150kN, 扩张距离达到 646mm, 可轻松

撕开钢板并打开救援通道，是高强度、适宜的扩

张距离和轻重量的完美结合；具有自锁功能的双

向液压锁和自动复位控制阀组合，可扩张到任何

位置不回缩，安全性高，张开闭合时间段，救援

效率高，可配备链条进行牵拉操作。

◆ 交通事故救援

◆ 地震灾害救援

◆ 意外事故救援                                                                                                                      
◆ 扩张、撕裂、夹持和牵拉（配合牵引链条）

应用范围

◆ 工作压力 700 巴

◆ 通过 EN,NFPA 和 GB 认证

◆ 无尾管设计，单接口连接，接口可 360 度旋转

◆ 高强度轻质合金制造，重量轻，扩张力达到 150kN

◆ 扩张距离达到 646mm, 可轻松撕开钢板并打开救援

通道，是高强度、适宜的扩张距离和轻重量的完美结合 具
有自锁功能的双向液压锁和自动复位控制阀组合，可扩张
在任何位置不回缩，安全性有保障

◆ 扩张头内嵌于扩张臂，结构扁平，可楔入极狭小的缝隙                                                                                                               
◆ 可配备牵引链条做牵引作业

产品特点

产品型号

国标型号

额定工作压力

扩张力

扩张距离

牵拉力

牵拉距离

重量

外形尺寸（长×宽×高）

认证

技术参数

GYKZ-S
GYKZ-57~81/645-S
70MPa
40-150 kN
646mm
24-32 kN
498 mm
16.9 kg
769X290X190 mm
EN/NFPA/GB

Technical Data

GYKZ-S 型扩张器GYKZ-S
Sp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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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JQ-S311 型剪切器 GYJQ-S311

GYJQ-28-10/150-S311 剪切器是我公司极力推荐的一款

700 巴液压破拆救援器材常规配置产品，其设计理念及性能测试

结果均符合 NFPA 及 EN 测试标准，是中国首家在 700 巴压力测

试中顺利通过欧盟 (EN) 及北美认证 (NFPA) 的破拆救援产品。该

产品可与鼎力 700 巴动力源配合使用，具有切断、剪切金属结构、

管道、异型钢材和钢板的功能。

GYJQ-28-10/150-S311 剪切器采用高强度轻质合金制造，

可靠性高，抗疲劳强度性能佳，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命；在重量

轻的前提下可以为您提供了强大的剪切力，是真正集大开口距离

与高剪切性能一体的救援工具；独特的人体工学几何形刀片设计

使得破拆救援效率更高；剪切防迸溅与自动复位手控换向阀，使

救援操作更安全。

◆ 交通事故救援

◆ 地震灾害救援

◆ 意外事故救援                                                                                                                      
◆ 切断车辆构件

◆ 金属结构、管道、异型钢材和钢板

应用范围

◆ 工作压力 700 巴

◆ 通过 EN,NFPA 和 GB 认证

◆ 无尾管设计，单接口连接，接口可 360 度旋转

◆ 优化设计刀片几何形状，在恰当的施力点提供更大的剪切力

◆ 高强的切割效力

◆ 重量轻、平衡性好、避免操作疲劳

◆ 刀片加固设计、寿命长，可靠性高

◆ 高强度材料制成的刀片可预防断裂更经久耐用，寿命更长

产品特点

产品型号

国标型号

额定工作压力

剪切力

剪切圆钢直径（Q235 材料）

剪切钢板厚度

开口距离

重量

外形尺寸（长×宽×高）

NFPA 剪切等级

认证

技术参数

GYJQ-S311
GYJQ-28-10/150-S311
70MPa
642kN
33mm 圆钢

10mm
145mm
13.8kg
745X220X170 mm
A7/B8/C6/D7/E7
EN/NFPA/GB

Technical Data

Cu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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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JK-SC357 型多功能钳GYJK-SC357

GYJK-48~54/30-10-SC357 剪扩器是我公司极力推荐的

一款 700 巴液压破拆救援器材常规配置产品，其设计理念及性

能测试结果均符合 NFPA 及 EN 测试标准，是中国首家在 700
巴压力测试中顺利通过欧盟 (EN) 及北美认证 (NFPA) 的破拆救

援产品。该产品可与鼎力 700 巴动力源配合使用，在单一的设

备上组合了扩张器和剪断器的功能，具有剪切、扩张和牵拉的

作用。

GYJK-48~54/30-10-SC357 剪扩器采用高强度轻质合金

制造，可靠性高，抗疲劳强度性能佳，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命；

在重量轻的前提下为您提供了强大的剪切力和扩张力，该款产

品因其惊人的力量及超强的灵活性能，真正适用于事故后救援、

建筑物内救援或民防工作救援等第一时间救援工作。

◆ 交通事故救援

◆ 地震灾害救援

◆ 意外事故救援                                                                                                                      
◆ 剪切、扩张和牵拉

应用范围

◆ 工作压力 700 巴

◆ 通过 EN,NFPA 和 GB 认证

◆ 无尾管设计，单接口连接，接口可 360 度旋转

◆ 无需重新组合就能稳定切割并扩张

◆ 快装牵拉链条就能实现拖拽

◆ 需油量低

◆ 张开闭合耗时短，救援效率高

产品特点

产品型号

国标型号

额定工作压力

剪切力

剪切圆钢直径（Q235 材料）

剪切钢板厚度

扩张力

开口距离

牵引力

牵拉距离

重量

外形尺寸（长×宽×高）

NFPA 剪切等级

认证

技术参数

GYJK-SC357
GYJK-48~54/30-10-SC357
70MPa
387kN
32mm 圆钢

10mm
32-42kN
365mm
41-57kN
380mm
15.2kg
810X220X170 mm
A7/B7/C7/D7/E7
EN/NFPA/GB

Technical Data

Combination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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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CD-R 型单级顶杆 GYCD-R

GYCD-140/475~775-R 单级撑顶器是我公司极力推荐的一款

700 巴液压破拆救援器材常规配置产品，其设计理念及性能测试结果

均符合 NFPA 及 EN 测试标准，是中国首家在 700 巴压力测试中顺利

通过欧盟 (EN) 及北美认证 (NFPA) 的破拆救援产品。该产品可与鼎力

700 巴动力源配合使用，具有移动障碍物、撑顶物体、创造救援通道

及保持物体稳定等功能。

GYCD-140/475~775-R 单级撑顶器采用高强度轻质合金制造，

在重量轻的前提下，撑顶力达到 13.7 吨，撑顶长度最长可达 772mm,
他们在车辆、火车或轮船事故救援中是不可或缺的高效率救援工具，

而在建筑物坍塌、自然灾害事故中也是必须配备的。

◆ 交通事故救援

◆ 地震灾害救援

◆ 意外事故救援                                                                                                                      
◆ 移动障碍物

◆ 撑顶物体

◆ 创造救援通道及保持物体稳定

应用范围

◆ 工作压力 700 巴

◆ 通过 EN,NFPA 和 GB 认证

◆ 单接口连接，接口可 360 度旋转

◆ 高强度轻质合金制造，撑顶力更大 

◆ 两端防滑齿保证撑顶器稳定

◆ 具有自锁功能的双向液压锁和自动复位控制阀组合，操作在
任何位置不会缩，安全性极高

◆ 撑顶闭合耗时短，操作简洁 ,救援效率高

产品特点

产品型号

国标型号

额定工作压力

最大撑顶力       
作业范围

撑顶行程

重量

外形尺寸（长×宽×高）

认证

技术参数

GYCD-R
GYCD-140/475~775-R
70MPa
137kN
472-772mm
300mm
12kg
472X90X305 mm
EN/NFPA/GB

Technical Data

Rescue 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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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CD-R420 GYCD-R420 型双级顶杆

GYCD-137~269/480~770~1060-R420 双级撑顶器是我公司极

力推荐的一款 700 巴液压破拆救援器材常规配置产品，其设计理念及

性能测试结果均符合 NFPA 及 EN 测试标准，是中国首家在 700 巴压

力测试中顺利通过欧盟 (EN) 及北美认证 (NFPA) 的破拆救援产品。该

产品可与鼎力 700 巴动力源配合使用，两级活塞，具有移动障碍物、

撑顶物体、创造救援通道及保持物体稳定等功能。

GYCD-137~269/480~770~1060-R420 双级撑顶器采用高强度

轻质合金制造，在重量轻的前提下，撑顶力更大，两级活塞，初级撑

顶力 26.9 吨，次级撑顶力 13.4 吨；撑顶行程更长，撑顶长度最长可

达 1055mm; 活塞杆末端的防滑齿保证了撑顶的稳定性，具有自锁功

能的双向液压锁和自动复位控制阀组合，操作在任何位置均不回缩，

安全性能高；撑顶闭合耗时短，救援效率高。

◆ 交通事故救援

◆ 地震灾害救援

◆ 意外事故救援                                                                                                                      
◆ 移动障碍物

◆ 撑顶物体

◆ 创造救援通道及保持物体稳定

应用范围

◆ 工作压力 700 巴

◆ 通过 EN,NFPA 和 GB 认证

◆ 单接口连接，接口可 360 度旋转

◆ 撑顶力更大，撑顶行程更长，撑顶长度最长可达 1055mm 

◆ 活塞杆末端配有防滑齿，在斜坡或平滑的地面更容易掌握

◆ 防滑齿能够在 360°范围内任意旋转

产品特点

产品型号

国标型号

额定工作压力

撑顶力      
作业范围

撑顶行程

重量

外形尺寸（长×宽×高）

认证

技术参数

GYCD-R420
GYCD-137~269/480~770~1060-R420
70MPa
134-269kN
480-1055mm
575mm
18.3kg
480X126X336 mm
EN/NFPA/GB

Technical Data

Telescopic Rescue 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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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型单接口机动泵 BJQ-63/0.5-X2 

BJQ-63/0.5-X2 型单接口机动泵是 X2 系列液压破拆救援

工具强有力的动力源，具有带压插拔，高低压自动转换功能，重

量轻、可单人背负。泵上采用双油管单接口的连接方式结合了普

通单接口和双油管的双重优点，使用更安全、操作更快捷、简化

了工具间连接和断开过程，可带压插拔，节省了宝贵的救援时间。

X2 型小型全套救援工具具有高性能、超小巧、超轻便、带压插

拔的特点，非常适用于在极难进入的山区或狭小地区救援。

◆ 交通事故救援

◆ 地震灾害和建筑物坍塌救援

◆ 空难等意外事故救援

◆ 尤其适用于复杂地形或难于进入地区的救援

应用范围

◆ 可带压插拔，节省了宝贵的救援时间

◆ 体积小、重量轻、救援携带方便，可背负并长时间行军

◆ 使用范围广

◆ 与小型工具组成背负式组套，方便灵活救援

◆ 可长时间使用，噪音低

◆ 所有密封件和接口均为德国原装进口

产品特点

标配附件：背袋

可选附件：箱体、手推运输车

附件配置

产品型号

驱动动力

发动机功率

额定工作压力

高压额定输出流量

低压额定输出流量

额定工作转速

液压油油箱容积

重量

外形尺寸（长×宽×高）

BJQ63/0.5-X2
日本本田 GXH50 型汽油机

1.3 kW / 7000 rpm
63 MPa
0.5 L/min
2.3 L/min
4850±200 rpm
1.4 L
＜ 14 kg
360×280×380 mm

技术参数 Technical Data

Compact Motor P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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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带压插拔，节省了宝贵的救援时间

◆ 一键式开关控制操作更简单

◆ 电池带电量显示功能；环保、无废气排放

◆ 体积小、重量轻、救援携带方便，可背负并长时间行军

◆ 使用范围广

◆ 与小型工具组成背负式组套，方便灵活运动救援

◆ 可长时间使用噪音低

◆ 所有密封件和接口均为德国原装进口

产品特点

BJD-63/0.5-X2 型单接口电动泵是 X2 系列液压破

拆救援工具强有力的电动动力源，一键式开关控制操作更

简单，电池带电量显示功能，具有高低压自动转换功能，

重量轻、可单人背负并长时间行军。泵上采用双油管单接

口的连接方式结合了普通单接口和双油管的双重优点，使

用更安全、操作更快捷、简化了工具间连接和断开过程，

可带压插拔，节省了宝贵的救援时间。X2 型小型全套救

援工具具有高性能、超小巧、超轻便、带压插拔的特点，

非常适用于在极难进入的山区或狭小地区救援。

◆ 交通事故救援

◆ 地震灾害和建筑物坍塌救援

◆ 空难等意外事故救援

◆ 尤其适用于复杂地形或难于进入地区的救援

应用范围

标配附件：背袋、电池、充电器

可选附件：箱体、手推运输车

附件配置

产品型号

驱动动力

额定工作压力

高压额定输出流量

低压额定输出流量

液压油油箱容积

重量

外形尺寸（长×宽×高）

BJD-63/0.5-X2
锂离子电池组

63 MPa
0.5 L/min
2.1 L/min
1.4 L
17 kg
395X245X380 mm

技术参数 Technical Data

X2 型单接口电动泵BJD-63/0.5-X2
Compact Electric P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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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D-63/0.3-M2 型微型电动泵是 X2 系列液压破

拆救援工具强有力的交直流两用的电动动力源，外形小

巧新颖，轻便易于携带，一键式开关控制操作极其简单。

泵上采用双油管单接口的连接方式结合了普通单接口和

双油管的双重优点，使用更安全、操作更快捷、简化了

工具间连接和断开过程，可带压插拔，节省了宝贵的救

援时间。X2 型小型全套救援工具具有高性能、超小巧、

超轻便、带压插拔的特点，非常适用于在极难进入的山

区或狭小地区救援。

◆ 交通事故救援

◆ 地震灾害和建筑物坍塌救援

◆ 空难等意外事故救援

◆ 尤其适用于复杂地形或难于进
入地区的救援

应用范围

标配附件：背袋、电池、充电器、电源线

        （交直流附件根据客户需要增减）

可选附件：箱体、手推运输车、背架

附件配置

微型电动泵 BJD-63/0.3-M2
Mini Electric Pump

◆人体工程学设计，外形新颖

◆采用单接口，可带压插拔

◆小巧轻便，操作简单

◆可更换锂电池供电

◆可配备交直流转换器（连接220V交流电使用）

◆可选配运输背架

产品特点

产品型号

额定工作压力

输出流量

可用流量

重量

外形尺寸（长×宽×高）

BJD-63/0.3-M2
63 MPa
1.5L/min-0.3 L/min
1.2 L
9 kg
380×140×270 mm

技术参数 Technic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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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型单接口手动泵BS-63-X2

BS-63-X2 型单接口手动泵是 X 2 型系列液压破拆

救援工具在有爆炸危险救援场合中的手动动力源，该泵具

有高低压自动转换功能，重量轻、可单人背负并长时间行

军。泵上采用双油管单接口的连接方式结合了普通单接口

和双油管的双重优点，使用更安全、操作更快捷、简化了

工具间连接和断开过程，可带压插拔，节省了宝贵的救援

时间。X2 型小型全套救援工具具有高性能、超小巧、超

轻便、带压插拔的特点，非常适用于在极难进入的山区或

狭小地区救援。

◆ 交通事故救援

◆ 地震灾害和建筑物坍塌救援

◆ 空难等意外事故救援

◆ 尤其适用于复杂地形或难于进入地区的救援

应用范围

◆ 可带压插拔，节省了宝贵的救援时间

◆ 鼎力 X2 型系列液压破拆救援工具的手动动力源

◆ 体积小、重量极轻，适合携带，可背负并长时间行军

◆ 救援携带方便，无需燃料油

◆ 泵上集成 2 米液压油管，直接与工具连接可节省宝贵救援时间

◆ 与小型工具组成背负式组套，救援方便、灵活

◆ 可在有爆炸危险的情况下使用

◆ 所有密封件和接口均为德国原装进口

产品特点

标配附件：背袋

可选附件：箱体、手推运输车

附件配置

产品型号

额定工作压力

高压流量

低压流量

低压输出压力

手柄力

液压油油箱容积

重量（含 2 米油管）

外形尺寸（长×宽×高）

BS-63-X2
63 MPa
1.5 ml/ 次
12 ml/ 次
5~10 MPa
380 N
1.3 L
＜ 7 kg
500×150×190 mm

技术参数

Compact Hand Pump

Technic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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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JQ-28/110-X2 型单接口剪断器与 X2 型动力源

配合使用，具有切断、剪切金属结构、管道、异型钢材

和钢板的功能。该剪断器采用高强度轻质合金制造；符

合人体工程学刀型设计，能自然地把被剪材料推向剪切

力最大的刀片中心；手控阀具有自锁功能；重量轻、可

单人背负并长时间行进。工具双油管单接口的连接方式

结合了普通单接口和双油管的双重优点，使用更安全、

操作更快捷、简化了工具间连接和断开过程，可带压插

拔，节省了宝贵的救援时间。X2 型小型全套救援工具

具有高性能、超小巧、超轻便、带压插拔的特点，非常

适用于在极难进入的山区或狭小地区救援。

◆ 交通事故救援、地震灾害、建筑物
坍塌救援、空难等意外事故救援

◆ 切断车辆构件 , 金属结构、管道、
异型钢材和钢板

◆ 适合机动式救援操作

应用范围

◆ 可带压插拔，节省了宝贵的救援时间

◆ 工具采用无尾管设计，结构更紧凑，效率更高

◆ 体积小、重量极轻，适合携带，可背负并长时间行军

◆ 剪切防迸溅设计 ,更利于操作者使用

◆ 高强度轻质合金材料制成的刀片及主要部件经久耐用

◆ 人体功能学设计 ,操作更适合亚洲人体型

◆ 双向液压锁具有双向自锁功能，可在任何位置不回缩

◆ 自动复位手控阀，操作方便、控制精确、安全性高

◆ 更舒适的手柄设计易于操作

◆ 所有密封件和接口均为德国原装进口

产品特点

标配附件：背袋

可选附件：箱体、手推运输车

附件配置

X2 型单接口剪断器 GYJQ-28/110-X2
Compact Cutter

产品型号

额定工作压力

开口距离

剪切能力（Q235 材料）

重量

外形尺寸（长×宽×高）

技术参数 Technical Data
GYJQ-28/110-X2
63 MPa
110 mm
Φ28 mm 圆钢直径 /10 mm 钢板

< 9 kg
600×190×16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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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型单接口扩张器GYKZ-35~50/500-X2

GYKZ-35~50/500-X2 型单接口扩张器与 X2 型

动力源配合使用，具有扩张、撕裂、夹持和牵拉功能

（配合牵引链条），可进行高负荷救援操作，采用高

强度轻质合金制造，重量轻，扩张力大；手控阀具有

自锁功能；手柄方便左右手操作，活动部件均设有保

护套，操作更安全；重量轻、可单人背负并长时间行

进。工具双油管单接口的连接方式结合了普通单接

口和双油管的双重优点，使用更安全、操作更快捷、

简化了工具间连接和断开过程，可带压插拔，节省了

宝贵的救援时间。X2 型小型全套救援工具具有高性

能、超小巧、超轻便、带压插拔的特点，非常适用于

在极难进入的山区或狭小地区救援。

◆ 交通事故救援，地震灾害和建
筑物坍塌救援，空难等意外事
故救援

◆ 移动和举升障碍物，撬开缝隙
并扩充为救援逃生通道

◆ 扩张或夹持使金属结构变形，
撕裂事故车体等表面钢板

◆ 配合牵拉链清除道路上障碍物

应用范围

◆ 可带压插拔，节省了宝贵的救援时间

◆ 工具采用无尾管设计，结构更紧凑，效率更高

◆ 主要部件高强度轻质合金制造，体积小、重量轻，可背负并
长时间行军

◆ 扩张头内嵌于扩张臂，结构扁平，可楔入极狭小缝隙

◆ 500mm扩张距离可撕开钢板、打通救援通道

◆ 双向液压锁具有双向自锁功能，可扩张在任何位置不回缩

◆ 自动复位手控阀，操作方便、控制精确、安全性高

◆ 设有保护套 ，保证施救和被救人员安全

◆ 可配备牵拉链条做牵引作业

◆ 所有密封件和接口均为德国原装进口

产品特点

标配附件：背袋

可选附件：箱体、手推运输车

附件配置

产品型号

额定工作压力

开口距离

额定扩张力

最大扩张力

重量

外形尺寸（长×宽×高）

GYKZ-35~50/500-X2
63 MPa
500 mm
35 kN
50 kN
＜ 10 kg
700×240×165 mm

技术参数 Technical Data

Compact Sp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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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带压插拔，节省了宝贵的救援时间

◆ 工具采用无尾管设计，结构更紧凑，效率更高

◆ 主要部件高强度轻质合金制造，体积小、重量轻，可
背负并长时间行军

◆ 剪切防崩溅设计，使用更安全

◆ 人体功能学设计 ,操作更适合亚洲人体型

◆ 双向液压锁具有双向自锁功能，可在任何位置不回缩

◆ 自动复位手控阀，操作方便、控制精确、安全性高

◆ 设有保护套  保证施救和被救人员安全

◆  更舒适的手柄设计易于操作

◆ 所有密封件和接口均为德国原装进口

产品特点

GYJK-18 ～ 33/23-10-X2X2型单接口剪扩器

GYJK-18~33/23-10-X2 型单接口剪扩器与 X2 型动力源

配合使用，具有剪切、扩张和牵拉功能。采用高强度轻质合金

制造，重量轻；手控阀具有自锁功能；手柄方便左右手操作，

活动部件均设有保护套，操作更安全；重量轻、可单人背负并

长时间行进。工具双油管单接口的连接方式结合了普通单接口

和双油管的双重优点，使用更安全、操作更快捷、简化了工具

间连接和断开过程，可带压插拔，节省了宝贵的救援时间。X2
型小型全套救援工具具有高性能、超小巧、超轻便、带压插拔

的特点，非常适用于在极难进入的山区或狭小地区救援。

◆ 交通事故救援，地震灾害和建筑物坍塌
救援，空难等意外事故救援

◆ 移动和举升障碍物，撬开缝隙并扩充为
救援逃生通道

◆ 切断金属结构件 , 车辆部件 , 管道及金
属板

◆ 适合机动式救援操作

应用范围

标配附件：背袋

可选附件：箱体、手推运输车

附件配置

产品型号

额定工作压力

开口距离

剪切力（Q235 材料）

扩张力

重量

外形尺寸（长×宽×高）

技术参数

GYJK-18 ～ 33/23-10-X2
63 MPa
240 mm
Φ23 mm 圆钢直径 /10 mm 钢板

18 kN - 33 kN
< 9.5 kg
650×190×165 mm

Technical Data

Compact Combination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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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CD-100/540-X2

◆ 可带压插拔，节省了宝贵的救援时间

◆ 工具采用无尾管设计，结构更紧凑，效率更高

◆ 主要部件高强度轻质合金制造，体积小、重量轻，可
背负并长时间行军

◆ 手控阀具有自锁功能，降低撑顶时救援人员操作风险

◆ 产品闭合长度小，适于在狭小空间作业

◆ 所有密封件和接口均为德国原装进口

产品特点

Compact Rescue Ram

◆ 交通事故救援，地震灾害和建筑
物坍塌救援，空难等意外事故救
援

◆ 移动障碍物、撑顶物体、创造救
援通道及保持物体稳定

应用范围

标配附件：背袋、加长杆

可选附件：箱体、手推运输车

附件配置

X2型单接口撑顶器

GYCD-100/540-X2 型单接口撑顶器与 X2 型动力源配

合使用，具有移动障碍物、撑顶物体、创造救援通道及保持

物体稳定的功能。采用高强度轻质合金制造，撑顶力大；手

控阀具有自锁功能；手柄方便左右手操作，活动部件均设有

保护套，操作更安全；重量轻、可单人背负并长时间行进。

工具双油管单接口的连接方式结合了普通单接口和双油管的

双重优点，使用更安全、操作更快捷、简化了工具间连接和

断开过程，可带压插拔，节省了宝贵的救援时间。X2 型小型

全套救援工具具有高性能、超小巧、超轻便、带压插拔的特点，

非常适用于在极难进入的山区或狭小地区救援。

产品型号

额定工作压力

撑顶力

闭合长度

撑顶行程

重量

外形尺寸（长×宽×高）

GYCD-100/540-X2
63 MPa
100 kN
360 mm
180 mm
＜ 8.5 kg
360×86×300 mm

技术参数 Technic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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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型机动泵是我公司多年来一贯热销的大型双输

出液压动力源，该泵以其强劲的动力和高性能的发动

机使其成为重型破拆救援的首选动力源。

BJQ-63/0.6-C 型机动泵可同时连接并使用两件

工具；其特殊的泵架和底部带脚轮、泵架一侧带提柄

的设计便于救援人员搬运；一体式自动调节油门风门

电门，操作简便；输出流量大，可使工具张开闭合耗

时短，加快抢险救援；该泵具有高低压自动转换功能，

救援更加方便；油箱容量大，工作时间长。

◆ 交通事故救援

◆ 地震灾害和建筑物坍塌救援

◆ 空难等意外事故救援

◆ 大型复杂灾害事故的综合救援

应用范围

◆ 可同时连接并使用两件工具

◆ 其特殊的泵架和底部带脚轮、泵架一侧带提柄的设计便
于救援人员搬运

◆ 一体式自动调节油门风门电门，操作简便

◆ 输出流量大，可使工具张开闭合耗时短，加快抢险救援

◆ 该泵具有高低压自动转换功能，救援更加方便

◆ 使用航空液压油，可在-30°C~55°C 环境温度下工作

◆ 油箱容量大，工作时间长

产品特点

产品型号

原产品型号

额定工作压力

连接 / 操作工具

发动机功率

工作转速

高压流量

低压流量

转换压力

液压油油箱容积

重量

外形尺寸（长×宽×高）

技术参数

BJQ-63/0.6-C
JBQ63/0.6-C
63 MPa
连接 2 件工具 / 操作 2 件工具

2.0 kW / 3000 (r/min)
3200±200 rpm
0.6 L/min
2.0 L/min
＜ 10 MPa
7.3 L
＜ 43 kg
530×440×480 mm

C 型机动泵 BJQ-63/0.6-C

应用实例

Technical Data

Gasoline Motor P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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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Q-63/0.55-F F 型机动泵
Gasoline Motor Pump

F 型机动泵是鼎力公司多年来根据救援人员实际

救援操作需要改型设计的小型双输出液压动力源。

BJQ-63/0.55-F 型机动泵以高性能的本田发动机

作为动力；可同时连接并使用两件工具；带泵架和底

部带橡胶底脚的设计既方便搬运也可在各种环境中有

效防滑；外形更加紧凑、小巧，占据空间小；重量轻

方便救援过程中搬运；输出流量大，可使工具张开闭

合耗时短，加快抢险救援；该泵具有高低压自动转换

功能，救援更加方便；性能优，工作时间长。

◆ 交通事故救援

◆ 地震灾害和建筑物坍塌救援

◆ 空难等意外事故救援

◆ 大型复杂灾害事故的综合救援

应用范围

◆ 以高性能的本田发动机作为动力

◆ 可同时连接并使用两件工具

◆ 带泵架和底部带橡胶底脚的设计既方便搬运也
可在各种环境中有效防滑

◆ 外形更加紧凑、小巧，占据空间小，性能优，
工作时间长

◆ 输出流量大，可使工具张开闭合耗时短，加快
抢险救援

◆ 该泵具有高低压自动转换功能，救援更加方便

◆ 使用航空液压油，可在 -30°C~55°C 环境温度
下工作

产品特点

产品型号

原产品型号

额定工作压力

连接 / 操作工具

发动机功率

工作转速

高压流量

低压流量

转换压力

液压油油箱容积

重量

外形尺寸（长×宽×高）

技术参数

BJQ-63/0.55-F
JBQ63/0.55-F
63 MPa
连接 2 件工具 / 操作 2 件工具

2.1 kW / 3600 (r/min)
3400±150 rpm
0.55 L/min
2.3 L/min
＜ 10 MPa
2.9 L
27 kg
415 × 330×450 mm

应用实例

Technic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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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型电动泵是我公司设计推出的一款大

型双输出交流电动泵。

BJD-63/0.5-C 型交流电动泵采用交流

AC220V 供电驱动，以高性能单相电容异步电

动机为动力；提供 2 组供油输出，可同时连接

并使用两件工具；其特殊的泵架和底部带脚轮、

泵架一侧带提柄的设计便于救援人员搬运；输

出流量大，可使工具张开闭合耗时短，加快抢

险救援；该泵具有高低压自动转换功能，救援

更加方便；油箱容量大，工作时间长。

◆ 交通事故救援

◆ 地震灾害和建筑物坍塌救援

◆ 空难等意外事故救援

◆ 大型复杂灾害事故的综合救援

应用范围

◆ 以高性能单相电容异步电动机为动力，使用 AC220V 交
流电驱动

◆ 提供 2组供油输出，可同时连接并使用两件工具

◆ 其特殊的泵架和底部带脚轮、泵架一侧带提柄的设计便
于救援人员搬运

◆ 输出流量大，可使工具张开闭合耗时短，加快抢险救援

◆ 该泵具有高低压自动转换功能，救援更加方便

◆ 油箱容量大，工作时间长

产品特点

产品型号

额定工作压力

连接 / 操作工具

电动机功率

工作转速

高压流量

低压流量

转换压力

液压油油箱容积

重量

供电方式

外形尺寸（长×宽×高）

技术参数

BJD-63/0.5-C
63 MPa
连接 2 件工具 / 操作 2 件工具

2.2 kW
2800±200 rpm
0.5 L/min
1.6 L/min
＜ 10 MPa
7.3 L
＜ 56 kg
AC 220 V
530×440×480 mm

Technical Data

C 型电动泵（AC） BJD-63/0.5-C
Electric Motor Pump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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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D-63/0.5-C
63 MPa
连接 2 件工具 / 操作 2 件工具

2.2 kW
2800±200 rpm
0.5 L/min
1.6 L/min
＜ 10 MPa
7.3 L
＜ 56 kg
AC 220 V
530×440×480 mm

在有爆炸危险的建筑物内或没有动

力可以带动救援设备时，手动泵是救援人

员进行液压破拆救援的最佳选择。

BS-63-A 型手动泵作为液压工具的

手动动力源，适用于所有鼎力液压破拆救

援工具；泵上集成 3 米液压油管，直接

与工具连接以节省宝贵救援时间；手动打

压，可在可燃气体存在的状况下谨慎使用；

该泵具有高低压自动转换功能，救援更加

方便；操作无噪音；美观，重量轻，方便

狭窄空间内救援。

◆ 交通事故救援

◆ 地震灾害和建筑物坍塌救援

◆ 适用于复杂地形或难于进入地区的救援

应用范围

◆ 适用于所有鼎力常规液压破拆救援工具

◆ 泵上集成 3米液压油管，直接与工具连接可节省
宝贵救援时间

◆ 使用航空液压油，可在 -30°C~55°C 环境温度下
工作

◆ 救援携带方便，无需燃料油

◆ 可在可燃气体存在的状况下谨慎使用

◆ 该泵具有高低压自动转换功能，救援更加方便

◆ 操作无噪音

◆ 美观，重量轻，方便狭窄空间内救援

产品特点

产品型号

原产品型号

额定工作压力

高压流量

低压流量

低压输出压力

手柄力

液压油油箱容积

重量（含 3 米油管）

外形尺寸（长×宽×高）

技术参数

BS-63-A
SB63/1.5-A
63 MPa
1.5 ml/ 次
12 ml/ 次
5~10 MPa
350 N
1.7 L
＜ 10 kg
650×150×190 mm

A 型手动泵BS-63-A

应用实例

Technical Data

Hand P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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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爆炸危险的建筑物内或没有动

力可以带动救援设备时，手动泵是救援

人员进行液压破拆救援的最佳选择。

BS-63-B型手动泵外形小巧、美观；

主要与液压开门器、液压切断器组套连

接使用存放于运输箱中，方便存储；泵

上集成 2 米液压油管，直接与工具连接

可节省宝贵救援时间；手动打压，可在

可燃气体存在的状况下谨慎使用；该泵

具有高低压自动转换功能，救援更加方

便；操作无噪音；尺寸小、重量轻，方

便在狭窄空间内使用。

◆ 交通事故救援

◆ 地震灾害和建筑物坍塌救援

◆ 适用于复杂地形或难于进入地区的救援

应用范围

◆ 外形小巧、美观

◆ 与液压开门器、液压切断器组套存放
于运输箱中，方便存储

◆ 泵上集成 2 米液压油管，直接与工具
连接可节省宝贵救援时间

◆ 使用航空液压油，可在 -30°C~55°C
环境温度下工作

◆ 救援携带方便，无需燃料油

◆ 可在可燃气体存在的状况下谨慎使用

◆ 该泵具有高低压自动转换功能，救援
更加方便

◆ 操作无噪音

◆ 尺寸小、重量轻，方便在狭窄空间内
使用

产品特点

产品型号

原产品型号

额定工作压力

高压流量

低压流量

低压输出压力

手柄力

液压油油箱容积

重量（含 2 米油管）

外形尺寸（长×宽×高）

技术参数

BS-63-B
SB63/0.6-B
63 MPa
0.7 ml/ 次
5 ml/ 次
6~8 MPa
290 N
0.7 L
＜ 4 kg
380×120×150 mm

B 型手动泵 BS-63-B

推荐组套

Hand Pump

Technic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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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力液压油管及油管卷盘主要用于连接鼎力动力

源和鼎力工具，并展开快速救援。

液压油管可根据客户需要提供 5 米、10 米、20
米等多种不同长度及各长度的不同组合，以满足救援实

际需要。

液压油管卷盘最长可存放 20 米油管，将油管放入

卷盘可方便救援人员搬运时随时铺开油管，以确保快速

便捷救援。

◆ 交通事故救援

◆ 地震灾害和建筑物坍塌救援

◆ 自然灾害救援

应用范围

产品名称

工作压力

长度

重量

技术参数

5 米油管

63 MPa
5 米

< 4.5 kg 

10 米油管

63 MPa
10 米

< 7.5 kg

20 米油管

63 MPa
20 米

< 13.5 kg

油管卷盘

63 MPa

< 1.3 kg

油管及油管卷盘

应用实例

Technical Data

Hose and Hose R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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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ter

GYJQ-28/150-D 型剪切器作为液压破拆救援器材常规配

置产品，是我公司一贯热销的救援工具，与鼎力动力源配合使

用，具有切断、剪切金属结构、管道、异型钢材和钢板的功能。

GYJQ-28/150-D 型剪切器采用高强度轻质合金制造，重

量轻、剪切能力强；采用更舒适的新材料设计的手柄，使救援

操作更加安全容易；符合人体工程学的 C 型刀片设计，能自然

地把被剪材料推向剪切力最大的刀片中心；剪切防崩溅与自动

复位手控换向阀，救援操作更安全。

产品型号

原产品型号

额定工作压力

剪切力

剪切圆钢直径（Q235 材料）

开口距离

重量

外形尺寸（长×宽×高）

技术参数

GYJQ-28/150-D
JDQ28/150-D
63 MPa
420 kN
Φ28 mm
150 mm
＜ 13 kg
690×230×170 mm

D 型剪切器 GYJQ-28/150-D

◆ 交通事故救援、地震灾害救援、意外
事故救援

◆ 切断车辆构件，金属结构、管道、异
型钢材和钢板

应用范围

◆ 采用高强度轻质合金制造，重量轻、
剪切能力强

◆ 采用更舒适的新材料设计的手柄，使
救援操作更加安全容易

◆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 C 型刀片设计，能
自然地把被剪材料推向剪切力最大的
刀片中心

◆ 剪切防崩溅与自动复位手控换向阀，
救援操作更安全

产品特点

应用实例

Technic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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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事故救援、地震灾害救援、意外
事故救援

◆ 扩张、撕裂、夹持和牵拉（配合牵引
链条）

应用范围

◆ 采用高强度轻质合金制造，重量轻、扩张力强

◆ 采用更舒适的新材料设计的手柄，使救援操作更加
安全容易

◆ 具有自锁功能的双向液压锁和自动复位手控换向阀
组合，可扩张在任何位置不回缩，安全性高

◆ 扩张距离 600mm，可撕开钢板并打开救援通道

◆ 方便左右手操作的手柄及设有保护套的活动部件以
保证操作更安全

◆ 张开闭合耗时短，救援效率高

◆ 可配备链条进行牵引操作

产品特点

A 型扩张器GYKZ-42~120/600-A

应用实例

产品型号

原产品型号

额定工作压力

扩张力

扩张距离

重量

外形尺寸（长×宽×高）

技术参数

GYKZ-42~120/600-A
KZQ120/42-A
63 MPa
42 kN -120 kN
600 mm
＜ 17.5 kg
750×285×180 mm

GYKZ-42~120/600-A 型扩张器作为液压破拆救援器材

常规配置产品，是我公司一贯热销的救援工具，与鼎力动力

源配合使用，具有扩张、撕裂、夹持和牵拉功能（配合牵引

链条），可进行高负荷救援操作。

GYKZ-42~120/600-A 型扩张器采用高强度轻质合金制

造，重量轻、扩张力大；采用更舒适的新材料设计的手柄，

使救援操作更加安全容易；具有自锁功能的双向液压锁和自

动复位手控换向阀组合，可扩张在任何位置不回缩，安全性

高；扩张距离 600mm，可撕开钢板并打开救援通道；方便左

右手操作的手柄及设有保护套的活动部件以保证操作更安全；

张开闭合耗时短，救援效率高；可配备链条进行牵引操作。

Technical Data

Sp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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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JK-32~100/28-15-D 型剪扩器作为液压破拆救援器材常

规配置产品，是我公司一贯热销的救援工具，与鼎力动力源配合

使用，组合了扩张器和剪切器的功能，具有剪切、扩张和牵拉作用。

GYJK-32~100/28-15-D型剪扩器采用高强度轻质合金制造，

重量轻；采用更舒适的新材料设计的手柄，使救援操作更加安全

容易；具有自锁功能的双向液压锁和自动复位控制阀组合，操作

在任何位置不回缩，安全性高；方便左右手操作的手柄及设有保

护套的活动部件以保证操作更安全；张开闭合耗时短，救援效率高。

D 型剪扩器 GYJK-32~100/28-15-D

产品型号

原产品型号

额定工作压力

额定扩张力

剪切圆钢直径 / 钢板厚度（Q235 材料）

开口距离

重量

外形尺寸（长×宽×高）

技术参数

GYJK-32~100/28-15-D
DGQ15/32-D
63 MPa
32 kN
Φ28 mm /15 mm
360 mm
＜ 14 kg
765×210×170 mm

◆ 交通事故救援、地震灾害救援、意外事故救援

◆ 剪切、扩张和牵拉

应用范围

◆ 高强度轻质合金制造，重量轻

◆ 采用更舒适的新材料设计的手柄，使救援操作更加安
全容易

◆ 具有自锁功能的双向液压锁和自动复位控制阀组合，
操作在任何位置不回缩，安全性高

◆ 方便左右手操作的手柄及设有保护套的活动部件以保
证操作更安全

◆ 张开闭合耗时短，救援效率高 

产品特点

应用实例

Combination Tool

Technic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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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事故救援、地震灾害救
援、意外事故救援

◆ 移动障碍物、撑顶物体、创
造救援通道及保持物体稳定

应用范围

◆ 高强度轻质合金制造，重量轻，撑顶力大

◆ 最早独创加长杆结构设计，不同长度组合满足不同撑顶条
件要求，撑顶长度最长可达 1325mm

◆ 两端防滑齿保证撑顶稳定

◆ 具有自锁功能的双向液压锁和自动复位控制阀组合，操作
在任何位置不回缩，安全性高

◆ 手柄方便左右手操作

◆ 撑顶闭合耗时短，救援效率高

产品特点

B 型撑顶器GYCD-110/775-B

应用实例

产品型号

原产品型号

额定工作压力

最大撑顶力

作业范围

撑顶行程

加长杆长度（I/II/III）
重量

外形尺寸（长×宽×高）

技术参数

GYCD-110/775-B
JDG110/475-B
63 MPa
110 kN
475-1325 mm
300 mm
100/175/275 mm
＜ 12 kg
475×84×300 mm

GYCD-110/775-B 型撑顶器作为液压破拆救援器材常规配置产品，是我公

司一贯热销的救援工具，与鼎力动力源配合使用，具有移动障碍物、撑顶物体、

创造救援通道及保持物体稳定的功能。

GYCD-110/775-B 型撑顶器采用高强度轻质合金制造，重量轻，撑顶力大；

最早独创加长杆结构设计，不同长度组合满足不同撑顶条件要求，撑顶长度最

长可达 1325mm；两端防滑齿保证撑顶稳定；具有自锁功能的双向液压锁和自

动复位控制阀组合，操作在任何位置不回缩，安全性高；手柄方便左右手操作；

撑顶闭合耗时短，救援效率高。

Technical Data

Rescue 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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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CD-195~90/770~1060-E 型双级撑顶器作为液压破拆救援器材常

规配置产品，是我公司一贯热销的救援工具，与鼎力动力源配合使用，两

级活塞，具有移动障碍物、撑顶物体、创造救援通道及保持物体稳定的功能。

GYCD-195~90/770~1060-E型双级撑顶器采用高强度轻质合金制造，

重量轻，撑顶力大；两级活塞，初级撑顶力 20 吨，次级撑顶力 9 吨；两端

防滑齿保证撑顶稳定；具有自锁功能的双向液压锁和自动复位手控换向阀

组合，操作在任何位置不回缩，安全性高；手柄方便左右手操作；撑顶闭

合耗时短，救援效率高。

产品特点

E 型双级撑顶器 GYCD-195~90/770~1060-E

产品型号

原产品型号

额定工作压力

撑顶力

作业范围

撑顶行程

重量

外形尺寸（长×宽×高）

技术参数

GYCD-195~90/770~1060-E
JDG195/460-E
63 MPa
195-90 kN
460-1060 mm
600 mm
＜ 15 kg
480×100×210 mm

◆ 交通事故救援、地震灾害救援、意外事故救援

◆ 移动障碍物、撑顶物体、创造救援通道及保持
物体稳定

应用范围

◆ 高强度轻质合金制造，重量轻，撑顶力大

◆ 两级活塞，初级撑顶力 20 吨，次级撑顶力 9吨

◆ 两端防滑齿保证撑顶稳定

◆ 具有自锁功能的双向液压锁和自动复位手控换
向阀组合，操作在任何位置不回缩，安全性高

◆ 手柄方便左右手操作

◆ 撑顶闭合耗时短，救援效率高

应用实例

Telescopic Rescue Ram

Technic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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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JK-25/20-10-A 型便携式剪扩器作为液压破

拆救援器材常规配置产品，是我公司一贯热销的便携

式救援工具，该工具与手动泵合为一体，无需外接动

力源，具有剪切、扩张、夹持功能。

GYJK-25/20-10-A 型便携式剪扩器工具和手动

泵合为一体，无需外接动力源，高低压自动转换；可

在水下及有爆炸危险的区域谨慎使用，安全方便；采

用更舒适的新材料设计的手柄，使救援操作更加安全

容易；剪切刀和手动泵间可 360 度旋转，以适应不同

场合和方位使用；刀片采用可重磨的工具钢制造；配

送订做的铝合金包装箱，方便工具储存和搬运。

◆ 交通事故救援、地震灾害救援、意外事故救援

◆ 剪切、扩张和夹持功能

◆ 可在水下作用

◆ 适合在梯子上端或狭窄空间作业

应用范围

◆ 工具和手动泵合为一体，无需外接动力源，高低压
自动转换

◆ 可在水下及有爆炸危险的区域谨慎使用，安全方便

◆ 采用更舒适的新材料设计的手柄，使救援操作更加
安全容易

◆ 剪切刀和手动泵间可 360 度旋转，以适应不同场合
和方位使用

◆ 刀片采用可重磨的工具钢制造

◆ 配送订做的铝合金包装箱，方便工具储存和搬运

产品特点

A 型便携式剪扩器GYJK-25/20-10-A

应用实例

产品型号

原产品型号

额定工作压力

额定扩张力

剪切圆钢直径 / 钢板厚度 (Q235 材料 )
开口距离

重量

外形尺寸（长×宽×高）

技术参数

GYJK-25/20-10-A
BDQ10/24-A
63 MPa
25 kN
Φ20 mm /10 mm
160 mm
＜ 10.5 kg
740×190×170 mm

Technical Data

Uni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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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WXQ-6/60-A 型万向剪切器是专为狭小空间救援设计的一

种剪切板材的专用抢险救援工具，与鼎力 A 型或 X 型手动泵配合使

用，用于破拆金属结构，解救被困于危险环境中的受难者。

GYWXQ-6/60-A 型万向剪切器采用高强度轻质合金制造，体

积小，重量轻；能进行狭小缝隙的金属剪切作业；剪切工具头可正、

负向翻转，更利于应付复杂情况；手柄方便左右手操作。

A 型万向剪切器 GYWXQ-6/60-A

产品型号

原产品型号

额定工作压力

剪切钢板厚度（Q235 材料）

开口距离

重量

外形尺寸（长×宽×高）

技术参数

GYWXQ-6/60-A
WXQ6/60-A
63 MPa
6 mm
60 mm
＜ 6 kg
400x250x90 mm

◆ 交通事故救援、地震灾害救援、意外事故救援

◆ 小巧的刀头设计更适合于狭窄空间的救援场合
使用

应用范围

◆ 高强度轻质合金制造，体积小，重量轻

◆ 能进行狭小缝隙的金属剪切作业

◆ 剪切工具头可正、负向翻转，更利于应付复
杂情况

◆ 手柄方便左右手操作

产品特点

应用实例

Universal Cutter

Technic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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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KF-210/50-A 型开缝器是一种专为窄小缝隙救援设计的专用

救援抢险器械，在事故发生时，与鼎力 A 型或 X 型手动泵配合使用，

最小楔入缝隙 6mm，能够抬起重物使窄小缝隙扩大，从而可以使用其

它合适的救援工具继续操作，并最终将被困于危险环境中的受害者解

救出来。

GYKF-210/50-A 型开缝器采用高强度轻质合金制造，重量轻；

最小楔入缝隙仅为 6mm；采用更舒适的新材料设计的手柄，使救援操

作更加安全容易；具有自锁功能的双向液压锁和自动复位控制阀组合，

操作在任何位置不回缩，安全性高；方便左右手操作的手柄及设有保

护套的活动部件以保证操作更安全；高强度合金结构，缝隙开启力更大。

◆ 交通事故救援、地震灾害救援、意外事故救援

◆ 撬开窄小缝隙并与其它工具配合使用扩充为救援逃生通道

应用范围

◆ 高强度轻质合金制造，重量轻

◆ 最小楔入缝隙仅为 6mm 

◆ 采用更舒适的新材料设计的手柄，使救援操作更加安全容易

◆ 具有自锁功能的双向液压锁和自动复位控制阀组合，操作在
任何位置不回缩，安全性高

◆ 方便左右手操作的手柄及设有保护套的活动部件以保证操作
更安全

◆ 高强度合金结构，缝隙开启力更大

产品特点

GYKF-210/50-A

应用实例

A 型开缝器

产品型号

原产品型号

额定工作压力

最小楔入缝隙

最大开启距离

最大开启力

重量

外形尺寸（长×宽×高）

技术参数

GYKF-210/50-A
KFQ 210/50-A
63 MPa
6 mm
50 mm
210 kN
＜ 11.5 kg
665×195×190 mm

Technical Data

Power Wedge



32
电话：022-85689800  传真：022-27471178  网址：www.rescue-tools.com   邮箱：dinglee@idexcorp.com

GYFG-60-A 型封管器是一种与鼎力液压泵配合使用，通过挤压损

坏金属管路的局部，可以减小或杜绝流体外泄所造成的危害并进行维修，

从而对其进行封堵的专用抢险救援工具。

GYFG-60-A 型封管器采用高强度轻质合金制造，重量轻；活塞双

向运动产生推力和拉力，封堵和松开时间更短，效率更高；最大封管直

径可达 60mm；采用更舒适的新材料设计的手柄，使救援操作更加安全

容易；具有自锁功能的双向液压锁和自动复位控制阀组合，操作在任何

位置不回缩，安全性高；使用便捷、操作简单，适用管路范围宽，对于

部分高压流体有较强的堵漏效果。

A 型封管器 GYFG-60-A

应用实例

◆ 交通事故救援

◆ 地震灾害救援

◆ 意外事故救援

◆ 最便捷的各种流体运输管路泄露解决方案

应用范围

◆ 高强度轻质合金制造，重量轻

◆ 活塞双向运动产生推力和拉力，封堵和松开时间更
短，效率更高

◆ 最大封管直径可达 60mm

◆ 采用更舒适的新材料设计的手柄，使救援操作更加
安全容易

◆ 具有自锁功能的双向液压锁和自动复位控制阀组
合，操作在任何位置不回缩，安全性高

◆ 使用便捷、操作简单，适用管路范围宽，对于部分
高压流体有较强的堵漏效果

产品特点

产品型号

原产品型号

额定工作压力

两刀开口距离

两刀闭合间隙

最大封管直径

最大封管壁厚                      
重量

外形尺寸（长×宽×高）

技术参数

GYFG-60-A
FGQ 60-A
63 MPa
60 mm
2±1 mm
Φ60 mm
4.5 mm
＜ 10 kg
510×220×170 mm

Pipe Squeezer

Technic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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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故发生时，TSQ-110-A 型边缘抬升器与鼎力液

压泵配合使用，用于抬升、撑顶金属和非金属结构，将被

困于危险环境中的受害者解救出来的专用抢险救援器械。

TSQ-110-A 型边缘抬升器是抢险救援设备中不可缺

少的工具，既可从重物边缘缝隙插入将重物抬起，又可用

顶部顶起重物；采用高强度轻质合金制造，重量轻；插入

最小缝隙 55mm；顶升高度可达 686mm；撑顶力 110kN。

◆ 交通事故救援

◆ 地震灾害救援

◆ 意外事故救援

◆ 与 AIRSHORE 救援支撑柱配合
使用可用于矿井抢险救援

应用范围

◆ 既可从重物边缘缝隙插入将重物抬起，
又可用顶部顶起重物

◆ 高强度轻质合金制造，重量轻

◆ 插入最小缝隙 55mm

◆ 顶升高度可达 686mm

◆ 撑顶力 110kN 

TSQ-110-A A 型边缘抬升器

产品型号

额定工作压力

顶部承载力

开启力

插入最小缝隙

抬升高度

最小高度

顶升高度

重量

外形尺寸（长 x 宽 x 高）

技术参数

TSQ-110-A
63 MPa
110 kN
60 kN
55 mm
308 mm
450 mm
686 mm
＜ 18 kg
280x160x450 mm

应用实例

产品特点

Technical Data

Toe 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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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JD 系列千斤顶组套含鼎力根据救援实

际需要研发设计的 5 吨、10 吨和 20 吨三种

不同撑顶力和撑顶高度的千斤顶。该千斤顶

与鼎力 A 型或 X 型手动泵配合使用，具有移

动障碍物、撑顶物体及保持物体稳定的功能。

QJD 系列千斤顶组套中的三件产品可根

据客户实际需要选配或全配；三种不同高度

和撑顶力的千斤顶组合可满足不同救援环境

的需要；采用高强度轻质合金制造，重量轻，

撑顶力大，撑顶快。

千斤顶

◆ 交通事故救援、地震灾害救援、意外事故救援

◆ 移动障碍物、撑顶物体及保持物体稳定

应用范围

产品特点

◆ 千斤顶组套中的三件产品可根据客户实际需要
选配或全配

◆ 三种不同高度和撑顶力的千斤顶组合可满足不
同救援环境的需要

◆ 采用高强度轻质合金制造：重量轻，撑顶力大，
撑顶快

产品型号

额定工作压力

撑顶力

撑顶行程

闭合长度

重量

外形尺寸（长 x 宽 x 高）

技术参数

QJD-5T-A
63 MPa
50 kN
30 mm
100 mm
＜ 2 kg
130×67×100 mm

QJD-10T-B
63 MPa
100 kN
200 mm
300 mm
＜ 4 kg
97×115×300 mm

QJD-20T-C
63 MPa
200 kN
230 mm
320 mm
＜ 8 kg
122×140×320 mm

应用实例

Lifting Set

Technical Data

QJ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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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Q-100/240-A 型开门器与鼎力手动泵配合使用，适用于住宅、

宾馆及商业楼宇的火灾救援，快速打开锁死的房门。

KMQ-100/240-A 型开门器采用特种钢制造，重量轻；可产生 10 吨

的开启力；可在有爆炸危险的场所使用；外形小巧、便携；可与 B 型手

动泵配套存储在金属箱内实施快速机动救援，方便存储。

◆ 交通事故救援、地震灾害救援、
意外事故救援

◆ 可在有爆炸危险的场所使用

◆ 用于住宅、宾馆及商业楼宇的火
灾救援，快速打开锁死的房门

应用范围

◆ 采用特种钢制造，重量轻

◆ 可产生 10 吨的开启力

◆ 可在有爆炸危险的场所使用

◆ 外形小巧、便携

◆ 可与 B 型手动泵配套存储在金
属箱内实施快速机动救援，方
便存储

产品特点

KMQ-100/240-A A 型开门器

产品型号

额定工作压力

开启力

闭合长度

开启行程

重量

外形尺寸（长×宽×高）

技术参数

KMQ-100/240-A
63 MPa
100 kN
240 mm
110 mm
＜ 7 kg
140×110×240 mm

推荐组套

Technical Data

Door Ope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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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DQ-14/28-AA 型切断器
Pedal Cutter

QDQ-14/28-A 型切断器与鼎力手动泵配合使用，具有切断、

剪切金属结构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交通事故损毁的车辆驾驶室内

的破拆切割操作。

QDQ-14/28-A 型切断器轻便、小巧；可剪切 14mm 直径的

圆钢；可在有爆炸危险的场所使用；可与 B 型手动泵配套存储在

金属箱内实施快速机动救援，方便存储。

◆ 交通事故救援、地震灾害救援、
意外事故救援

◆ 可在有爆炸危险的场所使用

◆ 交通事故损毁的车辆驾驶室内
的破拆切割操作

应用范围

◆ 轻便、小巧

◆ 可剪切 14mm直径的圆钢

◆ 可在有爆炸危险的场所使用

◆ 可与 B 型手动泵配套存储在金
属箱内实施快速机动救援，方
便存储

产品特点

产品型号

额定工作压力

切断圆钢直径（Q235 材料）

刀口最大开口距离

重量

外形尺寸（长×宽×高）

技术参数

QDQ-14/28-A
63 MPa
Φ14 mm
28 mm
＜ 3 kg
300×75×52 mm

推荐组套

Technic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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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al Tools

我公司生产的手动破拆工具含多种撬斧工具和冲击器，是现场救援中不可或缺的单人多功能救援器材，特别

为消防工作、救援组织、警务人员和特殊机构设计，以使救援人员能快速接近需要帮助的人。

撬斧工具汇集了手动破拆的多种功能，可用于破坏上锁的门、锁，戳穿金属、撬起重物，为灭火设备打开一

个缺口，还可作为锤使用。

冲击器集凿、切、砸、撬等工作方式于一体，冲击头采用高强度工具钢制造，强度大、韧性好，可快速、有

效打通砖和混凝土阻隔墙，特别适合于地震初期救援。

◆ 汇集了手动破拆的多种功能

◆ 手柄有防滑纹，握持可靠

◆ 工具头采用高强度不锈钢制成，强度大、
耐腐蚀、外形美观

◆ 可作为锤使用

撬斧工具特点

◆ 集凿、切、砸、撬等工作方式于一体

◆ 可更换冲击头

◆ 冲击头采用高强度工具钢制造，强度大、
韧性好

冲击器特点

手动破拆工具

SQF-A 型撬斧工具

SQF-B 型撬斧工具

SQF-E 型撬斧工具

SCQ-750-A 型冲击器

产品名称

A 型撬斧

E 型撬斧

B 型撬斧

A 型冲击器

技术参数

产品型号

SQF-A

SQF-E
SQF-B-24
SQF-B-30
SQF-B-36
SQF-B-42

SCQ-750-A

手柄力

600-800 N

600-800 N

切割能力

1.5 mm

1.5 mm

冲击行程 438 mm

凿孔能力

1.5 mm

1.5 mm

重量

＜ 9.5 kg

＜ 9 kg
＜ 4 kg
＜ 4.5 kg
＜ 5 kg
＜ 5.5 kg
冲击锤重量＜ 4.8 kg
总重量＜ 14 kg

外形尺寸（长×宽×高）

785×210×120 mm

785×210×120 mm
长度 610 mm
长度 760 mm
长度 915 mm
长度 1065 mm
750×Φ 65 mm
（长×直径）

工作头

一端单功能头

一端双功能头

两端单功能头

Technic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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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压式排烟机主要用于各种灾害现场的排烟和送风，排出危险场合的有害气体以方便救援。我公司现提供两

款正压式排烟机供您选择：ZPQ9000-A 型正式压排烟机和 ZPQ-9000-H 型正压式排烟机。

正压式排烟机采用进口发动机为动力，在环境恶劣的地区可照常工作，体积小、重量轻、排烟量大，最新外

形设计利于救援移动。

◆ 采用进口发动机为动力

◆ 在环境恶劣的地区可照常工作

◆ 体积小、重量轻、排烟量大

◆ 最新外形设计利于移动

正压式排烟机

ZPQ9000-A 型正式压排烟机 ZPQ-9000-H 型正压式排烟机

产品型号

最大排风量

风筒最大倾角

重量

外形尺寸（长×宽×高）

产品型号

最大排风量

发动机功率

汽油机转速

重量

外形尺寸（长×宽×高）

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ZPQ9000-A
9000±450 m3/h
≤ 12º
27 kg
400x650x850 mm

ZPQ-9000-H
9000 m3/h
2.1 kW / 3600 (r/min)
3400±150 rpm
＜ 25 kg
750x680x450 mm

产品特点

Technical Data Technical Data

Positive Pressure Venti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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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A 型正负压排烟机（防爆）

B 型正负压排烟机（防爆）

C 型正负压排烟机（防爆）

技术参数

产品型号

ZFPD-3900-A
ZFPD-6300-B
ZFPD-9000-C

叶片直径

300 mm
400 mm
500 mm

电机功率

520 W
1100 W
1100 W

电压

AC 220 V
AC 220 V
AC 220 V

最大排风量

3900 m3/h
6300 m3/h
9000 m3/h

正负压排烟机（防爆）

◆ 重量轻，移动方便

◆ 款式新颖，结构合理

◆ 安全耐用，使用方便

◆ 导风筒之间能够轻松连接

◆ 性能优良，吸风力强

◆ 防砸、防爆，使用安全可靠

产品特点

移动式排烟机主要用于各种灾害现场的排烟和送风，排出危险场合的有害气体以方便救援。

正负压排烟机（防爆）使用防爆电机为动力，适用于容器内、隧道内的排风或送风，能迅速的将有害气体、烟尘、

粉尘、热气等排放。防砸、防爆，使用安全可靠；其 7片一体式铸铝合金风叶，质轻坚硬，绝不断裂；经动平衡调校，

运转平稳。

我公司现提供三款正负压防爆排烟机供您选择！

Positive and Negative Pressure Ventilator

Technical Data

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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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三角架作为专业矿井、坑道救援工具，主要用于洞口、山丘和高层建筑等场所的矿井、深井被困人员起

重救援。组套由三角架、绞盘和底脚链条等组成。

救援三角架组套

JS-1.6/2.2-A 型救援三角架
（含 JP-1600/32-B 型手动绞盘）

产品型号（救援三角架）

产品型号（手动绞盘）

额定载荷

安全系数

钢索长度

手柄力（手动绞盘）

工作状态最大高度

并拢长度

重量（含手动绞盘）

技术参数

JS-1.6/2.2-A
JP-1600/32-B
1600 N
7
32 m
200 N
3200 mm
2200 mm
＜ 42 kg

◆ 采用高强度轻质合金制造，保证强度的同时最大限度减轻重量

◆ 三根支腿可伸缩，便于携带和运输

◆ 架头吊环万向设计，保证绞盘吊钩挂装方便

◆ 大面积底脚设计，保证着地面积，底脚设有弓形卸钩，配备保护链，确保三角架稳定安全工作

◆ 绞盘正反向自锁结构，保证吊索安全性

◆ 吊索采用特制不锈钢丝绳，破断拉力高，柔韧性好

◆ 安装方便，高度可调，可置于井口、坑口等对受困人员进行快速施救

产品特点

Technical Data

Rescue Trip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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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YJQ-S311 型剪断器

◆ GYKZ-S 型扩张器

◆ GYJK-SC357 型多功能钳

◆ GYCD-R 型单级顶杆

◆ GYCD-R420 型双级顶杆

◆ BJQ-P630 型机动泵

700 巴液压破拆工具组套包括

700 巴液压破拆工具组

鼎力全新 700 巴液压破拆工具组具有更高的压力，更强的力量，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效率，拥有国际标准

品质的特点，同时可配备 LED 灯方便救援。

其设计理念及性能测试结果均符合 NFPA、EN 和 GB 测试标准，是中国首家在 700 巴压力测试中顺利通过

欧盟 (EN) 及北美认证 (NFPA) 的液压破拆救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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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救援
轻松应对

◆ BJD-63/0.3-M2 型微型电动泵

◆ GYJK-18~33/23-10-X2 型单接口剪扩器

◆背架

组套包括

背负式组套专为极难进入的山区和狭小地区的救援而设计，具有超便捷，高性能，单人背负即可操作的特点。

组套中配备交直流两用的电动动力源，外形小巧新颖，轻便易于携带，一键式开关控制操作极其简单。工具和泵

站一整套设备采用背架的形式，即使是在山区等地单人也可轻松、自由救援。单接口连接，工具可带压插拔，节

省宝贵的救援时间。

背负式救援组套
Portable Rescue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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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扩张器外形小、重量轻、扩张距离大

◆ 人体工程学设计，外形小巧

◆ 采用特种钢制造，重量轻

◆ 有 220mm扩张距离

◆ 可与开门器、切断器配合使用

◆ 实施快速救援

产品特点

产品型号

额定工作压力

扩张力

扩张距离

重量

外形尺寸（长×宽×高）

技术参数

KZQ-25~45/220-M
63 MPa
45 kN
220 mm
5.5 kg
380×177×112mm

Technical Data

◆ 交通事故救援

◆ 地震灾害救援

◆ 意外事故救援

应用范围

◆ 外形小巧，携带方便

◆ 可切断、开启、扩张作业

◆ 适用在狭小空间作业

◆ 操作简单，单人即可作业

组套特点

◆ BS-63-B 型手动泵

◆ KMQ-60/270-B 型开门器

◆ QDQ-14/28-A 型切断器

◆ KZQ-25~45/220-M 型扩张器

组套包括

KZQ-25~45/220-M 微型扩张器

便携式破门器组套
Compact Door Opener and Pedal Cutter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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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开启建筑物或办公楼事故
中的金属门或防火门，开启力 10 吨。

一个箱子中含开门器和切断器，
开门器开启力 10 吨。

用来开启建筑物或办公楼事故
中的金属门或防火门，开启行程达
150mm。

一个箱子中含开门器和切断器，
开门器开启行程 150mm。

在狭窄空间作业的切断
器组套。

开门器和切断器组套

A 型开门器组套 A 型开门器切断器组套

B 型开门器组套 B 型开门器切断器组套

切断器组套

◆ BS-63-B 型手动泵

◆ KMQ-100/240-A 型开门器

◆ 运输箱

组套包括

◆ BS-63-B 型手动泵

◆ KMQ-100/240-A 型开门器

◆ QDQ-14/28-A 型切断器

◆ 运输箱

组套包括

◆ BS-63-B 型手动泵

◆ KMQ-60/270-B 型开门器

◆ 运输箱

组套包括
◆ BS-63-B 型手动泵

◆ KMQ-60/270-B 型开门器

◆ QDQ-14/28-A 型切断器

◆ 运输箱

组套包括

◆ BS-63-B 型手动泵

◆ QDQ-14/28-A 型切断器

◆ 运输箱

组套包括

Door Opener and Pedal Cutter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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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63-B 型手动泵

◆ QDQ-14/28-A 型切断器

◆ 运输箱

AIRSHORE 轻型救援支撑组套主要用于在对竖直、水平和有一定角度的位置（如大楼、沟渠、墙壁等）以

及事故救援和灾难控制中进行稳定和支撑。

AIRSHORE 轻型救援支撑组套可手动、气动操作，组装和拆卸简单、无需维护和专门工具，其构造简单稳

定能够在高低不平以及受到沙子和泥土影响的不利状况下完美地发挥支撑稳定作用。其不同长度、不同功能的支

撑柱、加长杆、附件、U 型头和底板组合而成的支柱使得系统能够在各种环境中应用。其增强的阶梯套可在阶梯

内侧的导向槽中，两个螺钉使得阶梯套能在套筒上自由旋转，并可防止阶梯套上下滑落。机械安全锁使活塞不会

滑脱，每一根支柱带有两个安全销。

轻型救援支撑组套

产品名称

救援支撑柱

救援柱加长杆

C 型插槽

L 型插槽

凸起底座

平底座

供气系统

组套数量

产品型号

ART-C
ART-E 24
ART-CG 4
ART-LG
ART-RB
ART-FB

长度

840-1250 mm
610 mm
100 毫米

重量

9 kg
3.6 kg

数量

6 件

6 件

4 件

4 件

4 件

4 件

1 套

29 件套

AIRSHORE 轻型救援支撑组套明细

应用实例

AIRSHORE 救援支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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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救援支撑组套

AIRSHORE 车辆救援支撑组套为手动操作，以其特殊的配置可对事故车辆、交通工具、施工现场的机器和

卡车等在垂直竖立、水平和 45 度斜角中进行快速、安全、便携的稳定和支撑，以保护事故中受伤人员和救援人员

的安全。

AIRSHORE 车辆救援支撑组套的组装和拆卸简单、无需维护和专门工具，其构造简单能够在高低不平的表

面进行快速支撑和稳定。其不同长度、不同功能的支撑柱、加长杆、附件、支撑头和底板组合而成的支柱使得系

统能够在各种事故车辆中进行快速救援。其增强的阶梯套可在阶梯内侧的导向槽中，两个螺钉使得阶梯套能在套

筒上自由旋转，并可防止阶梯套上下滑落。机械安全锁使活塞不会滑脱，每一根支柱带有两个安全销。

产品名称

救援支撑柱

救援支撑柱

救援柱加长杆

救援柱加长杆

3 米棘齿带 
4.5 米延长带

楔块附件 
菱形头附件 
犀牛头附件 
大提包 
小提包 

产品型号

ART-LK 12 S
ART-LK 24 S
ART-LKE 12
ART-LKE 18
ART-RS
ART-RSE
ARL-WA
ARL-DH
ARL-Pointv
ARL-L BAG
ARL-S BAG

数量

2 件

2 件

2 件

2 件

4 件

2 件

2 件

2 件

2 件

1 件

1 件

AIRSHORE 车辆救援支撑组套明细

应用实例

AIRSHORE 救援支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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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多功能救援支撑组套

AIRSHORE 大型多功能救援支撑组套主要用于在对竖直、水平和各种角度位置的大楼、沟渠、墙壁、窗户、

天花板、门及倾斜的水泥板等各种环境进行救援和灾难控制中进行稳定和支撑。可组合成支撑力巨大的三柱一体型

支撑柱或三脚架支撑救援系统以及组合成龙门架使其在无法使用起重机的地方用该套龙门架进行举起并移动重物。

AIRSHORE 大型多功能救援支撑组套可手动、气动操作，组装和拆卸简单、无需维护和专门工具，其构造

简单稳定能够在高低不平以及受到沙子和泥土影响的不利状况下完美地发挥支撑稳定作用。其不同长度、不同功

能的支撑柱、加长杆、附件、支撑头和底板组合而成的支柱使得系统能够在各种环境中应用。其增强的阶梯套可

在阶梯内侧的导向槽中，两个螺钉使得阶梯套能在套筒上自由旋转，并可防止阶梯套上下滑落。机械安全锁使活

塞不会滑脱，每一根支柱带有两个安全销。

产品名称

救援支撑柱

救援支撑柱

救援支撑柱

救援支撑柱

救援柱加长杆

救援柱加长杆

救援柱加长杆

救援柱加长杆

救援柱加长杆

底座接头

接头配件  
支撑配件   

产品名称

支撑配件   
L 型支撑配件 
墙体支撑底座

墙体支撑板

墙体支撑板连接件

墙体支撑摇摆接头

墙体支撑底座适配件

钉块

木块专用底座

菱形顶端配件

V 型带尖配件

支撑柱底座

产品型号

ART-A
ART-B
ART-D
ART-E
ART-E6
ART-E12
ART-E24
ART-E48
ART-E72
ART-SC
ART-C60
ART-CG4

产品型号

ART-CG6
ART-LG
ART-BPB12
ART-RR18
ART-LDCON
ART-RRA
ART-RRA
ART-RRN

ART-VB
ART-RH
ART-FB

数量

6 件

6 件

6 件

6 件

6 件

6 件

6 件

6 件

6 件

24 件

24 件

6 件

数量

6 件

6 件

6 件

2 件

4 件

4 件

4 件

4 件

4 件

4 件

4 件

4 件

AIRSHORE 大型多功能救援支撑组套 160 件套明细

应用实例

AIRSHORE 救援支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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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LUKAS 液压公司 德国 VETTER 公司 美国 HURST 公司 中国鼎力公司

LUKAS 第二代交直流两用电动工具 LUKAS 便携式交直流两用电动泵 LUKAS 四输出机动泵 VETTER 12 巴起重气垫 VETTER 10 巴可连接式球形起重气垫 AIRSHORE 救援支撑组套VETTER 卡车扶正系统

IDEX Dinglee Technology (Tianjin) Co., Ltd.
艾迪斯鼎力科技 ( 天津 ) 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发展二道 9 号
电话：022-85689800
传真：022-27471178
网址：www.rescue-tools.com
电子邮件：dinglee@idexcorp.com

IDEX 救援集团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