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装卸货设备
提高物流效率的系统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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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曼品牌
面向未来的可靠保障

自主的产品研发

不断地研发新产品，并对已有的产品进行更新改进，这是霍曼高

素质研发团队的日常工作，也是霍曼始终能够走在市场前沿，产

品广受欢迎的关键！

先进的生产工艺

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加工工艺是霍曼高品质产品的重要保证。所有产

品的生产过程，包括装卸平台、门封以及其他配件，均严格受控于

质量管理体系，确保了过硬的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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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欧洲门类产品、电控系统以及装卸货

设备的进口品牌，霍曼一直致力于为广大客户

提供优良的产品和服务，为现代物流行业提供

更好的解决方案。

现代化的工厂和务实的研发团队，为您生

产和研发品质优良、安全耐用的产品。

霍曼产品遍布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地区，

是您在工业、公共建筑领域强有力的合作伙

伴。

技术支持

霍曼多年经验的销售团队可为您提供从项目设计，技术交底，直

至最终验收的全部咨询服务。

我们还为您提供内容详尽、印制精美的产品资料，您也可以登录

霍曼网站 www.hoermann.cn 下载最新版本。

便捷的服务

分布广泛的服务网点使我们有能力快速响应您的服务需求，无论

是常规检查、还是保养维修，我们随时在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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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

热敏成像研究表明，建筑物的大门是影响整个建筑物能效的关

键因素。只有按照建筑物的设计功能进行合理规划，并选择与之

匹配的门类产品，才能将热损耗降至较低。

安全性

工作场所的安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无论对人员，还是对

车辆、货物以及厂房内的装备，都要尽量避免意外伤害的发生。

尤其是在装卸货区域，人员混杂，内部和外部人员在一起工作，

一定要有严格合理的措施来保障安全。

耐久性

高强度的日常工作不可避免的会在您的装卸货设备上留下磨损

的痕迹。此外，撞击的损伤，或是选型不当，都可能导致您在很

短的时间内，即面临高昂的维修或更换费用。为了避免您的财产

遭受损失，需要采取前瞻性的规划，选择高品质的产品，并加强

必要的保护措施。

如今，人们对能效性、安全性以及耐久性要求的越来越高，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根据客户的

需求，提供完整的、个性化的解决方案。霍曼可以根据您现场的实际情况，为您量身定制行之

有效的系统设备，无论在质量、功能，还是在可靠性方面，完全能够满足您的需求。

正确的理念
合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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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产品
集研发与制造于一身

理想匹配的系统

装卸货区域所需的所有设备，都可以从同一个渠道获

得——霍曼。霍曼集研发和制造于一身，不同产品之

间可以轻松理想匹配，确保了您装卸货流程的顺畅有

效。

 装卸平台

 装卸货间

 门封

 工业门

 控制系统

 泊车辅助及安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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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霍曼的理由
提供整套门类产品和装卸设备，量身定制系统化解决方案

耐久性与产品的质量密不可分。装卸平台每天都要

经受严酷的装卸货考验，因此，每一个部件都需要采

用高品质的材料。

霍曼所有装卸平台的设计都严格遵循 EN 1398 的

规定。针对不同额定载荷，都有宽泛的尺寸供您选

择。

坚固的钢质框架是平台与坑体之间牢固连接的可靠

保证，也是平台经久耐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16 - 17 页。

坚固耐用的装卸平台 节能扩容的装卸货间11 22
有了装卸货间，就可以把装卸平台直接装在厂房的外

面，这样，只要关闭厂房大门，就能将厂房洞口密封。 

我们还可以在项目最初的报价阶段，通过数据统计模型

来确定装卸货间能够承受的较大风压和雪压。

地面的轻微不平可以通过地脚螺栓来轻松调节。

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32 -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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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装卸货区域选用一款合适的门封，有助于节能和提

高效率，是一种应用广泛、灵活机动的解决方案。

耐用的帘板式门封，有多种支臂结构可选，车辆停靠到

位后，门封会整体向上抬起，避免损坏门封。

充气式门封可以适用于不同车辆尺寸。如果车辆高度

差异过大，还可以选配附加卷帘。

当装卸口停有周转车厢，或为了补偿车辆移动的需要

时，推荐使用带有伸缩式连杆支臂或提升式顶部结构

的门封。

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36 - 41 页。

柔韧灵活的门封33 互相兼容的控制系统44
霍曼所有工业门和装卸货设备的控制系统，无论从研

发，还是到生产，都源自霍曼一家之手。因此具有高度

的兼容性。所有工业门、装卸货设备的控制系统均有相

同的设计理念、箱体外观以及接线端口。

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如果将平台控制箱装在工业门控

制箱正下方，两个控制箱看起来就像一个统一的整体。

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24-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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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规划
合理规划

装卸月台位于厂房外部

当装卸月台位于厂房外部时，装卸平台被安装在厂房

前方的装卸货间内。装卸货间就像是厂房的另一道

门，可以有效减少厂房内部热量损失，尤其是不进行装

卸货的时候。

此方案的另一个优点是：不占用厂房内部的任何空间，

内部空间可以被充分利用。此外，这种方案也非常适合

旧厂房改造项目，可以非常方便的将整套装卸货设备

安装在厂房外部，省却了高昂的结构改造费用。

装卸月台位于厂房内部

当装卸月台位于厂房内部时，即便是大门紧闭，热量也

可能从装卸平台下方流失，从而给工厂造成不必要的损

失，尤其是对温度有严格要求的场合。当然，这种情况

完全可以通过合理的设计避免。

针对以上情况，霍曼可以提供大门落地安装以及在平台

下方加装保温板的方案。将货物装卸期间的热量损失

降至较低。

当然，对于保温要求不高的场合，传统的门体停在平台

上方的安装方式，也完全能够满足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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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曼让规划变得简单

霍曼可以针对您的个性需求，为您提供内容详尽的产品信

息和图纸文件。更有经验丰富的技术专家，为您提供优化

设计。需要时，请联系我们。

详尽的产品信息和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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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内部的物流解决方案
案例解析

货车高度差较大时

如果来往货车有较大的高度差，液压式的装卸平台当然

是更好的选择。如果货车带有自卸货尾板，还可以非常

方便的把尾板收纳于平台下方的空洞里。在一定尺寸范

围内，还有更大载荷的平台供您选择。

用于温控场合的保温方案

在很多时候，装卸货口并未进行装卸，大门是关闭的。

为了尽量减少此期间的热量损失，可以选择将保温性良

好的分节提升门装在装卸平台的前面，同时在装卸平台 

的底部额外加装保温板。

DOBO 系统，冷库专用

先将货车泊车到位并密封好后，再从厂房内部打开货车

厢门，使冷藏/冷冻货物在整个装卸货过程中始终保持

冷链完整。霍曼 DOBO 系统为您带来更好的操控性和

更低的热损耗。

货车高度几乎相同时

当来往货车高度变化不大时，机械式的装卸平台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如果装卸货的频率也不高，我们建议您使

用手动卷帘门作为厂房大门。

推荐产品

• 液压式装卸平台

• 卷帘门或分节提升门

• 门封

• 防撞块

• 导向轨

推荐产品

• 液压伸缩式装卸平台，配加长唇板

• 装卸平台底部配保温板

• 分节门装在装卸平台前面

• 门封

• 防撞块

• 导向轨

推荐产品

• DOBO 型液压伸缩式装卸平台，配

加长唇板

• 阶梯式月台

• 装卸平台底部配保温板

• 分节门装在装卸平台前面

• 软门帘快速门

• 充气式门封

• 高度可调的防撞块

• 泊车辅助系统 HDA-Pro
• 导向轨

推荐产品

• 机械式装卸平台 MLS
• 手动卷帘门

• 门封

• 防撞块

• 导向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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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温控要求的厂房，货车高度 
几乎相同时

这是一个既提高能效又经济实用的解决方案，大门关

闭时落在厂房地面上，将厂房洞口严密密封。机械式装

卸平台装在厂房的外面，作为月台与车厢之间的桥梁，

货车与月台之间的高度差不大。

DOBO 系统是安全装卸的保障

有了 DOBO 系统，货车车厢门只需在装卸开始之前很

短的时间内保持开启状态，避免了货物被盗的风险。即

使是将集装箱整夜停放在无人看管的装卸货港也不会

有问题。同时，对货车司机自身来说也更安全：他们无

需下车，就可以很方便的完成泊车，避免了进入车辆与

装卸平台之间的危险区域查看泊车情况。

既满足温控要求，又不占用内部空间时

将装卸平台从厂房内部移至厂房外部，内部的空间可以

被充分利用。液压式装卸平台可以适用于各种高度的

货车，双层保温的工业门可以很好地对厂房进行密封。

DOBO 系统在冷链物流中的应用

为了更加充分利用冷库内部的宝贵空间，可以把 DOBO 

系统与保温型装卸货间组合在一起使用。工业门装在装

卸货间的前面，关闭时可以对整个装卸货间实现密封。

同时，装卸货间的保温外墙板、装卸平台托架底部的保

温板，以及大门装在平台前面设计，相当于把保温区域

延伸 到了厂房外部。

推荐产品

• 配有液压式装卸平台的装卸货间

• 保温性良好的分节门，装在厂房内

• 门封

• 防撞块

• 导向轨

推荐产品

• DOBO 型液压伸缩式装卸平台，配

加长唇板

• 阶梯式底部托架

• 保温性良好的分节门

• 充气式门封

• 高度可调的防撞块

• 导向轨

推荐产品

• 保温型装卸货间，DOBO 型液压伸

缩式装卸平台，配加长唇板

• 阶梯式底部托架

• 保温性良好的分节门

• 冷库专用快速门

• 充气式门封

• 高度可调的防撞块

• 泊车辅助系统 HDA-Pro
• 导向轨

在此种情况下，也可选择 DAP 泊车

辅助系统。

推荐产品

• 机械式装卸平台 MRS
• 保温性良好的工业门

• 进深 900 mm 的帘板式门封

• 防撞块

• 导向轨

厂房外部的物流解决方案
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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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式装卸平台
手动操作，用于装卸高度大致相同的场合

在来往货车高度几乎相同的场合，只要在前期的规划中选择恰当的月台高

度，就可以大大减少月台与车厢之间的高度差。额定载荷  60 kN 的机械式装卸平

台 MLS 和 MRS 非常适合在这种场合使用，既满足装卸要求，又非常经济实用。仅需

扳动手动操作杆就可以简单快速地完成搭接。

当然，其设计完全满足 EN 1398 中对装卸平台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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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曼实用小贴士

装有 MRS 平台的场合，为了给防撞块和防撞块托架预留足够的 

空间，配套帘板式门封的进深至少要 900 mm。

MRS 装卸平台

装在厂房外面，防撞块托

架 有 垂 直 和 水平 两 种可

选。

推荐选用进深为 900 mm
的 DSL 型门封（请咨询）

装卸吊桥

装在月台上，用于侧部

装卸

装卸平台 MLS

MLS 装卸平台安装在厂房内部预留好的坑体中，通过

焊接即可简单快速的完成安装。如果需要，还可以选择

配有箱体的款式，在项目施工阶段就浇铸在混凝土中。

装卸平台 MRS

整套平台包括机械式装卸平台和托架两部分，直接装在

厂房外墙上。无需在厂房内部预留坑体，甚至还可以直

接装在现有月台上，施工简单，安装迅速。

托架可以垂直放置，也可以水平放置，用来固定防撞

块。托架上已经预留好螺孔，只需拧入螺栓即可实现防

撞块的固定。

工作范围

MLS, MRS

订货宽度 1750 mm 2000 mm 2250 mm

工作范围 最大斜率为 12.5 %
符合 EN 1398 要求：

正高度差 68 mm，

负高度差 106 mm

装卸平台长度 约 735 mm

搭接面 约 150 mm

托架进深 MRS: 435 mm，不含防撞块

装卸平台 MLS
装于厂房内部

装卸吊桥

这种吊桥由强度较高且耐腐蚀的铝材制成，用来调节中

等以下的高度差，只需一个人就可轻松完成搭接。对于

侧开门的车厢，或火车车厢，还可以提供侧装款式。

气压杆让操作更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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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式装卸平台
操作简单舒适，可以调节较大高度差

液压式装卸平台分为折板式和伸缩式两种。最大长度可达 5 米，月台与货车车厢之

间有很大高度差的时候也可以轻松实现搭接。

霍曼所有装卸平台的设计都符合 EN 1398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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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彰显品质
超长使用寿命

简洁实用的 HLS 平台

HLS 装卸平台经过优化设计，是一款经济实用的液

压式平台。它的各方面性能质量都可以与 HLS-2 平
台媲美。

对于订货尺寸不超过 2000 x 2500 mm 的平台，霍曼

采用一整块模铸钢板台面设计。对于尺寸更大的平

台台面，我们严格按照欧洲标准，采用精细牢固的焊

接工艺对两块钢板进行拼接。

耐用的折板式唇板

开放式的唇板铰链设计，容易清理，防止木屑、石块

等杂物在此处堆积。

安全可靠的控制

双主油缸的设计，对平台台面的支撑更加平稳有力。

每个主油缸都配有急停阀，在紧急情况下确保平台

的安全。

台面下方的加强筋设计

台面下方设计有多条加强筋，防止台面发生变形（车轮

压痕），其数量和设计满足并超过  EN  1398 的要求。

坚固的伸缩式唇板

伸缩唇板框架经过整体加强，非常坚固稳定。唇板

由整块厚度为 12/14 mm 的防滑花纹板制成。

降低运输成本

HLS  平台的特殊设计，使其运输高度仅为 380 mm，

最多可降低 50% 的运输成本。

平滑的搭接和过渡

平台台面与唇板之间，唇板与车厢之间的搭接都平

滑过度，确保了装卸货过程的安全。

经久耐用的设计

额定载荷 60 kN 的平台，台面可采用厚度为6/8或

8/10 mm 的防滑花纹板，经久耐用，满足您长期

装卸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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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式装卸平台
货车与月台之间有较大高度差时也能理想搭接

145/170

100

唇板长度
选择合适的唇板长度，确保搭接面达到 100 - 150 mm，以满足 EN 1398 的
要求。请注意，计算货车与月台之间的距离时，要考虑防撞块的厚度。

标准配置

额定载荷/承载能力

霍曼装卸平台的额定载荷为  60 kN（额定载荷符合 EN 1398 要

求）。更高的载荷要求请咨询，对于 HLS 2 平台，最大载荷可达 

180 kN。

斜率/坡度

请参考第  28/29 页（工作范围和尺寸）内容，（根据 EN 1398 要

求，最大允许斜率可达 12.5%）。

表面处理

冲压成型的钢质防滑花纹板，表面喷涂双组份聚酯漆。既保证装卸

货的安全，又防腐耐用。

唇板类型

R型，直角唇板

标准配置

伸缩式装卸平台

伸缩式唇板的标准长度为 500 mm 。
对于一些特殊的项目，尤其是工厂大

门位于平台前面的情况，需要更长的

唇板。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 1000 
mm 或 1200 mm 的唇板。

S型，斜角唇板

订货宽度超过 2000 mm 时推荐

使用

SG型，三段式唇板

分段的唇板设计，可以使平台适应不

同车厢宽度（伸缩式唇板窄边宽度

为 170 mm，可伸缩），折板式唇板

窄边宽度为 145mm，窄边最大能够

承受 1 T 的载荷。

折板式装卸平台

唇板标准长度为 405mm。订货前

请注意，唇板铰链的突出部分对唇

板搭接 长度有一定影响。详情 请

咨询。

表面颜色

标准颜色有 RAL 5002 蓝色

和 RAL 9017 黑色，也可以根

据需要选择其他 RAL 颜色，具

体请咨询。

密封条

霍曼装卸平台标配侧部和尾部

密封条。当平台不工作时，用来

密封平台台面与月台之间的缝

隙，防止灰尘进入，减少热量

损失。

RAL 5002 RAL 9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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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缩式装卸平台

伸缩式装卸平台唇板的伸缩和升降行程是连续可调

的，精度可达 1cm，适合装卸装满货物的车辆。即使货

车车厢尾部已经堆满了货盘，只留给平台唇板很少的搭

接空间，也可以正常完成装货。

平台台面和唇板框架下面配有多条加强筋，侧部设计有

塑料导向滑槽，确保了唇板动作的连贯性和可靠性。

伸缩式唇板的伸出和缩回都经由控制箱上的独立按键

进行控制，使其准确搭接在货车车厢板上。伸缩式唇板

上设有缺口标记，用来显示最大和最小的搭接长度。

伸缩式唇板的标准长度为 500mm，也可以根据需要选

择更大的长度。例如，装卸平台装在厂房大门里面时需

要配置加长的唇板。

折板式装卸平台

平台台面在液压系统的驱动下，向上升起到最高点，然

后唇板自动向外翻折。平台台面随即缓缓下落，直至落

到车厢板上，搭接完成。此时，就可以快速、安全的进出

货车进行装卸货了。异常坚固的唇板铰链以及整排的铰

链支座，是装卸平台可靠性的有力保障。敞开式的铰链

设计，防止灰尘污物在此处堆积。

如果装卸的是特别重的货物，例如纸张等，也可以选择

额定载荷 180 kN 的折板式装卸平台。

HLS 2 折板式装卸平台

标准唇板长度为 

405 mm。

最大额定载荷可达 

180 kN，请咨询。

由于唇板是折板式的，

带有铰链，所以实际的

搭 接 长 度 并 不 是 唇 板

的完整长度。详情请咨

询。

HTL 2 伸缩式装卸平台

伸缩式装卸平台的标准

唇板长度为 500 mm。

平台唇板上的小缺口用

来标记 100-150mm 的

最佳搭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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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特殊场合的装卸平台

60 kN

20 kN

三段伸缩式装卸平台

HTLV 3
配有三段式伸缩唇板的装卸平台
大型货车和小型货车均可使用

三段伸缩式装卸平台 HTLV 3 的优势在于：无论大型

货车，还是小型货车，都可以在同一个装卸货口进行

装卸。

当大型货车进行装卸货时，伸缩式唇板可以整体伸出

并搭接在货车内（宽度约 2000 mm）。在最大额定载

荷 60 kN 范围内，HTLV 3 平台可以像常规平台一样使

用。

您可以通过控制箱上的一个简单的按钮，单独控制中

间唇板的伸缩，两侧的唇板仍保持在初始位置，从而轻

而易举的实现对小型货车的搭接。智能化的液压系统

可以提供必要的重量补偿，减轻货车的载荷。随着装货

的进行，货车车厢受到货物的重压而降低，装卸平台也

会自动调整自己的高度，确保每个瞬间都能够理想搭

接。按照 EN 1398 的规定，此时平台的最大载荷可达

20 kN。

不是所有的叉车都有相同的爬坡能力，越长的平台，与

车辆搭接后的坡度越小。需要请咨询！

选用 HTLV 3 伸缩式装卸平台，大型货车和小型货车都可以在同一个装卸货口完成装卸。 升降式装卸平台将伸缩式平台与剪式升降台有机结合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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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实现水平搭接的伸缩式装卸平台

HTL 2-P 型装卸平台的特殊设计，可以使台面的前半部

分始终保持水平。这种设计在用叉车装卸非常高的货物

时显得尤为必要。如果台面是倾斜的，货物的顶部就可

能会撞到货车车厢顶部。HTL 2-P 装卸平台帮助您充

分利用装卸的高度空间。

伸缩式装卸平台 HTL 2-P

升降式装卸平台

伸缩式平台与剪式升降

台的结合

升降式装卸平台：
装卸平台与剪式升降台的有机结合

升降式装卸平台可以在有限的空间内，实现两种截然不

同的功能。

当其与月台同高时，这种平台可以像普通的液压伸缩式

装卸平台一样使用：用来搭接月台与货车车厢之间的距

离和高度差，从而实现快速的装卸货。

由于平台下方集成了剪式升降台，还可以很方便快速地

将货物从路面提升至月台，或从月台降至路面。



22

DOBO 系统
先泊车 后开门

DOBO 系统是冷链物流的理想装卸货方案：先将货车泊车到位并密封好后，再从

厂房内部打开货车厢门，使冷藏/冷冻货物在整个装卸货过程中始终保持冷链完整。霍

曼 DOBO 系统为您带来更好的操控性和更低的热损耗，同时也大大减少了在月台与车

厢之间危险地带发生意外事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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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曼实用小贴士

DOBO 系统也可以与装卸货间一起配套使用

 安全停靠

霍曼 HDA 泊车辅助系统可以帮助司机安全泊车，

货车门保持关闭状态。装在厂房大门上的传感器可

以自动识别车厢到达的位置。除了 HDA 泊车辅助

系统，也可选择 DAP 泊车辅助系统。详细情况请咨

询天津工厂。

 可靠的密封

当货车停靠到位后，充气式门封  DAS-3 开始充气，

将货车车厢的三边紧紧地包围密封住。

 打开厂房大门

当厂房大门完全打开后，装卸平台的唇板向外少量

伸出，桥接平台与车厢之间的缝隙。

 降低防撞块

此时高度可调的防撞块 VBV 4 可以被手动降低并锁

定，这样车厢门就可以打开了。

 打开货车车厢门

月台前端的阶梯设计，可以提供足够的空间，让车厢

门全部打开。

 唇板伸出，完成搭接

配有 1000mm 的伸缩式唇板的装卸平台 HTL 2，

可以轻松桥接月台与车厢之间的缝隙，精度可达一

厘米。

按照传统的装卸货方式，货车司机首先要下车，打开车厢门，然后再进行倒车。如果货

车在前一晚已经停靠在装卸货口，那么还要非常麻烦的移车开门。有了 DOBO 系统，

货车可以在车门关闭的情况下完成泊车，在需要的时候再打开车门。在此之前，货物会

完好的保存在车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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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统
兼容性良好的系统方案

从研发到生产，所有霍曼产品都出自一家之

手，所以不同产品之间可以实现更好的匹配。所

有装卸平台和门的控制系统都采用相同的操作理

念，具有标准化的箱体尺寸和相似的接线方式，

让使用者受益匪浅。

另一个优点是：如果将平台控制箱装在工业

门控制箱正下方，两个控制箱看起来就像一个统

一的整体。

唇板伸缩

唇板的伸出和缩回分别通过两个独立

的按键进行控制，可以实现对货车车

厢的准确搭接。

脉冲式自动复位键

无论是伸缩式平台，还是折板式平台，

都可以通过一个脉冲信号让平台迅速

回到初始位置。所有控制箱都标配此

功能。如果借助其他装置，还可以实

现厂房大门的自动关闭。

门封的启动键

充气式门封 或顶 部电 动卷帘 的启动

键，可 以 集 成 到 装 卸 平台 的 控 制 箱

上。

操作简便  使用舒适

双位 7 段式显示屏，用来显示运行和

故障信息

• 菜单的读取和编程都非常方便

• 在服务菜单中可以方便的查询到

保养周期、运行时间以及故障分

析等信息。

• 可以读取最后五条故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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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板式装卸平台 伸缩式装卸平台

基本型控制箱 多功能控制箱 基本型控制箱 多功能控制箱

控制 420 S/Si 460 S 420 T/Ti 460 T

防护等级 IP 65（防强射水） ● ● ● ●

LED 指示灯 ● ●

7 段式显示屏

显示运行和故障信息
● ●

预留带传感器的车轮挡块的接口 ● ● ● ●

预留门对平台的互锁功能 ● ● ● ●

预留平台对门的互锁功能 ○ ● ○ ●

唇板伸缩分控键 ● ●

自动脉冲复位键 ● ● ● ●

门封启动键 ● ●

自动关门功能 ○ ○

扩展选项 ● ●

节能模式 ● ● ● ●

● 标配

○ 需配置其它装置

注：420 Si 和 420 Ti 控制箱整合了开门功能。

按钮开关 300 U
• 用于操作配有 WA 300 电机的

霍曼工业门
• 可 以 紧 凑 的 与 装 卸 平 台 的

420 S 或 420 T 控 制 箱 组 合

安装在一起
• 可以选配主控开关
• 节约空间的经济方案

手持式按钮开关DTH-T

可以方便您站在厂房门口操作

平台，便于观察情况。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51 页。

420 S/T 和 460 S/T 的节能模式可以为您省电 80 %

WA 300 的按钮开关（上）

与 420 S 控制系统（下）组合安装

物流管理

可视的界面决定可控的管理

您可以通过图形界面对您的物流系统进行

控制、监督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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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泊车
泊车辅助

HDA Pro
利用厂房大门上的传感器来辅助泊车

装在大门门板上的传感器用来检测货车车厢尾部与大门之间的

距离，并控制信号灯由绿变黄，继而变红。

这种准确的测量是通过超声波实现的，每种灯光之间的相位差最

大可对应 3 m 的距离，可以通过 HDA-Pro 来进行简单编程。

DAP 停车辅助系统
通过门左下方/右下方的传感器来检测车厢尾部与大门之间的距

离，并将信号传输给红绿信号灯。驾驶员通过观察红绿信号灯来

判断车距，实现安全泊车。

具体安装使用说明请咨询天津工厂。

有了霍曼 HDA-Pro 泊
车辅助系统，一切变得

安全简单。

HDA-Pro 
通过门上的传感器

辅助泊车

DAP 停车辅助系统

霍曼专业泊车辅助系统 HDA-Pro，使麻烦的泊车变得既简单又安全。在靠近月台

的过程中，警示灯会用它的颜色告诉司机，货车尾部离月台还有多远。红色表明已

经到达适当的泊车位置，可以停车了。

500 -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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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泊车

门板上的传感器与墙上的信号灯配合，引导货车安

全准确的泊车。门板上的传感器负责报告货车与月

台之间的距离，以及货车是否到达最终泊车位置。

接下来货车的安全交给带有传感器的车轮挡块，车

轮挡块负责卡紧车轮，防止溜车，传感器随即释放对

门的锁闭。

  安全装卸货

货车停靠到位后，即可打开大门。当大门全部打开至

上限位时，门控系统对装卸平台的锁闭功能被释放，

就可以操作平台了。此时信号灯的颜色由红变绿。装

卸货完成以后，装卸平台回到初始位置，装在平台下

方的传感器释放平台对门的锁闭，大门缓缓落下。

  安全警报

当货车不小心发生溜车现象，或车轮挡块被人为挪

开时，防撞块以及车轮挡块中的传感器会立刻报警。

厂房内的信号灯会立即变红，声音报警器也会随之

响起，提示人们及时中断装卸过程。

霍曼泊车控制系统对整个泊车过程进行

可靠的监控。作为各种安全装置的控制中

心，泊车控制系统要处理来自各方面的

信息，如车轮挡块和门板上的传感器，并

将其转化为车轮锁定或信号显示等功

能。这些装置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进

行调整和设置。需要请咨询。

泊车辅助和位置监控
霍曼泊车控制系统



28

工作范围和尺寸

尺寸
装卸平台

订货长度 2000 2500 275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装卸平台

订货宽度

平台安装高度

HLS 535 535 585 585

1800, 2000, 2100, 2250
HLS-2-PC 535 535 585 585 685 685 685 685
HLS-2-P 585 585 635 635 735 735 735 735
HLS-2-F 595 595 645 645 745 745 745 745

月台高度 HRS 910 – 1350
1800, 2000, 2100, 2250  
整体宽度 3500 mm
尺寸单位 mm

2000 2500 275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装卸平台长度

折板式唇板

折板式唇板

HLS 2

HLS/HRS

300

330

360

-340

液压折板式装卸平台
下面表中的数据，是满足 EN 1398 规定最大斜率不超过 12.5% 的前提下，可以调节

的最大高度差。请注意，下列数据都是极限值。如果客户要求的高度差刚好是这个极

限值，则应该选择下一个更大的长度。

尺寸单位 mm

245

305

335

365

430

490

555

615

235

-285

-335

-340

-385

-380

-375

-370

-295

-305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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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曼实用小贴士 

应根据最常用的货车车厢高度来确定月台高度，不但可以

加快装卸货流程，而且可以减小对装卸平台的压力。

液压伸缩式装卸平台
下表中的数据，是唇板完全伸出之后，平台的最大工作范围（极限值范围）。

装卸平台订货长度的选择，还会受其他因素的影响。需要请咨询！

尺寸

装卸平台

订货长度 2000 2500 275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装卸平台

订货宽度

平台安装高度
HTL2 595 595 645 645 745 745 2000

HTLV3 795 895 2000

月台高度 HRT 1050 - 1425
2000, 2100, 2250  
整体宽度 3500 mm

尺寸单位 mm

2000 2500 275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装卸平台长度

伸缩唇板长度 1200mm

伸缩唇板长度 1000 mm

伸缩唇板长度 500 mm

伸缩唇板长度 1000 mm

伸缩唇板长度 500 mm

尺寸单位 mm

HTLV 3

HTLV 3

-420

-480

-460

530

-480

470

320

260

380

320

415

350

490

445

420

380

505

445

570

505

630

570

540

490

695

630

-330

-395

-375

-390

-425

-445

-420

-435

-510

-650

-470

-520

-455

-485

-445

-495

-630

-690

-430

-470

405

435

-535

595

-500

655

720

-490

2000 2500 275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30

液压式装卸平台
各种型号，适用于新建以及改造项目

首先拆除旧装卸平台的台面和框架部分，如果需要，

请重新加固基坑。

将新的装卸平台放入基坑并定位。 将平台与基坑预留角钢焊接——完成！

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平台安装的详细图纸

HLS

HLS 平台采用液压传动，台面唇板自动翻折。结构

简单，安装方便。

HLS-2-PC

带有底部框架的坑式结构，最大载荷可达120 kN。

HLS-2-P

加强的底部框架结构，适用于下空式坑体，便于带

有自卸货尾板的车辆停靠。

HLS-2-F

整体的框架结构，非常坚固，同样适用于下空式坑

体。

后视图

后视图

后视图

后视图

改造升级  轻而易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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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式装卸平台
安装方式

通过胀栓与坑体底部固定，并焊接正面和尾部

这种装卸平台适用于实体基坑，平台通过胀栓与坑体进行固定，

同时正面和尾部与坑体预留角钢进行焊接。

通过胀栓与坑体底部固定，并焊接正面和尾部

这种装卸平台同样适用于实体基坑，坚固的框架通过胀栓与坑

体进行固定，同时正面和尾部与坑体预留角钢进行焊接。

正面和尾部与坑体焊接

将装卸平台放置在带有卸货尾板收纳槽的下空式坑体中，并与

坑体边缘预埋的角钢进行焊接。

三面与坑体焊接

这种装卸平台同样适合下空式坑体，平台的三边都可以与坑体预

埋角钢进行焊接。相应的，平台框架的三边也设计有角钢结构，

便于平台与坑体边缘进行搭接固定。

HLS-2-P

HLS-2-F

HLS

HLS-2-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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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卸货间安装在厂房的前面，既节约能源，又节省空间。这意味着厂房内部的宝贵

空间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厂房大门关闭时落在装卸平台后方的地面上，而不是装卸平

台的上方，可以对洞口实现更好的密封，尤其是不进行货物装卸的时候。装卸货间也非

常适合用在改造项目上，配置完备的装卸货港可以很方便的装在厂房外部，省却了昂贵

的结构改造费用。

装卸货间
节约能源、节省空间的理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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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托架地脚高度可调

装卸货间底部托架的地脚高度可以调节，以便更好的适应厂房地面的高度。这

种设计不但使安装变得更简单，而且还可以应付多年以后可能出现的地面下沉

的情况。

手持式按钮开关

还可以选配手持式按钮开关 DTH-T，方便您站在大门口操控装卸平台。即使

平台的控制箱装在厂房内部，您也可以轻松控制平台唇板的伸缩长度，完成搭

接。这种手持式按钮开关也可以在已有的霍曼装卸系统改造时选用。

排水措施

标准装卸货间的屋顶设计有排水槽，内有排水管，此外屋顶从后向前还设计有 

2% 的斜度，有助于雨水排出。在特殊场合，可以根据需要选择 10% 的斜度。

静载计算

所有型号的装卸货间都按照 EN 1990 的要求做过静态载荷计算，结构非常稳

固，根据型号不同，屋顶承载能力可达 1 kN/m2 或 3 kN/m2，在经常下雪的地

区也可以推荐使用。能够承受最大风压 0.65 kN/m。

有了霍曼，您可以轻松完成装卸货间的规划。更多要求请咨询。

屋顶、侧墙与厂房之间的连接也由我们来帮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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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卸货间
应用广泛的理想方案

LHP 2 型装卸货间

配 42 mm 外墙板

LHP 2 保温型装卸货间

配 80 mm 保温外墙板

整体保温处理

适合冷库使用

LHP 2 型装卸货间
配 42 mm 双层墙板

此型号的装卸货间，屋顶和侧墙都标配 42 mm 双层钢

质外墙板。既能避免装卸货过程中不良气候条件的影

响，也能大大降低装卸货的噪音。

LHF 2 型装卸货间

钢质框架

客户提供外墙板

现场安装

LHF 2 型装卸货间
外墙板由客户自行提供

这种框架结构，适用于客户自行提供外墙板，现场组装

的情况。当客户希望装卸货间的外观与厂房外立面保持

一致时，推荐使用这种型号的装卸货间。

LHP 2 保温型装卸货间
配 80 mm 双层保温墙板

当装卸货间用于冷库项目中时，我们推荐您选用配有 

80 mm 厚保温板的装卸货间。这种型号还在装卸平台

的下方配有 80 mm 厚的保温板。同样，厂房大门也应

该选用保温型分节提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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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排列

与厂房立面呈 90° 安装的装卸货间，可以多

个组合排列在一起，更加节约安装空间。保

温型装卸货间不能采用这种组合方式。

霍曼实用小贴士 

根据需要，霍曼装卸货间前面还可以安装

分节门或卷帘门作为外门，详情请咨询。

外墙板类型

屋顶和侧墙的标准颜色为

内外 RAL 9002 灰白色，外侧也可

选择 RAL 9006 白铝色。其他 RAL 

颜色请咨询。

42 mm 双层外墙板

配有内嵌式充气门封的装卸货间

采用这种设计方案，整个装卸货间的外观、

设计，乃至材料的使用，都可以达到理想 

匹配。

装卸货间的安装角度

装卸货间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多个组合在

一起，与厂房立面呈 90° 安装。如果需要，

还可以与厂房呈一定角度安装，如 45°, 60°, 

120°,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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帘板式门封
通用型

霍曼帘板式门封可以根据车厢尺寸灵活调整，适用于各种场合。还可以有月台式、

落地式等多种款式可以选择，因此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客户的需要。优良品质的顶部和侧

部帘板，装在可伸缩的镀锌钢框架上，构成了既稳固耐用，又灵活柔韧的结构。

帘板和框架为独立部件，用螺栓即可轻松完成组装。同样，更换和维护也非常简单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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帘板式门封
门封尺寸由车厢尺寸决定

B 门封宽度 DS DT DDF

B1 侧部帘板 600 700 650 600
3300

B2 净通过宽度

- - - 2100
3350 2150 1950 2050 -
3400 - - - 2200
3500 2300 2100 2200 -
门封净通过宽度 = 门封宽度 – (2 × 侧部帘板宽度)

H 门封高度 DS/DT DT DDF

H1 顶部帘板 900 1000 1200 1350 1000
3500

H2 净通过高度

2500 2400 2200 2050 2450
3750 2750 2650 2450 2300 -
4500* 3500 3400 3200 3050 -

门封净通过高度 = 门封高度 – 顶部帘板高度 – 100 (顶部倾斜)

* 落地式 所有尺寸单位 mm

B 订货宽度

B 1 侧部帘板宽度

B 2 净通过宽度

BT 门洞宽度

H 订货高度

H 1 顶部帘板高度

H 2 净通过高度

HT 门洞高度

根据车厢高度调整

顶部帘板的高度，

理想高度： 

重叠 150 mm

您需要知道的是：
• 装卸月台的高度是多少？
• 常用货车的宽度和高度是多少？
• 不同尺寸的货车是否会在同一个装卸货口装卸？
• 你要装卸哪些货物？

仔细研究下表，正确选择门封的尺寸。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更

好的密封效果。

理想情况是，门封 的 高 度 比 货 车高 850 mm，宽度比货车

宽 1000 mm。

顶部帘板越长，可以密封的车厢尺寸越多，即使是较低的货车

也可以实现密封，但如果遇到较高的车厢，过长的顶部帘板就

会垂在车厢口内。理想重叠尺寸为 150 mm 左右。

选择正确的门封宽度和进深，可以确保实现更好的密封。

经过实践检验和测试验证，霍曼门封的理想进深为 500 mm。

如果客户需要，也可以选择 600 mm 的进深，对于 DS 型门

封，我们甚至可以提供 900 mm 的进深，以适用于在月台外

面装有 MRS 机械式装卸平台的情况。

标准宽度： 3350/3500 mm
标准高度： 3500/3750 mm

（落地式门封高度4500 mm）

为了顺利的安装门封，门洞的最大尺寸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门宽 = 门封宽度 – 200 mm

门高 = 门封高度 – 100 mm

A
AB

B
C

C

B2B1

H

H1

H
T 

= 
H

 -
 1

00

H2

B

BT = B - 200 mm

霍曼实用小贴士 

在顶部帘板上切口，有助于减小装卸货物时

对门封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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帘板式门封
柔韧灵活的框架结构

剪式支臂结构剪式支臂结构

剪式支臂的结构非常坚固，设计有平行排列的拉簧，装

卸货完成后，帘板在拉簧的作用下重新张紧。还可以提

供落地式和缩进式的款式。

连杆式支臂结构

由于采用了特殊的框架型材，连杆式支臂在水平方向和

垂直方向都可以进行灵活的调节。

连杆式支臂结构

伸缩连杆式结构可伸缩的连杆式支臂结构

专利的伸缩连杆式支臂结构，以及柔韧的前部框架，大

大减小了门封顶部边缘受损的风险。这种情况可能发生

在抬高并更换周转车厢时，或使用车厢高度可调的大型

货车时。

剪式支臂结构

可以选择落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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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 门封

在装卸货非常频繁的场合，拥有更强帘板的 DT 型门封

是更好的选择。帘板采用特制的聚酯纤维材料，双面涂

覆 UPVC，经高频焊接而成，厚度 2 mm。在顶部和侧

部帘板中还插有弹性钢条，使帘板表面保持足够的张

力，确保与货车之间实现良好的密封。

DS 门封

在一般装卸场合，DS 型门封是一个理想的选择。顶部

和侧部帘板采用 3mm 厚，双面带 UPVC 涂 层 的双 层

聚酯织物纤维制成。帘板中的聚酯纤维有助于门封表面

保持必要的张力，确保与货车之间良好密封。如果货车

高度变化很大，在顶部帘板两侧切口，或顶部帘板全切

口是不错的选择，防止较高货车对顶部帘板造成过大的

压力。

DSL 配连杆式支臂

DSL-H 配伸缩连杆式支臂

DSS 配剪式支臂

标准宽度：3350 / 3500 mm
标准高度：3500 / 3750 mm,
可以选择 4500 mm 高落地式 

或缩进式

DTL 配连杆式支臂

DTS 配剪式支臂

标准宽度：3350 / 3500 mm
标准高度：3500 / 3750 mm,
可以选择落地式：4500 mm 高

颜色
顶部和侧部帘板 DT DS
黑色，近似 RAL 9011 ● ●

灰色，近似 RAL 7012 ●

蓝色，近似 RAL 5010 ●

反光条

白色 ● ●

黄色 ● ●

橘黄色 ● -

红色 ● -

侧部帘布

黑色，近似 RAL 9011 ● ●

灰色，近似 RAL 7012 ● -

蓝色，近似 RAL 5010 ● -

霍曼实用小贴士 

在装卸货区域安装导向轨，可以帮助司机顺利泊车，使之与门封良好密封，

同时减少碰撞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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帘板式门封
配件

DDF 门封

帘板侧面采用泡沫填充的垫枕结构，使 DDF 门封非常

耐磨抗撕，可以替代配有连杆式支臂或剪式支臂的帘板

式门封。

当货车停靠不当时，侧部垫枕仅受压变形，或倒向侧

面，而不会被损坏。

顶部和侧部帘板采用 3 mm 厚，双面带 UPVC 涂层的

双层聚酯织物纤维制成。侧部帘板与侧部垫枕间采用魔

术贴固定。局部受损时，可以很方便、经济的进行替换。

当货车车厢因某些原因向上抬起时，顶部结构亦可随之

向上移动。

DDF
标准宽度：3300/3400 mm
标准高度：3500 mm

颜色
顶部和侧部帘板 DDF
黑色，近似 RAL 9011 ●

灰色，近似 RAL 7012 -

蓝色，近似 RAL 5010 -

反光条

白色 ●

黄色 -

橘黄色 -

红色 -

侧部帘布

黑色，近似 RAL 9011
灰色，近似 RAL 7012
蓝色，近似 RAL 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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帘板式门封
选配装置和款式

顶部帘板

 顶部帘板两端单切口

DS 型门封的顶部帘板两端标配单切口，以

减小装卸货时对顶部帘板的压力。

 顶部帘板两端双切口

除了单切口外，顶部帘板还可以在左右两侧

双切口，适用于 DS 型门封。

 顶部帘板全切口

对于剪式支臂的门封，我们还可以提供在整

个顶部帘板上全部切口、且保证 100% 重

叠的选项。

 卷帘

为了让小型货车的同样实现良好密封，可以

在顶部加装附加卷帘，通过手动或电动的方

式进行操作。

 可拆卸底部帘板，用于落地式门封

为了保证车辆底部的密封效果，可以加装可

拆卸式底部帘板。它挂在门封左右后框架

上，可以直接与货车装卸面接触。

 缩进式

帘板式门封还可以做成多组剪式支臂、可以

像手风琴一样手动移动的款式。这种结构尤

其适合改造现有装卸货口的情况。

 密封角垫

门封的底部、帘板与墙体之间可以选配密封

角垫来增强密封性。

 霍曼密封角垫的形状刚好与装卸货时帘

板的形状吻合，达到较佳密封效果。

 如果垫枕为圆形，则无法实现良好密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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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气式门封
灵活的密封方式，对门洞区域没有特殊限制

充气式门封的调节范围很大，非常适合货车尺寸变化很大的场合。良好的密封性，

有效的防止了冷空气进到温暖的室内，或热空气进到冷库内部，从而实现节能。充气式

门封紧紧的包围住货车车厢，对车厢门的开启完全没有影响，非常适合诸如 DOBO 系

统等特殊场合。完成装卸货后，关闭鼓风机，气囊会在配重和内置张紧拉绳的作用下迅

速将气囊中的气体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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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OBO 系统中的应用

货车在车厢门关闭的状态下完成泊车，车厢门打开以

前，门封即开始充气，膨胀的气囊将车厢三边紧紧包住

并密封，然后再打开车厢门。

设计特点

 框架结构

顶部和侧部的护板由双层保温钢板制成，厚度 42 mm，

颜色可以选择 RAL 9002 灰白色，或 RAL 9006 白铝

色，转角型材采用经阳极氧化处理的铝合金型材，外观

过渡非常圆滑。

 帘板与纤维

顶部 和侧部帘板 采 用 3 mm 厚，双面带 UPVC 涂层

的双层聚酯织物纤维制成，用来保护充气气囊。高频焊

接而成的充气气囊，能够抵抗恶劣的气候，长期保持弹

性。黑色（近似 RAL 9011）

 鼓风机

马力强劲的鼓风机，在整个装卸货的过程中持续对气囊

进行充气，以保证持续良好的密封。气囊下面的小排气

口使气囊保持恒定压力。同时可以吹走附着在运输车

辆上的水滴。

 密封角垫

DAS-3 门封标配泡沫填充的密封角垫，也可以选配充

气角垫（请参见第 45 页）。

霍曼实用小贴士 

可以通过多功能控制箱 460 方便的启动充气式门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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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气式门封
款式众多

DAS-3 门封

货车停靠到位后，鼓风机开始给气囊充气，仅需短短的

几秒钟，就可以将装卸货口紧紧的密封起来。这种门封

特别适合 DOBO 系统、冷库或装卸货时间较长的场合

使用。如果需要，还可以将顶部充气气囊换成卷帘，详

情请咨询。充气式门封标配泡沫密封角垫，也可以根据

需要选配充气式角垫，用来密封侧部气囊与墙体之间的

空隙。

DAS-G-3 门封
落地式

气囊未充气时收缩在门洞两边，完全不影响车辆进出厂

房。根据需要还可以采用电动卷帘来代替顶部气囊，详

情请咨询。

DAK-3 门封

DAK-3 是固定式侧部垫枕和充气式顶部气囊的有机结

合，顶部气囊外面配有双层护板。这种门封非常适合装

卸悬挂物品的场合。泡沫垫枕对侧部进行很好的密封。

而顶部，充气气囊对车厢顶部没有任何遮挡，方便传送

轨道对接，并传送货物。

DAS-3
三面充气气囊

可以选配嵌入式

标准尺寸：

3600 × 3550 × 750 mm (W × H × D) 
充气前的净通过尺寸：

3100 × 3150 mm (W × H)
充气后的净通过尺寸：

2400 × 2550 mm (W × H)

落地式 DAS-G-3
标准尺寸：  

3600 × 4700 × 850 mm (W × H × D)
充气前的净通过尺寸：

3100 × 4300 mm (W × H)
充气后的净通过尺寸：

2400 × 3700 mm (W × H)

DAK-3
顶部充气气囊加侧部固定垫枕

标准尺寸：

3600 × 3500 × 350 / 850 mm
(W × H × D)
充气前的净通过尺寸：

2400 × 3100 mm (W × H)
充气后的净通过尺寸

2400 × 2500 mm (W × H)

固定式侧部垫枕的优势

集装箱外侧与打开的大门之间的空隙

也可以通过垫枕进行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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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气式门封
选配装置

充气角垫

对于侧部气囊宽度为 600 mm 的门封，我们还提供充气式的密封角垫，以便更好的密封车

厢边缘的间隙。由于非工作状态不充气，因此泊车的过程中不会跟货车有任何接触，不会

因货车上下移动而撕裂。

卷帘

也可以采用电动卷帘来代替顶部气囊。当来往车辆高度变化很大时，使用卷帘有更好的灵

活性。除了 2 米长卷帘外，还可以提供 3 米长的卷帘，通过点动控制使其下降和上升。如

果通过装卸平台的 460 S/T 控制系统进行脉冲控制，还可以很方便的将其与侧部气囊的

控制组合在一起。随着货车装货增多，货车底盘下沉，卷帘还可以通过一个特殊机构随之

一起下降，确保持续良好的密封。

内嵌式

充气式门封还可以做成内嵌式，装在与之配套的装卸货间里，使门封免受外部风雪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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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枕式门封
特殊场合的系统解决方案

如果来往货车的尺寸大致相同，而且没有设计顶部挡板，那么，垫枕式门封是较佳

的选择，可以提供较好的密封。

垫枕式门封不但可以密封车厢后部与厂房之间的空隙，而且可以密封货车与打开的

大门之间的空隙。当然，这也会相应减少侧部的装卸空间。垫枕式门封不适用带有顶部

挡板的货车。

如果货场地面与厂房立面呈一定角度，霍曼还可以提供特殊款式的垫枕来实现与货

车的较佳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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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H 门封

装卸货时，车厢门要先打开，然后向后倒车，直至压紧

泡沫垫枕。

DFC 门封

这种门封除了侧部和顶部的固定垫枕之外，顶部还配有

固定帘板，适用于顶部结构变化较大的小型货车，或者

厂房大门较高的场合。

垫枕

垫枕内部填充的是 PU 发泡材料，加上坚固的底部框架

和垫枕外罩，使垫枕成为一个坚固耐用的整体。在垫枕

与车厢接触面的整个宽度方向上，都配有高频焊接的聚

酯加强条，减少垫枕表面的磨损，使其更加耐用。

颜色
顶部和侧部帘板 DFH DFC
黑色，近似 RAL 9011 ● ●

反光条

白色 ● ●

黄色 ● ●

橘黄色 ● ●

红色 ● ●

采用垫枕式门封，车厢

与打开的门之间的缝隙

也可以很好的密封。

垫枕形状

直角

斜角 (w)
(侧部垫枕)

DFC
带有固定尺寸侧部垫枕的门封。

顶部垫枕配有附加帘板

标准尺寸：

2800 × 3000 mm (W × H)

DFH
带有固定尺寸侧部垫

枕与顶部垫枕的门封

标准尺寸：

2800 × 2500 mm (W × H)

All dimensions in mm

霍曼实用小贴士 

在泊车过程中，垫枕被压缩的距离可能不会超过 50 mm。

因此，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防撞块的厚度要与垫枕的厚度呈合适的比例。

可以通过托架来轻松弥补二者之间的差距。



48

霍曼工业门
完整的物流方案

霍曼能够提供各种类型、不同款式的门类产品，产品系列齐全，解决方案完整，有

能力为您提供理想的产品，满足您的个性化的需求。

采用欧洲技术、源自一家之手的门和驱动系统，确保我们的产品实现理想功能和更

好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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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分节提升门

分节提升门可以提供多种轨道形式，能够适用于不同建

筑类型，是一种节约空间的系统解决方案。无论是新建

的厂房，还是旧项目改造，它都能够给您提供可靠的支

持。霍曼为您不同的使用场合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例如双层保温、且配有保温框的大门，保温系数可达 

0.5 W/ (m2·K)。

卷帘门和卷帘格栅

卷帘门的结构非常简单，配件也很少，因此非常经济实

用。针对您的不同需求，有多种门帘形式和选配装置可

选。例如，配有创新拉簧系统的手动卷帘门，适合用在

使用频率不高的装卸货区域。而对于使用频率很高的

物流场所，保温性良好的钢质卷帘门 Decotherm 则是

更好的选择。

快速门

霍曼快速门既可以作为内门使用，也可以作为外门使

用。用来提高通行效率，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并且节约

能源。带有防撞保护的软底边技术使霍曼快速门具有

良好的安全性和经济性。

霍曼实用小贴士 

快速门不仅可以单独使用，而且可以与分节门或卷帘门组合，

叉车通过后，门快速落下，对通道进行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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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撞块

叠片型防撞块

经济实用

钢质防撞块

满足更高要求

DB 型防撞块

DB 型橡胶防撞块

结实耐用

叠片型防撞块

带有钢质固定板的叠片型橡胶防撞块是一款经济实用的防撞

块，有效缓冲泊车冲击，保护月台边缘。

DB型防撞块

DB 型橡胶防撞块可以有效缓冲泊车冲击，有不同尺寸可以选

择，结实耐用，使用寿命长。

钢质防撞块

钢质防撞块由强韧减震的内芯以及坚固耐用的钢质护板组

成，装在月台边缘，缓冲动态冲力，满足更高要求。

滑动式防撞块 VBV 4

高度可调的滑动式防撞块最高可向上调节并锁定于 250 mm 

高处。这种防撞块是霍曼 DOBO 装卸货系统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

橡胶防撞块既坚固又柔韧，可以吸收货车泊车过程

中的动态冲击力，保护月台和厂房不受损坏。根据您的

不同需求，有不同形式的防撞块可选。

滑动式防撞块

可随装卸货过程中车

厢的上下浮动进行高度

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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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按钮开关 DTH-T

如果装卸平台控制箱的安装位置与装卸货间前端的

平台唇板距离较远，我们推荐您选配手持式按钮开关

DTH-T。有了它，您站在厂房内部就可以操作平台，让装

卸平台的伸缩式唇板准确的搭接在货车车厢上。这种

手持式的按钮开关尤其适合用在 DOBO 系统中。如果

打开的车厢门挡住了操作员的视线，使其看不到装卸平

台，操作员还可以根据情况灵活的移动位置，最远可以

离开控制箱 5.5 m。按钮开关背面带有磁铁，用完之后

将其很方便的吸附在金属表面即可。

平台照明灯

平台照明灯用于装卸区域的照明，

为您创造出安全明亮的工作环境。

按钮开关 DT 1

按钮开关 DT 1 一般装在月台上，起

泊车确认的作用。此时，要求司机泊

车到位后，先下车检查泊车情况，确

认无误后按下此按钮，然后才可以

操作平台 。

连接了手持式按钮开关 DTH-T 的 420 T 控制箱

红／绿警示灯

钢质外壳，含安装支架

防护等级 IP 65

旋转警示灯

黄色，塑料外壳，防护等级 IP 54

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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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防撞柱、导向轨与车轮挡块

车轮挡块

车轮挡块用来防止货车在装卸货过程中离开安全的泊车位置，

例如：由于叉车进出车厢时频繁刹车而导致货车溜车。

带传感器的车轮挡块

为了确保您的车轮挡块正确使用，我们推荐您使用带传感器的

车轮挡块。它可以用在霍曼所有装卸平台上，正确的楔入车轮

前面，传感器被挡住，门对平台的互锁随即解除。

除了光学传感器以外，霍曼 WSPG 车轮挡块还有一个附加的定

位传感器，防止诸如转动车轮挡块等误操作的发生 。

防撞柱

防撞柱是一个非常有用的配件，可用于室内或室外。用在室外

时，可以减少车辆对门封、厂房外墙等撞击造成的损失，用在

室内时，可以用来保护大门轨道，防止被叉车撞坏。

导向轨

导向轨用来帮助货车司机准确泊车，同时，引导货车垂直对准

装卸月台或门封，防止对货车、月台、门封造成损坏，确保车厢

良好的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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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日益增多的 RFID 技术

采用 RFID 无线传输技术的欧式货盘的市场份额正在稳步上

升，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自动化物流的需求。这种技术所需要

的 RFID 扫码器和天线一般会被装在装卸货间附近的大门

上，这种装法有很多弊端：比如占用装卸货口宝贵的空间，容

易与货车发生碰撞而损坏，或出现不必要的屏蔽效应，以及接

收范围过大等等问题。

缩短读取路径

如果把磁条贴在货盘上，那么天线也应该装在附近。解决办

法是：直接把天线装在装卸平台的下方，RFID 无线信号穿过

平台，当货盘经过平台台面时，扫码器可直接扫描读取磁条上

的数据，

优势一览：

• 扫码器和磁条之间信号传递路径最短，传输更加可靠

• RFID 扫码器牢固的安装在装卸平台的下方，防止了因碰撞

或机械冲击而损坏

• 扫码器的安装位置很隐蔽，不易沾染灰尘

• 扫码器与相应 IT 基站之间的信号采用专用电缆传输，稳

定可靠。

• 只在装卸货平台上安装 RFID 扫码器，无需在叉车等工业

车辆上安装，因此非常经济

对于您的个性需求，可以单独咨询。如果需要，还可以在测试

平台上利用测试集装箱和货盘进行模拟测试。详细信息请咨

询经验丰富的物流 IT 专家。

包含货物信息的发货单，以及相关的条码被清晰的显示出来，所有

装车的货物被记录在案（如图）。

RFID 扫码器和磁条之间通过最短的路径可靠的进行数据传输

货盘经过平台台面时，扫码器自动读取磁条上的货物信息

集成了 RFID 技术的装卸货平台
货盘穿越装卸平台的同时，即完成对货物的扫描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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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火门

使用霍曼防火门，您就可以享受数十年的质

量和安全保障。霍曼所有防火门都通过了中

国国家标准或英标检测，无论从设计、生产

还是售后服务，都受控于 ISO9001 质量管

理体系。选择霍曼防火门，选择安全无忧的

生活。

 室内门

高品质的室内门拥有丰富多样的选择，成为

建筑中非常引人注目的元素。根据不同的使

用场所和功能要求，您可以在门上选配不同

的配件，如玻璃视窗、百叶、五金件等。

 售后服务

只有完善的售后服务，才能为您工厂顺利生

产和安全的通行提供保障。霍曼为您提供

定期检修和及时的维修服务。

 防火滑轨门

霍曼可以为您提供单扇或双扇防火滑轨门，

用于消防通道或其他有防火要求的场合。

 玻璃隔断

霍曼玻璃隔断可实现对有效空间的合理分

配。通过选配电动或手动百叶窗能够实现

更好的视觉舒适度，及低碳绿色的生活和

工作方式。

 多用途门

霍曼钢质多用途门能够为不同的建筑项目

提供更好的门类解决方案。门扇上不仅可

以选配不同尺寸和形式的视窗和通风百叶，

也可以根据客户要求提供特殊的五金件和

开孔预留。

 分节提升门

这种节约空间的分节提升门有多种轨道类

型选择，适用于不同的建筑结构。霍曼为您

的建筑量身定制合适的大门。

 卷帘门

卷帘门的结构简单，安装方便，既经济又坚

固。霍曼卷帘门采用双层钢质帘板，内部填

充 PU 发泡材料。既可选择方便省力的电动

门，也可选择经济实惠的手动门。

 快速门

霍曼快速门用于提高通行效率，改善室内环

境以及节约能源。既有室内用门，也有室外

用门。快速门的材质也多种多样，有带透明

视窗的软质门帘材质，也有能螺旋卷曲的双

层钢质保温门板。

 装卸货设备

霍曼能够为您的物流区域提供整套的装卸

货设备。

优势：各部件之间合理的设计和良好匹配，

让您的厂房设计更简单，土建施工更省力，

使用功能更强大。

霍曼产品范围
所有产品均出自霍曼一家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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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曼: 品质保障

霍曼集团是国际门类制造业中一家可以提供门及门控产品的制造商。我们

所有的工厂都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技术生产优良的产品。

霍曼的生产、销售和服务网络遍布欧洲、亚洲和美洲。作为您强有力的合

作伙伴，霍曼为不同建筑提供多种门类产品的解决方案。

车库门

电控系统

平开门

玻璃隔断

工业门

装卸货设备

霍曼阿姆斯豪森公司（德国）

霍曼蒂森公司（德国）

霍曼维尔纳公司（德国）

霍曼天津公司（中国）

霍曼驱动技术公司（德国）

霍曼艾克尔豪森公司（德国）

霍曼阿克玛公司（荷兰）

霍曼伊利诺伊州蒙哥马利公司（美国）

霍曼布兰蒂斯公司（德国）

霍曼弗莱森公司（德国）

霍曼雷克尼卡公司（波兰）

霍曼弗莱克森公司（美国）

霍曼布鲁克哈根公司（德国）

霍曼伊希特斯豪森公司（德国）

霍曼北京公司（中国）

霍曼沙克蒂公司（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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