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GRK 
Fasteners™發表新一
代多用途結構及甲板扣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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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件新品大道 惠達編輯部 整理

法國Bülte發表SF系列調整腳墊
法國Bülte最近推出全新SF系列水平調整腳墊。該產品由一

圓形底座(線徑可依需求供應)和腳墊本體上六角型的底座構成。
全新的可調式腳墊已經在2019年二月上市。相較於目前市面上
以金屬和塑膠材質混和製成的水平腳墊，此款全新腳墊不管是

螺牙或其他部分皆以尼龍製成。

與金屬-塑膠複合式產品相較，尼龍產品提供許多優勢。它
更輕量、更便宜和更容易回收。不導電也不會產生腐蝕。聚胺材

質讓SF系列可調式腳墊可以使用在易於腐蝕的環境，以因應衛
生或特定法規需求。

底座的六角設計使其可以使用扳手進行緊固。有4種不同線
徑可供應的尼龍底座提供可以保護地板的平順表面。此款可調

式腳墊在負重狀態下也可以進行調整。產品在應用狀態下可以

用扳手來進行高度調整。擁有六角頭設計的可調式腳墊是用以

調整家具、機械和一般電器水平高度的最佳解決方案。螺牙上的

六角設計可以在不將其移除的情況下進行高度調整。不需要特

美國DEWALT® 發表支援TOOL 
CONNECT™工具無線連結系統的中
階 20V MAX* XR® 1/2"衝擊扳手
美國DEWALT的20V MAX* XR® 1/2" 中階衝擊扳手系列

近日再添生力軍，可支援 TOOL CONNECT™系統(DCF896)進
行無線工具連結。 TOOL CONNECT™系統軟件提供精準扳手
PRECISION WRENCH™、精準牙攻PRECISION TAP™以及其
他客製化模式進行工具控制。

TOOL CONNECT™ 20V MAX* XR® 1/2"中階衝擊扳手轉
速為0-2000轉，每分鐘可達3100衝擊，最大正向扭力達330吋-
磅，最大反向扭力達600吋-磅。長度只有6.95英吋，工具重3.48
磅。此款扳手具備高效率無刷式馬達，可變速扳柄、便利的帶

扣以及LED輔助燈方便在低亮度作業環境使用。

殊工具即可安裝，且能確保作業表面的平整安

全。

在設計方面，SF可調式腳墊的標準色為黑
色尼龍。但聚胺材質仍可以依需求進行調色，

適合各種產業應用。

以「產業最堅固耐用」螺絲聞名的GRK Fasteners公司日
前發表更新一代GRK R4™多用途結構及甲板扣件。

GRK重新設計了R4產品系列讓業界人士得以更快提高
生產力。藉由解決專業人士所遇到的主要挑戰來進行。這一

項挑戰就是嚙合太慢的問題，這類問題先前通常都是透過使

用衝擊扳手和螺絲來鑽入木板來避免等候扣件嚙合時產生

旋轉。 

GRK產品經理Nick Prazuch 表示: 「我們曾聽使用者說

過在木頭上鎖螺絲是很吃力的工作之一。全新的R4具備快
速咬合鑽頭端，可以在表面立即作用，以更短時間鑽入更多

螺絲。」

除了可提高生產力的特色外，全新的GRK R4扣件系列
擁有改良設計可以確保更好的施作結果，包括:

快速咬合鑽頭端:可以快速在木頭上做動，不需預先鑽孔。

精密貼合星型鑽頭頭部，在鑽入時不須手持扣件，創造更快更

穩地鑽入過程，並讓在窄小空間作業更容易。

W-Cut™: 減少安裝扭力達到快速鑽入，安裝簡便。

最佳化螺紋長度: 改善抓緊力等優勢讓板材和板材之間不產生
間隙，也不需要二次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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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Stanley新款60伏特無線鎖螺
帽槍進一步優化高扭力鎖固應用

美國STANLEY Engineered Fastening 旗下品牌
STANLEY Assembly Technologies最近擴大其B系列無線
工具產品線，推出新款B44L無線鎖螺帽槍。使用60伏特 
DEWALT® FLEXVOLT™電池，B44L是目前組裝市場上最
具動能的無線鎖螺帽槍。

為了讓使用更加方便，B44L機型可以儲存最高500組
緊固循環數據。具備內建無線控制器。可與該工廠現有的

通信系統進行無縫式整合。

B44L目前提供每分鐘轉速從243至573轉且扭力最大
到55至120牛頓米的4種機型。尺寸½"的鑽頭目前有方形、
雙頭和平頭內六角。

美國Simpson Strong-Tie®發表全
新耐用高效 SDWS 木用不銹鋼螺絲 
美國工程建築接合解決方案Simpson Strong-Tie宣布

正式發表SDWS木用不銹鋼結構螺絲，非常適合應用於濱岸
碼頭、木棧道、甲板和其他在高鹽水環境有結構緊固需求的

地方。

該款SDWS木用不銹鋼螺絲原型被成功實地使用於價
值870萬美元的Pismo海濱碼頭現代化計畫。總長1,200英
呎，Pismo碼頭自1928年建造以來有很多處就都沒有被整修
過。

為了確保Pismo碼頭計畫可以符合預算和期程要求，
同時提供結構耐用度使其可以再撐數十年，位於加州Morro 
Bay的Shoreline Engineering找上 Simpson Strong-Tie提
供其耐腐蝕和易於安裝的扣件。

長度有3"、 4"、 5"、6"、 8"、10"和12"，SDWS木用不銹
鋼螺絲具備專利鋸齒螺牙可以免除使用大頭釘時的預鑽孔

和平底擴孔程序，同時提供比大頭釘還要高的荷重評比。

SDWS木用316不銹鋼結構螺絲可以讓Strong-Drive®
的扣件產品系列更加齊全，為濱岸碼頭、木棧道和需要扁平

墊片頭部需求的應用提供解決方案。

          美國Chicago Pneumatic 
發表新款CP7748衝擊扳手 
 美國Chicago Pneumatic最近發表一款針對

車輛服務專家使用的全新電動½”衝擊扳手。以前
一代機型的優點為設計原型，全新的CP7748特別
設計來提供操作者無法比擬的動力、舒適感和耐用

度，非常適合車修廠或路邊輪胎更換需求使用。

總重僅有4.4磅(2公斤)，可反向輸出960吋-磅
(1,300牛頓-米)的動力，CP7748衝擊扳手提供高動

力-重量比表現。 

此款設計的重點是其創新設置於環狀系統上的前後轉

和動力控制，比從工具背後控制更加人性化。透過

單手簡單按下按鈕或從工具任何一個方向轉動環

件，使用者即可改變轉動方向。CP7748機型在前
轉模式也提供兩種不同設定(只輸出40%動力或全
速輸出)以及後轉模式的全速輸出。這種環件系統
讓CP7748不必退出工具改變方向即可在狹窄空
間進行操作。 

CP7748因為體積小可以在侷限的空間中提
供舒適的使用感。此款工具只有6.59吋(175毫米)
長。 

馬達環繞著鉻鋁筒件和雙鎚機制，CP7748扳
手可在難以操作的環境中提供最棒的效能。



英國TR Fastenings發表

一系列特殊設計防盜扣件

高質工業用和 C扣件設計、製造和批發專家 T R 
Fastenings (TR)近期發表一系列防盜扣件產品，主要用以防
盜、嚇阻破壞和強化安全性。

此系列防盜安全產品可與TR現有產品形成互補且可以沿
著邊緣使用。此系列扣件添加一些設計來確保產品和所包覆

的零組件不會被破壞或是鬆脫，造成傷害或損壞。他們也確

保在受包覆結構內的零組件不會被移除，除非是經由專業受

訓過技師以特殊工具來拆卸。

 該系列防盜安全扣件的設計特色有:特殊外型以防止破
壞，且要求使用非標準的鑽頭(像是2孔似豬鼻的工具)。削細
的線徑來抵抗抓取裝置。螺栓內摩擦抗力提高、限制旋轉並

讓部件很難被鬆脫。美觀面的特色像是剪切扭力和平滑表面

意味這些扣件不僅使用上安全，也非常美觀:這是在高端產品
應用中非常注重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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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Lobtex發表90週年限量版

角度可調整複合扳手X系列

特色Ⅰ：90週年雷射打標

特色Ⅱ：G-LESS (預防抓緊力喪失機制)-此機制
可以讓鬆脫的可能性最小化，使用上更加容易。

特色Ⅲ：「X-DRIVE」-因為有應力釋放結構，全
新的“X-DRIVE”比起傳統工具可以分散更多施加
於邊緣的應力。因此，X-DRIVE可以很輕易地施加扭
力，創造穩定的緊固和卸除作業而不損壞邊緣。

特色Ⅳ：B-Less (無後座力)機制- 
下方的夾鉗口架被A螺紋和B螺紋夾至
沒有縫隙。

特色Ⅴ：圓弧形把手-全新設計圓
弧把手可與手充分貼合。

日本KTC公司與日立合作開發 
AR技術的螺栓緊固系統

日立製作所與YAMAGATA公司、京都機械工具(KTC)公司合
作，為鐵道車輛開發出一套螺栓鎖固作業的管理系統，採用AR
擴充實境技術，讓操作員頭戴的智慧顯示器顯示出螺栓的鎖固

位置。這套系統讓操作員能透過儀表，確認是否有以規定的力道

鎖固住螺栓，還能做數位化管理。未來將會做測試，可望讓鐵道

車輛的生產更效率化。

日本LOBTEX推出在傾斜 
作業環境中也不會滑脫的 

套裝六角板手 

L O B T E X開賣了傾斜作業環境中不易滑脫的
「BWM9S」球端六角扳手。雖然球端六角扳手方便讓
用戶以一個角度斜著插入六角螺栓的孔洞，但若是在

高扭力的作業中就會很容易滑脫。因此LOBTEX加大
了與螺栓孔洞接觸的面積，設計出不易滑脫的扳手形

狀。

產品特色：

(1) 特殊形狀：不論是直角、20度角的插入都不易滑脫。

(2) 適合緊固藏在狹窄處或深處的螺栓。

(3) 扳手的紅色固定架可折疊：取出與收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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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日東精工開發出無凸頸式自鑽螺絲

近年來日本汽車業吹起輕量化風潮，對自鑽車用螺絲的需求

增加。其中有一種用來鑽入樹脂材料的自鑽螺絲即使在高溫環

境下發生蠕變現象(也就是在應力作用下固體材料緩慢且永久
的變形)時也不會鬆動。一般為了預防蠕變現象，會在樹脂材料
上，事先埋入遇熱不易變形的鐵製凸頸，以及埋入式螺帽，再將

該部位鎖緊。但這種方式會增加零件用量，違反輕量化的原則，

增加工數並增加成本。

日東精工成功開發出不需用到凸頸和埋入式螺帽的樹脂用

自鑽螺絲，它在同一個軸部上有兩種不同的螺紋(但牙距相同)，
透過螺紋部位自鑽到將被緊固的材料和對偶材料上。這種機制

可在軸力降低與蠕變現象發生時避免產生晃動或鬆動。該產品

已在今年2月1日販售，目標是在2020年售出100萬支，主要銷往
汽車與家電等等產業。

日本TOP工業公司推出 
「頭擺鎖固式棘輪扳手」

TOP工業開發了用來鎖固螺帽的「頭擺鎖固式棘輪扳
手」。它的棘輪部位可以180度擺動，每隔22.5度可以固定住
不動。該部位在彎折的狀態下可以鎖固螺帽，因此適合鎖固

位處深處的螺帽。

棘輪部位的外圍有塗上代表正面與背面的兩種顏色，並

標示出箭頭。將黃色面朝上，沿著箭頭的方向轉動，就能鎖固

住螺帽並防止作業出錯。

這支扳手分成十個種類，包括直徑8mm到24mm的款
式，將供應到機械、建築和汽車產業。

日本小林鍍金工業開發出電鍍專用 
連續畫面檢查裝置

小林鍍金工業獨自開發的連續畫面檢查裝置內建人工

智能軟體，可自動識別出電鍍不良以及無電鍍的產品。針對

不同尺寸與形狀的檢查對象，不需要再重新設定該裝置的每

個細項，實現了檢測程序的自動化。該公司會先達成尺寸M2
以下產品的全面檢測，未來將擴充檢查的尺寸範圍與檢測項

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