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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說明: 請閱讀並保存此說明 

 

為降低發生火災、電擊或人身傷害的風險，請遵循下列幾點： 

注意：安裝工作和電線連接必須由合格的人員按照所有適用的規範和標準進行。 

注意：風扇必須從葉片的後緣到地板之間留出至少 10 英尺（3.05m）的空間。 

注意：當往天花板切割或鑽孔時，請勿損壞電線和其他隱蔽的水電器線路。 

注意：只以製造商授意的方式使用此單元。如有問題，請與製造商聯繫。 

警告：在維護及清潔單位之前，請先關閉維修面板的電源，並鎖定維修切斷裝置，以防止意外通電。如果未能鎖定

維修切斷裝置，請在維修面板固定繫好顯著的警告裝置(如標籤)。 

注意：無刷大風扇的安裝必須符合本安裝手冊規定的要求並遵循《國家電器規範》（ＮＥＣ）及所有地方規範的要

求。保證合規最終是您的責任。不遵循相關規範可能會導致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 

注意：當風扇通電時，請小心謹慎使用常識。請勿將風扇連接至損壞或有危險的電源。請勿嘗試自行解決電路問題

或故障。如果您對此風扇的安裝有任何問題，請與國際精工聯繫。 

警告：為降低發生火災、電擊或人身傷害的風險，無刷大風扇必須與直升機大風扇供應的控制器（包裝箱標明合適

型號）一同安裝。其他零件不能被替換。 

注意：當檢修或更換風扇組件時需要卸下或斷開某個安全設備，該安全設備必須重新安裝或回到原位。 

警告：在清潔和試用者維修過程中，有發生火災、觸電或人身傷害的風險！請在維修之前先斷開風扇電源！ 

注意：安裝、調整或維修風扇時，請勿彎曲扇葉。請勿在旋轉的風扇扇葉之間插入異物。 

警告：安裝風扇時請保持警惕、運用常識。疲勞或藥物、酒精或藥品作用未退時請勿安裝風扇。安裝風扇時稍有不

慎即可能導致嚴重的人身傷害。 

注意：安裝此風扇時需要使用某些電動工具。請遵循每種更具使用手冊的安全規範，勿將工具用於製造商未授意的

其他用途。 

注意：無刷大風扇產品保固不包括由於不當安裝造成的設備損壞或故障。 

警告：此電路不適合身體、感官、或精神上有障礙或缺乏相關經驗和知識的人（包括兒童）使用，除非他們得到過

對他們的安全負責的人就電器使用進行的督導或指導。兒童應該受到督導，以確保他們不會玩電器。 

請注意：如果在美國安裝風扇，則必須根據以下的美國消防協會（ＮＦＰＡ）指南進行安裝： 

⚫ 風扇必須位於４個相鄰噴頭的中心位置。 

⚫ 風扇至噴水器導流片的垂直距離至少應為３英尺（９１.４工分）。 

⚫ 風扇必須進行聯鎖，在收到警報系統的水流訊號時能夠立即關閉。 

警告：如出現不正常擺動，請立即停止使用吊扇並連絡製造商、維修代理或合資格人士。 

警告：應由生產商、維修代理人或合資格人士更換安全懸掛系統裝置的零件。 

懸掛系統的安裝工作應由無刷風扇、無刷風扇授權代理及相應和資格人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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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用於鹽霧環境! 

保留此使用安裝說明書! 

直升機大風扇規格 

風扇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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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銷安裝之前的配件檢查(1) 

檢查零件： 
注意：懸掛風扇之前請勿拆卸主風扇單元的保護包裝。 

注意：如果您訂購了多台風扇，請確保將每台風扇的組件放在一起！ 

下列圖示未按照比例縮放。所有箱盒均貼上標籤，已標示所裝物品。 

風扇發貨時分裝在四個箱子，分別是： 

1. 主箱：馬達*１、電控箱*1  

2. 扇葉箱：扇葉*５ (AH-7 扇葉) 

3. 其他零組件箱：上壓板*2、吊耳上座*1、拉索盤*2、燈座板*1、燈座*1、尾翼*5、鍍鋅外六角螺栓－

M12*60 (4 支)、鍍鋅外六角螺栓－M12*100 (2 支)、鍍鋅內六角螺栓－M12*100 (2 支)、鍍鋅內六角螺

栓－M12*110 (2 支)、耐落鍍鋅外六角螺栓－M12*60 (10 支)、鍍鋅彈簧華司－M12 (20 個)、白鐵華司

M12 (30 個)、鍍鋅尼龍螺帽－M12 (10 個)、自攻螺絲－4*20(10 個)、鋼索夾(16 個)、鋼索伸縮器(4

個)、扇葉壓板*5、彈簧鋼*5、安全鋼索(一組 4 條) 

4.吊管箱  

１. 主箱*1   

 

  

馬達*1 電控箱*1 

２. 扇葉*5  

 

扇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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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之前的配件檢查(2) 

 

３. 其他零組件箱-1  

   

       上壓板(三片式)*2  吊耳上座*1     拉索盤*2 

 

 

 

 

 

  防水帽*1 尾翼*5     扇葉壓板*5 

  

 

    彈簧鋼*5      上壓板(兩片式)*1 (選配)        L 型固定鎖板*2 (選配) 

 

 

 

鋼索固定座*4 (選配) 安全鋼索(一組 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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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之前的配件檢查(3) 
 

３. 其他零組件箱-2 

 

外六角螺栓：        M12*60 (4 支)；M12*100 (2 支) 

    

內六角螺栓(M12)： 

M12*100 (2 支) 

內六角螺栓(M12)： 

M12*110 (2 支) 

外六角螺栓(耐落)： 

M12*60 (10 支) 

自攻螺絲(M4)： 

M4*20 (10 個) 

     

尼龍螺帽： 

M12 (10 個) 
鋼索伸縮器：3/8(4 個) 

鋼索夾： 

3/16(16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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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之前的配件檢查(4) 

4.吊管箱 

 
 

 

吊管*1 鍍鋅鐵管*2 (選配)  

總毛重為：110~90kg 依不同系列規格(含:主機箱、扇葉箱、配件箱及吊管箱) 

 

所需工具 
 

 

機械安裝 電器安裝 

標準和公制扳手套裝 十字和平頭螺絲刀 

標準和公制螺絲及棘輪套裝 10 號至 14 號 AWG 剝線鉗 

標準和公制通用扳手套裝 中號鯉魚鉗 

60 扭力板手 萬用表 

十字和平頭螺絲刀  

公制通用內六角螺絲  

鑽孔機  

鋼鋸  

水平尺*2  

捲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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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裝結構：Ｈ型鋼 (標準型) 

需求零件：上壓板*2、吊耳上座*1、吊管*1、外六角螺栓(M12*60*4 支)、外六角螺栓(M12*100*2 支)、尼龍螺

帽、平華司、彈簧華司(依現場規格配置) 

安裝步驟：(1)吊管先置入吊耳上座內再預緊內六角螺栓(M12*100*2 支)。 

(2)確認安裝位置後再將吊耳上座頂靠Ｈ型鋼下方，拿一片上壓板放置於Ｈ型鋼上,拿一根螺栓從吊耳上

座下方穿過至上壓板,拿平華司.彈簧華司.尼龍(防鬆)螺帽做預緊動作。在另一側重複此動作，把其他螺

栓裝上並預緊,完成後將所有螺栓上缺氧膠再扭緊至 60NM 扭力即完成。(請參見圖一)(高架作業) 

注意：高架作業前須將安全帽，安全服和安全繩索等穿戴整齊，備好登高設備，將需要安裝的物件放入，高架作業

時須確認安全繩索已固定。 

分解圖:(圖一) 

 

 

安裝完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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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裝結構：方型鋼材(選配) 

需求零件：2 片式上壓板*1、吊耳上座*1、吊管*1、螺絲牙條(M12)、平華司、彈簧華司、尼龍螺帽。(依現場規格

配置)  

安裝步驟：(1)吊管先置入吊耳上座內再預緊內六角螺栓(M12*100*2 支)。 

(2) 確認安裝位置後再將吊耳上座頂靠方型鋼材下方，拿一片上壓板放置於方型鋼材上,拿一根螺絲牙條

(M12)從吊耳上座下方穿過至上壓板,拿平華司.彈簧華司.尼龍(防鬆)螺帽做預緊動作。在另一側重複此

動作，把其他螺栓裝上並預緊,完成後將所有螺栓上缺氧膠再扭緊至 60NM 扭力即完成。(請參見圖

二)(高架作業) 

注意：高架作業前須將安全帽，安全服和安全繩索等穿載整齊，備好登高設備，將需要安裝的物件放

入，高架作業時須確認安全繩索已固定。 

分解圖:(圖二) 

             

安裝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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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裝結構：水泥梁柱(選配) 

需求零件：L 型固定鎖板*2、吊耳上座*1、吊管*1、膨脹螺絲(未提供)、平華司、彈簧華司、尼龍螺帽、外六角螺

絲。 (依現場規格配置)  

安裝步驟：(1)吊管先置入吊耳上座內再預緊內六角螺栓(M12*100*2 支)。 

(2)確認 L 板安裝位置後,依圖三尺寸鑽孔並安裝膨脹螺絲 3/8",膨脹螺絲參考如下 

 

 

 

(3)將一片 L 型固定鐵板側靠水泥梁柱，以膨脹螺絲將 L 型固定鐵板鎖付於水泥梁柱上,另一方向依照上

述動作接續完成(須注意 L 型底面需等高)，再將吊耳上座頂靠 L 型固定鐵板底面,再與吊架上座以外六角

螺絲做預緊動作，完成後螺栓上缺氧膠再扭緊至 60 扭力即完成。(高架作業)(加註膨脹螺絲規格.孔徑與

深度)(參考修改 H 剛安裝說明) 

 

注意：高架作業前須將安全帽，安全服和安全繩索等穿載整齊，備好登高設備，將需要安裝的物件放入，高架作業

時須確認安全繩索已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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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圖:(加附 L 板鑽孔位置尺寸)(圖三)(單位:mm) 

        

                

安裝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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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裝結構：圓形鋼材(選配) 
  需求零件：U 型固定環*3、吊耳上座*1、吊管*1、平華司、彈簧華司、尼龍螺帽。(依現場規格配置)  

安裝步驟：(1)吊管先置入吊耳上座內再預緊內六角螺栓(M12*100*2 支)。 

(2)確認安裝位置後再將吊耳上座頂靠圓形鋼材，U 型固定環套入圓形鋼材再與吊架上座做預緊動作，預     

鎖緊所有螺帽,完成後螺栓上缺氧膠再扭緊至 60 扭力即完成。(高架作業) 

注意：高架作業前須將安全帽，安全服和安全繩索等穿載整齊，備好登高設備，將需要安裝的物件放入，高架作業

時須確認安全繩索已固定。 

分解圖: 

                

                             

 

  

安裝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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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裝主機：風扇主機 

需求零件：吊管*1、拉索盤*2、馬達*1、內六角螺栓(M12*80*2 支)、(M8*16*4 支)、螺帽.華司.彈簧華司

(M12*2 個)、鋼索伸縮器(3/8*4 個)、鋼索夾(3/16*18 個)、鋼索固定座(4 個，選配)、鍍鋅鐵管

(2 支，選配)、不鏽鋼螺絲(M8*30*12 支，客戶自行另外採購)、登山扣(4 個，客戶自行另外採

購)、膨脹螺絲及吊環(4 組，客戶自行另外採購)。 

安裝步驟： 

(1) 安裝前，先檢查主機有無破損.變形 

此步驟需雙人作業,將主風扇主軸插入吊管，再來先將拉索盤放置吊管兩側之後，再將華司放置於拉索盤外，

插入內六角螺絲，鎖上螺帽扭緊至 42.14N/m 扭力即完成。(高架作業)參考圖四-1 及圖四-2 

(2)安裝鋼索:  

 當安裝結構為 H 型鋼樑(並視現場環境條件許可)，將鋼索固定座鎖在 H 型樑上適當位置(圖五-1)，

左右對稱，將鋼管穿入鋼索固定座並上鎖(圖五-2)。將鋼索雙頭預先各使用兩個鋼索夾套好圓環 

(圖五-3)，將鋼索伸縮器一頭穿過拉索盤孔位，另一頭穿過鋼索圓環(圖五-4)，使用登山扣將鋼索

勾在鋼管上(圖五-1)。使用水平尺測量使吊管垂直地面(圖五-5)，然後調整安全鋼索鬆緊和固定，

確保兩片拉索盤保持平行對稱後再次鎖上螺帽扭緊至 42.14N/m 扭力即完成(高架作業)重複上述動

作完成其他三條鋼索安裝。或，無法使用圖五-1 工法時，可使用下列其他安裝結構工法。 

當安裝結構為方形鋼材，鋼索雙頭預先使用鋼索夾套好圓環 (圖五-3)，將鋼索伸縮器一頭穿過拉索

盤孔位，另一頭穿過鋼索圓環(圖五-4)，視現場狀況，直接將鋼索繞過橫樑，再用鋼索夾固定;或者

將鋼索鎖固於鋼樑。使用水平尺測量使吊管垂直地面(圖五-5)，然後調整安全鋼索鬆緊和固定，確

保兩片拉索盤保持平行對稱後再次鎖上螺帽扭緊至 42.14N/m 扭力即完成(高架作業)重複上述動作

完成其他三條鋼索安裝。 

當安裝結構為水泥樑柱，鋼索雙頭預先使用鋼索夾套好圓環 (圖五-3)，將鋼索伸縮器一頭穿過拉索

盤孔位，另一頭穿過鋼索圓環(圖五-4)，使用膨脹螺絲及吊環將鋼索固定於水泥牆上(圖五-6)。使

用水平尺測量使吊管垂直地面(圖五-5)，然後調整安全鋼索鬆緊和固定，確保兩片拉索盤保持平行

對稱後再次鎖上螺帽扭緊至 42.14N/m 扭力即完成(高架作業)重複上述動作完成其他三條鋼索安

裝。 

當安裝結構為圓形鋼材，鋼索雙頭預先使用鋼索夾套好圓環 (圖五-3)，將鋼索伸縮器一頭穿過拉索

盤孔位，另一頭穿過鋼索圓環(圖五-4)，視現場狀況，將鋼索固定於樑上。使用水平尺測量使吊管

垂直地面(圖五-5)，然後調整安全鋼索鬆緊和固定，確保兩片拉索盤保持平行對稱後再次鎖上螺帽

扭緊至 42.14N/m 扭力即完成(高架作業)重複上述動作完成其他三條鋼索安裝。 

(3)將所有鎖上螺絲的地方點上缺氧膠。(高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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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1 

 

圖五-2 

 

 

 

 

 

 

  

圖五-5  

圖五-3 

圖四-1 圖四-2 

圖五-4 

不鏽鋼螺絲

不鏽鋼螺絲

鋼管穿入

鋼索固定座

登山扣

旋緊鎖住鋼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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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裝扇葉：扇葉的安裝 

需求零件：扇葉*5、尾翼*5、鋁壓板*5、鋁壓板軟墊*5、自攻螺絲(M4*20*10 個) 

安裝步驟：安裝前，先檢查葉片有無彎折.變形.翹曲，如果有異常，請勿安裝，請與經銷商聯絡 

先將尾翼以自攻螺絲固定至葉片尾端，扭緊至 3.5 扭力(NM)圖六)，在於高架作業與風扇主機的組裝圖七，安裝扇

葉時注意不要劃傷扇葉表體，將所有鎖上螺絲的地方點上缺氧膠。圖 7 要有零件圖,安裝說明須詳細,零

件需加葉片螺絲 

注意：安裝扇葉時另一個人要在後面撐住扇葉, 防止扇葉滑落，需要採用對角的方式安裝其餘扇葉。 

注意：扇葉邊緣到其上方及下方障礙物的最小總和距離應超過 30公分。扇葉邊緣距離其水平方向障礙物的最小距

離應超過 1 公尺。  

 

(圖六) 

圖五 膨脹螺絲 吊環

鋼索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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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裝電纜線：與主機對接、佈置控制系統線路 

需求購件：電纜線、線夾、電工膠布、O 式端子  

安裝步驟：安裝步驟：剝線時不要把銅絲剪斷，對應主機上的線路顏色進行對接歐式公母頭在對接。佈置的線路要

橫平豎直，佈線美觀，線夾固定距離 1.5M 一個。(高架與地面作業)  

注意：一定要同色對接，例如黃綠對黃綠，紅對紅，用電工膠布包裹並將線藏於主機內，使線路不會出現短路與接觸 

不良的現象。 

注意：電纜線套入吊管方式請見下圖，要記得線路要閃避螺絲。  

(圖七) 

由此套入 

由此套出 

M12 外角螺栓 

彈簧鋼 

壓板 

M12 彈簧華司 

M12 平華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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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裝控制系統：準備、安裝及測試 

需求零件：電控箱、水平儀、電動鑽孔機、萬用表 

安裝步驟：(1)將控制系統固定在牆上，使用水平儀器測量水平，標上打孔位，使用電動工具打孔。 

(2)電纜線剝線與控制系銃對接，對應控制系統裡的線路顏色進行對接。 

 (3)完成後使用萬用表進行測試，打開斷路器接通電源，打開風扇進行試運行，逆時針旋轉方向為正轉

方向，試運行 15 分鐘，觀察產品聲音是否正常，確認電流是否在額定範團以內，確認風扇運行時與

障礙物的間距，保證風扇運行的安全距離（扇葉邊緣到其上方及下方障礙物的最小總和距離應超過

30 公分。扇葉邊緣距離其水平方向障礙物的最小距離應超過 1 公尺）。 

注意：不同現場環境的接線方法參照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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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控箱異警訊號說明 

 

驅動板保護項目 保護說明 檢查及排除 

硬體過電流保護 

二次測電流瞬間超過 20A， 

則進入永久待機狀態， 

需要重新上電復歸。 

聯絡廠商 

缺相保護 

運轉中二次測線圈線斷路， 

則進入永久待機狀態， 

需要重新上電復歸。 

檢測二次測電機線 

是否脫落或接觸不良 

過溫保護 

電路板超過 80 度， 

進入待機狀態， 

達到 60 度以下復歸。 

電路板溫度過高， 

等待溫度恢復， 

即可正常工作 

啟動堵轉保護 

啟動堵轉保護， 

超過 5 次啟動堵轉， 

則進入永久待機狀態， 

需要重新上電復歸。 

檢測電機負載端 

是否有干涉物 

過壓保護 

130/260VAC 過壓保護， 

進入待機狀態， 

達到 250VAC 以下， 

系統復歸。 

檢測一次測電壓 

是否正常 

欠壓保護 

90/180VAC 欠壓保護， 

進入待機狀態， 

達到 185VAC 以上， 

系統復歸。 

檢測一次測電壓 

是否正常 

AC 一次測 

斷電保護 

一次測斷電則立刻進入待機狀

態， 

直到一次測穩定輸入， 

系統復歸。 

檢測一次測電壓 

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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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整理現場環境：環境整潔 

               將物件撤離現場，設備物品擺放整齊，工具清點確認無誤，清掃乾淨。 

 

設備使用條件 

環境 條件 

安裝場所 室內 

環境溫度 

0~40℃ 

為提高產品的可靠性，請再溫度不會急遽變化 

的場所使用本產品。 

濕度 95%RH 以下 

環境 無腐蝕性氣體、易燃性氣體的場所 

海拔高度 1000m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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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在操作設備之前，請仔細閱讀產品說明，並清除運轉區域的障礙物，以確保風扇運行有足夠的

安全距離。 

警告：在操作任何電器和風扇的維護調整之前，請確保電源關閉，並由專業人士操作，避免觸

電受傷。 

 (電控箱範例) 

(一)風扇啟動與停止操作: 電源鈕 

1. 確認風扇運行空間內無障礙物及潛在危險。 

2. 確認輸入電源正確，符合產品要求。 

3. 確認風速鈕指向最小值(左邊)。 

4. 啟動設備，將電源鈕按下。 

5. 風扇運轉中，將電源鈕再次按下，設備將停止運行。 

6. 風扇正常運轉時，禁止斷電操作。 

7. 關機後，在風扇葉片尚未完全靜止前，請勿再次啟動電源。 

(二) LED 燈啟動與停止操作: 電燈鈕 

1. 按下電燈鈕，電燈將亮起。 

2. 欲關閉 LED 燈時，請再次按下電燈鈕，LED 燈將關閉。 

3. 電源鈕不按開的情況下，可直接按電燈鈕，單純做為照明使用。 

(三)風速操作: 風速鈕 

1. 剛起速 2 分鐘內，在未達原設定轉速前，不可調整轉速，否則容易誤判，導致異警(停機)。 

2. 風扇持續運行 2 分鐘之後，可以任意調整風速鈕，以達最佳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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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固及維修 
 

 

Ama Tech 承諾根據貨運代理提供的到貨通知，在其到貨日期的 7 個工作日內，對到貨後發現

有缺陷的任何產品進行更換，具體規定如下： 

1.1 退貨產品包裝： 

產品必須以原包裝退回，並且必須包括產品隨附的所有附件。否則，在 Ama Tech 接受退回產

品時，可能會收取“重新包裝費”。 

1.2 到達時有瑕疵（DOA）： 

1.2.1 產品僅在到達時有缺陷且故障不是由於產品的異常使用，運輸過程中的損壞或未經授權的

維修而被確定為 DOA。 

1.2.2 Ama Tech 將全權酌情決定產品的損壞是否由於自然災害或不可抗力造成的、濫用、錯誤

使用、錯誤安裝、未經授權的更改或修理，或由外力（包括但不限於電源干擾，主機故障，安

裝時不關閉設備電源，並且接線不正確）、或者未發現缺陷(NDF)。這些案例將被視為標準的產

品維修服務案例，並應遵循產品維修服務/ RMA 流程。 

1.3 運費： 

1.3.1 Ama Tech 將安排由 Ama Tech 確定為 DOA 的產品的運輸，並且 Ama Tech 將支付雙向

交貨費用。 

1.3.2 如果 Ama Tech 未將產品確定為 DOA，則該案例將被視為標準的產品維修服務案例，客

戶必須承擔維修前後的雙向交貨費用。 

1.4 維修費用： 

如產生維修費用，Ama Tech 將發送一份列出所有費用的形式發票，並等待客戶批准後再進行

維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