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 资企德国独资企业

德莱奇起重吊索具（昆山）有限公司

德莱奇起重吊索具（昆山）有限公司是德国德莱奇集团在德莱奇起重吊索具（昆山）有限公司是德国德莱奇集团在
中国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专业生产及销售“多来劲”牌高强度
合成纤维吊索具、链条吊索具、钢丝绳吊索具、吊点、吊梁等
各 索各种吊索具。

德莱奇集团位于德国鲁尔工业区多特蒙德市，专业生产
金属及柔性起重吊索具80多年，是世界吊索具的创始者之一，金属及柔性起重吊索具80多年，是世界吊索具的创始者之 ，
也是本行业欧洲及美国工业标准制定单位之一，具有35项技术
专利。是欧洲最大的吊索具集团。

“多来劲”吊索具已通过国际ISO9001 欧洲工业标准 日“多来劲”吊索具已通过国际ISO9001、欧洲工业标准、日
本工业标准JIS等认证。德莱奇公司为全球吊索具行业除日本
企业之外首家唯一通过JIS认证的企业。

德莱奇公司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了全
球范围内的产品责任险。





董事长德莱奇先生随德国总理默克尔女士访华



董事长德莱奇先生和德国总统科勒在北京



德莱奇（昆山）一期厂房



德莱奇（昆山） 期厂房德莱奇（昆山）二期厂房





主要内容

合成纤维吊装带一、合成纤维吊装带

二、钢丝绳索具

链条索具三、链条索具

四、卸扣

五、吊梁

--------吊索具简介、使用方法、报废标准、

注意事项等注意事项等



合成纤维吊索具
(一).合成纤维吊索具的特点

一、合成纤维吊索具

• 一、每种起吊重量的吊装带都有自己的识别颜色，并且按起吊
吨位的不同，有相应的黑色线条表示吨位。吨位的不同，有相应的黑色线条表示吨位。

• 二、“多来劲”品牌的吊装带是按照欧洲行业标准EN1492生
产，产品安全系数为7倍。产，产品安全系数为 倍

• 我司生产的吊装带伸缩率小于5%，很多国产吊装带伸缩
率达到10-15%，会产生橡皮筋效应。

• 我司生产的吊装带表面经过聚氨酯树脂上浆处理，产品耐
磨，安全性高，使用寿命长。



(二).合成纤维吊索具的保管

1 吊装带使用前及使用后都应对吊装带进行检查 查看吊装带1.吊装带使用前及使用后都应对吊装带进行检查.查看吊装带
是否有破损.如有破损情况,应立即向生产厂家咨询.

2 吊带如有污渍 必须用清水清洗 水中不可带有任何化学物质2.吊带如有污渍,必须用清水清洗.水中不可带有任何化学物质.
3.吊装带要放在通风良好且干燥的地方.
4.吊装带要避免光线直射.4.吊装带要避免光线直射.
5.吊装带要远离热源.
6.吊装带要远离化学物质.
7.吊装带使用完毕后建议应选择悬挂存放的方法



(三).合成纤维吊索具的使用
1.吊带只为起重物品之用，不能用于捆绑物品。

2.吊带起吊物品时,物品重量绝对不允许超过吊带的额定载荷.
3.在起吊物品前,要选好吊带,确定好吊挂点及吊挂方式.特别要注意如下

方面:方面:
1). 物品重量,尺寸及表面情况,起吊重心.
2). 起吊角度(垂直线与吊带的夹角) 大不可超过60度.
3).不同的吊挂方式使吊带额定载荷有部分损失。

4.在每一次使用前,一定要检查吊带是否有破损处.如有破
损 严禁使用损,严禁使用. 

5.不可以用打结的吊带起吊物品.

6.起吊时扁平吊环吊带，吊环开口不能大于20°



7.必须仔细观察被吊物体的表面情况.如有尖角或相当于尖角的地方,

必须采取如加聚胺脂树脂薄片、薄钢板等保护措施,以防吊带被割

伤.如果被吊物体边缘的半径小于吊带的厚度,此处便相当于尖角.

8.吊带适用温度:摄氏-40度到+100度

9 在化学环境中应用吊带 可以使吊带损坏 一定要在得到我们的咨询后9.在化学环境中应用吊带,可以使吊带损坏.一定要在得到我们的咨询后
才可以使用.（如酸碱环境，腐蚀性环境）

10.将物品压在吊装带上，会造成吊装带损坏，更不应试图将吊装带从下
面抽出来，造成危险。应用物体垫起，留出足够的空间以便吊装带
顺利拿出来

11 吊装带不应该在地面或在粗糙的表面拖拉11.吊装带不应该在地面或在粗糙的表面拖拉



四 合成纤维吊索具的检查(四).合成纤维吊索具的检查
1.环眼

• a 环眼处明显起毛以致于织带变得模糊不清和出现可见扭曲破坏a.环眼处明显起毛以致于织带变得模糊不清和出现可见扭曲破坏
现象

• b.由于切割，摩擦，钩拉等而出现明显裂痕
• c.由于缝纫线断裂而造成环眼变形。c.由于缝纫线断裂而造成环眼变形。
• 2.搭接
• a.切割，摩擦，钩拉等而出现明显裂痕
• b 线断裂而造成织带缝纫线剥落 尽管程度较轻• b.线断裂而造成织带缝纫线剥落，尽管程度较轻
• 3.主体
• a.主体出现大范围起毛现象以致于织带变得模糊不清和出现可见

扭曲破坏现象扭曲破坏现象
• b.由于切割，摩擦，钩拉等而出现明显可见裂痕，在宽度方向裂

痕超过10％ 织带宽度或在厚度方向裂痕超过20%织带厚度



• c.圆形吊装带的抗磨保护层是否由于切割，摩擦，钩拉等而出现明显
的破损的破损

• 4.外观外观
• 由于受热或化学环境的影响，吊带出现明显的变色，掉色，溶解，分

离等现象。



二 钢丝绳索具二、钢丝绳索具



(一). 钢丝绳索具种类

压制钢丝锥形压制钢 插编钢丝 多腿钢丝绳索具

绳索具丝绳索具 绳索具



钢丝绳索具的使用(二).钢丝绳索具的使用
1.不能超过额定载荷使用钢丝绳索具
吊装 没有标识的多腿吊具不可使用吊装。没有标识的多腿吊具不可使用。

2.以下情况钢丝绳的额定载荷会有损失：
如吊装的起重方式-如吊装的起重方式

-在-40℃到+100 ℃范围以外使用
-钢丝绳的弯曲半径过小，载荷变化较大，杜绝出现钢丝绳弯曲半
径等于被吊物直径径等于被吊物直径
3.不得通过缠绕来缩短索具长度

4.绳套敞开角不得超过20°
在有化学物 如酸 碱 的 境中禁止使 绳索5.在有化学物品(如酸、碱)的环境中禁止使用钢丝绳索具

6、成套钢丝绳索具与吊钩、吊环、卸扣等连接处是 容
易受伤的地方，一定要套环进行保护；

7、被吊物体有尖锐棱角时（棱角半径小于钢丝绳直径时），
会使钢丝绳提前断丝或绳芯露出，应加护套或者护角；
8、成套钢丝绳索具吊装时应避免吊装角度超过60°8、成套钢丝绳索具吊装时应避免吊装角度超过60



(三) 钢丝绳索具报废标准(三).钢丝绳索具报废标准

1.钢丝绳与铝合金压接头部位有裂纹或滑移变形；

2 插编钢丝绳索具插编部位有严重抽脱2.插编钢丝绳索具插编部位有严重抽脱；

3.成套钢丝绳索具各端配件磨损、变形、生锈等原因影响使
用用；

4.钢丝绳绳股断裂；

5 钢丝绳断裂或者打结5.钢丝绳断裂或者打结；

6.钢丝绳直径减小值大于10%；



7.一段长度范围内可见断丝的数量（见下图）



三、链条索具



(一).“多来劲“链条索具种类

80级链条索具 100级链条索具



(二).链条索具的特点

“多来劲”品牌的链条索具是按照 生产 采• “多来劲”品牌的链条索具是按照DIN EN 818-4生产，采
用欧标 80级和100级的链条

100级的链条在同等直径下 额定载荷比80级的链条索具• 100级的链条在同等直径下，额定载荷比80级的链条索具
高25%。在同样额定载荷下，每米重量几乎是80级链条的
四分之一。四分之 。

• 所有的链条索具都要有至少20%的断裂伸长率。



(三). 链条索具的使用
1、使用链条索具严禁超载，应带保护手套；

在 常使用 应控制吊装角度2、在正常使用下应控制吊装角度；

3、链条索具不允许打结或扭转，链条之间禁止采用非正规连接件连接；

4 不要用吊钩尖部负载4、不要用吊钩尖部负载

5、链条索具禁止直接挂在起重机吊钩上或者缠绕在吊钩上；

6、链条索具环绕被吊物品时棱角处必须加衬垫，以防链条及被吊物品损
坏；

7、链条使用温度在-40℃到+400 ℃，但在200 ℃以

上使用 链条的额定载荷会降低上使用，链条的额定载荷会降低

8、不要试图从重物下强行拉出链条索具或者让重

物在链条上滚动；物在链条上滚动；



(四) 链条索具报废标准(四). 链条索具报废标准
1、链环断裂

2 链环之间磨损 导致直径减小10%2、链环之间磨损，导致直径减小10%；

3、链条外部长度增大3%或者内部被拉长5%；

4、肉眼或者其他设备检查链环焊接开裂或者其他有害缺陷的链条时，肉眼或者其他设备检 链环焊接开裂或者其他有害缺陷的链条时
必须报废；

5、裂缝、切痕、凹痕、受热影响而褪色

6 链环 吊环 中间或连接环的变形6、链环、吊环、中间或连接环的变形

7、受到热源损坏后，不能继续使用；

8、过分点蚀或腐蚀（酸、碱等）后，必须报废；8、过分点蚀或腐蚀（酸、碱等）后，必须报废；

9、铭牌丢失或字迹不清

10、吊钩变宽超过10%



四、卸扣



( ) 卸扣(一) 、卸扣

一）、卸扣使用方法

1、吊装前，请检查所用卸扣是否连接牢固、可靠；

2、禁止使用螺栓或者金属棒代替销轴；

3、起吊过程中不允许有较大的冲击与碰撞；

4、销轴在承吊孔中应转动灵活，不允许有卡阻现象；

5、卸扣本体不得承受横向弯矩作用；

6、以卸扣承载的两腿索具间的 大夹角不能大于120°；

7、避免卸扣的偏心载荷

8、卸扣在与钢丝绳索具配套作为捆绑使用时，卸扣的横销部
分应与钢丝绳索具的索眼进行连接



二）、卸扣的报废标准



五 吊梁吊具五、吊梁吊具
（一）多来劲非标吊具经典案例



“多来劲”600吨吊梁





吊梁吊梁

A型横梁

B型横梁



可调横梁



三）使用注意事项



• 报废
• a. 主要受力构件失去整体稳定性，应报废；力 件 稳 报

• b. 主要受力构件断面腐蚀、磨损达原厚度的10％，应报废；

• c.主要受力构件产生裂纹扩展，应报废；

• d 主要受力构件产生永久变形超过原状态10％或使吊具不能正常安全作• d.主要受力构件产生永久变形超过原状态10％或使吊具不能正常安全作

业时，应报废

• e. 铰接部分

• 1. 销轴与轴套出现塑料变形,裂纹时，应报废；

• 2. 销轴与轴套配合间隙增大，不能满足构件相对运动需要，应报废；

• 3 销轴断面磨损达原尺寸5％，应报废；3．销轴断面磨损达原尺寸5％，应报废；

• f. 吊耳、耳轴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报废：

• 1．塑性变形；

裂纹• 2．裂纹；

• 3．吊耳、耳轴或耳轴套，磨损减少原尺寸5％。

• d. 吊索

• 执行参照有关标准



谢 谢！谢 谢！

Thank you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