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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PACO GROUP 拥有超过30年提供提升技术解决方案的经验，其

产品和服务质量可靠，值得信任。我们是一个全球认证合作伙

伴网络，我们共同的愿景是灵活性和效率。无论您在世界的任

何地方，我们的工程师都可以为您的具体项目定制解决方案。

全球网络

亚洲

现代/现代巴士 

起亚汽车/起亚巴士

雷诺/三星汽车 

双龙汽车

尼桑 

通用大宇

上汽

比亚迪

东风汽车

长城汽车 

南京汽车 

欧洲

雷诺

法拉利

标致 

雪铁龙

奥迪

捷豹 

沃尔沃

大众 

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

 美洲

通用汽车 

福特汽车公司

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

康明斯汽车 

特斯拉

PACO GROUP 是一家私营公司，总部位于加拿大蒙

特利尔市郊的 St-Hubert。作为一家技术工程公司， 

PACO GROUP 力求不断创新，为客户提供创意解决方

案，同时保持对成本的敏感性，对环境的责任感。

PACO GROUP 成立于  1960 年，专业从事高科技

机电设备的开发，并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而声名卓

著。PACO GROUP 最初专注于采矿和混凝土处理系

统等领域，依赖在这些工业部门获得的专业知识得以

壮大，并增加了其产品系列，包括汽车行业的高耐力升

降机执行器，戏剧舞台台上和台下机械，以及在私人和

公共水上运动部门使用的水下提升技术。

现今，PACO GROUP 通过其子公司 PACO SPIRALIFT 

（工业应用）、GAL A SYSTEMS（舞台设备和多

功能大厅）和  AKVO SPIRALIFT（活动泳池池底系

统）在  65 个国家提交了大约  2000 个工程项目。 

PACO SPIRALIFT 的重点是汽车/工业材料处理

设备的设计和制造。其最大的优点之一始终是 

SPIRALIFT®，一种不锈钢超紧凑型机械装置，可轻松

处理大负载。

Spiralift 是世界上一些最有效的生产工厂所使用的

升降台的主要部件。超过 60％ 的汽车原始设备制

造商（OEM）在其生产工厂中以一种或多种形式使用

Spiralift技术。PACO SPIRALIFT 根据需要设计和制

造各种一站式提升解决方案，包括结构元件和导轨，

以适应某些特定应用，如汽车组装平台升降机， 

AGV升降机，可调高度滑台，和垂直升降机。



你的挑战是驱 
动我们的动力

规格

挑战：

我们的客户希望有一条带有高效可靠的架

空和地面输送系统的生产线。为了改善操

作人员的人体工学，我们的客户希望安装可

变升降台来协助车辆装饰线组装。实施传

统平台系统的成本需要拆除现在的输送系

统，这既费钱又耗时。

解决方案：

可调高度滑台（AHS）系统是一个独立的升

降台，可以放置在钢制的输送机上。AHS 还

可以作为白车身的临时固定夹具，这大大

增加了效率并消除了产品处理程序。有了这

一系统，我们的客户能够以最小的成本和

最大的灵活性实现可变高度升降台。事实

上，这个解决方案是对任何想要增加可变

高度升降台的灵活性，而不会招致翻新整

个生产线的高昂成本的任何原始设备制造

商（OEM）的完美答案。

可调高度滑台（AHS）： 
内饰和底盘装配线

挑战：

我们的客户希望在发动机/底盘组装过程

中使用自动导引车。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

希望使用紧凑、重量轻、干净、精度非常高

的升降机执行器。此外，由于可用空间小，

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升降机开放与封

闭的比率。

解决方案：

Spiralift  使我们的客户能够在工业中有

最小的足迹，以及最佳的升降机开放与封

闭比率。此外，使用集成的非电磁制动器，

升降机在断电情况下不会漂移。最后，使用

Spiralift可以显著降低剪刀式升降机的重

量，对于确保供电/电池电力的有效利用至

关重要。

自动导引车（AGV）： 
引擎 / 底盘合装  

挑战：

我们的客户想开发/翻新生产线，并希望在

车辆装配线上采用可变高度的升降台，以

改善操作人员的人体工学。传统的液压系

统不环保，螺旋千斤顶解决方案对现代生

产线来说太麻烦。与所有汽车应用一样，耐

用性至关重要，我们的客户希望拥有能运

行数十年的升降机。

解决方案：

与螺旋千斤顶解决方案相比，Spiralift 平

台可以清除液压系统的不洁油，同时显著

减少剪刀式升降台的重量。此外，Spiralift 

非常高效，因此降低了典型平台的功耗/要

求。Spiralift 解决方案还为所有原始设备

制造商提供卓越的升降精度，最少的维护

和较大的灵活性。

平台升降机： 
内饰和底盘装配线

ND6
最大起重量： 2500 公斤

最大行程： 3.58 米
收缩高度： 200 毫米以上*
起升速度： 高达 7 米/分钟*

→ 低维护

→ 轻便紧凑

→  与高达 0.75 千瓦的电机直接耦合。通过使用传动轴联轴器 
提供更高的功率

ND18
最大起重量： 11325 公斤

最大行程： 12.2 米
收缩高度： 400 毫米以上*
起升速度： 高达 12.2 米/分钟*

→ 低维护

→ 高行程能力

→ 高提升能力

→ 设计灵活性

* 取决于所需的行程

HD9
最大起重量： 4550 公斤

最大行程： 6.1 米
收缩高度： 240 毫米以上*
起升速度： 高达 6.1 米/分钟*

→ 低维护

→ 轻便紧凑

→  与高达 7 千瓦的电机直接耦合。通过使用传动轴联轴器提供更
高的功率

HD6
显示备有可选磁力制动器

最大起重量： 3500 公斤 
最大行程： 3.58 米
收缩高度： 200 毫米以上*
起升速度： 高达 7 米/分钟*

→ 低维护

→ 轻便紧凑

→ 能够达到 1+ 百万次循环

→ 高容量 

→  与高达 0.75千瓦的电机直接耦合。通
过使用传动轴联轴器提供更高的功率



总部 
 
3185 1ere Rue 
Saint-Hubert (QC) J3Y 8Y6 CANADA 

电话： +1 450 678-7226 
传真： +1 450 678-4060 

北美免费电话： 
1 800 463-7226 

info@pacospiralift.com

www.pacospiralif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