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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工作台   

 

广州工作台，这是我们赣州人做的工作台，我们的质量保证不吭爹，不吭吗，我们厂有老师傅专门焊接
生产，质量和售后绝对顶呱呱，价格也实惠

广州工作台产品规格全面，种类多：                        

 

按承重不同可分轻、中、重型工作桌;

 

一、    按桌面类型可分为：复合桌面工作台、不锈钢桌面工作台，防静电工作台，抽屉式工作台，铝
合金工作台等.

 

二、    按工作桌上、下有无配置可分为：标准工作台、带吊柜（吊屉）工作台、带桌上部分工作桌和
组合工作台。

 



三、    按能否移动可分为：普通工作台和可移动型工作台。

 

广州工作台均载为400—500kg，重型工作台均载为1T。

 

 

 

广州工作桌面有复合桌面、榉木夹板桌面、防护板桌面、铁板合成桌面、不锈钢包面桌面、防静电桌面
等多种材质的桌面，其性能也各异。

 

重型工作桌（台）常用于环境相对较差的地方，故要求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耐脏性。而且在机加车间和
钳工车间，模具车间，还要有很好的抗冲击性，承重能力强。

 

可根据需要自行选配

 

Z系列重型复合桌面

 

表面采用2mm厚高分子材料，耐酸、碱、和油污。

 

桌芯采用高压纤维板，抗冲击。可在桌面上进行机械加工。

 

高强度塑胶包边，防止桌面侧向撞击损坏。

 

1.纯榉木重型桌面

 

由欧洲进口纯榉木块指接而成。

 

坚固耐用，适合机械加工场合。



 

2.不锈钢包面桌面

 

桌面表面采用0.8mm亚光不锈钢包面。

一、型号种类:

1、骨架采用：钢材结构、铝材结构；

2、工作台表面处理：贴塑、贴绿色橡皮、贴防静电橡皮

二、可配置选：

1、气路管道、鸿运风扇、日光灯、装饰板、２４Ｖ电源、工具挂钩、铝合金滑导、工艺看板、仪表搁台
、置物搁板台、电烙铁座、抽屉、工具箱；

2、台面板材料：A.层压板B.ＰＶＣ板

三、特点:本公司生产的搁板装配流水线运输平稳，可按客户要求定制，可根据客户的工艺需要选用不同
的材料为设备进行配置，广泛应用于低压电器、家用电器，塑胶，电子等行业。

四、铝合金工作台支架标准材料40*40*1.2铝型材

铝合金工作台台面标准材料T＝18mm木板

双人单面作业工作台常规尺寸：1200*600*1800（带灯架）

双人双面作业工作台常规尺寸：1200*1200*1800（带灯架）

单人单面作业工作台常规尺寸：800*600*1800（带灯架）

单人双面作业工作台常规尺寸：800*1200*1800（带灯架）

更多的尺寸及样式可按客户要求进行设计制作

工作台可选择设计：配置抽屉、配置A4看板、带灯架

一般工作台标准设计台面到地面距离750mm，

含灯架高度在1500-1800mm之间；

五、铝型材框架，框架的上面铺木板，两侧和背面可选择围板，框架前面可选择柜

门、抽屉等，型材的侧面上、沿型材长度方向有内腔横截面是工字型槽，框架

垂直连接的型材间有用螺钉相连的直二面角形的弯角连接件和方板形螺母。本

实用新型的型材是在侧面上有内腔横截面是工字型槽的型材，垂直连接的型材



间有弯角连接件和方板形螺母用螺钉相连，可把型材槽底和槽口间的矩形截面

的凸棱紧紧夹住，所以连接强度高，拆装方便。

广州市力美专做各种铁制品、钢柜、手推车、工作台、抽屉式模具架、货架、跨度10米以内小型门式起
重机、铸铁平板、大理石工作台、花岗石检测平台、不锈钢制品、线棒系列、镀铬架系列、铝合金制品
等，承接各类钣金件加工设计订做，欢迎新老客户来电洽谈！

抗腐蚀，不生锈。

 

适用于洁净的车间

 

3.铁板重型桌面

 

表面加装8mm冷轧钢板。

 

适用于重型机加工场合

 

特点：

 

选用优质钢材，专业加工钢制工作台，为工厂的组装、生产、维修、操作等工作而专门设计。坚固的工
作桌框架，台面经特殊处理，具有防静电功能，可配合不同的使用要求应用于电子电器，食品，机械，
五金，仪器仪表等行业，外形美观，牢固耐用，价格合理。

标准工作台规格： W1500xD750xH800mm

                      W1800xD750xH800mm

                      W2100xD750xH800mm

     非标可定制，工作台可自由配置多种型号抽屉，单屉承载50KG，另可按客户要求配置：复合桌
面，防火板桌面，不锈钢拉丝板桌面等多种桌面。可按客户要求订做。

     

广州工作台，防静电工作台，不锈钢工作台，抽屉式工作台，工作桌，重型工作桌，深圳工作桌，复合
工作台，钳工台，不锈钢工作台，深圳复合工作台，深圳钳工台，优质工作台工具柜，耐冲击桌板特性
桌板使用高压成型纤维板，表面黏贴绿色软性压纹特殊合成胶皮，桌面四边并以PVC长型胶条封边，以
保护桌边不易受损。耐冲击、吸震、美观，适合一般工厂钳工作业、机具维修、生产线包装与保养厂作



业及其它用途使用。 耐磨桌板特性桌板使用高压合成板，表面黏贴灰色皮纹面热固性树脂高压板，桌面
四边并以PVC长型胶条封边，以保护桌边不易受损。耐磨，适合一般电子工厂、研究所、实验室、医院
、学校作业、仪器存放、检测作业、维修等用途。原木桌板特性桌板使用榉木与防水胶经加压制造而成
。表面光滑平整，美观不易变型，耐油、耐热、耐酸、耐碱，适合一般工厂作业与精密模具维修，仪器
置放与检测等用途。重型工作台可配置工具柜，重型工作台桌面可承受1000公斤

 

工作台说明：

一．工作台有带抽屉：

 

 工作台抽屉有2抽屉，1抽屉，两边抽屉：带2抽屉、4抽屉

 

二．工作台的抽屉规格如下：

 

  1.抽屉：外尺寸:600*410*300mm；

 

  2.抽屉：外尺寸:2*100

 

  3、有防静电工作台

 

  4、有带挂板工作台湾

 

  5、普通工作台

 

 工作台台面规格：

 

  1、800*750*1800MM

 

  2、800*750*1500MM



 

  3、800*750*1200MM

  

  4、1200*2440*1850MM

三．功能特性：

 

1.适合电子成型，流水线、模具部门等都能使用的物品；

 

2.抽屉前端附各铝合金，可标注抽屉内物料名称、规格等参数，方便目视分类管理，取用方便；

 

3.抽屉特有防止滑落设计，确保抽屉拉出不掉落，保护物料安全；

 

4.柜体、导轨均为钢板材质，坚固耐用、承重量大，外观静电喷粉烤漆；

 

5.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制各种非标产品

 

工作台详细信息

 

耐冲击桌板特性

桌板使用高压成型纤维板，表面黏贴绿色软性压纹特殊合成胶皮，桌面四边并以PVC长型胶条封边，以
保护桌边不易受损。

耐冲击、吸震、美观，适合一般工厂钳工作业、机具维修、生产线包装与保养厂作业及其它用途使用。

耐磨桌板特性桌板使用高压合成板，表面黏贴灰色皮纹面热固性树脂高压板，桌面四边并以PVC长型胶
条封边，以保护桌边不易受损。

耐磨，适合一般电子工厂、研究所、实验室、医院、学校作业、仪器存放、检测作业、维修等用途。

原木桌板特性桌板使用榉木与防水胶经加压制造而成。表面光滑平整，美观不易变型，耐油、耐热、耐
酸、耐碱，适合一般工厂作业与精密模具维修，仪器置放与检测等用途。



不锈钢桌板特性桌板使用高压合成板，表面包1.2mm砂面不锈钢板，以达美观耐用。耐高温、耐磨损、
耐油、使用寿命长，为多功能桌板，适合一般工厂、食品业、研究室、电子厂无尘室使用。轻型工作台
可承重500KG重型工作台可配置工具柜，重型工作台桌面可承受1000公斤防静电工作台的工作原理

防静电工作台结构1、防静电工作台台面一般由防静电三聚氰胺高压装饰层压板（俗称防静电防火板）为
表面材料与木质材料复合制成。木质材料一般为刨花板，通过嵌入导电体如钢柱，再通过接地线接地,这
样桌面静电荷通过接电线顺利地泄放到大地。2、也有一些工作台是不锈钢的，桌面需要铺一块防静电桌
垫，桌垫通过接点线连入大地，达到泻放静电的效果。3、防静电工作台就是能满足用户的普通工作台功
能的基础上，增加了防静电功能，也就是如何将静电泻放掉！

洁净工作台洁净工作台是一种层流局部空气净化设备，采用可调风量风机系统，在调节风机工作台后，
可使洁净工作区的风速始终保持在理想范围内。（可根据客户要求配备压力表、可随时掌握高效过滤器
阻力变化情况。洁净工作台广泛应用于需要局部净化的区域。实验室、生物制药、光电产业、微电子、
硬盘造等领域。垂直单向流超净工作台具有高洁净度，可连接成装配生产线、低噪声、可移动性等优点
。

防静电工作台产品特征超薄型无隔板过滤器1、采用超薄型无隔板过滤器,
过滤效率为：99.99%0.3um，静态百级。将静压箱尺寸缩到最小， 再配以不锈钢台面和玻璃侧挡板使整顿
秩序个工作室显得宽敞明亮；2、采用可调风量送风系统轻触型开关调节风速，使工作区风速处于理想状
态风机采用直驱式高效离心风机，具有长寿命、低噪声、免维护、震动小；

防静电工作台特性3、方便拆卸式大风量预过滤粗效过滤器，更好地保护高效过滤器，且保证风速；4、
分垂直、水平流形，开放台式，操行方5、采用可调风量送系统，旋钮型无级调节风速，使工作区风速处
于理想状态；6、可根据工艺要求，本工作台可单台独立使用，可将多台串联组成100级超净流水装配生
产线；7、配装压差表，明确指示高效过滤器两侧的压差，以便提醒更换高效过滤器；

工作台采用优质冷扎板精工制作而成,坚固的工作桌框架,牢固平稳,可使工作桌承重1000kg;多种工作桌面
选择,可配合不工使用的要求;工具吊柜(箱),侧柜(箱),外形美观;层板,抽屉质量上乘,承重大,抽屉内可根据需
要任意分隔;节约空间,适用性强。工作台详细信息耐冲击桌板特性桌板使用高压成型纤维板，表面黏贴绿
色软性压纹特殊合成胶皮，桌面四边并以PVC长型胶条封边，以保护桌边不易受损。耐冲击、吸震、美
观，适合一般工厂钳工作业、机具维修、生产线包装与保养厂作业及其它用途使用。

耐磨桌板特性桌板使用高压合成板，表面黏贴灰色皮纹面热固性树脂高压板，桌面四边并以PVC长型胶
条封边，以保护桌边不易受损。

耐磨，适合一般电子工厂、研究所、实验室、医院、学校作业、仪器存放、检测作业、维修等用途。

原木桌板特性桌板使用榉木与防水胶经加压制造而成。表面光滑平整，美观不易变型，耐油、耐热、耐
酸、耐碱，适合一般工厂作业与精密模具维修，仪器置放与检测等用途。

不锈钢桌板特性桌板使用高压合成板，表面包1.2mm砂面不锈钢板，以达美观耐用。耐高温、耐磨损、
耐油、使用寿命长，为多功能桌板，适合一般工厂、食品业、研究室、电子厂

 

 

工作台有多种桌面材质可选，满足不同环境工位需求，价格合理，质量有保证，欢迎新老客户来电来函
来厂订制。

 



 

 

我司生产各种尺寸模具作业台工作桌维修检测钳工台钳工桌耐磨桌子耐冲击桌面桌子不锈钢桌子等重型
钳工工作台工作桌，特别适合：模具厂，组装厂，电子厂，机械厂，实验室，测试单位，食品厂，塑胶
厂等及其他类型工厂使用。钳工工作台钳工台钳工桌说明：

a. 适合模具，钳工，检测，维修，组装等各种不同用途使用，组合式设计，拆装容易，结构兼顾，平均
荷重1000KG。

b. 有耐冲击桌面，耐磨桌面及不锈钢板，钢板桌面，复合板等各种桌面可供选择，耐冲击桌面及不锈钢
桌面可另加虎钳，可调节高度20mm。

c. 工作桌配合挂板及电器配件，组成各种不同通途测试桌，并可依据实际需要作特殊设计。    
详细描述：

 

产品尺寸：1400*750*700

工作台台面承重：均匀承重1000kg产品规格：W1500*D750*H（800+920）mm

产品承重：可以分为轻型和重型，一般轻型300公斤，重型1000公斤。

 

产品说明：图片可以做参考，主要根据自己需求来进行订制。交货期短。

 

合车间生产需求，更能适应各种附件的添加，应用。具有以下优越性：

 

1.标准的材料（精益管、接头及附件）设计组装专用工位器具及生产系统。

 

2.组建简单，应用灵活，不受部件外形和工位空间、场地大小的局限；

 

1.工作台用途：生产和检修物品。

 

2.工作台常用种类：防静电工作台，不锈钢工作台，榉木工作台.铸铁工作台，复合板工作台等

 



3.工作台配件：照明架、吊架、搁板、方孔挂板、百叶挂板、动力电源插座、电器盒、零件盒挂条、工
具柜等。

 

4.工作台均采用组合式设计、拆装组合容易且稳固、耐用 (欢迎新老客户来图来电定制）

    

 

产品说明：图片可以做参考，主要根据自己需求来进行订制。交货期短。

 

合车间生产需求，更能适应各种附件的添加，应用。具有以下优越性：

 

1.标准的材料（精益管、接头及附件）设计组装专用工位器具及生产系统。

 

2.组建简单，应用灵活，不受部件外形和工位空间、场地大小的局限；

 

1.工作台用途：生产和检修物品。

 

2.工作台常用种类：防静电工作台，不锈钢工作台，榉木工作台.铸铁工作台，复合板工作台等

 

3.工作台配件：照明架、吊架、搁板、方孔挂板、百叶挂板、动力电源插座、电器盒、零件盒挂条、工
具柜等。

 

4.工作台均采用组合式设计、拆装组合容易且稳固、耐用 (欢迎新老客户来图来电定制）

 

工作台种类:防静电工作台，重型工作台，带抽屉工作台，带工具柜工作台，带挂板工作台，带灯管工作
台，钳工工作台，非标工作台，办公工作台，密度板工作台，不锈钢工作台，铝合金工作台，全金属工
作台，榉木台面工作台，多层台面工作台，复合台面工作台，精度工作台，无尘车间工作台，铁板台面
工作台,简易工作台

 



结构特点

可分为轻型，中型，重型工作台。
1、采用优质钢板专用模具用辊扎工艺成型,并通过先进的自动化静电喷涂工艺进行表面处理。
2、根据用户的承载要求,可选择不同形状的桌脚。 3、根据用户要求,工作台桌面可选择:高分子复合桌面
、防火板桌面、不锈钢包面、铁板合成面、榉木桌面、橡木层压板左面、防静电桌面、电木板贴面等 。 
4、桌上可配照明架、吊架、搁板、方孔挂板、百叶挂板、动力电源插座、电器盒、零件盒挂条等,满足
用户不同的需求。桌脚上预留安装孔，方便客户安装电源插座。

    

 

 

 

五、各式非标工作台、周转车、货架、手推车

 

 

 

  1.防静电工作台、周转车、手推车

 

 

 

  2.仓储货架、防静电货架

 

 

 

  3.柔性管工作台、货架、手推车、周转车

 

 

 

重型单侧柜挂板工作台



 

配置四抽工具柜一个

 

抽屉参数：100mm×2、150mm×1、250mm×1

 

抽屉采用单轨式设计、每个抽屉承重80KG

 

全宽铝合金把手、附透明标签及标识纸

 

配置1500×1000mm背板一块

 

顶部配置灯顶板一块，底部配置开关插座

 

台面厚度: 50mm

 

台面材质: 复合桌面

 

承 重 量: 1000Kg

 

颜    色: 灰色

 

规格尺寸: W1500×D750×H1800 mm

 

可按用户要求定做其规格尺寸

 

 



产品特点：

 

工作台是为工厂的组装、生产、维修、操作等工作而专门设计。作为各种作业的操作平台。

 

工作台采用优质冷扎板精工制作而成，坚固的工作桌框架，牢固平稳，可使工作桌承重达1000kg;多种工
作桌面选择，可配合不同工种使用的需求；工具吊柜（箱）,侧柜（箱）,外形美观；层板，抽屉质量上乘
，承重大，抽屉内可根据需要任意分隔；节约空间，适用性强。

 

工作台适合钳工、模具、装配、包装、检测、维修、生产办公等各种生产用途。

 

工作台的桌面经特殊处理，具有防腐、抗冲击力强等特性,多种桌面的选择，可配合不同的使用要求。所
配置的抽屉、柜门方便使用者存储工具。

 

工作台桌面上可以增加不同的组件，如百页、方孔挂板，电源插座、照明灯具、吊具等。配合零件盒及
各种不同的挂钩，工作台还可以存放各种常用的零件、工具等，更加合理地使用空间，充分满足实际生
产操作的需求。

    

 

工作台特点:

 

工作台采用优质冷扎板精工制作而成

 

坚固的工作桌框架,牢固平稳,多种工作桌面选择,可配合不工使用的要求

 

工具吊柜(箱),侧柜(箱),外形美观;层板,抽屉质量上乘,承重大,抽屉内可根据需要任意分隔

 

节约空间,适用性强

 



 

耐冲击桌板特性:

 

桌板使用高压成型纤维板，表面黏贴绿色软性压纹特殊合成胶皮 

 

桌面四边并以PVC长型胶条封边，以保护桌边不易受损 

 

耐冲击、吸震、美观，适合一般工厂钳工作业、机具维修、生产线包装与保养厂作业及其它用途使用。

 

耐磨，适合一般电子工厂、研究所、实验室、医院、学校作业、仪器存放、检测作业、维修等用途。表
面光滑平整，美观不易变型，耐油、耐热、耐酸、耐碱

 

 

防静电工作台的工作原理

 

1、防静电工作台台面一般由防静电三聚氰胺高压装饰层压板（俗称防静电防火板）为表面材料与木质材
料复合制成。木质材料一般为刨花板，通过嵌入导电体如钢柱，再通过接地线接地,这样桌面静电荷通过
接电线顺利地泄放到大地。

 

2、也有一些工作台是不锈钢的，桌面需要铺一块防静电桌垫，桌垫通过接点线连入大地，达到泻放静电
的效果。

 

3、防静电工作台就是能满足用户的普通工作台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防静电功能

 

 

性能说明：

 

?采用优质冷轧钢板精工制做.



 

?适合模具、钳工、检测、维修、组装等各种不同用途使用

 

?组合式设计，拆装容易

 

?结构坚固，平均荷重1000公斤

 

?有耐冲击桌面，耐磨桌面及不锈钢桌面可供选择

 

?柜身表面采用先进的静电喷塑工艺涂装，表面光洁度达90%以上

 

?产品均经过严格的九工处理，热水洗，预脱脂，脱脂，冷水洗，表调，磷化等，其中喷塑技术已达到国
内先进水平，采用环保喷塑粉，对人体无害  

 

?适合于各种医院、银行以及政府机关、工厂、学校、超市、仓库、图书馆、办公室、档案室、科研部门
、医疗部门等企事业单位

 

专业为国内外的客户提供最低价格,免费设计,送货,安装高品质仓库货架,超市货架,阁楼式货架,悬臂式货架
,贯通式货架,仓储笼,防静电工作台，文件柜，工具柜，工具台，静音手推车，更衣柜，保险柜，书架，
办公桌椅，零件展示架等钢制产品

 

    工作台采用优质冷扎板精工制作而成,坚固的工作桌框架,牢固平稳,可使工作桌承重1000kg;多种工作
桌面选择,可配合不工使用的要求;工具吊柜(箱),侧柜(箱),外形美观;层板,抽屉质量上乘,承重大,抽屉内可根
据需要任意分隔;节约空间,适用性强。

 

      工作台的桌面抗冲击强、耐磨损高、耐腐蚀好等不同的条件的各种桌面适应各种需求。在工作
台的桌角处多数都留有电源插孔，方便用户使用安装电源插座，设计更为人性化。工作台还有拆卸安装
简易，任意组合的特点，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的组合方式以更适合工作的环境需求。还可
以在工作台的下方加装工具柜，更合理的利用空间。

     工作台的适应性非常强，可以用在模具、钳工、检测、维修等各种不同的场合，其抗冲击力、抗
腐蚀性、承重能力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灵活的使用方式更是能满足各种用户的需求。



   工作台的特点：1、根据用户要求，工作台桌面可选择特殊成型高分子纤维板等不同材质、不同厚
度的基材。基本桌面可选择：高分子复合桌面、防火板桌面不锈钢包面、铁板合成面、榉木桌面、橡木
层压板左面、防静电桌面、电木板帖面等。2、工作台桌上可配照明架、吊架、搁板、方孔挂板、百叶挂
板、动力电源插座、电器盒、零件盒挂条等，满足用户不同的需求。3、工作台桌下可选配各种类型的工
具柜，满足用户装载物品的需求4、各种类型的工作台均采用组合式设计、拆装组合容易且稳固、耐用

 

不锈钢工作台、作业台|检测台|不锈钢工作台、作业台|检测台|不锈钢工作台、作业台|检测台|不锈钢工作
台、作业台|检测台| 工具柜
坚固的结构设装有优质计和特殊的表面处理，能适应工厂较复杂的工作环境。
轴承的导轨，保证单个抽屉承受额定载荷时亦能轻松顺畅开合。 抽屉内自由调节的隔板，能使您随意分
隔储物空间，全宽型铝合金黄色抽屉把手及可更换的标签。先进的抽屉安全扣设计，保证抽屉在关闭后
不会意外滑出，安全挡板设计，保证抽屉百分之百打开不会滑落。采用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锁具，只用
一把锁匙就能锁上所有的抽屉。 保证物品安全。 可自由选择配置不同高度的抽屉，充分满足用户需求，
柜体底部垫脚，保护柜体在放置或移动不受损坏，方便用叉车搬运。
多种表面颜色，满足用户整体布置的需求。结构特点： 

1、 高强度的结果设计和喷粉表面处理工艺，能适应工厂较复杂的工作环境。 

2、 装有优质轴承和导轨，保证抽屉承受额定载荷时亦能轻松顺畅开合。 

3、 根据需要可自由选择配置不同高度的抽屉，充分满足生产现场的需要。 

4 可以配置带有防油胶垫的顶框，保护放置物品不受损害以及防止物品滑落。 

5、 锁具先进，只用一把锁就能锁上所有的抽屉，保证物品安全。 

6、 柜体底部配有垫脚，保护柜体在放置或移动时不受损坏，

 

工作台采用优质冷扎板精工制作而成,坚固的工作桌框架,牢固平稳,可使工作桌承重1000kg;多种工作桌面
选择,可配合不工使用的要求;工具吊柜(箱),侧柜(箱),外形美观;层板,抽屉质量上乘,承重大,抽屉内可根据需
要任意分隔;节约空间,适用性强。

耐冲击桌板特性

桌板使用高压成型纤维板，表面黏贴绿色软性压纹特殊合成胶皮，

桌面四边并以PVC长型胶条封边，以保护桌边不易受损。

耐冲击、吸震、美观，适合一般工厂钳工作业、机具维修、

生产线包装与保养厂作业及其它用途使用。

耐磨桌板特性

桌板使用高压合成板，表面黏贴灰色皮纹面热固性树脂高压板，

桌面四边并以PVC长型胶条封边，以保护桌边不易受损。



耐磨，适合一般电子工厂、研究所、实验室、医院、学校作业、

仪器存放、检测作业、维修等用途。

原木桌板特性

工作台桌板使用榉木与防水胶经加压制造而成。

工作台表面光滑平整，美观不易变型，耐油、耐热、耐酸、耐碱，

适合一般工厂作业与精密模具维修，仪器置放与检测等用途。

不锈钢桌板特性

工作台桌板使用高压合成板，表面包1.2mm砂面不锈钢板，以达美观耐用。

工作台耐高温、耐磨损、耐油、使用寿命长，为多功能桌板，

适合一般工厂、食品业、研究室、电子厂无尘室使用。

轻型工作台可承重500KG

重型工作台可配置工具柜，重型工作台桌面可承受1000公斤

防静电工作台的工作原理

防静电工作台结构

1、防静电工作台台面一般由防静电三聚氰胺高压装饰层压板（俗称防静电防火板）为表面材料与木质材
料复合制成。木质材料一般为刨花板，通过嵌入导电体如钢柱，再通过接地线接地,这样桌面静电荷通过
接电线顺利地泄放到大地。

2、也有一些工作台是不锈钢的，桌面需要铺一块防静电桌垫，桌垫通过接点线连入大地，达到泻放静电
的效果。

3、防静电工作台就是能满足用户的普通工作台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防静电功能，也就是如何将静电泻
放掉！

洁净工作台

洁净工作台是一种层流局部空气净化设备，采用可调风量风机系统，在调节风机工作台后，可使洁净工
作区的风速始终保持在理想范围内。（可根据客户要求配备压力表、可随时掌握高效过滤器阻力变化情
况。

洁净工作台广泛应用于需要局部净化的区域。实验室、生物制药、光电产业、微电子、硬盘造等领域。
垂直单向流超净工作台具有高洁净度，可连接成装配生产线、低噪声、可移动性等优点。

防静电工作台产品特征

超薄型无隔板过滤器



1、采用超薄型无隔板过滤器, 过滤效率为：99.99%0.3um，静态百级。将静压箱尺寸缩到最小，

 

工作台

再配以不锈钢台面和玻璃侧挡板使整顿秩序个工作室显得宽敞明亮；

2、采用可调风量送风系统轻触型开关调节风速，使工作区风速处于理想状态风机采用直驱式高效离心风
机，具有长寿命、低噪声、免维护、震动小；

防静电工作台特性

3、方便拆卸式大风量预过滤粗效过滤器，更好地保护高效过滤器，且保证风速；

4、分垂直、水平流形，开放台式，操行方便；

5、采用可调风量送系统，旋钮型无级调节风速，使工作区风速处于理想状态；

6、可根据工艺要求，本工作台可单台独立使用，可将多台串联组成100级超净流水装配生产线；

7、配装压差表，明确指示高效过滤器两侧的压差，以便提醒更换高效过滤器；

 深圳工作台 东莞工作台 中山工作台 佛山工作台 湛江工作台 广州工作台

 

广州工作桌，复合工作台，钳工台，不锈钢工作台，广州复合工作台，广州钳工台，

 

优质工作台工具柜，耐冲击桌板特性
*桌板使用高压成型纤维板，表面黏贴绿色软性压纹特殊合成胶皮， 

 

桌面四边并以PVC长型胶条封边，以保护桌边不易受损。
*耐冲击、吸震、美观，适合一般工厂钳工作业、机具维修、 

 

生产线包装与保养厂作业及其它用途使用。 耐磨桌板特性
*桌板使用高压合成板，表面黏贴灰色皮纹面热固性树脂高压板

，

桌面四边并以PVC长型胶条封边，以保护桌边不易受损。
*耐磨，适合一般电子工厂、研究所、实验室、医院、学校作业、 

 



仪器存放、检测作业、维修等用途。原木桌板特性 *桌板使用榉木与防水胶经加压制造而成。
*表面光滑平整，美观不易变型，

 

耐油、耐热、耐酸、耐碱，
适合一般工厂作业与精密模具维修，仪器置放与检测等用途。重型工作台可配置工具柜，

 

重型工作台桌面可承受1000公斤

公司主营产品:模具架|抽屉式模具架|全开式模具架|工具车|工作台|模具存放架|仓储货架|零件柜|文件柜|刀
具柜|移动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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