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 SP-3塑膠型置物櫃

特性：

優點：

●    耐撞又耐壓 ●    組合超方便
●    美觀更安全 ●    透氣拒異味

櫃體全部採用 ABS塑料材質，不生鏽
採智慧型組裝，免螺絲、免工具，空間利用加分

可水洗，清潔衛生，環保材料，超長使用年限

鎖孔統一模式，可搭配各式淞平鎖具

各種尺寸皆預留活動格板插槽，方便使用，區別功能

門板附有彈簧裝置，可選擇是否讓門板具自動回覆功能

上下格〈可不同尺寸〉與左右列〈需同尺寸〉皆可組裝連結

耐重壓，不會因放置重物而扭曲變形

台灣生產製造，品質保證

SP3門板把手框 低底座 5CM 格版 1片安裝

分離式把手框 高底座 10CM 格版 2片安裝

上板

密碼鎖 N9-4S-2

鑰匙鎖 K1-W

密碼鎖 N9-4S-3

鑰匙鎖 K2-W

密碼鎖 N8-3A

退幣鎖 R1-S

密碼鎖 N6-3S

掛鎖座 P1-Y 掛鎖座 P2-W 把手 H1-S 把手 H1-S黑 電子感應鎖 EL-1 電子數字鎖 EL-001

門板

底座

側板

組合式樣圖

橄欖綠  午夜藍  陽橙色  卡其色

山茶紅  太空灰  紫藤色 卡其色 白色咖啡色

M MLS

外尺寸 : W31    x H35    x D46 cm
內尺寸 : W26.7 x H32.2 x D44 cm

外尺寸 : W31    x H58    x D46 cm
內尺寸 : W26.7 x H55.2 x D44 cm

外尺寸 : W31    x H43.5 x D46 cm
內尺寸 : W26.7 x H40.7 x D44 cm

外尺寸 : W31    x H43.5 x D46 cm
內尺寸 : W26.7 x H40.7 x D44 cm

●    標準色：
●    信箱門板色：

信箱口
尺寸：W22.3 x D1.5cm



實績相片



© 2015 淞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2S3S

外尺寸：W28.5×H17.5×D35    cm
內尺寸：W24.5×H15.7×D32.5 cm

外尺寸：W28.5×H29   ×D35    cm
內尺寸：W24.5×H27.2×D32.5 cm

●    標準色：

●    特別色：

湖草綠  深水藍  橙黃色  米白色  咖啡色

透明霧  木紋

ABS Mini塑膠型置物櫃

特性：

櫃體全部採用ABS塑料材質，不生鏽
採智慧型組裝，免螺絲、免工具，空間利用加分

可水洗，清潔衛生，環保材料，超長使用年限

鎖孔統一模式，可搭配各式淞平鎖具

各種尺寸皆預留活動格板插槽，方便使用，區別功能

上下格〈可不同尺寸〉與左右列〈需同尺寸〉皆可組裝連結

台灣生產製造，品質保證

置物櫃、鞋櫃、手機櫃、小物品櫃

優點：

●    價格實惠     ●    組合便利
●    美觀實用     ●    透氣拒異味

密碼鎖 N9-4S-2

鑰匙鎖 K1-W

密碼鎖 N9-4S-3

鑰匙鎖 K2-W

密碼鎖 N8-3A

電子鎖 EL-1

掛鎖座 P1-Y

把手 H1-S

底座 5CM 上板 高低調整腳墊

格板 1片安裝 門板透氣孔 背板透氣孔

上板

門板

底座

側板

組合式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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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PLUS塑膠型置物櫃

特性：

優點：

●    耐撞又耐壓 ●    組合超方便
●    美觀更安全 ●    透氣拒異味

櫃體全部採用 ABS塑料材質，不生鏽
採智慧型組裝，免螺絲、免工具，空間利用加分

可水洗，清潔衛生，環保材料，超長使用年限

鎖孔統一模式，可搭配各式淞平鎖具

門板採新式格紋設計，更加美觀

上下格〈可不同尺寸〉與左右列〈需同尺寸〉皆可組裝連結

耐重壓，不會因放置重物而扭曲變形

台灣生產製造，品質保證

門板格紋設計 隱藏式扣具 內部平整化設計

底座 上板 深灰色櫃體

上板

密碼鎖 N9-4S-2

鑰匙鎖 K1-W

密碼鎖 N9-4S-3

鑰匙鎖 K2-W

密碼鎖 N8-3A

退幣鎖 R1-S

密碼鎖 N6-3S

掛鎖座 P1-Y 掛鎖座 P2-W 把手 H1-S 把手 H1-S黑 電子感應鎖 EL-1 電子數字鎖 EL-001

門板

底座

側板

組合式樣圖

橄欖綠  紫藤色  深灰色 

2S+3S+

外尺寸 : W32 x H22.2 x D38.8 cm
內尺寸 : W28 x H19.3 x D35.6 cm

外尺寸 : W32 x H33.3 x D38.8 cm
內尺寸 : W28 x H30.4 x D35.6 cm

●    標準色：



COMPANY PROFILE
公司簡介

ABS塑鋼組合式置物櫃

使用場所介紹

ABS塑鋼組合式置物櫃

ABS工程塑膠及鎖具系列組合式置物櫃

ABS塑鋼組合式置物櫃

ABS工程塑膠及投、退幣鎖組合式置物櫃

ABS塑鋼組合式置物櫃

疑難解惑

鋼製型置物櫃

使用場所介紹

鋼製型置物櫃

塑鋼型置物櫃

鎖具介紹

台灣區塗料同業公會色卡

塑鋼型CL投、退幣鎖置物櫃

鋼製型CL投、退幣鎖置物櫃

鋼製型置物櫃

疑難解惑

ABS塑鋼組合式置物櫃

智慧組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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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LOCKERS獨立開發的系列鎖櫃以其精緻美觀的造型

方便隨意的拆裝組合及不同功能鎖體的自由互換

在同類產品中盡顯優勢

亦即

"櫃子"
＋

不同功能的"鎖"

∥

您各種寄物的需求

COMPANY PROFILE2



  本公司成立於民國七十三年，初期以代理日本FUJI COIN 

LOCKER 的投幣式置物櫃為主要業務，也是台灣最早投入此項業

務的廠商。

  而後陸續引進日本CLOVER株式會社的KEYLESS LOCKER（密碼鎖）及電子式COIN 

LOCKER⋯⋯等產品。

  因產品種類持續增加，業務量也大為擴增，尤其特殊功能的鎖體及櫃體方面得到

日本公司技術指導，除增進品質外觀與實用性，更是滿足各行業場所所需要的置物

櫃。

  為求徹底將產品本土化，特與日本廠商合作並獲同意將模具引進台灣，大幅降低

成本，提升售後服務品質。這段期間更不斷改良適合的材質（從鍍鋅鋼板⋯⋯不鏽鋼

板⋯⋯到組合式ABS材質）。

  尤其以ABS材質之組合櫃，不斷以資金研發各式尺寸，更以產品的耐用度、美觀

及專利性組裝法等優勢領先業界。並結合投幣鎖、密碼鎖等各式產品外銷東南亞、日

本、澳洲和南美洲等地。

  長期以來，本公司秉持專業

經營，著重研發與創新，堅持提

供品質優良的產品與服務，是本

公司一貫堅持的理念。

公司簡介 3



ABS Locker工程用塑料(俗稱塑鋼)
耐衝擊性、耐熱性、耐酸鹼性良好
● 櫃體全部採用ABS塑料材質，不生鏽 ● 智慧型組裝，免螺絲、免工具
● 箱體任意組裝，空間利用加分 ● 流線造型，顏色高雅大方
● 環保材料，可資源回收 ● 可水洗，清潔衛生 ● 超長耐用年限

ABSABS塑鋼組合式置物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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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場所介紹 Introduction to lock system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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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ABS工程塑膠 NL密碼鎖/KL鑰匙鎖/PL掛鎖 系列組合式置物櫃
Number Locks, Key Locks, Padlock System Combination Lockers

型號/ N9-4S-2
產地/ 台灣

▲內部空間

▲

底座

型號/ N9-4S-3
產地/ 台灣

型號/ N8-3A
產地/ 台灣

型號/ K1-W
產地/ 台灣

型號/ K2-W
產地/ 台灣

型號/ P1-Y
產地/ 台灣

型號/ H1-S
產地/ 台灣

● 鎖孔統一模式，可搭配以下鎖具，各式鎖具功能請參考第16頁資料說明 ● 每種尺寸預留活動層板插

槽，方便使用區別功能 ● 門板附有彈簧裝置，可選擇是否讓門板自動回覆功能 ● 上下格與左右列皆可

自行DIY組裝連結 ● 櫃身為灰白色，門板的標準色為藍、綠、黃、紅、米等五色；門板特殊色為透明霧

面、木紋色等二色 ● 耐重壓，多列組裝串接後不會因每格放置重物而扭曲變形，非一般性塑膠，品質

有保證 ● 全部採用ABS工程塑膠，台灣製造生產，保固五年。

外尺寸 W31.0xH43.5xD46.0
內尺寸 W27.0xH41.0xD44.0

外尺寸 W31.0xH35.0xD46.0
內尺寸 W27.0xH32.5xD44.0

外尺寸 W31.0xH58.0xD46.0
內尺寸 W27.0xH55.5xD44.0

M

S L

組合式置物櫃規格尺寸規

外尺寸 W31.0xH21.7xD46.0
內尺寸 W27.0xH19.0xD44.0MM

單位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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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錢道上錢道

CL
投幣鎖

RL
退幣鎖

RL退幣鎖組合式置物櫃

單位 CM

抽取式鎖蕊

退幣鎖R1-S 抽取鎖心

CL投幣鎖組合式置物櫃

單位 CM
§º⁄J⁄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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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箱

外尺寸 W35.0xH35.0xD46.0
內尺寸 W27.0xH32.5xD44.0

外尺寸 W35.0xH43.5xD46.0
內尺寸 W27.0xH41.0xD44.0M

S 外尺寸 W31.0xH43.5xD46.0
內尺寸 W27.0xH41.0xD44.0M
外尺寸 W31.0xH58.0xD46.0
內尺寸 W27.0xH55.5xD44.0L

外尺寸 W31.0xH35.0xD46.0
內尺寸 W27.0xH32.5xD44.0S

ABSABS工程塑膠 CL投幣鎖/RL退幣鎖 組合式置物櫃
ABS Coin Lockers & Return Coin Lockers

● 投幣收費，成本回收 ● SPA、溫泉、游

泳池、三溫暖、量販店、圖書館等公共開

放性場所最適用。

簡易式線圈帶 線圈式腕帶 黏扣帶

線圈式腕帶 腕帶用長短扣線圈式腕帶

● 可退幣、節省人力，省時又方便 ● 學

校、圖書館、百貨公司等公共開放性場所

最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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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塑鋼組合式置物櫃
疑難解惑

Q1 何謂ABS？

ABS即是由3種塑膠原料（丙烯睛Acrylonitrile）

（丁二烯Butadiene）（苯乙烯Styrene）混合而

成。普遍使用於工業上如：齒輪、汽車防撞桿、

安全帽、直排輪⋯等等。強度高且經由模具射出

成型後有耐衝擊之特性，強度接近鋼，又稱為塑

鋼。 

Q2 ABS除了耐衝擊、強度高還有其
它特性嗎？

有（本公司目前只生產耐衝級）。原料廠依行業

需求之不同，而生產出各種特性不同之原料如：

防火級、電鍍級、耐熱級、透明級、食品級⋯等

等。

Q3 ABS櫃可否有其他尺寸？

因ABS需由模具射出成型，目前有三種（S,M,L 

Size）。未來有SS、MM、LL等陸續加入。

Q4 ABS櫃可否有其他顏色？

除藍、綠、黃、紅、米、透明、木紋色外，也接受

客戶訂製顏色，但採購數量需有1000片門板以上，

且不另外加價；未達1000片者，視情形加價。

Q5 ABS櫃組裝方法？

其組合方式為聯結扣式，可上、下、左、右相互

連結在一起，組裝過程不用使用任何工具。

Q6 ABS櫃是否有幫顧客組裝？

有。本產品係DIY設計，組裝方便迅速，也可自行

組裝。

Q7 ABS櫃內之空間可否再充分利
用？

可，需另外增加層板，可放鞋、帽及其它小物品

等，每一片層板150元。

Q8 ABS櫃可搭配何種鎖類？

S及M Size（投幣、退幣、密碼、鑰匙鎖、掛鎖、

電子感應鎖或不裝鎖）。

L Size（退幣、密碼、鑰匙鎖、掛鎖、電子感應鎖

或不裝鎖）。

Q9 ABS櫃重量？

每一格櫃2.5公斤（S Size）

　　　　3.0公斤（M Size）

　　　　4.5公斤（L Size）

　　　　6.0公斤（XL Size）

Q10 ABS底座？

具有水平調整功能及美觀性。

Q11 ABS櫃每一格載重量為何？

約為300公斤

Q12 ABS櫃保固年限為何？

產品正常使用保固五年。

Q13 ABS櫃之耐力衝擊數據為何？

單格可承受1507公斤的重量壓力而不變形，另可

承受150公斤拳、腳等外力而不破裂。

Q14 ABS產地？

台灣開發及製造。

8



ABS塑鋼組合式置物櫃

測驗檢驗數據報告

壓力試驗報告

撞擊試驗報告

壓力測試後

壓力測試中

撞擊測試前照片-正面

撞擊測試前照片-左面

撞擊測試前照片-右面

壓力測試前

9



鋼製型置物櫃 Metal Lockers

安全保障您的行囊

耐用、安全、便利
● 妥善保管您的隨身物，盡情享受休閒時光 ● 結構嚴謹、堅固耐用、操作簡單，兼具質感與實用性

● 不論百貨商場、圖書館、學校、醫院 ● 不須專人看管，安全便利的鋼製寄物櫃

●使您無後顧之憂，悠哉享受快樂時光，放心的遊樂

10



使用場所介紹 Introduction to lock system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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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製型置物櫃 Metal Lockers

箱體特點
● 採用中鋼鍍鋅鋼板，厚度為0.8mm以上壓製 ● 門板左右二邊採弧角設計及美觀菱形排列圓孔透氣設

計，門板加樑補強 ● 門板上下採鋼材電鍍圓柱體隱藏式活頁設計，以利門櫃平整美觀 ● 櫃體左右板為

隱藏式設計與內縮型底座(內附四支水平調整腳功能) ● 櫃門貼編號 ● 另有其他顏色選擇及特殊尺寸訂製

c. 6人用置物櫃(L型)

外尺寸 W90xH180xD51

單位 CM

b. 6人用置物櫃(傳統)

外尺寸 W90xH180xD51
內尺寸 W29xH85xD49

單位 CM

a. 3人用衣櫃

外尺寸 W90xH180xD51
內尺寸 W29xH170xD49

單位 CM

f. 15人用置物櫃

外尺寸 W90xH180xD51
內尺寸 W29xH32xD49

單位 CM

e. 12人用置物櫃

外尺寸 W90xH180xD51
內尺寸 W29xH41xD49

單位 CM

d. 9人用置物櫃

外尺寸 W90xH180xD51
內尺寸 W29xH55xD49

單位 CM

i. 24人用置物櫃

外尺寸 W90xH180xD51
內尺寸 W29xH20xD49

單位 CM

h. 21人用置物櫃

外尺寸 W90xH180xD51
內尺寸 W29xH22.5xD49

單位 CM

g. 18人用置物櫃

外尺寸 W90xH180xD51
內尺寸 W29xH26.5xD49

單位 CM

a b

d e f

g h i

c
Ｌ型
置物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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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鋼型置物櫃 ABS & Metal of Lockers

箱體特點
● 鋼櫃筒身＋ABS門板材質，賦予鋼櫃新生命 ● 堅固穩重的鋼材搭配ABS活潑多變色系，圓弧造型及耐

衝擊等優點 ● 多達5種色系，任意搭配組合使用 ● 門板不會有掉漆、鏽蝕、凹陷等缺點，延長使用美

觀性。

c. 15人用置物櫃

外尺寸 W97xH180xD51
內尺寸 W30xH32xD49

單位 CM

b. 12人用置物櫃

外尺寸 W97xH180xD51
內尺寸 W30xH41xD49

單位 CM

a. 9人用置物櫃

外尺寸 W97xH180xD51
內尺寸 W30xH55xD49

f. 2人用矮櫃

外尺寸 W35.5xH91xD51
內尺寸 W30xH41xD49

單位 CM

e. 4人用矮櫃

外尺寸 W66.5xH91xD51
內尺寸 W30xH41xD49

單位 CM

d. 6人用矮櫃

外尺寸 W97xH91xD51
內尺寸 W30xH41xD49

單位 CM

i. 3人用矮櫃

外尺寸 W35.5xH110xD51
內尺寸 W30xH32xD49

單位 CM

h. 6人用矮櫃

外尺寸 W66.5xH110xD51
內尺寸 W30xH32xD49

單位 CM

g. 9人用矮櫃

外尺寸 W97xH110xD51
內尺寸 W30xH32xD49

單位 CM

底座

a b c

d e f

g h i

單位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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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具介紹 Locks Introduction

a. N9-4S-2  ● 產地：台灣 ● 適用對象：不特定

人或固定人 ● 四位數密碼撥號設定，密碼由使用者任

意設定，密碼忘記時，可使用管理鑰匙緊急開門。

a

b

c

d

e

f

g

h

i

j

k

b. N9-4S-3  ● 產地：台灣 ● 適用對象：不特定

人或固定人 ● 四位數密碼撥號設定，密碼由使用者任

意設定，密碼忘記時，可使用管理鑰匙緊急開門。

c. N10-4S  ● 產地：台灣 ● 適用對象：不特定人

或固定人 ● 最適合木製櫃鎖具 ● 可以裝在門板的左

邊或右邊亦即可以左右開關。 

d. N8-3A ● 產地：台灣 ● 適用對象：不特定人或

固定人 ● 三位數密碼撥號設定，密碼由使用者任意設

定，密碼忘記時，可使用管理鑰匙緊急開門。

e. N8-3A-1  ● 產地：台灣 ● 適用對象：不特定人

或固定人 ● 三位數密碼撥號設定，密碼由使用者任意

設定，最適合木製櫃鎖具

f. R1-S  ● 退幣型專用鎖(經濟型鎖、節省成本) ● 

顧客使用容易上手 ● 專利型鎖安全性高、故障率低 

● 抽取式鎖蕊，更換方便。

g. K1-W  ● 鎖+ABS把手一體式 ● 鑰匙為白銅含

鎳，堅固不易斷裂 ● 防潮性佳，可耐水、硫磺、海水 

● 鎖差3000號不重複、具有管理鑰匙功能。

h. K2-W  ● 鎖+ABS把手一體式 ● 鑰匙為鋅合金

製，不易斷裂 ● 扁平狀鑰匙，易於收納 ● 鎖差1000

號不重複、具有管理鑰匙功能。

i. P1-Y  ● 鎖+ABS把手一體式 ● 鋅合金材質+電鍍 

● 使用者自行攜帶鎖具，掛上並上鎖。

j. H1-S  ● 鎖+ABS把手一體式 ● 預留鎖孔，可加裝

各式鑰匙或掛鎖 ● 亦可將把手取出或加裝退幣鎖、密

碼鎖無須更換任何櫃體門板。

k. K3-W  ● ABS把手一體式 ● 鋅合金材質+電鍍 ● 

2門櫃或3門櫃等大型櫃專用鎖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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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具介紹 (電子鎖) Locks Introduction

l

m

型 號 : 0200電子式感應鎖 (離線型)
 
特 色

1.RFID晶片感應設定功能，3顆AA鹼性電池，
 蓄電力約12-18個月
2.可磁卡、磁扣、手腕帶三種設定方式感應
3.適用於專做木櫃之高級SPA、高爾夫球場、
 飯店、健身館會員使用
4.管理卡具管理功能鎖。

型 號 : 0800電子式感應鎖 (離線型)
 
特 色

1.RFID晶片感應設定功能，3顆AA鹼性電池，
 蓄電力約12-18個月
2.可磁卡、磁扣、手腕帶三種設定方式感應
3.適用於專做木櫃之高級SPA、高爾夫球場、
 飯店、健身館會員使用
4.管理卡具管理功能

型 號 : KD900電子式數字型密碼鎖(離線型)
 
特 色

1.按鍵式密碼設定功能
2.3顆AA鹼性電池，蓄電力約12-18個月
3.適用於專做木櫃之高級SPA、高爾夫球場、
 飯店、健身館會員使用
4.管理卡具管理功能

15



台灣區塗料同業公會色卡

1-01 淡綠
Light Green

1-07 灰綠
Pale Green

1-14 奶黃
Cream Yellow

1-25 硃紅
Vermillion Red

1-34 紅豆色
Maroon

1-41 藍灰
Azure Grey

1-02 蘋果綠
Apple Green

1-08 草綠
Grass Green

1-16 檸檬黃
Lemon Yellow

1-26 棕色
Brown

1-35 鐵棕色
Iron Brown

1-43 蒼白
Bluish White

1-03 湖綠
Lake Green

1-09 墨綠
Dark Green

1-18 純黃
Medium Yellow

1-27 印度紅
Indian Red

1-36 銀灰
Silver Grey

1-44 淺天藍
Baby Blue

1-05 大洋綠
Ocean Green

1-10 橄欖綠
Olive Green

1-19 橙黃
Orange Yellow

1-28 梨黃
Pear Yellow

1-37 珍珠灰
Pearl Grey

1-45 天藍
Sky Blue

1-06 彩綠
Island Green

1-13 奶白
Gream White

1-23 橙紅
Orange Vermillion

1-30 淡梨黃
Beige

1-38 鼠灰
Medium Grey

1-46 土耳其藍
Turquoise Blue

＊
本
色
卡
為
近
似
色
，
僅
供
參
考
用 (

僅
供
鋼
製
型
櫃
選
色
用)

T
he patterns on this card are approxim

ate only.

16



1-47 孔雀藍
Peacock Blue

1-56 紫白
Light Violet

1-63 深灰
Deep Grey

1-85 藏金黃
Auric Yellow

1-95 湖水綠
Surf Green

1-50 深藍
Deep Blue

1-59 霧綠
Haze Green

1-64 橘紅
Orange

1-86 橙砂
Ocharous Orange

1-96 蛋黃
Egg Yellow

1-51 咖啡
Chocolate

1-60 淺沙色
Light Sand

1-65 翠綠
Jade Green

1-88 嫩綠
Spring Green

1-97 玉藍
Sapphire Blue

1-54 藍綠
Bluish Green

1-61 沙色
Sand

1-81 黎明
Orient Pink

1-89 翠玉
Sapphire Green

1-98 浪漫藍
Romantic Blue

1-55 深豆綠
Deep Pea Green

1-62 象牙
Ivory

1-84 茶栗
Umber

1-90 椰子綠
Coconut Green

1-99 太平藍
Pacific Blue

＊
本
色
卡
為
近
似
色
，
僅
供
參
考
用 (

僅
供
鋼
製
型
櫃
選
色
用)

T
he patterns on this card are approxim

at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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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鋼型 CL投幣鎖/退幣鎖 置物櫃
ABS & Metal Coin & Return Lockers

投幣鎖組 投幣鎖組 緊急開門或安全檢查

箱體特點
● 鋼櫃筒身＋ABS門板材質，賦予鋼櫃新生命 ● 鋼材的堅固、穩重+搭配ABS活潑多變色系，圓弧造型

及耐衝擊等優點 ● 多達5種色系，任意搭配組合使用 ● 門板不會有掉漆、鏽蝕、凹陷等缺點，延長使

用美觀性。

a. 12人用置物櫃

外尺寸 W111.7xH190xD45.5
內尺寸 W30xH41xD44

單位 CM

b. 8人用置物櫃

外尺寸 W74.5xH190xD45.5
內尺寸 W30xH41xD44

單位 CM

c. 15人用置物櫃

外尺寸 W111.7xH190xD45.5
內尺寸 W30xH32xD44

單位 CM

d. 10人用置物櫃

外尺寸 W74.5xH190xD45.5
內尺寸 W30xH32xD44

單位 CM

a b

c d

線圈式腕帶

簡易式線圈帶

線圈式腕帶

黏扣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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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製型 CL投幣鎖/退幣鎖 置物櫃
Metal Coin & Return Lockers

鎖具特點
● 收費、退幣雙功能鎖 ● 整副鎖具為不銹鋼與銅為主要結構 ● 可設定10元、20元、30元、50元、

100元收費式及10元、50元退幣式 ● 鑰匙遺失時，可使用管理鑰匙緊急開啟 ● 可做安全性檢查櫃內物

品後，再上鎖 ● 客用鎖心外殼為銅結構+電鍍，內部為不鏽鋼鎖片組合，鑰匙為白銅含鎳材質，真正耐

溫泉、海水等侵蝕，以及不易斷裂、折彎等優點 ● 鎖差5000組。

箱體特點
◎ 採用中鋼鍍鋅鋼板，鍍鋅鋼板厚度為0.8mm∼1.0mm以上壓製。

◎ 門板上下採鋼材電鍍圓柱體隱藏式活頁設計，以利櫃門平整美觀。

◎ 櫃門有使用說明貼紙及編號。

◎ 另有其他尺寸訂做。

a. 6人用置物櫃

外尺寸 W90xH180xD45.5
內尺寸 W38xH53.5xD43

單位 CM

a b c

b. 10人用置物櫃

外尺寸 W90xH180xD45.5
內尺寸 W38xH32xD43

單位 CM c. 15人用置物櫃

外尺寸 W90xH183xD45.5
內尺寸 W23xH32xD43

單位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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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製型置物櫃

疑難解惑

Q1 鋼製櫃採用鋼板種類?
本公司採用電鍍鋅鋼板+液體塗裝烤漆(烤漆板)。

Q2 何謂電鍍鋅鋼板?
一般鋼板(俗稱黑鐵板)+電鍍(鍍鋅)處理 有耐潮 之特性,延長生鏽的時間。

Q3 鋼板厚度為何?
公司生產的鋼製櫃品為 0.8mm~1.0mm 之間 (其他市面為0.4~0.7之間)。

Q4 鋼製櫃可接受其他規格尺寸定製嗎?顏色可以指定嗎?
本公司接受目錄以外的其他特殊規格訂製,數量不拘。

顏色可參考目錄第16、17頁，總共可挑選55種顏色，讓你的場所更添色彩。

Q5 本公司生產A級品鋼製置物櫃與一般市面上鋼製置物櫃有何不同?

項  目 A級品 B級品 C級品

門板造型

門板二邊圓弧設計

菱形美觀透氣孔

附贈號碼貼紙或名牌框設計

門板二邊直角設計

直或橫型粗孔排列

只有名牌框設計

門二邊直角設計

同B級品或無透氣孔

同B級品

櫃體結構
本體左右二邊隱藏於門內，當二組以上之櫃

體併排一起時更顯美觀整體性(木櫃施工法)

外露式，可看出每組之

間的併排
同B級品

A級品 B,C級品

A級品 B,C級品

A級品 B,C級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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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A級品 B級品 C級品

鎖具的

變動搭配

統一門板的鎖孔尺寸，同時可搭

配3種密碼鎖、2種鑰匙鎖、1種

退幣鎖、1種掛鎖

例：先買鑰匙鎖，將來環境改變

需換密碼鎖時，只需將把手拆下

換裝即可

無法替換變動

(各種鎖具尺寸不一)
同B級品

鑰匙鎖的

差別

3000號以上鎖差，不重複與互

開、有管理鑰匙功能、不易複製 

(安全性高)，鑰匙耐潮性佳

300號左右鎖差，有

管理鑰匙功能、鑰

匙可複製、耐潮性

差

100號左右鎖差，

有時會互開，無

管理鑰匙功能、

耐潮性差

A級品 B,C級品

A級品

B,C級品

項  目 A級品 B級品 C級品

鋼板種類 電鍍鋅鋼板 一般鋼板 一般鋼板

鋼板厚度 0.8mm~1.0mm 0.6~0.7mm 0.4~0.7mm

顏  色 多達55種色系挑選 3~4種顏色選擇 單一色 (米白色)

門板結構
活頁採隱藏式設計

 (開關次數長又美觀)
隱藏式或外露式

外露式

(開關過多造成變形斜)

門後加樑補強 有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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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塑鋼組合式置物櫃

智慧組合方式 使用插稍結合，容易、迅速、不需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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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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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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