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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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V家庭式电梯是IGV集团为了满足公共建筑和私人住宅建筑
内垂直交通需要而设计并制造的一款微型电梯。
这种电梯适合于老年人和残疾人，能够享受自由上下的乐
趣，不受楼梯约束，充分自主。

传统的推拉门以及个性化的滑动自动门装置，使用简单，与
传统电梯相似。
诸多的配件及装饰种类，以及由于空间大小不同，可提供的 
S-Small型号（为小空间设计）和XL型号（为大轿厢设计）， 
IGV家庭式电梯适用于各种需求。

IGV家庭式电梯可以与各种类型的新老建筑物完美融合。

IGV家庭式电梯的十大优势：
- 土建要求小。
- 安装简单，安静，便捷。
- 与家用电器耗电量相似。
- 230V电压。
- 内饰及外观分别可达到50多种选项搭配。
- 系列化推拉门。
- 维护费用低。
- 三年质保。
- 个性化定制。
- 意大利制造。

不受楼梯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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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华贵
IGV家庭式电梯DomusLift的SWAROVSKI的元素，Trend版
权Liberty马赛克的奢华，Giugiaro的触摸灯饰设计，及皮革
系列，碳纤维系列，镀铬系列，经典系列及艺术系列，呼应
了环境的高雅格调及其与众不同的特点。

IGV家庭式电梯DomusLift为意大利制造，属IGV集团高科技
产品，其安全性及时尚并存。IGV集团位于意大利米兰，成
立于1966年，是电梯及提升设备设计及制造工厂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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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使用简单
简洁
IGV家庭式电梯DomusLift，由于对底坑及顶层空间的要求很
少，几天内即可安装到位，同时土建工程小。 维护费用小、
耗电量低，适用于各种住宅230V普通照明电源。
设备使用不需办理审批手续。

安全
三侧封闭轿厢壁和进出侧光幕，可确保乘员安全。
按钮板开关钥匙，防止未经授权的人员使用。
在断电的情况下，自动控制装置使轿厢回到底层，乘客可以
离开轿厢。

实用
IGV家庭式电梯DomusLift 拥有功能性非常强以及可以个性
化的不同方案，比如电梯轿厢按钮板位于舒适的、人性化的
高度，遥控器可电动开启轿门，呼叫楼层，特别适合于运动
困难或具有特殊需要的人员。

多面性
IGV家庭式电梯DomusLift是一个多面性的产品，可以满足从
地下室到阁楼，7层以内轻松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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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饰和外观
铝合金一体化井道
IGV家庭式电梯一体化井道 采用阳极处理铝合金结构，轻
便及结实程度可以将DomusLift安装在任何地点，既便是室
外，依然造型华贵，融入整体环境氛围。

IGV家庭式电梯一体化井道标准版阳极铝合金系列不需要任
何特殊处理，即便室外恶略条件下，也不会变形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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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建井道
IGV家庭式电梯DomusLift也可以安装
在住宅墙壁之间,承重或非承重墙均可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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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建筑体
工艺精致、静音运行、布局周到，使IGV
家庭式电梯DomusLift可以与各种类型的
新老建筑物完美融合,既便是局限性很大
的古建筑物以及空间狭小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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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V家庭式电梯DomusLift是公共场所及办公场所内垂直上下
需求的最佳解决方案。 DomusLift 适用于商店、饭店、商业
中心、旅馆和工厂，便于上下各楼层。

安装灵活性，实用性，以及外观时尚性均是IGV家庭式电梯
DomusLift的优势。

公共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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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V集团多年来致力于节能环保领域。

IGV家庭式电梯DomusLift被列为环保产品，轿厢内照明灯运
用了LED技术，两种工作原理：运用逆变器作为动力的节能
的电梯和运用100%可生物分解的环保油的液压梯。

IGV家庭式电梯DomusLift获得了国际上认可的节能消耗电器
A级别的荣誉，TüV Süd证书以及IMQ。

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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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系列则是IGV家庭式电梯DomusLift中既能满足垂直上下需求又能做到节约
空间的一个系列。 整体式无框铝合金板轿厢壁，以及丰富的装饰种类，可选
塑化钢板、油漆钢板或不锈钢板造就了IGV家庭式电梯DomusLift的华丽外
观。 装饰选配齐全且适用于任何尺寸。

XS
Extra-Small

XS系列，最紧凑的家庭式电梯DomusLift. IGV家庭式电梯DomusLift的新系
列，拥有最小的外形尺寸，可以安装在任何狭小的楼梯间的空间内。一体化
井道的尺寸从65*91厘米起。

S
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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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自动门的 DomusLift

XL系列的轿厢净空最大可达到1200*1500的尺寸，并可根据用户需求个性化
定制尺寸及达到最大的载重。 轿厢壁可以选配透明玻璃，除轨道侧外，并且
可以三面门贯通。

由于 2006/42/CE欧盟指令（设备指令），DomusLift 
扩大了产品系统。 IGV家庭式电梯DomusLift可以配装
滑动自动门，二，三或四扇门滑动。 
自动门的使用，可以消除“手动”操纵，以更实用、
更直接的自动操纵装置代之。 断电情况下，自动回底
层，开门。

XL
Extra-Large

三扇自动门版本，阳极铝合金的一体化井道及层门框，加贴FA-690薄膜，SuperFlat款式的层操作键盘和轿厢内操作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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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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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造型 由于“仿木”铝合金油漆，
DomusLift Classic电梯偏爱木材温暖、
融合的效果。

DomusLift
Chrome

全透明玻璃的V1款门，阳极铝合金的一体化井道及阳极铝合金的轿厢按键面板及扶手。

内饰轿厢壁的几何对称图案以及镜面和
磨砂面的错觉给人一种饱满的魔幻的
新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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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stal
clear

设计将水晶的光芒，晶莹，完美与现
代高科技融为一体 诞生了IGV家庭式电
梯DomusLift， 施华洛世奇版本：不锈
钢，透明玻璃及华贵的水晶粒。

设计师：Arianna Callocchia

精致，高雅，精工内饰，真皮质
感，DomusLift 开创了电梯新纪
元，革新了高雅新定义。

皮革系列

金色阳极铝合金一体化井道及门框，铜色玻璃，Ivory皮革轿厢壁，金色SuperFlat层操作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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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usLift
Carbon

晚礼服版的IGV家庭式电梯DomusLift，
几朵神秘的炭黑色花朵点缀，优雅既冷
艳。

Art Line产品线源自与艺术交会。
平行四边形立体经典轿厢钢体，在艺术
陈设中逐渐形成，自然融入环境中，创
造了传统型电梯的新趋势 。

艺术型住宅
电梯

两扇自动门版本，阳极铝合金的一体化井道，厅门，Ramoc系列轿厢壁及彩虹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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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touch
by

byby

Giugiaro Architettura设计：精致、高
雅，关注细节，从营造新颖气氛的照明
系统，到触屏式按钮板的精致造型，
使 DomusLift 彰显华贵。

手工切割的玻璃质感的
Liberty的马赛克，平滑
颗粒及凹凸颗粒此起彼
伏，始平面立体，超强的
流动感使IGV家庭式电梯
DomusLift与众不动，新
颖又独特。

Liberty
的诱惑

全景推拉门系列，9010色系的一体化井道，轿厢门，铜色玻璃，Liberty琥珀马赛克的轿厢壁及轿厢地板。

高科技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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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配
造型华贵

隐形轿门感应

舒适性及功能性

镜子

报站声音合成器

安全

技术

数码影像

LED门框照明（只用于自动门）

平面扶手

门锁功能

圆柱扶手自动门全高光幕
（推拉门全系备光幕）

全控制遥控器

推拉门自动开门

安全报警电话装置
镜面不锈钢或抛光不锈钢可选阳极铝合金，抛光及金色

轿厢装饰个性化，种类繁多，技术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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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庭式电梯DomusLift

点击www.domuslift.com，进入
Configurator。

您就可以任意搭配IGV家庭式电梯的颜色
及任何细节，设计出心中理想的个性化
电梯！

个性化方案
体验DomusLift

室外一体化井道 轿厢内

室外土建井道

一体化井道

一体化井道封顶

厅推拉门

天空

轿厢地板

厅按键盘

土建井道

厅和轿厢自
动门

镜子

扶手

内部框架

轿厢按键盘

景观轿厢壁

轿厢按键盘

隐蔽轿厢壁

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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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76023 - 铝制效果 R27024 - 木制效果 R20031 - 木制效果 R48010 - 水泥效果

A32PP - 镜面效果

轿厢壁和装饰

不锈钢
用于轿厢内壁,一体化井道顶盖,及自动门门板装饰。

镜面效果 128 - 镜面效果 轧光 127 皮革 132 - 镜面效果 亚麻 145

耐火墙 131 - 镜面效果 Austenit 蓝色控制柜 150 金 138 - 镜面效果

改进型刨花板
用于轿厢内壁。

W10410 - 标准 U11509 - 标准 U16002 - 标准 F70004 - 标准

塑钢板
用于轿厢内壁,一体化井道顶盖,及自动门门板装饰。

DL81E - 木制效果 A90GTA DL86 - 木制效果

B32SMA G22SMA

M12

G21SMA R8SME

F2SMA F42PPS - 拉丝钢 F12PPS - 抛光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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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5 Marrakech Silver - 镜面效果 2708 Marrakech Gold - 镜面效果 2711 Marrakech Steel - 镜面效果

轿厢壁和装饰
塑料轧制抛光质感
用于轿厢内壁,一体化井道顶盖,及自动门门板装饰。

810 - 镜面效果 868 - 镜面效果 475 - 镜面效果 472 - 镜面效果

1901

1678 - 木制效果

1609 - 木制效果

1902

1611 - 木制效果

358 - 木制效果

1903 1904

1379 - 木制效果

658 - 木制效果

1328 - 木制效果

1306 - 木制效果

乙烯胶黏剂
用于轿厢内壁,一体化井道,门框,门,按键盘及其它部件。

LE-1105 FA-1099 LW-1084 VM-452

WG-467LE-1109 WG-947FA-690

WG-763GN - 镜面效果FW-7007 WG-1147

原材料的颜色可能会与代表颜色不同. 此份文件的内容会定期更新.

421 - 镜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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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厢壁和装饰
皮质

Ivory

Silver

Amber

Liberty马赛克 - 用于轿厢内壁及地板

轿厢内架,一体化井道,门及部件

玻璃 - 用于轿厢内壁,一体化井道固定及窗式门

阳极铝

RAL颜色 - 其它可选颜色

木质效果漆

聚酯纤维漆

中性透明

自然铝 - 标准

90107001 5023 5011 6010 3003

乳白色

抛光 金

镜像Stopsol玻璃

烟熏

樱桃木*

镍 14-091 摩卡 14-100 铜 14-092 抛光黑 14-005

Topaz Diamond

Bronzite

铜

有色玻璃或电子影像可以根据个人需
求定制。

* 只用于轿厢内壁架,一体化井道及门。

茶色镜面

Pearl

90059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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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质 花岗岩油布 - 标准 PVC 橡胶

Granit Rocksolid 607Marmoleum 3861 Arabian pearl Eternal 12802 Elegant oak

印花灰色橡胶

Granit T2402

Granit Rocksolid 671

Granit Cristallino 451

Marmoleum 3874 Walnut

Marmoleum 3866 Eternity

Eternal 11162 Tropical beech

橡胶

印花黑色橡胶Eternal 10232 Dark walnut

Eternal 11052 Smoked timber

Eternal 13122 Grey painted wood

Granit Titan Grey

轿厢地板

嵌入式射灯*

轿厢照明

天空

花香

卤素灯和荧光灯LED灯

星空A32PP天花板* - 标准 轿厢内壁架集成*

* 可选配开放式轿厢顶部。

Pop-up (突出的射灯)* Galaxy (嵌入式微型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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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厢操作盘

拉丝不锈钢全高系列

1 2

拉丝不锈钢操作盘 - 标准

1 2 3

3

拉丝不锈钢SuperFlat系列

1 2

1 无轿厢门的电梯及长手动保持层
选运行的电梯型号。

2 有轿厢门的电梯及自动选层的电
梯型号。

3 Optional - 用于有或无轿厢门的
电梯的触摸屏（115*130mm）。

安装在侧壁上

只能用于层选键盘
SuperFlat。

宽度 150 mm
高度 340÷570 mm
厚度 1,5 mm

宽度 201 mm
高度 454÷634 mm
厚度 23 mm

宽度 202 mm
高度 1980 mm
厚度 27 mm

还有光面不锈钢及金色不锈
钢可选。

还有光面不锈钢及金色不锈
钢可选。

上下塑料喷漆连接件。

还有光面不锈钢及金色不锈
钢可选。

* **

* **

* **

拉丝不锈钢标准系列操控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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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 (55 x 55 mm)

适用于全高系列及扶手内镶操作盘及
标准层选操作盘。

1

2

自然色阳极铝的平面扶手

镶嵌在扶手内

拉丝不锈钢SUPERFLAT系列

层选

屏幕

按键

ICARO (70 x 74 mm)

LCD蓝色或黑色显示屏幕，镀铬镶
边，金色镶边或者无镶边。
(48 x 53 mm)。
用于全高，SuperFlat系列及平面
层选。

TRICOLOR (150 x 83 mm)

LCD蓝色或黑色显示屏幕，镀铬镶
边，金色镶边或者无镶边。
(120 x 55 mm)。
铝制平面扶手内镶嵌层选，
SuperFlat系列，全高系列 。

拉丝不锈钢操作盘 - 标准

1

1

2

2

也可选择抛光阳极铝，金色
阳极铝，喷漆或涤纶喷漆。

只使用于轿厢内的SuperFlat
系列。

长度 640÷1050 mm
高度 168 mm
厚度 70 mm

宽度 80/90 mm
高度 260÷320 mm
厚度 1,2 mm

宽度 101 mm
高度 230÷430 mm
厚度 23 mm

还有光面不锈钢及金色不锈
钢可选。

还有光面不锈钢及金色不锈
钢可选。

两侧塑料喷漆连接件。

上下塑料喷漆连接件。

*

**

* **

* **

仅适用于XS系列:
宽度 60 mm
高度 275 mm
厚度 1,2 mm

VENUS (Ø 29,6 mm)

圆形（T）或椭圆形（E）按键可供选择。
不锈钢/金色按键配所选操控盘。
拉丝不锈钢，镜面不锈钢或镜面金效果搭配所选操控
盘。蓝色背景灯光功能。

ET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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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T - 标准
铝制全景
阳极铝合金门及全明透明
玻璃。闭门器（标配）。

装饰
- 阳极铝合金，金色质感

及光面处理
- 喷漆（RAL，木质效果

及聚酯）

E
铁质全景门
RAL7001方式防锈处理铁
质门及大面积透明玻璃。
隐蔽闭门器。
 
装饰
- RAL喷漆

D
铁质带窗门
RAL7001方式防锈处理铁
质门及小部分透明玻璃。
隐蔽闭门器。

防火门:
BELGIUM, BS476-UK,
EI 120, EW 60

装饰
- RAL喷漆

C
铁质门
RAL7001方式防锈处理铁
质门隐蔽闭门器。

防火门:
EI 120, EI 60, DIN

装饰
- RAL喷漆

V1
玻璃全景门
全透明门，（光面或拉
丝）不锈钢边框及把手。
减震器。

层门及厅门
推拉门的门

自动层门及厅门 轿厢折叠门

2AT
侧开两扇玻璃门

防火门:
EI 60 GOST 30247.3
E120 - EW30
EI120

3AT
侧开三扇玻璃门

2AO
中开两扇玻璃门

手 动 及 自 动 开 门 。 
可 选 铝 制 或 拉 丝 不
锈钢（自然色或RAL
色）。只适用于推拉
层门。

4AO
4扇中开玻璃门

可提供无玻璃式门（标配）或带玻璃系列。RAL7001式防锈处理铁质门框。可选装饰：RAL喷漆，塑钢板表层，不锈
钢，塑料层压板或乙烯基薄膜。

把手
自然阳极铝合金把手。可
选金色阳极铝合金。只适
用于B-BT,C,D,和E系列的
推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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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3

技术参数

-  符合欧洲2006/42/CE认证标准
-  MRL无机房
-  无齿轮，无适配器，配配重
-  最大载重400公斤
-  7站，20米轨道
-  底坑深度200mm, 顶层2500/2600mm
-  每秒0.15米的行驶速度
-  最大噪音 50DBA
-  最小耗电0.031KW，待机状态

-  符合欧洲2006/42/CE认证标准
-  液压无机房
-  自动直接悬挂或者电缆悬挂
-  最大载重300公斤
-  最多7站，12米轨道
-  底坑深100mm起，顶层高2350mm起
-  每秒0.15米的行驶速度

无齿轮电子配重

液压

XL超大型号技术参数:
-  底坑120mm
-  顶层2500mm
-  最多7站，17米轨道
-  额定功率2.2kW，400公斤载重
-  单件或两件式活塞

标准控制器安装在控制柜中，
尺寸小。可以安装在合适的位置，
比如：酒窖或车库中，
与 DomusLift间距7m以内。

控制柜

尺寸（mm） min max
轿厢 830 x 1130 1130 x 1400
土建井道（井道内尺寸） 1320 x 1250 1620 x 1510
井道（外部尺寸） 1490 x 1500 1790 x 1650

尺寸（mm） min max
轿厢 830 x 1130 1130 x 1400
土建井道（井道内尺寸） 1310 x 1390 1610 x 1690
井道（外部尺寸） 1500 x 1490 1780 x 1785

尺寸（毫米） min max
轿厢 480 x 550 1200 x 1500
土建井道（井道内尺寸） 670 x 820 1530 x 1650
井道（外部尺寸） 650 x 910 1700 x 1730

尺寸（毫米） min max
轿厢 830 x 1030 1200 x 1500
土建井道（井道内尺寸） 1160 x 1290 1650 x 1780
井道（外部尺寸） 1340 x 1385 1810 x 1880

3 2 1

三面出入90度出入 贯通出入单方向出入
20

m
 m

ax

25
00

/2
60

0
m

m
20

0m
m

17
m

 m
ax

从
23

50
m

m
从

10
0m

m

土建井道以及一体化井道的尺寸也取决于电梯出入口的数量及方向。

土建井道以及一体化井道的尺寸也取决于电梯出入口的数量及方向。

控制柜尺寸:
1 液压梯: 600 x 280 x h 1000/1160mm。
2 液引梯: 600 x 280 x h 1160mm。
 门框镶嵌式控制柜: 370 x 200 x h 2285mm。
3 液压XL系列IGV家庭式电梯DomusLift: 720 x 360 x h 1500mm 每个轨道，最多13m。
3 液压XL系列IGV家庭式电梯DomusLift: 950 x 400 x h 1850mm，长于13m的轨道。
RAL1015喷漆控制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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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创始，
产品个性化定制的先锋企业 
GIUSEPPE VOLPE先生，于1966年，在米兰创办了IGV 
GROUP集团公司，专业并领先于家庭式电梯及对底坑及顶
部空间土建要求甚小的电梯的设计及生产。目前这款高端
的100%意大利制造产品遍布于全球70多个国家，生产量的
85%出口到全球各地。在这50多年来的生产过程中，IGV 
GROUP集团公司为其客户提供了成千上万套个性化解决方
案。IGV GROUP集团公司对升降需求可以达到的量身定做
的技术及其对时尚装饰的不懈关注及更新使他已经成为在
全球家庭式电梯设计及生产商中的龙头老大，一种意大利
生活方式的同义词。

协会

通过认证

IGV Group SpA
Via Di Vitt orio, 21
20060 Vignate, Milan - Italy
+39 02 95127 1
www.domuslift .com
www.igvlift .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