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系統吊掛
終極解決方案
Installation System





一個完整的整合系統

Hilti的MT系統是你幾乎所有模組化支撐結

構的解決方案，涵蓋從輕型電纜橋架、管

道支架和多行業機架等應用。

PROFIS模組化支持工程(MSE)設計軟體與

現場硬體組裝相結合，可實現從設計到實

施的協作和連續性。MT系統支持產品組合

是一個模組化系統，其中的組件可以快速

連接在一起，從而有效地為你的應用程序

提供支持。系統是用螺栓固定在一起的，

不用到傳統工法-焊接，因此可以在對火焰

和氣體敏感的區域進行工作。借助MT系

統，我們可以涵蓋你項目中的主要應用。

Hilti MT支持系統有助於減少規劃和安裝時

間。

由於每個部件都很輕巧且通常可重新配

置，因此不需要重型設備，並且該系統有

助於減少浪費，提高整體系統效率並節省

你的時間。

MT產品組合旨在各配件支持全系列型材兼

容安裝，實現無縫優勢，並確保整個系統

可以集成到單個安裝設計中。

靈活性 Flexible

‧更容易安裝、重新配置和延伸擴展。

‧更高效的設計。

‧ 一種涵蓋輕型到重型支撐配置的整合產
品組合。

高效性 Efficient

‧ 使用SIW-AT 模塊實現更一致、更快的安裝。
‧ 無需專業勞動力可更快、更輕鬆地進行
安裝。

‧ 沒有焊接意味著沒有停機時間或建造支架的
焊工許可證。

經濟性 Economical

‧所有部件均可在現場重新調整。

‧ 比同等焊接系統輕50%，無需特殊起重
設備。

‧ 更簡單的螺栓固定系統、減少的連接件
數量。

安全性 Safety

‧連接機構在封閉方鋼上帶有加強圓頂孔。

‧ 使用鋅鎂塗層，具有尖端優秀的耐腐蝕性。
‧經過動態負載條件下測試實驗。

電氣 Electrical

管道 Piping

風管 Ventilation

多樣管道支架支撐

Multi Trade Supports

重型系統方鋼

Girders
方鋼連接件

Girder Connectors
鋼連接件

Steel Connectors
混泥土連接件

Concrete Connectors

MT-70、MT-80、MT-90 和MT-100
用於重型應用的封閉方鋼尺寸可

抵抗水平和垂直彎曲。應力和扭

轉效應。結合MT開放式配置物
件，您可以涵蓋所有負載類別。

使使用封閉方鋼和開放型材中

的螺栓孔並與連接件互鎖，MT
系統第一次安裝時可調節至

1“，並可微調3/16“。

使用堅固的方鋼連接件和創新

的直接緊固技術(XBT/SBT)，
實現與鋼的連接。底板設計用

於覆蓋最大12“的各種標準鋼型
材。方鋼夾緊可容納大於12“的
鋼型材。

混凝土連接器底板可以使用各

種Hilt i錨栓固件進行固定，以
確保牢固固定。根據負載和基

材條件選擇機械和化學錨栓。



快速安裝旋鈕鎖扣
TWIST-LOCK

非預製齒牙

鎖緊咬合後槽鋼會出現齒牙，

無需預製槽鋼齒牙仍能強效抗剪。

 機械咬合連接

可靠機械咬合連接，不依靠摩擦抗剪，

承載力高於市面上其他連接形式。

具有抗剪能力的槽鋼固定方法

真正無段調整，輕鬆滑移更快捷。

無鋸齒=不限於在鋸齒槽去固定

定位（通常為2毫米）。

技術資料

材料-
‧材料成分：高強度鋼

‧表面處理：多層熱浸鍍鋅（20微米厚）

Description
Tension 

Load 
(lbs)

Shear 
Load
(lbs)

Tinst
(ft-lb)

Safety
Factor 

Tension

Safey
Factor 
Shear

MT-TL M10 1124 1012 22 3 2.7
MT-TL M10 OC 1124 1012 30 3 2.7
*MT-TL M10 (OC) values only valid with use of MT TLB (OC) 
and MT Connectors

安裝方法

創新鎖扣(TL)輕鬆實現單手一放一扭操作。
邊嵌入槽鋼捲邊，使鎖扣快速置入槽內。



封閉型材安裝的核心
自攻螺釘
THREAD FORMING 
BOLT (TFB)

安裝方法

材料-
‧材料成分：高強度鋼

‧表面處理：高強電鍍（25微米厚）-戶外使用
‧環境條件：室外，低至中度污染

深入了解方鋼內部自攻螺栓安裝

‧ 無需螺母

‧ 方鋼內翻的圓孔安裝時會“變成螺母”

‧ 安裝操作更簡單

‧ 自攻安裝時會產生堅固螺紋，扭緊過程中螺牙不會滑牙

可用於所有封閉型方鋼

自攻螺栓僅有一個型號，所有方鋼通用。

不再會因為不同固定方式，需要轉換不同螺栓。

快速安裝

單面鎖緊即完成安裝，簡易可靠，

無需螺母或其他鎖緊配件。

成本優化

無需多餘連接配件（螺母墊片），

簡化螺栓型號，

進一步做到優化成本。

靈活拆裝

靈活放鬆，重置，再鎖緊。



戶外塗料的演變
Hilti的戶外塗料解決方案根據最新和最高的國際標準為中低度環境提供最佳腐蝕保護。它與傳統的全熱浸鍍鋅(HDG)塗層系統的性

能相當，C3環境的使用壽命為25 年，C4環境的使用壽命長達20 年。

革新的鋅鎂鍍層(ZincMagnesium)防腐技
術，完美應對室內外腐蝕環境要求

喜利得MT支吊掛系統為我們帶來革新的ZM鋅鎂鍍層防腐技

術，該項技術符合美規ASTM A1046 和歐規EN10346 最高要

求，與我們組件的HDG解決方案完美結合，為您的方案帶來

更多價值:

久經考驗且值得信賴的配件由HDG保護

由於復雜性和生產工藝限制，ZM 塗層不能應用於MT 組件，

例如支撐基座和連接件。由於此類物品的複雜性，HDG 塗

層仍然是最適用的技術。Hilti 在其最高質量保證水準下使用

久經考驗且值得信賴的熱浸鍍鋅解決方案。塗層符合ASTM 

A153M 標準。

高抗腐蝕性能

‧ 陰極保護機制，在塗層厚度相等的條件

下，鋅鎂鍍層產品抗腐蝕性能是H D G

產品的2~3倍。

美觀平整

‧ 鍍層平整，品質一致，較HDG美觀度更

高。

減少維護工程

‧ 鋅鎂鍍層獨特的“自我修復”特性保護

切面或損傷部位不被腐蝕，使用中無需

維護處理（如冷鋅噴塗），省時省心。

成本優化

‧ 鋅鎂鍍層產品原材料即為預塗處理，省

去了後成型過程的生產和物流成本，成

本更優化。

更耐磨，可塗刷

‧ 表面硬度更高，有效避免安裝和運輸過

程中對鋼材表面的損傷，提供更強的耐

磨性。優秀的可塗刷性，一致的尺寸，

方便安裝。

環境友好

‧ 鋅鎂鍍層產品生產和運輸過程有效降低

二氧化碳排放，對環境更友好。



不可忽視的室內塗料
即使對於低腐蝕性等室內環境和應用，也不會有任何妥協。為滿足C1/C2暴露要求（如ISO 9223中的定義），MT系統配備了喜利

得的模組化支撐結構室內塗層解決方案：標準零件按照ISO 2081電鍍，型材按照EN 10346進行森吉米爾鍍鋅。

高耐用性 High durability

多年來，喜利得室內塗層解決方案的可靠性已被無數模組化支撐系統所採用。因此，在乾燥的室內環境中，預計使用壽命為50
年。此外，C2暴露情況是可行的，預期壽命為25年。

長期的專業知識 Longtime expertise

Hilti以其創新和行業領先的解決方案而聞名。以廣泛的內部專業知識和測試能力為後盾，擴展到與獨立腐蝕專業知識和測試機構的
合作夥伴關係，Hilti幾十年來一直致力於優化模組化支撐系統的腐蝕保護。結果是持續行業領先的解決方案，該解決方案經過大量
測試和驗證的數據。



HILTI PROFIS MODULAR 
SUPPORTS ENGINEERING (MSE)
支架支撐計算軟體

‧ 使用Hilti模塊化支撐系統進行設計，以滿足當
前模型建築規範的要求。

‧根據選定的荷載類型自動運行所有荷載組合。

‧ 生成可以導入到流行的繪圖和建模應用程序中
的細節。

PRE-ENGINEERING SERVICE               
標準工程設計

‧ 工程團隊提供產品應用技術支援-MT應用CAD
設計圖。

‧ 產品技術的完整資料包含所有支架與連接件的
承載力。

Piping support 管件支撐設計 Cable tray support 電纜線槽支撐設計

HILTI服務和
設計軟體
喜利得提供軟體設計解決方案以

配合您的工作流程並提供全面的

解決方案。



Cable tray support 電纜線槽支撐設計

MT SYSTEM
搭配螺桿解決方案:

‧ 利用錨栓搭配槽鋼及其他配件使
用安裝。

‧ 用M10-M16來安裝MT底座(Open 
C-Channel Baseplates,Closed 
Profile Baseplates)

MT SYSTEM
搭配直接緊固解決方案:

‧ 對於輕型和中型系列應用，我們
的FoS將是第一選擇。例如:

 -  輕型型材：MT-10、MT-15和MT-20
 -  通過圓形側孔或後槽固定。
 -  中型槽鋼：MT-30、MT-40、MT-40T   
 -  和MT-40D 通過背面孔固定。

MT SYSTEM
搭配模組塊系統 AT module:

‧ SIW-AT模塊是一種小巧輕便的接
口，可連接到衝擊扳手上。它推

送來自SIW-6AT的實時數據，以
幫助將每個模組化支撐組件安裝

到適當的扭矩預緊設置，從而幫

助提高生產率並降低風險。

HST3

HUS3-H

KB-TZ

S-BT-MF

X-BT-MR

F-BT-MR

充電式衝擊板手

SIW 6AT-A22
扭力調節模組

SI-AT-A22

HILTI全面解決方案
不僅僅是吊掛系統 
喜利得MT系統提供獨立的結構模組全面完整　
的解決方案，搭配直接緊固以及螺栓達到快速　

安裝、省時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