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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

M18 FUEL® ¼吋HEX 高效能電鑽
M18® FUEL® ¼吋Hex高效能電鑽乃是同類產品中擁有最強大功能
的。Hex高效能電鑽的馬達壽命增長3倍，電池操作時間增加50%，並
具備獨家專用MILWAUKEE® 3-Mode DRIVE CONTROL™，可更好地控制
具體應用時所需的電量及速度。

TM

TMDRIVEN TO OUTPERFORM.

工業電動工具及配件

MILWAUKEE® 是領先業界的重型電動工
具、手提電動工具及配件之製造商及營
銷商。MILWAUKEE®憑藉先進科技與革
命性創新技術，為世界各地的專業工匠
提供商用解決方案。

產品及科技
產品
• 充電式電動工具、交流電式電動工具及配
件、手攜式測試器及測量診斷設備系統

充電式平台
• M12®、M18®、M28® REDLITHIUM™  

鋰離子電池

技術
• 尖端馬達技術－POWERSTATE™無碳刷馬達
• 先進電子器材－REDLINK PLUS™

配件技術
• Sawzall® 刀片、SWITCHBLADE®可轉換 

自裝式刀頭,BIG HAWG®開孔器、 

THUNDERBOLT® 鑽頭及Shockwave  

Impact Duty™

終端用戶
• 機械、電器、管道設備、裝修業界及 

保養維修專業用家

分銷
• 家居用品中心、五金店、工業保養、維修
大修服務、管道設備、電器、農場及農 

業、建築及汽車銷售渠道

北美洲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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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2® FUEL®專為世界上最挑剔的工匠設計。M12® FUEL™結構
緊湊，並搭載了POWERSTATE™無碳刷馬達、REDLITHIUM™ 

電池組及REDLINK PLUS™ Intell igence硬件及軟件這三項
MILWAUKEE® 獨家創新產品，在功效、操作時間及耐用程度方面
無可匹敵，令效能無可比擬。

M12® 1/2" SDS PLUS 
電錘鑽批
M12 FUEL®½吋電錘鑽批在電池操作時
間、電量及耐用性方面均表現出眾。此電
錘鑽配備MILWAUKEE® POWERSTATE™無
碳刷馬達、REDLITHIUM™電池技術及
REDLINK PLUS™ Intelligence，加上設計 

輕巧、功能廣泛，其馬達壽命增長10倍，
動力提升2倍，操作時間亦增加4倍。

160x120熱像儀
優良的熱成像品質
溫度範圍廣
(攝氏負10度至攝氏350度)，用途 

廣泛內置攝像頭及閃光燈，可提高 

分析的準確度裝有熱像儀報告軟件

工業電動工具及配件

Double Duty Upgrade™是公司歷來最大規模的配件，全面改革了 

Metal Cutting SAWZALL® Blade 產品線。新刀片既可用於纖薄KERF 

設計，進行快速、靈活切割，亦可用於DEMO刀片設置(即TORCH™)，
進行厚硬、直線切割。憑藉優化鋸齒和GRIDIRON™及TOUGHNECK™

等設計，MILWAUKEE®堆出了創新解決方案，把刀片的最脆弱部位 

加強，令其成為當今市場上最耐用的刀片。

金屬切割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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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 TOOLS 

二零一三年有100多款新產品問世。我們
仍在繼續擴大我們的手動工具產品線。
手動工具團隊致力於提供能提高生產力
的解決方案，專注於向電子、機械、 

空調通風、維護修理及重塑工藝的核心 

用戶提供獨具特色的應用功能。 

FaStback II™ 
折疊工具刀
單手操作
快速轉換
內置切線倒刃

10合1多刀頭縲絲批
剝線鉗
線環成形器

鋼帽起子縲絲批
耐衝擊金屬芯
起子工具手柄
剝線鉗
線環成形器

HOLLOWcORE™ 
SaE磁性螺母起子
適用的固件類型多出4倍
磁性起子頭
鍛製的強度

手動工具

生產力最優。
表現卓越。
創新
MILWAUKEE® Tool 設計和打造的每一款手動工
具均提供能幫助用戶更快更靈巧工作的解決方
案，使用戶攜帶的工具減少。

用戶為先
我們每天與工作現場的真正用戶交流，了解他
們的想法和不滿意之處。關注用戶可為實際工
作現場的難題帶來創新的解決方案。

品質
以有限的終身保修為支持。這些全新產品兌現
了MILWAUKEE®耐用性一流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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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LETTO®工具是專為專業木匠打造
的優質產品。透過結合最新的材料
技術、設計與平衡力，STILETTO® 

擁有了大批忠實用戶。

重量較鋼輕45%，但所產生的撞擊
力相同，而鈦合金工具產生的後座
力少10倍。這種設計有助減低引發
手腕管綜合症及網球肘的可能性，
亦即可减少停工時間，提高生產力。
更為重要的是，在工作時可減低因
用力過度導致肌肉勞損的痛楚。

用力少，撞擊力大。HART® 一直秉
承生產創新獨特鎚子的宗旨，推出
的鎚子重量比重均衡，鎚頭圓滑，
以及配備漸進式角面設計和拔釘 

設計，務求令用戶得心應手，事半
功倍。隨著其獲架構建築技工的 

廣大讚譽，HART®已將其工具系列 

進一步擴展至包括多用途鎚子、 

鶴嘴鋤、斧頭、楔頭大錘、楔子、
大錘、鑿子及鎚擊工具。HART® 產
品的卓越表現，加上創新的獨特功
能，勢必如其商標所言「銳不可擋
(Nothing Hits Harder™)」。

HAND TOOLS 
手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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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電動工具及配件

自1898年起，AEG®電動工具品牌推出
眾多效能卓越的工具。114年後的今
天，AEG®電動工具繼續推陳出新，全力
開拓充電式鋰離子電動工具領域，同時
推出結合傳統智慧與嶄新設計的交流式
電動工具。

產品及科技
產品
• 充電式及交流電式電動工具

充電式平台
• Pro Lithium ion™充電式系統 

12伏特、14.4伏特及18伏特
• Omni Pro® Multitool™互換式接頭多功能 

電動工具系統
• 充電式及交流式電動工具及配件 

終端用戶
• 專業工匠、承包商

分銷
• 專業/傳統業務分銷
• 家居用品中心的專業分部及新銷售渠道

18伏特PRO LItHIUM ION™磨床
Pro Lithium ion™技術為高效能專業工匠而設。

AEG® POWERTOOLS工匠系列乃為專業用戶提供高效能超值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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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電動工具及配件

12伏特 交流電 18伏特

Pro Lithium ion™ 是AEG®的第二代充電技術，確保用家使用產
品能夠有更長的操作時間，電池壽命更持久，全面提高生產
力。三重保護系統確保電池不會過熱、超出負荷，過量充電／
充電不足，以發揮最佳效能。

OMNIPRO®是容許用家視乎需
要而調節其應用件的創新系
統。所有接頭及工具組件均可
互換，用家可選用最協調的接
頭和基準電池組，達致最高生
產力。

工匠
工匠電鑽及電錘鑽的特色是具備現代專業終端
用戶所需的性能，並提供12伏特、14.4伏特及
18伏特平台。

AEG® POWERTOOLS電錘鑽是極可靠耐用的工具。 無須工具安裝／拆卸的互換式接頭容許用家輕鬆地轉換工具的用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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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工具

RYOBI®品牌為世界各地提供以消費者 

為主的眾多屢獲殊榮之嶄新產品和 

配件。RYOBI®電動工具系列以18伏特
ONE+ System®為基礎，推出逾五十款 

產品，包括電鑽、電批、電鋸、剪草機
及打磨機。此品牌也提供多款戶外園藝
工具，包括具能源效益的燃油驅動式、
電動式及充電式產品，充分滿足終端 

用戶的需要。

產品及科技
產品
• 充電式及交流電式電動工具
• 燃油驅動式、電動式及充電式戶外園藝
工具

• 電動工具及戶外園藝工具配件

科技
電動工具
• 18伏特ONE+ System®

• 鋰離子及Lithium ion+

戶外園藝工具
• 二衝程式及四衝程式 一 燃油驅動
• 4伏特、18伏特、24伏特、36伏特 

及40伏特鋰離子系統

配件科技
• SpeedLoad+®

終端用戶
• DIY 一 族及注重成本控制的專業用家

分銷
• 家居用品中心及五金店

RyObI®18伏特釘槍
RYOBI® 18伏特無釘頭釘槍。採用方便易用的Airstrike技術之充電式
工具，毋須配備噪吵的壓縮機、笨重的軟管或昂貴的貯氣瓶。

RyObI®18伏特電鑽
RYOBI® 18伏特輕巧便携式高效能電鑽。由LITHIUM+電池驅動，效能提升15%，
操作時間延長35%，充電量多四倍 ， 機身重量輕巧了45%。

消費者電動工具及配件

北美洲 澳洲及紐西蘭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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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電動工具及配件

RyObI®18伏特ONE+ SyStEM® LItHIUM ION+ 
六合一工具組合
終極電動工具系列，由新一代的高效能鋰離子驅動。

RyObI®配件
用途廣泛的嶄新衝擊鑽批咀及 

萬用式曲線鋸片。

RyObI®鋰電及LItHIUM+
充電池
RYOBI®鋰電及LITHIUM+充電池。
新一代鋰離子充電技術為終端用
戶市埸提供最佳價值及效益的 

產品。

RyObI® ONE+ SyStEM®

RYOBI® One+ System® 的五十多款產品，讓用戶可按個人
喜好的組合分別購買各款18伏特充電式工具、電池及充
電器。

RyObI®18伏特圓鋸機
RYOBI® 18伏特圓鋸機。具備更輕巧方便操控的高效能
設計，並配備使用時自動啓用激光射線，以增加切割
準繩度。

RyObI® 18伏特剪草機
RYOBI® 18伏特剪草機／修邊機。使用方便的充電式剪草機，毋須使用
燃油驅動，並可快速變換為修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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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工具

戶外園藝工具及配件

RyObI®燃油驅動 
剪草機
RYOBI® 燃油驅動剪草機
擁有為消費者而設的優越
性能，且全部皆可附設配
件。四衝程式的設計更可
加強扭力，且無需混合燃
氣和燃油。

RyObI®燃油驅動 
高壓清洗機
嶄新RYOBI® 3100psi  

Easy-Start由190 cc GCV190

本田汽油引擎驅動，噴壓
高達3100psi。

RyObI®背負式鼓風機
RYOBI®背負式鼓風機將會令市場出現徹底 

變革。此42cc引擎的獨特運作模式，提供
的性能更勝從前。

RyObI®變頻發電機
RYOBI®變頻發電機系列操作寧靜，使用潔淨 

能源，適用於小型工場和作應急後備電源。

RYOBI®品牌經過多年研發，向市場推出
高效能的24伏特、36伏特及40伏特鋰離
子充電式工具。24伏特、36伏特及40伏
特系列，包括修草機、籬笆修剪機、 

修邊機、 鼓風機、鏈鋸及剪草機。

產品及科技
產品
• 燃油驅動及電動剪草機、鼓風機、 

鏈鋸、籬笆修剪機、割草機、劈木機、
高壓清洗機

充電式技術
• 4伏特、18伏特、24伏特、36伏特及 

40伏特鋰離子充電系統

燃油驅動技術
• 二衝程式及四衝程式

配件技術
• Expand-it® 附件

終端用戶
• DIY家庭用家及園藝愛好者

分銷
• 家居用品中心、 園藝中心及五金店

RyObI®24伏特充電系統
RYOBI®24伏特鋰離子充電系統，提供
中度用家的戶外應用工具。

RyObI®40伏特充電系統
RYOBI®40伏特鋰離子系統可驅動
超過 5款使用相同 4 0伏特電池 

的工具。鋰離子電池的操作時 

間長，效能比擬燃油驅動式， 

但操作更寧靜、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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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園藝工具及配件

HOMELITE®消費者產品備有
一系列戶外電動工具，包括
剪草機、鼓風機、鏈鋸、籬
笆修剪機、高壓清洗機、發
電機，以及各款戶外產品配
件，款式一應俱全，專為消
費者、DIY一族和園藝愛好者
而設。

產品及科技
產品
• 燃油驅動及電動剪草機、 

鼓風機、鏈鋸、籬笆修剪機、 

割草機、劈木機、高壓清洗機、
發電機

技術
• HOMELITE®產品物超所值， 

更為客戶提供超卓性能。

終端用戶
• 消費者、DIY一族和園藝愛 

好者

分銷
• 家居用品中心、園藝中心和 

五金店

HOMELItE® 2700PSI 高壓清洗機
以HONDA® GCV160(161cc)頂置凸輪軸引擎 

及採用創科Axial Pump，提供清洗頑固污垢 

所需之動力。

HOMELItE®電動剪草機
設計輕巧，可調整重量以便操控，亦可由剪草機快速變身為
修邊機。剪草機的切割直徑為14吋，減少了割草範圍所需
的移動次數，可節省消費者的時間。

HOMELITE®鏈鋸設計輕巧方便，切割效能無可匹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