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合一自動關門器操作說明書

適用型號組合：A1 + A + A     ( 無擋止功能 ) 
適用門重：150 公斤以下 ( 搭配 3 組關門器 )

名詞解釋：
 型號 A1 ( 安裝於門扇上方 )：   控制 0 ～ 20 度的關門速度及關門力道

型號 A ( 安裝於門扇下方 )：   控制 20 ～  90 度的關門速度及關門力道 

刻度 0 ～ 8 ( 位於關門器上方 )：     表示扭力值大小 
( 刻度越大，扭力越大 ) 
符號 + ( 位於關門器下方 )：   旋鬆可使關門速度變快 

 ( 位於關門器下方 )：     旋緊可使關門速度變慢 

兩 枚 固 定 螺
絲， 以 4mm 六

1

扭力調整盤

扭力值刻度 5mm 六角

增加關門力道

增加速度

煞車螺絲

減低速度

5mm 六角扳手 

3in1 Auto Door Closer Hinge



2.   基本資訊
2.1 符合 ANSI/BHMA A156.7 及 ANSI/BHMA A156.17 規範 
2.2 左開門或右開門皆可適用 
2.3 適用於防火門：最大門扇尺寸及所需的關門器數量依據 NFPA 80
       規定。 [ 門扇高度高於 1500mm 必須搭配 2 顆關門器，
       之後每再高 750mm 則需再增加 1 顆關門器 ] 
2.4 安裝前與安裝後，務必確認 F 線是平行的，而 E 線及 G 線
       與 F 線垂直。( 請參考右圖 ). 
       關門器在參照上述說明安裝才能呈現最好的效果。

3.   絞鏈安裝數量和位置安裝後請確保扭力調整盤在上方、
       速度控制 (+/-) 在下方

門重 (KG)   150 公斤以下 150 ~ 200 公斤以下
關門器數量 (PCS) 3 4

調整初始值 ( 刻度 )  (1, 1, 1) (1, 1, 1, 1) 
安裝位置 ( 由上到下 )   (A1, A, A) (A1, A, A, A)

Note 1: 注意 1 : 戶外門安裝請洽詢笠源科技 
Note 2: 門扇凹槽深度取決於關門器葉片厚度。 4”& 4.5”葉片的凹槽深度應                  
             為 3.3mm; 5”葉片的凹槽深度應為 3.71mm 。6" 葉片的凹槽深度應為 4.10mm。 
             ( 我司亦提供針對 4.83mm 凹槽深度的葉片厚度，有此需求歡迎洽詢 ).
Note 3: 150 公斤以下門扇安裝 3 個關門器，超過 150 公斤門扇，每增加 50 公斤，請多      
             增加一個關門器。
4. 安裝前準備與基本調整 
4.1 安裝前準備
4.1.1 從初始值開始 :
         為易於打開絞鏈、方便安裝，
         扭力初始值為 8。絞鏈安裝完畢後，
         用 5mm 六角扳手下壓扭力盤、並逆時鐘
         旋轉，將 8 轉至 0。
         若無下壓扭力盤，調整將因內部防呆機構而
         難以轉動。
4.1.2 調整關門器至易於安裝角度 :
          使用六角扳手調整關門器下方的煞車螺絲，
         往 (- ) 方向鎖緊固定開門的角度以便安裝鉸練。
         此項調整可以讓安裝更加便利。

5mm 六角扳手
調整煞車螺絲

4mm六角扳手調整固定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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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步驟 5:    調整 型號A關門器的 20～90 度關門速度  
5.2.5.1  若發現 20～90 度間關門速度過快，須使用六角扳手，

將型號A關門器下方煞車裝置旋緊( -)，且由於裝設兩組
型號A關門器，此處須同時微調兩組型號A關門器的煞車
速度。

 

5.2.5.2   將速度調降至所需之速度後，須再確認
皆可使門自動關上。

 20 度、60 度及 90 度

注意:   若旋緊型號A關門器下方的煞車速度，卻導致門在20度左右時無法自動關上，建議稍為放鬆 
           型號A關門器下方的煞車裝置，或可適度增加任1個關門器上方的刻度扭力值；若增加扭力 
           值後，必須重複步驟5，調整20 到90度的煞車速度至實際所需。

5.2.6    調整A1型關門器的0～20度關門速度 

5.2.6.1 若發現 0～20 度間關門速度過快，請使用六角扳手，將型  
              號A1關門器下方的煞車裝置旋緊 ( -  )。 
5.2.6.2 將速度減緩至所需的速度，並確認門可自動關上後，須再 
              重新確認門扇開至 60 度仍可使門自動關上。 
5.2.6.3 若減緩型號A1關門器的煞車速度，卻導致門在 60度時無法  

自動關上，須稍微放鬆型號A關門器的煞車速度（+），
使其關門速度稍微增快。
。5.2.6.4 反覆微調 A 及 A1 的煞車裝置，確認20度、60度及90度    

              皆可自動關門。
注意：   型號A與A1關門器下方的煞車裝置會有交互作用，若旋緊 

  A關門器的煞車螺絲，則須微調放鬆A1關門器的煞車螺 
  絲；反之，若旋鬆A關門器的煞車螺絲，則須微調旋緊A1 

              關門器的煞車螺絲。 

5.2.7  步驟 7:    旋緊煞車調整裝置旁的固定螺絲 
           關門速度調整完成後，將主軸上靠近下方煞車調整位置處  
           的兩顆固定螺絲(參照右圖)旋緊，以固定關門速度。若其中 
           一顆固定螺絲因為空間有限而無法鎖緊，此時只鎖其中一顆 
           可以調整到的固定螺絲，也可以將關門速度固定。

注意：後續若有調整關門速度的需求，需先將兩顆固定螺絲旋鬆再
進行調整。若未將固定螺絲旋鬆再進行調整，將可能導致關 
門器功能異常。 

兩隻固定螺絲



 
Waterson

 

Waterson
      
        Waterson

  

 

 

5.3.4 

7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