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邰利公司在冷凍冷藏業界享有盛名，

不論是冷凍工程的設計、規劃、施工，或

是冷凍車廂的打造、車輛的租賃等業務，

皆為翹楚。但此次的採訪任務卻讓記者著

實大開眼界，因為本次的主角是重達 1 萬

3 千公斤以上，揚升高度可達 6 公尺的大

型運輸設備－冷藏升降食勤車 (Catering 

Truck)。航空食勤車，是航空公司飛機上的

餐點配送車輛，飛機餐點在中央廚房烹調

後，裝載入餐點推車上，將推車推進食勤

車內，再將食勤車開進機場內，停在指定

的飛機邊上，最後將餐車推入飛機內，即

完成配送程序。看似簡單的過程，其中牽

涉許多科技技術，包括：製冷、保溫、升

降台、推車固定等裝置，而且還要符合航

空安全規定。本刊編輯部特別拜訪台灣邰

利公司透過他們的介紹，深入航空食勤車

製造現場，採訪第一手資料。航空食勤車

到底如何設計與使用，如何應用在中央廚

房與生鮮食品的運輸配送，餐廳與流通業

的食品安全配送車輛如何設計。

打造最優質的空廚與航空器運送平台

    —邰利食勤車航勤設備第一品牌

文 / 編輯部

車尺寸：長8,848mm×寬2,500mm×高3,800mm
全車重：13,100 公斤
車廂內度尺寸：長 6,382mm× 寬 2,335mm×
                        高 2,185mm
平台地板離地高度：最低 1,520mm、最高
                                 6,000mm
車身底盤總重：15,500 公斤
最大馬力：263/2500
軸距：5,050mm
煞車：雙迴路，全氣壓式煞車 +ABS 附煞車
           自動調整器

柴油箱容量：200L
升舉載重：4,500 公斤
液壓油漕容器：120L
升舉油壓缸 ( 單節，柱塞式 )：2 支
支腳油壓缸 ( 單節，雙動，活塞式 )：4 支
工作壓力：1,750PSI
冷凍機組引擎：TK3.95 狄塞爾機，
                         16Hp@2,400rpm
冷媒壓縮機：X426 壓縮機，25.90 立方寸
冷媒：R-404A
電氣系統：24VDC

邰利食勤車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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邰利航勤設備食勤車達人張秀蘭課長

在邰利位於台南仁德的車廠裡，記者

第一次見識到食勤車這龐然大物，對於其

功能和配備充滿好奇，在原服務於國際知

名外商集團專業航勤設備製造和技術商，

有 18 年航空地勤機械裝備、製造、生產、

維修及售後服務實務經驗的食勤車達人，

現任邰利航勤設備課張秀蘭課長的專業解

說下，彷彿上了一堂運輸車輛在航空器的

高階進階課程。

掌握關鍵技術與人才
邰利公司投入航勤設備的市場，絕不

是偶而，而是把握住時間的契機，隨著中

國市場的崛起，台灣航線快速的復甦，將

關鍵技術和專業人才做最好的整合，比起

競爭廠商，邰利的強項不只是一般車體的

打造廠商，多年來更是國際知名冷凍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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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O KING 的代理商，所以不論是售後服

務、零件提供與教育訓練都建立了完整的

支援體系。在食勤車功能的設計，專利的

結構設計與工程能力，如側風數、穩定度、

安全性都獲得客戶的肯定，在生產經驗、

功能設計、安全係數、穩定考量等都名列

前茅。同時因為使用外國底盤在台灣安裝

機組與裝備後，可以就地取得 ARTC 認證與

監理站領牌的動作，更是協助客戶省下大

筆的關稅，而且可以快速上線使用。藉由

食勤車的業務將多年來邰利在底盤與車廂

製造、設計，冷凍機組的代理、維修等強

項成就整合出創新的部門。

集運輸車輛之大成 
食勤車是專為支援航空器空廚運送食

物和其他器材，運載航機機艙內旅客餐飲

食品及侍應品等貨品冷藏保鮮運送的機動

車輛，屬載運貨品之車輛，而非工程車。

此設備的基本組成於一個商業底盤上，適

用地板高度在平台升降最低至最高限制之

間之航空器。底盤上加裝有液壓驅動剪刀

食勤車全貌

升舉組件、冷凍車廂組件及分離式冷凍機

組。車頂上裝有採用電動螺桿操作的伸縮

二動或伸縮左右四動平台，以作為食勤車

與航空器之間搭接用。車身底座裝置支腳，

安裝在底盤框架兩側，提供車廂升高時的

安定性。

從外觀來看，食勤車包括托車頭、底

盤、剪刀支撐架、車廂、伸縮平台等。從

內部結構來看，則是複雜的冷凍機組、液

壓機電、電氣系統和保溫隔熱系統。

一、底盤配置
食勤車底盤框上配置多項器材，有液

壓儲油槽、液壓板塊箱、配電箱、車側控

制箱、支腳和剪刀支撐架、冷凍動力機組。

經過修改的底盤增加了許多便利性與安全

性的功能，如利用底盤原裝之關車裝置，

當動力外接 (PTO) 驅動中，排檔桿排入檔位

( 手排車 )；當引擎緊急熄火按鈕開關壓下；

當支腳未完全縮回時駕駛車輛，則加入自

動關車的機制。

邰利有專業保溫車廂製造執照，生產

過程亦遵守底盤施工規範進行修改，確保

底盤結構不受影響。

底盤四期環保 ( 無 DPD)， 採自動清除

回收，無積碳問題產生。

二、液壓系統
食勤車液壓系統組件與底盤之液壓

系統並不互通與共用。變速箱動力外接組

(PTO) 銜接液壓泵，提供操作支腳伸縮、剪

刀升降所需的動力。電動液壓泵和手搖泵

則供緊急操作時使用。以升降的剪刀為例，

邰利以雙缸的油壓缸來設計剪刀，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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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結構力學裡頂舉的安全性。液壓油箱

採不鏽鋼材質，油壓管線配置簡潔整齊，

易於查修。油壓電路系統獨立操控，系統

強化安全連鎖。

三、電氣系統
電氣系統使用底盤電氣系統電源，並

修改及附加電氣器材，用以執行各項所需

之功能。回路中包括主電源控制，引擎熄

火 / 重新起動回路，支腳伸 / 縮回路，車廂

升 / 降回路，照明等。為避免意外碰觸按

紐開關，造成錯誤的動作而危及到人員或

飛機的安全，操作支腳、車廂、及平台的

動作，需同時壓下兩個按紐開關方可動作。

控制箱及配電箱以不鏽鋼材質製造，

零件採用西門子 (SIEMENS) 可程式邏輯控制

器 (PLC)，維修方便，穩定性佳，操作按鈕

及指示燈品質通過 CE 認證，品質可靠，面

板採用 3mm 鋁質彩色精美印刷，控制迴路

更採雙迴路設計，確保在惡劣環境下不會

產生異常動作。( 選裝：控制箱及配電箱以

ㄧ般鐵材製造，噴漆防鏽，零件採用西門

子 (SIEMENS)LOGO ( 迷你級 PLC)，單迴路設

計 )。

四、剪刀組成
剪刀升舉組件安裝在底盤上。剪刀滾

輪下軌道以型鋼栓鎖並焊接於底盤而成。

上軌道和下軌道剪刀框由重型槽鋼所構成。

剪刀臂以重型方鋼管並於鋼管頂端和底部

焊接加強鋼板所構成。已製成之鋼管交叉

組裝形成剪刀臂。

剪刀組件內安裝兩支單節式油壓缸。

管狀鋼套焊接於油壓缸上下兩側構成支點

軸，用以固定油壓缸。

經專業技師結構分析計算，確保裝置

安全無虞。採用無給油軸承，耐用且軸心

不易磨損。

放下橘色的四個支架固定車體

將食勤車揚升到機艙的高度

五、支腳組成
支腳組安裝於駕駛室後和後輪處兩側，

栓鎖並焊接固定於支架上並鎖於底盤。支

腳設計成些微地向外傾以使底盤有更佳的

安定性。每一支腳油壓缸均裝有引導操作

止回閥，以提供支腳液壓系統最大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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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車廂組成

車廂由鋼角、型鋼和鋼板所構成，採

用鍍鋅骨架，底部橫樑更使用鋁合金材料

之輕量化設計。

地板與邊牆由 3 吋 Z 型鋼交叉組合而

成。車廂控制面板以 2.5mm 厚鋁板垂直安

裝於玻璃纖維加強夾板 (FRP) 邊牆上。地板

覆蓋著 4.5mm 厚的防滑鋁板，車廂外牆以

1.6mm 厚之鋁板鉚合於邊牆結構。排水槽

安裝於車廂外部上方兩側。

車廂內兩旁牆側均裝有 4 吋寬的防撞

護條，用以保護側牆避免受到手推車碰撞

損壞。車廂內兩旁牆側並裝有貨物固定條，

使車廂內裝載物不致因晃動而傾倒散落。

車廂前後均安裝隔熱捲門。車廂隔熱

採用舒泰龍 (STYROFOAM) 材質，強度及保

溫效果佳，且吸水性極低，骨架不易生鏽，

使其隔絕外界熱源，以提升冷房效果。車

廂兩側安裝 PE( 耐磨龍 ) 黑色防撞條，車廂

使用壽命長，同時預留冷藏機組固定位置

及配管通道，以利將來添置安裝。

STYROFOAM與PU之特性比較表

吸水性 相當低（約0.5%） 高（可至80%以上）

3倍 1/3倍

佳

40公斤/立方米 40公斤/立方米

初期佳，隨時間遞差

0.026（Wm²K） 0.035（Wm²K）

500Kpa 200Kpa

備註STYROFOAM PU

結    構

保溫性

密    度

熱傳導率

抗壓強度

舒泰龍(STYROFOAM) PE材質

PE防撞條 選裝：工作(置物)平台

舒泰龍 (STYROFOAM)
舒泰龍(STYROFOAM) PE材質

PE防撞條 選裝：工作(置物)平台選裝：工作 ( 置物 ) 平台

可收納隱藏的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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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車頂上方平台
車頂上方平台以懸吊方式循導軌安裝

在前車廂，作為車廂和航空器艙門間銜接

之用。滾輪安裝在平台後兩側，由車廂前

面兩側鋼軌引導其進行方向。當平台完全

降低時，由護網頂起平台，使其恰位於駕

駛室正上方。

平台由方鋼管和槽鋼焊接而成，分為

固定段及伸縮段，伸縮段由電動螺焊操作。

平台兩側裝有不銹鋼欄杆，平台前緣裝有

靠機橡皮，以避免平台與航空器碰觸導致

損傷。骨架採用型鋼等高強度才質製造，

穩定性佳，不易變形，地板鋪設 5mm 五爪

花鋁板，防滑效果佳，欄杆及防捲入裝置

採用不鏽鋼材質，經久耐用不生鏽。

由車內控制平台

前後左右皆可的四向性平台

八、冷凍機組
國際知名冷凍機組 THERMO KING 有專

為航勤食勤車所設計的冷凍機組型式，此

分離式冷凍機組為車廂內食物在運輸時，

提供冷藏能力。動力組件安裝於底盤側，

而蒸發器安裝在車廂內部。從凝結器到蒸

發器所有管路均以隔熱泡棉絕緣。

分離式邰利冷凍機組是食勤車的核心

車廂內的冷凍機組

食勤車廂半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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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核心強項 開拓航勤產業

兩岸直航提供了更便捷省時的空運服

務，吸引更多的中國航空公司進駐台灣，

台灣也因為地理位置的優勢，東南亞各國

的航班也選擇在台灣落地，台灣的空廚業

者，憑藉著優良的產品研發與冷凍技術，

深獲各主要航空公司的青睞，餐點的需求

量與日俱增，每年皆有二位數食勤車的訂

單量，兩岸與亞太空運市場在經貿往來更

加緊密的情況下，需求不斷上升，而供給

面的航班增加已是必然的趨勢，估計對於

空廚的需求仍有大幅的成長空間。邰利公

司將多年累積下來的在冷凍機組代理維修、

車廂製造設計的專業經驗、隔熱保溫材料

與工法的領先，以及售後服務的完整，集

大成設立了航勤設備部門，採取穩紮穩打

的策略，率先取得台灣航空設備第一品牌

的地位，建立產業界領頭羊的關鍵角色，

相信在未來持續高度成長的航空設備市場

裡，將勢如破竹，傲視群雄。

食勤車靠機作業

航勤人員準備介接

機艙門打開

航勤人員確認介接無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