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FE 防侵入玻璃

Forced Entry Proof Glass
防盜不用裝鐵窗

LAMINTON
INNOVATIVE

GLASS

雷明盾 創新玻璃

雷明盾 LFE防侵入玻璃系列，是將兩片(或兩片以上)的玻璃，

透過特殊膠膜將透明材料中耐衝擊強度最高的聚碳酸酯板材膠
合而成，可直接用於門窗防盜，不需加裝鐵窗，安全又美觀。

產品結構

LFE

LFE-LE Low-E

LFE-SC Low-E

ABA

A BA

ACA

GLASS - 平板玻璃

GLASS

GLASS

GLASS

Low-E GLASS

GLASS

GLASS

GLASS - Low-E玻璃

A - 特殊膠合膜(Laminated Film Interlayer)
B - Lexan*進口聚碳酸酯板材(PC耐板材)
C - Lexan*Solar Control PC Sheet
Low-E聚碳酸酯板材(PC耐板材)

*極限尺寸為 2m×3m

產品特性

防破壞時效5-30分鐘
防侵入

UV

抗紫外線

高效隔音性能≧40db

紫外線阻隔率≧99%
隔音

・防盜窗戶

產品應用

・珠寶銀樓

・精品櫥窗

・交通機具

產品優勢
維護建築的美觀 防盜可以不用裝鐵窗，保留原有建築外觀

優異的光學性能 紫外線阻隔率≧99% (認證機關-內政部建研所)

極佳的防盜能力 耐衝擊性≧447焦耳以上 (認證機關-TUV Rheinland德國萊因公司)

優質的隔音性能 音響穿透損失≧40db (認證機關-海洋大學音響實驗室)
易清潔保養維護 居家視野可通透明亮

完整的品質政策 生產履歷系統和產品認證
防侵入玻璃 時效測試結果比較
強化玻璃

膠合玻璃

雷明盾 LFE防侵入玻璃

低於1秒

3~5秒

5~30分鐘以上

斧頭模擬 符合EN356防護等級
鐵鎚撞擊
鐵鎚撞擊

切割撞擊
切割撞擊

EN356

撞擊速度
(m/sec)

撞擊能量
(Nm)

LFE-P6B

12.5 ± 0.3

350

± 15

11.0

± 0.3

LFE-P7B

12.5 ± 0.3

350

± 15

11.0

LFE-P8B

12.5 ± 0.3

350

± 15

11.0

撞擊能量
(Nm)

撞擊總數量

300

± 15

30 ~ 50 次

± 0.3

300

± 15

51 ~ 70 次

± 0.3

300

± 15

超過 70 次

撞擊速度
(m/sec)

五年品質保證
LAMINTON
INNOV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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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明盾 創新玻璃

Limited Warranty

雷明盾每一項產品出廠時都有專屬的生產
序號，獨一無二的身份履歷，提供完整的
生產履歷系統和五年品質保證。

雷 明 盾 LFE 防 侵入 系 列
Laminton Force Entry Resistant Glass

5 年 品 質 保 證 書
5 YEARS LIMITED WARRANTY

客戶 Customer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專案 Project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產品詳細資料(如附件一) Product Details (see Attachment 1)
定義：“雷明盾創新玻璃LFE防侵入系列”結構以平板玻璃與聚碳酸酯板材膠合而成，並印有雷明盾創新玻璃商標暨生產序號
(以下簡稱“此產品”)，其品質可獲得“台煒有限公司”(該公司下稱“台煒”)此有限保證書中條款限制之保固。
Definition: "LAMINTON Innovative Glass Forced Entry Resistant LFE Series" has a laminated structure made of float glass and
polycarbonate sheet, and is marked with the trademark of LAMINTON Innovative Glass and manufacturer serial number
(hereinafter "the Product"). Its quality is warranted by "Tech Way Advanced Materials Co., Ltd." (hereinafter "Tech Way"), subject to
any other terms contained herein.

開始日期 Commencement Dat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開始日期係指此產品之製造日期或出廠日期。
The commencement date shall be the Product's manufacture or ex-factory date.

保證範圍 Scope of Warranty
一、透光性
從開始日期起算之5年期間中，此產品針對直接而且完全由於太陽輻射影響所造成之透光率損失減少不可超過 5% 以上
(根據 ASTMD-1003-77 所規定之程序測量之結果)。
I. Light Transmission:The Product shall not lose more than 5% of its light-transmitting capability for a period of 5 years from the
commencement date, as a direct and exclusive result of solar radiation impact (as measured pursuant to the procedures specified
in ASTMD-1003-77).

二、黃變
從開始日期起算之5年期間中，此產品針對直接而且完全由於太陽輻射影響所造成之黃變幅度不可減少超過5個單位(根據
ASTME-313-10 所規定之程序測量之結果)。
II. Yellowing:The Product shall not display yellowing more than 5 units for a period of 5 years from the commencement date as a
direct and exclusive result of the impact of solar radiation (as measured pursuant to the procedures specified in ASTME-313-10).

三、耐衝擊強度
從開始日期起算之5年期間中，此產品不可完全因氣候變化之故喪失其耐撞擊能力，並應保有此產品不同規格的原測試耐衝
擊能力80%以上數值(依此產品德國萊因公司之耐衝擊測試數據結果)。
III. Impact Strength
The Product shall not lose its impact strength for a period of 5 years from the commencement date as an exclusive result of
climaticchange, and more than 80% value of originally tested impact strength of the Product's different specifications should be
retained (pursuant to impact resistance test data of the Product of German Rheinland Group).

四、霧化：
從開始日期起算之5年期間中，此產品針對直接而且完全由於太陽輻射影響所造成之霧化幅度不可減少超過5個單位之(根據
ASTMD-1003 所規定之程序測量之結果)。
IV. Haze: The Product shall not display haze more than 5 units for a period of 5 years from the commencement date as a direct
and exclusive result of the impact of solar radiation (as measured pursuant to the procedures specified in ASTMD-1003).

五、脫膠：
從開始日期起算之5年期間中，此產品膠合層內側自四週邊緣起算不可有超過2公分以上之脫膠情形。
V.Stuctural Delaminton: The Product shall not delamination more than 2cm from the edges of the inside of the cementing layer
for a period of 5 years from the commencement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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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LAMINTON

現代建築大面積開窗設計，門窗安全相對重要，雷明盾創新玻璃，透過高分子耐衝擊塑料與玻璃結合，加上
智能科技的技術，研發出雷明盾創新玻璃系列產品，並長期外銷日本和歐美多國。
雷明盾創新玻璃，提供完整的服務TOTAL SERVICES和完整的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S。
可多元的滿足居家生活防盜安全和創意空間機能的轉換，同時在非建築領域的工具機業界，提供高透光與高
強度的防爆窗與外飾板系列產品。

雷明盾創新玻璃 - LFE 防侵入玻璃

防侵入

防彈

智能

防爆

TEL：+886-3-3620618

33061 桃園市桃園區國際路一段120巷20號

FAX：+886-3-3673693

www.laminton.com.tw / service@twam.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