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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3 年，Winsted 为庆祝 50 年创新而感到非常自豪。立足于对客户服务和创新产品设计的坚定承诺，我们从 1963 年简
单的家族企业发展成为目前在全球拥有办事处和雇员的跨国企业。现在，我们将 50 年视为起步，并展望下一个 50 年以及更
远的未来。

我们将成功归功于员工。整个 Winsted 团队一直致力于客户服务，并提供旨在改善操作条件的控制室控制台和技术设备解
决方案。无论是独一无二的定制控制台还是可随时起运的标准控制台，我们都非常乐意为您效劳。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客户、员工以及帮助我们实现重要目标的业务伙伴。没有你们，我们就不可能做到。

如果您是第一次来 Winsted，我将非常荣幸地邀请你体验我们一流的产品和服务。

谢谢！

首席执行官 Stephen Hoska

50 年创新

2013201120071995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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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客户服务
我们的宗旨是提供业内最优质的客户服务；这也是我
们成功的根本。我们的服务保证令您满意。我们经验
丰富且知识渊博的客服人员随时可以在售前、售中和售
后提供服务。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充满信息，所以我们
对其提供终身质保。有关详情，请联系 Winsted。

免费设计服务
我们将尽力了解您的需求和项目目标。我们
经验丰富的设计部门在设计控制台时，会使其
符合人体工学，并支持相关电子产品和设备。
设计完成后，我们将向您提供完整的设计和规
格资料以备演示。

免费项目支持
Winsted 是一个真正的项目合作伙伴，我们为
不断超越感到自豪。为帮您赢得业务，我们能做
些什么？我们可以提供用于 Revit® 的建筑信息
模型 (BIM) 文件，整套多视图 CAD 图纸，照片
质量的控制台设计彩色渲染图，甚至是推荐安装
的“逐步”动画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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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sion 命令控制台实现了控制室布局的
高度多样性，使其成为任何控制室应用的最
佳选择。因为每个控制台都采用人体工学设
计，确保合适的视角，所有重要功能都触手
可及，使 Envision 操作人员更舒适和高效。

执行命令

电话：952.944.9050   网站：winsted.com   邮箱：info@winsted.com 如需索取免费的完整目录，请致电：952.944.9050 或发邮件至：info@winsted.com

双层 En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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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sion 采用现代开放式架构设计，对预
定拐角角度没有限制。EnVision 提供单层、
双层或三层模块化解决方案，可以根据需求
和技术变化进行扩展。无论什么配置，您的
视线和视角都将符合人体工学，而操作员会
更加舒适和高效。

一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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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952.944.9050   网站：winsted.com   邮箱：info@winsted.com 如需索取免费的完整目录，请致电：952.944.9050 或发邮件至：info@winsted.com

三层 En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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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 SIGHT-LINE

我们的旗舰控制台真的是独一无二，具备一
流的功能，外观漂亮，是众多控制室的最佳
选择。Sight-Line 控制台是模块化的，可以
配置和扩展，符合不断变化的需求，并可以
进行各种定制，解决特定问题。

SIGHT-LINE 控制台

电话：952.944.9050   网站：winsted.com   邮箱：info@winsted.com 让 WINSTED 为您设计一个控制台：winsted.com/design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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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书柜的 SIGHT-LINE

Sight-Line 控制台配备我们一体化的 
Versa-Trak 监测器安装系统，可以进行无
级调节。Versa-Trak 系统可以让用户根据
需要优化视线或视角，并可轻松更改。如果
您正在寻找为您的需求而特别设计的独特的
外观和功能，那么它就在眼前。无论您是需
要一个单独的工作站还是一个整套的控制
室，Sight-Line 控制台都能胜任。

改善您的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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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952.944.9050   网站：winsted.com   邮箱：info@winsted.com 让 WINSTED 为您设计一个控制台：winsted.com/design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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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 SLAT-WALL

我们的 Slat-Wall 控制台与我们一流的 
SIGHT-LINE 控制台使用同一基础。 
Slat-Wall 中采用了相同的一流功能组， 
提供更高的多样性和私秘性。Slat-Wall  
高 38 cm (15”)，由 6105-T5 优质拉丝 
铝制成。黑色电镀表面漂亮光滑。Slat-Wall 
上可以安装各种监控器底板和配件。

SLAT-WALL 控制台

电话：952.944.9050   网站：winsted.com   邮箱：info@winsted.com 如果需要免费的整页目录，请拨打：952.944.9050  或发邮件至：info@winst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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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T-WALL 边角控制台

我们新的 Prestige Slat-Wall 控制台将灵活
性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有多种监测器底
板可供选择，事实上，有多种方法对您的监
测器进行配置和调节。选择 Slat-Wall  
配件，可以减少杂乱，增加空间，保持井井
有条。Slat-Wall 板还通过增加私秘性， 
优化个人的工作空间。

无限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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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952.944.9050   网站：winsted.com   邮箱：info@winsted.com 如果需要免费的整页目录，请拨打：952.944.9050  或发邮件至：info@winst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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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操作员
INSIGHT 控制台

我们的紧凑型控制台使用高密度板材，在设
计上符合高性能需求。Insight 的总厚度是 
81 cm (32”)，节省了宝贵的空间并将控制
室的功能最大化。我们的工程师减小了广受
欢迎的 Sight-Line 控制台管槽和工作面的总
厚度，满足了控制台的紧凑要求。从而提高
了其占地使用率，符合人体工学标准并提供
充足的桌面工作空间。

INSIGHT 控制台

电话：952.944.9050   网站：winsted.com   邮箱：info@winsted.com 让 WINSTED 为您设计一个控制台：winsted.com/design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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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 控制台
带文件柜

Insight 控制台融合了我们广受欢迎的 
Sight-Line 控制台中的所有功能，并将其打
包到一个紧凑轮廓中，节省空间并将可以使
用控制室的操作员数最大化。如果您的空间
不足但仍想要功能齐全的控制台，Insight 
则是最佳选择。

使所有信息“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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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END 控制台，配有双
文件柜

我们的卧式/立式控制台提供三个可编程高度设
置，在任何控制室环境中均可实现最高的多样性
和舒适性。这种全新设计的卧式/立式控制台配
有电动起落支脚，使操作人员使用一个按钮， 
即可在 72 cm (28-1/2”) 到 113 cm (44-1/2”) 
范围内轻松快速地调节工作面高度。双支脚、 
三支脚和四支脚配置可分别承受 136, 204 和 
272 kg (300, 450 和 600 lbs.) 的负荷。

ASCEND 控制台

电话： 952.944.9050   网站：winsted.com   邮箱：info@winsted.com 如需索取我们免费的完整目录，请致电：952.944.9050 发邮件至：info@winst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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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操作员 ASCEND

通过 Ascend 卧式/立式控制台确保操作人员
的工作热情、健康和生产效率。每天经常改
变位置可以缓解身体压力和疲劳。Ascend 
移动范围大，操作人员只需通过一个按钮即
可在卧式和立式之间轻松转换。

ASCEND 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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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952.944.9050   网站：winsted.com   邮箱：info@winsted.com 如需索取我们免费的完整目录，请致电：952.944.9050 发邮件至：info@winst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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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OC 控制站是一个半工作站半控制台
的创新，整合了我们的工作站和一流控制
台。E-SOC 提供的灵活性、功能组和价格
适用于任何小型或大型控制台安装。

控制室整合

电话：952.944.9050   网站：winsted.com   邮箱：info@winsted.com 让 WINSTED 为您设计一个控制台：winsted.com/designservice

定制
E-SOC 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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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工程学改进更舒适，并提高了操作
人员监控复杂系统的效果。E-SOC 整
合了齐全的整套功能，使操作人员始终
意识到周围环境的变化。

态势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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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952.944.9050   网站：winsted.com   邮箱：info@winsted.com 让 WINSTED 为您设计一个控制台：winsted.com/designservice

E-SOC 中心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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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3 紧凑型控制台使操作人员可以轻松
看到固定好的监控器，设计符合人体工学，
缓解操作人员的身体压力。LCD/3 系列包
含单层、双层和三层控制台，可实现横向
和纵向扩展，适应任何控制室环境。多功
能 LCD/3 单操作员控制台的 CPU、操作手
册、文件抽屉和打印机触手可及。选件包括
扩展工作面、人工文件柜、外拉式搁板、 
实用抽屉和移动打印机架等等。

体型紧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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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 LCD/3 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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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sted 的 M-View 监控墙有标配，也有
定制，灵活且完全模块化。M-View 使用
轻巧且强力挤拉铝材，黑色电镀表面。监控
墙支持任何监控器配置，在设计上可以采用
直线、凹式或凸式安装方式。M-View 完
美整合技术和空间，优化了视角。

M-VIEW 监控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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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952.944.9050   网站：winsted.com   邮箱：info@winsted.com 如需索取免费的完整目录，请致电：952.944.9050 或发邮件至：info@winsted.com

配有 SIGHT-LINE 的 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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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台 • 大厅控制台 • 会议桌
• 操作界面 • 文件柜 • 定制家具
• 木质控制台 • 书柜 • 协作台
• 技术台 • 讲台 • 书架

我们专长于控制台，但我们可以提供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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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室操纵台

定制部

Winsted 定制部结合内部设计规范、人员因素和内部设计，打造高效
优美的工作空间。我们会充分考虑操作人员的人体工学需要，设计出
有助于人员、技术和环境之间复杂交互的高科技家具。

从概念>到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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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减少重复邮寄造成的浪费
如果您收到不同客户编号的两份相同的手册，请将标签发给我们。请标明正确标签，我们将更新记录。谢谢你的帮助。

如果需要104 页的完整免费目录，请致电或者发邮件给我们。如果上面有显示，请一起提供客户编号。

WINSTED 总部
10901 HAMPSHIRE AVE. S.
MINNEAPOLIS, MN 55438-2385 美国

客户编号

部门编码

WINSTED.COM

免费设计服务

查找最近的 WINSTED 经销商
致电 952.944.9050 或传真至 952.944.1546

winsted.com | info@winsted.com

WINSTED 全球总部
10901 Hampshire Avenue South
Minneapolis, MN 55438-2385 美国
电话: +1 952-944-9050
传真: +1 952-944-1546
info@winsted.com
winsted.com

WINSTED 定制部
1750 Breckinridge Pkwy, Suite 100
Duluth, GA 30096-7576 美国
电话: +1 770-840-0880
传真: +1 770-840-9685
custom@winsted.com
winstedcustom.com

WINSTED 欧洲 •中东
Units 7-8, Lovett Road
Hampton Lovett Industrial Estate
Droitwich, Worcester, 英格兰 WR9 0QG
电话: 44 (0) 1905 770276
传真: 44 (0) 1905 779791
info@winsted.co.uk
winst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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