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世12V鋰電系列 
輕巧便捷、升級無刷

空機

GAS 12V-LI
12V鋰電吸塵器

1x 單機
1x 吸塵接嘴
額定電壓 DC 10.8V/12V
過濾器 紙質
最大空氣吸力 15 升 / 秒
最長連續使用時間 /
配 2.0Ah 電池 15 分鐘
集塵容量 / 升 350 ml
重量 / 不含電池 0.83 kg 
包裝 紙盒
料號 06019E3081

空機

GWS 12V-76
12V鋰電免碳刷圓切機
世界首創尺寸最小、無刷

額定電壓 DC 10.8V
空載轉速 / 每分鐘 19500 rpm
最大磨片 / 切片直徑 76 mm
鋸片內孔 10 mm
心軸螺紋 M5
重量 / 不含電池 0.725 kg 
包裝 系統工具箱
料號 06019F20C0

1x 單機    2x 內襯格
1x 塑膠保護罩
1x 碳化鎢多功能切
2x 砂輪切割片

GKS 12V-LI
12V鋰電手提圓鋸機
紅點設計大賞

空機

1x 單機
1x 內襯
額定電壓 DC 10.8V/12V
空載轉速 / 每分鐘 1400 rpm
最大切割能力 /90 度 26.5 mm
最大切割能力 /45 度 17 mm
鋸片直徑 85 mm
鋸片內孔 15 mm
重量 / 不含電池 1.23 kg 
包裝 紙盒
料號 06016A10L2

空機

GLI 120-LI
12V鋰電照明燈

1x 單機
額定電壓 DC 10.8V
LED 燈泡 6 顆
明亮度 300 lm
可調明亮度 二段
最長連續使用時間
/ 配 2.0Ah 電池

6 小時

重量 / 不含電池） 0.15 kg 
包裝 紙盒
料號 06014A10L0

空機

GLI 12V-330
12V鋰電照明燈
磁吸底座

1x 單機
額定電壓 DC 10.8V
LED 燈泡 10 顆
明亮度 330 lm
可調明亮度 二段
可調照明角度 200°
最長連續使用時間
/ 配 2.0Ah 電池

6 小時

重量 / 不含電池 0.3 kg 
包裝 紙盒
料號 06014A0000

空機

GKF 12V-8
12V鋰電免碳刷修邊機
無刷掌上型

1x 單機
1x 扳手
1x 夾頭 (6.0mm/6.35mm) 
輸入功率 DC 10.8V / 12V
空載轉速 / 每分鐘 13000 rpm
夾頭孔徑 6 mm
重量 / 不含電池 1.1 kg 
包裝 紙盒
料號 06016B00L0

空機

GHO 12V-20
12V鋰電免碳刷電刨刀
無刷掌上型

1x 單機
1x 內附額外刀片
1x 內置六角扳手
額定電壓 10.8V
空載轉速（每分鐘） 14500 rpm
刨刀最大寬度 56 mm
切割深度 0 - 1.0 mm

( 最大 2.0 mm )
最大刨削階梯高度 17 mm
重量（含 2.0Ah 電池） 1.675 kg

空機

客訂3個月

GSC 12V-13
12V鋰電金屬電剪

1x 單機
1x 內襯格
額定電壓 DC 10.8V/12V
空載轉速 / 每分鐘） 3600 spm
最大切割能力 /
400N/mm2 鐵材 1.3 mm
最大切割能力 /
250N/mm2 鋁材 2.0 mm
重量 / 不含電池 1.23 kg 
包裝 紙盒
料號 0601926105

GBA 12V 2.0Ah
12V 鋰電電池

GBA 12V 4.0Ah
12V 鋰電電池 

AL 1230 CV
12V 鋰電
快速充電器

GAL 12V-40
10.8V/12V 鋰電
快速充電器

GBA 12V 6.0Ah
12V 鋰電電池 

空機

GUS 12V-300
12V鋰電電剪

1x 單機
1x 內襯格
額定電壓 DC 10.8V/12V
空載轉速 / 每分鐘） 700 spm
最大切割能力 /
塑膠材料、皮革 11 mm
重量（不含電池） 0.83 kg 
包裝 紙盒
料號 06019B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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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訂3個月

充電時間  ( 100% ) 45 分鐘 充電時間 12V 2.0 Ah (80%/100%) 24/35 分鐘



快速、高效能 更大的耐力

輕巧方便 強大的鑽孔能力

GSR 12V-30 技術資料

額定電壓 [V]
電池容量 [Ah]

空載轉速 - 高／低檔（每分鐘）rpm
震動功率（每分鐘）bpm

最大扭力（硬材/軟材）[Nm]
最大鑽孔能力（木材/鋼材/磚材）[mm]

最大鎖螺絲能力（木材）[mm]
重量（含2.0Ah電池）[kg]

料號
牌價 

10.8 / 12
2.0 – 6.0

0-420 / 1,600
-

30 / 18
20 / 10 / - 

8
0.9

06019G90C0
$5450

GSB 12V-30

10.8 / 12
2.0 – 6.0

0-420 / 1,600
0 - 24000
30 / 18

20 / 10 / 8
8

1.0
06019G91C1

$6363

無刷馬達
2倍壽命 23%更高效能 尺寸更短

GSR 12V-30 / GSB 12V-30

01 0302

出色性能、顯著效果

升級賣點

GDR 120-LI
12V鋰電衝擊起子機
精簡效率

1x 單機 
1x 充電器
1x 螺絲起子頭
2x1.5Ah 電池   1x 手帶   1x 皮帶扣
型號 GDR 120-LI
額定電壓 10.8V/12V
空載轉速 
高 / 低檔 / 每分鐘 0-1200 / 2600 rpm
衝擊功率
高 / 低檔 / 每分鐘 0-2800 / 3300 bpm
最大扭力 / 硬材 100 Nm
夾頭尺寸 1/4" 內六角
適用六角螺絲尺寸 M4 - M8
充電時間 1 小時
重量 / 含 1.5Ah 電池 1.05 kg 
包裝 塑膠箱
料號 06019F00C1

GSR 12-2-LI
12V鋰電電鑽／起子機
輕巧效率

額定電壓 DC 10.8V
空載轉速 
高 / 低檔 / 每分鐘 0-350 / 1300 rpm
最大扭力 - 硬材 / 軟材 30 Nm / 13 Nm
夾頭尺寸 10 mm
最大鎖螺絲能力 / 木材 7 mm
最大鑽孔能力 / 木材 19 mm
最大鑽孔能力 / 鋼材 10 mm
充電時間 30 分鐘
重量 / 含 2.0Ah 電池 0.95 kg 
包裝 塑膠箱
料號 06018681C2

1x 單機   1x 充電器
12x 螺絲起子頭
2x2.0Ah 電池

GSR 12V-15 FC
鋰電起子機（小精靈）
全能實用

額定電壓 DC 10.8V
空載轉速 
高 / 低檔 / 每分鐘 0-400 / 1300 rpm
最大扭力 - 硬材 / 軟材 30 Nm / 15 Nm
夾頭尺寸 1/4" 內六角夾頭
最大鎖螺絲能力 / 木材 7 mm
最大鑽孔能力 / 木材 19 mm
最大鑽孔能力 / 鋼材 10 mm
充電時間 30 分鐘
重量 / 含 2.0Ah 電池 0.8 kg 
包裝 塑膠箱
料號 06019F60C1

1x 單機   1x 充電器 
1x 內襯   1x 螺絲起子頭 
1x2.0Ah 電池

GSB 12-2-LI
12V鋰電震動電鑽
輕巧效率

額定電壓 DC 10.8V/12V
空載轉速 
高 / 低檔 / 每分鐘 0-380 /1300 rpm
震動功率 / 每分鐘 0-19500 bpm
最大扭力 / 硬材 / 軟材 30 Nm / 13 Nm
夾頭尺寸 10 mm
最大鎖螺絲能力 / 木材 7 mm
最大鑽孔能力 / 木材 19 mm
最大鑽孔能力 / 鋼材 10 mm
最大鑽孔能力 / 磚材 10 mm
充電時間 30 分鐘
重量 / 含 2.0Ah 電池 1 kg 
包裝 塑膠箱
料號 06019B69C3

1x 單機 1x 充電器
1x 螺絲起子頭 1x2.0Ah 電池

GDR 12-LI
12V鋰電衝擊起子機
輕巧效率
 

額定電壓 DC 10.8V/12V
空載轉速 / 每分鐘 0-2600 rpm
衝擊功率 / 每分鐘 0-2600 bpm
最大扭力 / 硬材 105 Nm
夾頭尺寸 1/4" 內六角
適用六角螺絲尺寸 M4 - M12
充電時間 30 分鐘
重量 / 含 2.0Ah 電池 1 kg 
包裝 塑膠箱
料號 06019A69C2

1x 單機 
1x 充電器
1x 螺絲起子頭
2x 2.0Ah 電池   1x 手帶 

GDR 12V-EC
12V鋰電免碳刷衝擊起子機
精巧無刷

1x 單機 
1x 充電器
1x 螺絲起子頭
2x 2.0Ah 電池   1x 皮帶扣 
額定電壓 DC 10.8V/12V
空載轉速
高 / 低檔 / 每分鐘 0-1200 / 2600 rpm
衝擊功率
高 / 低檔 / 每分鐘 0-2700 / 3100 bpm
最大扭力 / 硬材 110 Nm
夾頭尺寸 1/4" 內六角
適用六角螺絲尺寸 M4 - M12
充電時間 30 分鐘
重量 / 含 2.0Ah 電池 0.95 kg 
包裝 塑膠箱
料號 06019E00C1

空機

GOP 12V-28
12V無刷鋰電魔切機

空機

額定電壓 DC 10.8V/12V
左右擺重速度 / 每分鐘 5000 - 20000 opm
左右擺重角度 1.4°

（左右擺動總角度2.8°）
重量 / 不含電池 0.825 kg 
包裝 紙盒
料號 06018B50L0

* 配件：Starlock 系列

1x 單機
1x 三角磨盤
1x 砂紙   2x 切片   1x 六角扳手

GST 12V-LI
12V鋰電線鋸機

空機

額定電壓 DC 10.8V
空載轉速 / 每分鐘 1500 - 2800 rpm
衝程長度 18 mm
最大切割能力 / 木材 70 mm
最大切割能力 / 鋁材 3 mm
最大切割能力 / 非合金鋼材 3 mm
重量 / 不含電池 1.325 kg 
包裝 紙盒
料號 06015A10L1

1x 單機
3x 線鋸片
1x 集塵連接管 
1x 防裂板   1x 塑膠底板   1x 集塵擋板 

在木頭上鑽孔 在金屬上鑽孔 鑽螺絲 在磚材上鑽孔
* 只適用在GSB 12V-30

如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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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矩控制
便捷的扭矩控制、可設置控制
完成作業時自動停止鑽入材料

1

頭部長度設計緊凑
在狹小工作區域，短而緊凑的
頭部設計提高作業的便捷性

2

雙速變速箱
雙速齒輪箱，可調整速度和匹配的扭矩

3

電池用量顯示
可通過對指示燈的容量、輕易的獲取電池使用狀態

4

電子電路保護 (ECP)
幫助延長電池壽命、並提高耐用性

5

靈活電力系統
在相同電壓的條件下、電池
與充電器的兼容性

6

延遲照明7

* 只適用在GSB 12V-30

GSR 120-LI
12V鋰電電鑽／起子機
精簡效率

額定電壓 DC 10.8V
空載轉速
高 / 低檔 / 每分鐘 0-430 / 1600 rpm
最大扭力 - 硬材 / 軟材 28 Nm / 11 Nm
夾頭尺寸 10 mm
最大鎖螺絲能力 / 木材 7 mm
最大鑽孔能力 / 木材 19 mm 
最大鑽孔能力 / 鋼材  6 mm
充電時間 1 小時
重量 / 含 1.5Ah 電池 1 kg 
包裝 塑膠箱
料號 06019F70C1

1x 單機 
1x 充電器
1x1.5Ah 電池

GSB 120-LI
12V鋰電震動電鑽
精簡效率

額定電壓 DC 10.8V/12V
空載轉速 
高 / 低檔 / 每分鐘 0-400/ 1300 rpm
震動功率 / 每分鐘 0-18750 bpm
最大扭力 / 硬材 / 軟材 28 Nm / 11 Nm
夾頭尺寸 10 mm
最大鎖螺絲能力 / 木材 7 mm
最大鑽孔能力 / 木材 19 mm
最大鑽孔能力 / 鋼材 6 mm
最大鑽孔能力 / 磚材 8 mm
充電時間 1 小時
重量 / 含 1.5Ah 電池 1.1 kg 
包裝 塑膠箱
料號 06019F30C3

1x 單機
1x 充電器
1x1.5Ah 電池

GSA 12V-LI
12V鋰電軍刀鋸
單手輕巧效率

空機

1x 單機    2x 軍刀鋸片
額定電壓 DC 10.8V/12V
空載轉速 / 每分鐘 0 - 3000 min-1

衝程長度 14.5 mm
最大切割能力 / 木材 65 mm
最大切割能力 /
非合金鋼管材

50 mm

重量 / 不含電池 1.03 kg 
包裝 紙盒
料號 060164L9L2

GAL 12V-40

空機

GRO 12V-35
12V鋰電刻磨機
一機六用  修繕便利

額定電壓 DC 10.8V
空載轉速 / 每分鐘 5000 - 35000 rpm
夾頭直徑 3 mm
重量 / 不含電池 0.425 kg 
包裝 紙盒
料號 06019C5000

1x 單機
1x 內襯格
1x 配件盒 ( 磨片與切片 ) 

$3,140

$6,220

$2,450
$4,930

$4,070
$3,400

$4,310
$5,250 $6,710

$5,190 $4,610
$3,450

GSR 12V-30 GSB 12V-30

(1600A01B6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