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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如空气

航空航天市场的设备制造商严重依赖于创新的新材料、工艺和零部件，以应对不
断增加的更高飞行器燃油效率和坚固性的挑战，同时需要降低成本，但在飞行器
安全合规和性能方面却不做出任何妥协。一旦我们离开大气层，冒险进入外太空，
这些挑战就会呈指数式增长。从飞行器机舱设备的小型驱动系统，到在广阔巨大
的太空中运行的光学系统的专用微型驱动组件，FAULHABER理解到在小电机和
运动控制方面，该行业面临的特殊挑战。无论是有刷直流、无刷直流、步进电机，
或是直线电机，微型直流电机和齿轮电动机都必须为最大限度地提高扭矩和牵
引力，同时尽量减少重量来被设计。在最小的空间中集成智能特性，比如编码器和
传感器，可以极大地增加运动系统的功能密度和价值，同时增加最小的额外尺寸
和重量。无论是通过提高燃油效率的成本降低，还是通过增加可销售有效载荷的
更高投资回报率，FAULHABER明白在起飞时,每一克都要精打细算。然而，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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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如空气

高功率和集成特性并不是FAULHABER驱动系统的唯一好处。运动系统
需要在极端冲击、振动和温度变化是常态的环境中生存，并且最重要的
是，考虑到这些严酷的条件，每次都能可靠地运行。

FAULHABER驱动系统在航空航天的进一步应用

 飞行器仪表化

 ECS / 环境控制系统

 无人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

 飞行记录仪

 机舱盥洗室设备

 安保 / 门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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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系统

■  Ø 26 mm & Ø 32 mm带金属减速器 
的石墨电刷电机

优势

■  高扭矩密度和平稳的调整速度
■  低噪声级
■  使用寿命长 

选配

■  特殊输出轴
■  集成式刹车盘
■  特殊布线,减少电磁干扰 

相关应用

■  隐私分隔板
■  折叠式桌子和平板电脑 

FAULHABER驱动解决方案

对于每一个飞行器机舱设备组件来说，最重要的要
求是可靠性。在飞行过程中必须没有什么会失效或破
裂。而当然，这也意味着维护间隔应该尽可能长。重量
是第二重要的要求。每公斤都会增加燃料消耗，这就
是为什么航空公司需要尽可能轻的设备。轻量化和高
性能的FAULHABER驱动系统实现了便捷式座椅调节
可以达到“平躺的”位置。

飞行器机舱设备

更多信息

www.faulhaber.com/cabin-equipment/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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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HABER驱动解决方案 FAULHABER驱动解决方案

更多信息

www.faulhaber.com/cabin-equipment/zh

驱动系统

■  Ø 22 mm带金属减速器和集成式编码器 
的四极无刷电机 

■  Ø 22 mm & Ø 13 mm 带金属减速器的 
贵金属电刷电机 

优势

■  结构紧凑
■  低噪声级和电磁干扰辐射 

选配

■  特殊输出轴

■  特殊屏蔽电缆

相关应用

■  盥洗室马桶座圈和盖子
■  机舱芬香装置

首先在私人飞机和商业飞机上成功地证明了，自动
机舱设备已经被适配用于头等舱，之后在商务舱
中使用。平板电脑的桌子和支架通过按下一个按
钮来上升下降，而遮阳系统是自动的。这些单独的
FAULHABER驱动组件是最优匹配彼此的，它们完
美地工作在一起，从而实现非常高的效率。现在提
供得越来越多的高端经济舱，很可能是下一个采用
这些舒适技术功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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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HABER驱动解决方案

航空

驱动系统

■   Ø 15 mm两相步进电机 

优势

■  高扭矩密度和平稳的调整速度
■  超高精度定位 

选配

■  特殊减小间隙的传动装置 

相关应用

■  变焦和调焦装置
■  摄像机升降架系统

更多信息

www.faulhaber.com/hoodtech/zh

摄影设备依赖于额外的稳定性，尤其是在小型无
人机或无人驾驶航空器上，因为它们的恒定重量
较低，几乎不会提供自动阻尼。在这里，一个带万
向架和陀螺稳定的安装平台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
案。然而，重量是一个问题，无非是因为迷你飞机
或无人侦察机还必须能够起飞。轻量化和功能强
大的FAULHABER步进电机，带有适合的传动装
置，为简单、可靠的陀螺稳定提供了完美的解决
方案。

无人机用摄像 
头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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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系统

■  Ø 32 mm带金属减速器和集成式 
编码器的石墨电刷电机

优势

■  高扭矩密度和平稳的调整速度
■  可靠  
■  使用寿命长 

选配

■  特殊输出轴 

相关应用

■  飞行员座椅锁定机构
■  紧急出口关闭系统

更多信息

www.faulhaber.com/flywhale/zh

无论是在陆地、水上还是在空中，Flywhale都可以安
全可靠地移动。 
不仅如此：利用这种采用超轻型纤维复合材料制造的
水陆两栖飞机，还能享受从空中探索世界的特殊航空
乐趣。 
来自FAULHABER的创新驱动技术也被放置在这些迷
人的水上飞机中，并在降低和提升前起落架从而安全
着陆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水陆两栖 
飞机

FAULHABER驱动解决方案

FAULHABER驱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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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HABER驱动解决方案

航天

驱动系统

■  Ø 22 mm带金属减速器的两相步进电机 

优势

■  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包括极低的 
温度和高真空中的长使用寿命

■  抗宇宙射线 

选配

■  特殊低温和 
高真空执行 

相关应用

■  天线定位系统
■  日冕仪定位系统

更多信息

www.faulhaber.com/mms/zh

为了研究地球磁层对我们现代世界的影响，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已经向太空发射了四次测量探测
器，以进行一项多年度的任务。每颗卫星都含有由
FAULHABER提供的四台步进齿轮电动机，它们可
以承受恶劣的太空条件。它们负责对实际的测量电
缆进行缠绕和解除。

遥感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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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HABER驱动解决方案

航天

驱动系统

■  Ø 16 mm带金属减速器的两 
极无刷电机

■  Ø 10 mm带金属减速器的贵 
金属电刷电机 

优势

■  可靠
■  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包括极低的温 

度和高真空中的长使用寿命
■  抗宇宙射线 

选配

■  特殊低温和高真空执行 

相关应用

■  太阳能电池板定位系统 
■  着陆鱼叉收放系统

更多信息

www.faulhaber.com/rosetta/zh

在2014年5月底，“罗塞塔”号太空探测器在围绕彗
星67P/丘留莫夫-格拉西缅科的轨道上运行，以便在8
月更接近它的时候，绘制出它的表面，从而为“菲莱”
着陆做好准备。2014年11月12日，这枚重达100公斤
的弹道着陆器着陆在彗星上，并开始进行实验，目的
是提供有关该彗星成分的信息。这个着陆器有14个
FAULHABER驱动系统，它们不顾长达10年旅行的艰
苦环境，穿越真空和极低的太空温度，以提供我们太
阳系创立和历史的有价值信息。

彗星探测器 
“罗塞塔使命”

FAULHABER驱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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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系统

■   Ø 10 mm带金属减速器的两相步进电机  

优势

■  真空适应性
■  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包括极低 

的温度和高真空中的长使用寿命
■  抗宇宙射线 

选配

■  特殊低温和高真空执行 

相关应用

■  天线定位系统
■  用于钻取和收集表面样本的机械臂

更多信息

www.faulhaber.com/exomars/zh

下一次火星探测车任务将在2020年开始。俄罗
斯质子火箭的主要有效载荷：由欧洲空间局和
俄罗斯联邦航天局(ESA & Roskosmos)开发的
ExoMars探测车。计划是为这个飞行器配备九
个测量仪器。其中一个测量仪器将安装在探测
车的两米高桅杆上。
Mullard空间科学实验室(MSSL-UCL)与OHB 
慕尼黑）、DLR（柏林）和TAS-CH（苏黎世）

合作开发的“全景摄像机”将拍摄地球的立体
图像。PanCam具有两个旋转滤镜轮，它们安
装在广角摄像头（WAC；由苏黎世的Thales 
Alenia制造）的前面，使其能够拍摄全景风貌
的三维图像。高分辨率摄像机（HRC；由OHB/
DLR制造）提供景观、地质结构和土壤样品的
详细图像。通过FAULHABER提供的三个步进
电机，可以驱动滤光片更换系统的旋转轴以及
高分辨率摄像头的对焦系统。

火星探测车
FAULHABER驱动解决方案

© ESA/ATG media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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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系统

■  Ø 35 mm带金属减速器的两极无刷电机 

优势

■  结构非常坚固  
■  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包括极 

高的温度和振动率下的抵抗力 

选配

■  特殊抗振动执行 

相关应用

■  摩托赛车节流阀执行机构

更多信息

www.faulhaber.com/rocket-fuel-valves/zh

在预算紧张的情况下，宇航局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
向商业太空领域，以提供未来的运载火箭。控制成
本的一种方法是在发射过程中优化燃料燃烧，使
浪费减到最少。由来自FAULHABER的坚固、可靠的
无刷伺服电机驱动的一种特殊的燃料调节阀，调整
了火箭燃料和液氧的最优混合。

火箭 
燃料阀

FAULHABER驱动解决方案

© Spac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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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 
驱动系统
FAULHABER提供了当今市场上最广泛多样的微驱动技术，并专注于在一些世界上最具挑战性
的应用领域应用这些技术，包括航天和航空。从高精度的微型步进电机，采用集成的线性元件
来移动镜头或控制视野，到轻量、坚固的有刷直流电机或无刷直流电机，用于飞机电动座椅的
应用，FAULHABER都有合适的驱动系统，以符合最具挑战性的规格要求。集成式编码器和传
感器组合构成完整系统，最小化空间和重量。FAULHABER产品提供了内在的性能特性，对于
航天和航空的成功应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优势

  高扭矩 / 牵引力重量比

  低电磁干扰

  宽温度范围

  使用高性能材料 
和坚固的制造工艺

  与编码器、减速器、 
刹车和驱动器的组合

航天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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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电机 内置驱动器的电机

外径 6 至 38 mm

无负荷转速 最高达20 200 min-1

连续输出转矩 0.17 至 224 mNm

外径 15 … [] 40 x 54 mm

无负荷转速 最高达16 300 min-1

连续输出转矩 1.8 至 160 mNm

直流无刷电机 步进电机

外径 3 至 44 mm

无负荷转速 最高达61 000 min-1

连续输出转矩 0.01 至 217 mNm

外径 6 至 22 mm

每转步数 不超过24*

连续输出转矩 0.17 至 224 mNm

*每转全步进驱动方式

直流无刷伺服直线电机 精密减速箱

行程 15 至 220 mm

转速 1.8 至 3.2 m/s

连续作用力 1.03 至 9.2 N

外径 3.4 至 44 mm

减速比 4:1至983 447:1

连续输出转矩 0.88 mNm 至 16 Nm

编码器 驱动器

类型 光电式，磁电式

输入/输出端口数 2 至 3 / 绝对

每圈线数 16 至 10 000 / 4 096绝
对值

电源 4 至 50 V

连续输出电流 最高 10 A

接口 RS232, CANopen, 
EtherCAT

FAULHABER驱动系统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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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标准到 
定制的解决方案
FAULHABER标准系列可以通过超过2500万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组合，以
为特定应用创建最佳驱动系统。与此同时，这种技术上的“构造组合”也
是调整解决方案的基础，从而让我们能够设置各种特殊版本来满足客户
的具体需求。 
 
出色的设计能力和深厚的应用功底，也使我们在研发和提供客户定制的
驱动解决方案方面，能够成为一家为人称道的合作伙伴。这些解决方案的
范围：从专门的特殊组件或为应用程序定制设计到与复杂机电组件自动
化生产的系统合作关系。

减速机改制

  特殊输出轴和固定法兰

  定制小齿轮

  高真空润滑

  扩展的温度范围润滑

  减小间隙执行

航天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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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标准到 
定制的解决方案

电机改制

  特殊绕组

  高真空执行

  扩展温度执行

  精密平衡的转子

  特殊输出轴和固定法兰

  定制小齿轮

  特殊抗高振动执行

  特殊的电缆和接头

编码器改制

  编码器电缆和连接器

  编码器和电机/齿轮箱 
法兰之间的对齐

  可编程分辨率

航天航空

更多信息

www.faulhaber.com/产品/



WE CREATE MO-

TION

本地联系方式

FAULHABER Drive System Technology  
(Taicang) Co., Ltd.

Eastern Block, Incubator Building, 
No. 6 Beijing Road West 
Taicang 215400, Jiangsu Province 
Tel.: +86 (0) 512 5337 2626

info@faulhaber.cn 
www.faulhaber.cn

更多信息

 faulhaber.cn

 info@faulhaber.cn

 faulhaber.cn/youku

 FAULHABER on WeCh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