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AULHABER市场解决方案

机器人技术	
与自动化驱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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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未来的	
自动化	
技术

如今，没有机器人技术或自动化的工业世界已变得不可想象。在这种背景下，当
涉及在现代生产线上应用此类系统时，	
工艺安全性可靠性和经济效率是最重要的。

FAULHABER的工业级驱动组件以其高耐用性和高性能以及坚固紧凑的设计出
名。无论是否是用于精确或高度动态的定位任务，例如SMT装配机器、搬运器械
和电动夹具、传输系统或仿人机器人手中的敏感和低噪音操作。

FAULHABER驱动系统在机器人技术和 

自动化领域的应用

	 灌装和包装自动化

	传输系统

	工业配料系统

	焊接设备

	电线加工设备

	纺织工业自动化

	激光切割和绘图

	机器工具

	工具监控

	线性定位器/定位台



4 自动化

驱动系统

■		直径22	mm的4极无刷电机
■		集成速度/运动控制器 

优势

■		结构紧凑
■		高功率密度
■		高度动态	

选配

■		机械适配
■		特殊软件
■		预配置的控制器 

相关应用

■		机器人机械手
■		夹持系统

FAULHABER驱动解决方案

目前，既快速又强大的小型夹持系统通常仅为气动
式。因为使用压缩空气，可以在几乎没有时间滞后的
情况下输送大量的压力。压缩空气供应需要复杂的基
础设施，然而，为每个生产步骤提供压缩空气的操作	
较为困难且成本昂贵。幸运的是，由于基于紧凑型机
电一体化的夹具，这不再是必要的做法。这种新型夹
持系统可轻松实现与气动夹持相同的性能。使这种性
能成为可能的驱动是FAULHABER的无刷直流伺服电
机。

电动	
夹具

更多信息

www.faulhaber.com/grippers/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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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HABER驱动解决方案

自动化

驱动系统

■		直径22	mm的4极无刷电机 

优势

■		峰值扭矩高
■		重量轻
■		出色的可控性 

选配

■		特殊的电缆和连接器 

相关应用

■		工业工具
■		装配工具

每个人都能够直观地了解如何拧紧螺丝:	跟着感觉
走。在娱乐室中，这样就通常足以达到正确的紧固
扭矩量了。另一方面，在工业生产中，对安全螺钉
固定的要求要严格得多。用于微型扭力扳手的电机
和减速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扭力扳手

FAULHABER驱动解决方案

更多信息

www.faulhaber.com/torque-driver/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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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HABER驱动解决方案

自动化

驱动系统

■		定制无刷电机
■		定制控制器电子元件	

优势

■		超轻
■		高度动态
■		长使用寿命
■		建立合作伙伴 

选配

■		空心轴
■		高分辨率/精度编码器 

相关应用

■		光刻机器
■		晶圆检查系统
■		焊线机
■		IC测试处理程序

当今，大众市场的电子产品几乎完全由高性能装配
机器制造而成。考虑到这些快速变化的产品的本
质，时间就是金钱。因此，对于在该区域内部署的
生产设备而言，有两个方面特别重要：最大数量和
最短转换时间。对于这种机器的制造商来说，这意
味着确保最佳的输出，并结合连续操作中的简单
处理。只有复杂的操作顺序始终保持准确和可重
复性时，才能满足此要求。一个重要组件：具有卓
越功能的微电机和用于安置和供料系统的微型封
装。

SMT装配

更多信息

www.faulhaber.com/smt/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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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系统

■		为客户应用	
而设计的伺服装置

优势

■		广泛的速度范围
■		精确的角度定位
■		可靠
■		建立合作伙伴 

选配

■		多圈编码器 

相关应用

■		印钞机
■		印刷机和印后系统

印刷机用于将信息和颜色转印到纸张上。无论是用于
杂志还是包装材料，迅速和最佳的色彩呈现都是现代
印刷设备的真正需求。在输墨装置中始终调整各个颜
色的强度以获得最佳效果。如今，与先前通过手动控
制进行的工作相比，自动色彩区域调整器械更方便。
紧凑型微型驱动设计为电机-电位器-齿轮组件，特别
适合这种应用。这些驱动可以快速安装，既可以通过
控制面板进行手动调节，也可以通过按钮轻松地自动
调节已知值，以减少设置时间和浪费量。

印刷机

FAULHABER驱动解决方案

FAULHABER驱动解决方案

更多信息

www.faulhaber.com/printing-machine/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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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HABER驱动解决方案

机器人

驱动系统

■		直径15	mm的稀有金属电刷电机
■		直径32	mm的4极无刷电机 

优势

■		结构紧凑
■		高过载能力
■		稳健性和抗震性 

选配

■		机械定制
■		各种辅助减速机	
和其他组件 

相关应用

■		下水道
■		履带车

传统施工队在下水道系统上作业时需要挖掘道路，
并导致交通瘫痪数周，如今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
不复返了。如果能够在地下对管道进行检查和更
新就再好不过了。如今，下水道机器人可以从内部

执行许多任务。这些机器
人在维护城市基础设施方
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FAULHABER生产的电
机用于相机控制，工具功
能和车轮驱动。

检查	
机器人

更多信息

www.faulhaber.com/pipeline-inspection/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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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HABER驱动解决方案

机器人

驱动系统

■		直径23	mm的石墨电刷电机
■		直径38	mm的石墨电刷电机 

优势

■		可靠
■		紧凑设计
■		高效
■		精确 

选配

■		特殊输出轴 

相关应用

■		无人驾驶的地面车辆
■		遥控车辆（ROV）

如今，移动机器人经常应用在对人类来说太危险的紧
急情况下	-	作为工业操作、执法或反恐措施的一部
分，例如，识别可疑物体或拆除炸弹。由于极端的情
况，这些“操纵器车辆”必须满足特定的要求。正确的
机动和精确处理工具是两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当然，
该器械也必须保持尽可能小，以允许进入狭窄的通
道。自然，用于这种机器人的驱动必须同样优质。特殊
的高性能微电机已成为必不可少的组件。

遥控机械手

FAULHABER驱动解决方案

更多信息

www.faulhaber.com/mrov/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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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系统

■		带集成运动控制器的32	mm无刷4极电机 

 

优势

■		短时间过载能力
■		体积小，重量轻
■		电机和运动控制器包装在一起
■		CANopen接口 

选配

■		根据客户的需求和要求进行适配和改制
■		输出轴配置
■		电缆和连接器 

相关应用

■		自动邮戳	
和包装系统

■		无人驾驶运输车辆
■		移动机器人

FAULHABER	的微驱动和运动控制器使得
Magazino	的TORU拾取机器人具有相当的通
用性。考虑到网络零售行业的不断增长，迫切
需要物流和物料流技术的进步，来通过自动化
和数字化提高效率。仍然年轻的慕尼黑公司	
Magazino已经开始明智地结合自动驾驶和机
器人技术。该解决方案称为TORU，它具有革命
性的物流。对于自动驾驶物流机器人的搬运操
作，Magazino使用FAULHABER的驱动解决方
案和集成的运动控制器。

物流机器人
FAULHABER驱动解决方案

更多信息

www.faulhaber.com/logistics-robot/zh

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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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HABER驱动解决方案

驱动系统

■		带集成编码器的稀有金属电刷电机	

■		带集成编码器的石墨电刷电机

优势

■		高功率密度
■		高效
■		微型尺寸
■		短时间过载能力
■		运行安静 

选配

■		电缆长度
■		带线驱动器的编码器 

相关应用

■		服务机器人
■		协作机器人

自古以来，人们梦想创造人造人类。如今，现代技
术能够以人形机器人的形式实现这个梦想。即使仍
然需要相当数量的开发工作，但每个项目都必须采
取此第一步。作为该过程的初始阶段，自动开展工
作的人形机器人已经提供了许多益处。除了所使用
的许多组件的相互作用之外，主要挑战是供电和提
供各部件所需的空间。微电机是解决这两个关键问
题的理想解决方案。其相当大的功率密度，结合高
效率和最小的空间需求，提高了功率重量比，并允
许机器人长时间运行而无需对电池进行充电。

仿人	
机器人

机器人

更多信息

www.faulhaber.com/icub/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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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技术与	
自动化驱动系统
对于机器人技术和自动化应用，高度动态的驱动系统非常重要。	
电机通常应在最短时间内以全速或全扭矩运行。FAULHABER驱动系统凭借其无铁芯卷绕技术
和均匀的速度（扭矩曲线）提供此功能。FAULHABER	BX4或BP4系列等高性能电机系列提供
了这种环境所需的高功率密度。

对于精确定位和速度控制的需求可以通过FAULHABER的光电、磁电和绝对式编码器以及速
度和运动控制器的广泛组合来实现。配备CANopen或EtherCAT接口和可选的STO功能，其允
许将整个驱动系统集成到要求苛刻的机器人或具有过程控制系统的自动化应用中。

优势

	 	高度动态

	 	结构紧凑

	 	高功率密度

	 	短时过载能力

	 	与客户发展伙伴关系

	 	CANopen/EtherCAT接口

机器人技术与自动化



13机器人技术与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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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转线数 16	至	10	000	/	4	096绝对值

电源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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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安装法兰

	 	定制小齿轮

	 	特种润滑油

机器人技术与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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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标准	
到定制的解决方案

电机改制

	 	空心轴

	 	特殊绕组

	 	定制小齿轮

	 	外壳上的激光雕刻

	 	EMI滤波器

	 	特殊的电缆和连接器

编码器改制

	 	编码器电缆和连接器

	 	线驱动器

	 	编码器和电机/齿轮箱法兰之间的对齐

	 	可编程的编码器输出信号

机器人技术与自动化

更多信息

www.faulhaber.com/产品/



WE CREATE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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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