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疫情专刊

FAULHABER市场解决方案

用于健康护理、医疗和实验室设备
的驱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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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挑战
新型冠状病毒以及由它而导致的新冠肺炎让世界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确诊病例和感染人数
仍在持续攀升。为了阻止这场全球性流行病的蔓延，世界各国都在采取各项严厉措施。与此同时，实
验室和诊断能力也在得到不断的扩张，以加快检测分析速度，同时利用抗体和免疫数据进行疫苗的
研究与开发。除了为患者提供呼吸机，我们也要对那些奋力抢救危重患者生命的医护人员提供最完
善和可靠的保护。FAULHABER为这些重要的，甚至起到维持生命作用的设备供应主要部件——驱
动系统。除了符合EN ISO 9001和14001的高标准以外，FAULHABER还特别根据EN ISO 13485通过
了医疗产品认证。

积极应对新冠疫情

员工的健康是我们的当务之急！FAULHABER集团的所有分支机构都已采取最大可能的预防性措
施，以确保正常生产，为所有客户持续供应急需的驱动系统，为保障广大人民的健康和抵抗新冠肺
炎疫情做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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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HABER驱动解决方案

实力产品

■��直流无刷电机�–�FAULHABER�B、BHx、BXT
■��碳刷直流微电机

优势

■��速度控制简单
■��低振动、低噪音
■��低惯量、高动态
■��可实现很高的转速

呼吸机系统
在过去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全球呼吸机系统的需求量
迅速提升，很多国家都在积极扩大产量。为了保障患
者的氧气供应，持续正压通气装置（即所谓的CPAP
呼吸机）目前广泛应用于无创通气治疗。需要接受重
症监护的危重病患者通常必须接受麻醉和人工插管
治疗。对于呼吸机制造商来说，要确保顺畅的空气流
量控制，转速的可控性、低振动和低噪音运转以及可
靠性和低维护运行都是决定性因素，而这些恰好是
FAULHABER驱动系统的最佳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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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防护装备
（PAPR呼吸器）
呼吸器是个人防护装备的重要部分。毕竟飞沫传播是病毒的主
要传播方式。封闭式PAPR呼吸器（动力送风过滤式呼吸器）能
为医护人员提供最佳保护。这种可佩戴的呼吸机系统通过一
台风扇供应经过滤、无污染的空气。这样，医疗和护理人员在
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同时就能够得到最佳的个人保护，免受病
毒感染。PAPR呼吸器需要配备重量轻、结构紧凑和强有力的
驱动装置。尤其在目前条件下，PAPR呼吸器的电机更需要具备
可靠性和高效性，以满足长时间使用和医护人员安全保障的需
求。FAULHABER产品包括直流贵金属电刷微电机和直流无刷电
机，它们都非常适合于该应用领域。

FAULHABER驱动解决方案

实力产品

■��直流无刷电机�–�FAULHABER�B、BHx、BXT
■��碳刷直流微电机

优势

■��速度控制简单
■��低振动、低噪音
■��低惯量、高动态
■��可实现很高的转速

新冠肺炎疫情专刊

FAULHABER驱动解决方案

实力产品

■  直流贵金属电刷微电机 – FAULHABER SR
■  采用外置转子技术的直流无刷伺服电机 –  

FAULHABER BXT

优势

■  电池工作模式下耗电量低、效率高
■  高功率密度
■  运行可靠、高性能、使用寿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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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HABER驱动解决方案

实力产品

■ 带贵金属电刷或碳刷的直流微电机
■ 直流无刷伺服电机和扁平无刷电机
■ 步进电机
■ 直流无刷伺服直线电机

优势

■  包括电机、减速箱、编码器和控制器 
在内的全套解决方案

■  设计紧凑，重量轻， 
确保自动化设备内的高动态传输

■  完善齐全的旋转电机和直线电机产品

实验室自动化
进一步扩大检测能力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措施。只
有进行更多的检测，我们才能对病毒有更多的了解。疑似感
染新冠病毒的患者应该能够获得及时、准确的检测，以确定
他们是否感染病毒。目前最可靠的新冠病毒检测方法是聚
合酶链式反应检测（简称PCR检测）。由于此检测法非常复
杂，因而只有通过实现实验室自动化，才能获得更高的检测
能力。在分析仪器上经常需要使用微型伺服驱动来完成直
线和旋转定位。对于这些驱动装置来说，高动态和高精度
尤其重要。带内置编码器的FAULHABER直流微电机和钟形
电枢电机能够最大程度满足医疗检测实验室内的持续操作
要求。

FAULHABER驱动装置也为实验室分析仪器之间的样本输送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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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HABER驱动解决方案

实力产品

■��带贵金属电刷或碳刷的�
直流微电机

■��步进电机

优势

■��紧凑设计
■��高功率体积比
■��使用寿命长，可靠性好
■��维护要求低

选项

■��带丝杠的驱动系统
■��带客户定制小齿轮的输出轴
■��配备连接器的UL兼容电缆
■��带线驱动器的编码器

FAULHABER驱动解决方案

实力产品

■ 带贵金属电刷或碳刷的直流微电机
■ 直流无刷伺服电机和扁平无刷电机
■ 步进电机
■ 直流无刷伺服直线电机

优势

■  包括电机、减速箱、编码器和控制器 
在内的全套解决方案

■  设计紧凑，重量轻， 
确保自动化设备内的高动态传输

■  完善齐全的旋转电机和直线电机产品

即时检测 
（PoC检测）
如果为了及时做出决策而需要在短时间内获得检测结果，比
如在重症监护病房内或医院门诊部，那么医护人员就需要进行
PoC检测。此方法用于现场检测患者心肌酶和血常规参数值，
或者也可以配合PCR用于检测拭子病原体，如SARS-CoV-2新
冠病毒。PoC检测分析仪器几乎采用全自动操作，通过使用测
试条，检测人员只需执行很少的几个操作步骤。因此应用在这
些仪器上的驱动装置尽可能紧凑，并同时具有可靠性和高效
率。FAULHABER步进电机或者带碳刷或贵金属电刷的直流微
电机都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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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线测温
红外线热像测温仪的光学透镜可将建筑物、人或动物散
发的热能通过简化的方式呈现在检测器屏幕上。相关的
热辐射被转化为电气信号，最终形成图像或数值。这样
操作人员就可以迅速测定室内温度，或者在对抗新冠肺
炎疫情时用来检测有发热体征的疑似感染人。 
因此该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应用于检查点，比如边
境关卡。与其它测量方法相比，红外线热像测温仪的优
点在于，它们可以用于无接触式的体温测量，测量值还可
以保存在手提设备内。FAULHABER步进电机还具有结
构紧凑，功率强大，振动低，噪音低和节能的特点。因此
这类驱动装置是红外线照相机旋转和倾斜、变焦、聚焦
或快门控制的不二之选。 
 

FAULHABER驱动解决方案

实力产品

■�� FAULHABER步进电机

优势

■��高性价比的定位控制方案，无需编码器
■��可超快速换向，实现快速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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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HABER驱动解决方案

实力产品

■�� FAULHABER步进电机

优势

■��高性价比的定位控制方案，无需编码器
■��可超快速换向，实现快速聚焦

FAULHABER驱动系统概览

新冠肺炎疫情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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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mm

每转步数 不超过24*

连续输出转矩 0.25 至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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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电压 4 至 50 V

连续输出电流 最高 10 A

接口 RS232, CANopen, 
Ether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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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速机改制

 特殊输出轴

  特殊滚珠轴承

  带螺母的定制丝杠

  定制小齿轮

  零间隙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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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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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改制

  定制外壳设计

  生物兼容性润滑剂和粘合剂

  高温高压灭菌

  优化磁铁和薄板

  特殊绕组

 精密平衡的转子

编码器改制

  编码器电缆

  线驱动器

 定制固件

  编码器和电机/齿轮箱法兰 
之间的对齐

新冠肺炎疫情专刊

更多信息

www.faulhaber.com/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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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联系方式

更多信息

 faulhaber.com

 faulhaber.com/facebook

 faulhaber.com/youtubeDE

 faulhaber.com/linkedin

 faulhaber.com/instagr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