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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快乐

侦查情况、采取
措施、解除危险

新产品

FAULHABER 客户杂志
10周年庆精装版本

小小的驱动装置承担
着现场危险的工作

全新的运动控制器系列
使产品范围更加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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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不懈 一 这是 FAULHABER 集团的一项基本原则，
这一点也充分展现在我们的客户杂志 FAULHABER info 中。

每年推出两期，每次都准时在汉诺威工

范围也越来越趋向于全球化，内容也更国

展现了各种产品应用所面对的挑战。这样

业展和国际机械自动化展览会 (SPS/IPC/

际化， 所面向的应用场所也是 10 年前不

一来，很快就超出了一页双面的范围。此

Drives) 这样的秋季博览会期间推出，已经

可想象的。

外，我们的杂志还以其多样性和各种主题

维持了10年。经过专业调研的应用报告、

创新。这也是 FAULHABER 的原则之一：继

来自各种不同行业扣人心弦的客户项目和

往开来一直是我们客户杂志的宗旨。本着

FAULHABER 专属的全新技术产品和特征以

这一目标，这本杂志 10 年来不断发展壮

信息化、便于读者阅读的方式展现出来。

大。设计版面定期根据时下流行趋势和意

企业形象的展现

驱动技术领域的品质

义进行调整。抓住那些现代感十足、但又

代表。FAULHABER info 针对业务重点在生

并非“短命”的潮流元素。包括像社交传

产自动化/机器人技术、机械制造、设备

媒推广的信息（如 FAULHABER 的 facebook

技术或医疗/实验室医用领域的客户和意

页面）也出现在“新闻”的板块下。

向。杂志全球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 5 万

最小的空间，最大的性能。这就是我们客

本以上。FAULHABER info 从一开始便推出

户杂志上的标语。扣人心弦和技术方面丰

了德文和英文两个版本。2008 年和 2010

富多彩的应用报告充满了有趣的细节。杂

年，又先后推出了法文版和中文版。读者

志通常还会采用大量的图片资料，生动地

和用途的切换翻新而著称。我们将最重要
的内容缩编起来，但不失阅读价值，配以
生动的照片，展示最大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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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寻找主题。

这是过去 10 年中您和我们
所共飨的经典报道

类似项目的负责人知道：要找到合适的主

我们 FAULHABER 对于所生产驱动系统的应

应用案例 一 手术台。能够在脊椎外科手

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要在 16

用实例始终倍感兴奋，并且乐于报道。但

术中完成高精度辅助工作的微型六足仿生

页中充实各种有趣的内容和相应的图片

如果您作为读者也能分享到我们的兴奋并

机器人采用微型 smoovy 电机。

资料。经常有些来自备受瞩目行业非常有

给予我们反馈，我们将倍感欣慰。当然，

趣的主题、扣人心弦并且具有开拓性质的

还有一些 FAULHABER 电机应用的极其特

应用却出于严格的保密规定而因此不能公

殊的地点场所、案例和功能。让我们就此

开。或者有些很棒的主题，特别适宜撰文

回顾一下：

推广，但却找不到合适的图片资料。这时
就需要编辑团队的技巧、耐心和毅力。但
同时还必须考虑相应的时间期限，印刷时
间是不能推迟的。
但主题从何而来呢？首先是我们的客户及
其产品、应用和挑战。我们的销售顾问会
提供合适故事的建议并在客户页面上发布
联系方式。FAULHABER info 的编辑人员

应用案例 一 海洋。为了拍摄纪录片“我
们的海洋”，摄像机必须特别的稳固，才
能确保在底座不停晃动的情况下依旧能摄
制出无摆动的画面。
应用案例 一 太空。小巧、有力、经久耐
用 - 这是 NASA 对于其磁层多尺度探测任
务的要求。

再次与客户进行协调，查找必要的基本资

应用案例 一 微型齿环泵。这是纯粹

料，以便撰稿人能够得到一个理想的撰文

高科技的体现。需要对极小量的液

基础。在各种问题解决之后，便是制作内

体进行专门的计量。

容和排版，然后进行调整，最后与负责人

应用案例 一 医疗和生活质

员协商确定。

量。全球第一个微处理器
控制的腿部假肢采用的是
FAULHABER 的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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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案例 一 美国亚利桑那州。全球最
强大的单体望远镜位于美国亚利桑那
州的格拉汉姆峰上。

向我们的客户致以诚挚的
客户致以诚挚的
谢意。
亲爱的客户朋友们，非常感谢您对
FAULHABER info 的支持。感谢你们
卓越的产品、项目和应用对于我们
创作灵感的激发，这些是我们能够
撰写出优秀报道的基础。此外，我
们对您们在发行方面的支持和灵活
度也表示衷心感谢。
我
我们不仅感谢你们阅读我们的杂
志
志，更感谢你们的回馈、意见和建
议
议以及对我们一如既往的支持。我
们期
们期待 FAULHABER info 能够继续
为您
为您带来阅读的快感和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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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tz Faulhaber 博士访谈

执行董事 Fritz Faulhaber 博士的专访

“我们是一家科技
驱动型的企业”
60 多年来，FAULHABER 从一家施瓦本地区的小型企业成为了一家专门生产功率范围在
0.01 至 200 mNm 之间微型驱动装置的科技领导企业。将近 470 页的产品目录内容丰
富，而企业的产品范围在未来几年内也将更加充实，今后，这家来自德国巴符州的市场
领头兵将会带来什么样的技术创新，这一点令人期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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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haber 博士，贵企业驱动器的成功历

在过去 60 年中，FAULHABER 经历了许多

史开始于 60 多年前，如今，贵企业和

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不仅是在技术方面。

FAULHABER 这个品牌有什么特点？

哪些事件对于您本人而言意义重大？

我们是一家科技驱动型的企业。早在 60

技术方面从开始到现在肯定是亮点众多。

年前，我父亲创办公司时的理念便是源于

我们同客户一起完成了大量的项目，而就

其对无铁芯转子线圈的研发，完全是出于

每一个项目而言，它们本身都绝对是独具

技术方面的考虑。直至今日，FAULHABER
的技术领先一步更是我们的原动力，能够
始终为我们的客户、特别是为我们自己开
拓出新的道路。因此，创新力依旧是我们

魅力的。从照相机到医疗技术，从深海到
太空，我们无处不在。我们合作客户及其
项目的多样性是我们所开展的业务所带来
的最美妙的成果之一。

最重要的企业价值。我们的创新早已不局

而对于我本人而言，最具意义的无非是我

限在纯粹的产品研发。如今，我们的创新

们在这期间利用我们自身的力量所实现的

已经延伸至所有企业部门，特别是生产工

增长成就。我们的所有投资都源自我们自

艺和加工流程。我们如何利用我们的团
队、如何高质量、可靠地完成工作，是关
键中的关键。

身的盈利，而对于外部资本的操作（例如
房地产经营）十分谨慎。在这一原则下，
我们一直稳健发展到今天，而这也带给了
我们优势，即可以制定出较长时间稳定的

在如今波澜壮阔的经济时代，稳定同样

企业目标，而无需每个季度不断去证明我

是一个关键词，而我们的企业还有 FAUL-

们可以提高我们的盈利或是与银行家探讨

HABER 这个品牌都是稳健的象征。而这里

我们的支出计划。

所说到的稳定是全方位的，不仅在管理方

正是通过我们自身的力量，打造出了如今

面，在质量、增长和财力方面同样如此。

拥有近 1500 名员工的 FAULHABER 集团，

2009 年之前，亏损和企业原因造成的员工

因为作为传统的中型家族企业，能够在市

得以不断拓展我们的技术和产品范围，实

解职对于许多德国企业而言都是陌生的概

场立足 60 年，稳定运作是必要的。这听

现我们的远景规划，即生产出全世界最精

念。那么这几年的危机对 FAULHABER 集

上去可能有些索然无味，但却是 60 年来

密、最小的可移动产品。这对于我而言是

团、特别是对 Schoenaich 的总部造成了什

的成功经验。

我们目前为止所完成的最伟大的成果。

么样的影响？
我们当然如同其它许多公司一样都受到了
经济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所生产的
是工业用组件，和该领域的绝大部分企业
一样，我们也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期。
我们位于 Schoenaich 的总部以及生产相关
的公司也不例外，特别是在生产部门，我
们不得不进行相关的调整。但由于我们的
产品对员工技能要求很高，需要较长并且
较深入的培训学习时间才能保持高品质的
工作。因此，我们在面临亏损的情况下最
大程度的去保住我们的员工，而不是毁掉
我们未来的道路。
这也是 FAULHABER 的企业史中第一次遇
到必须要采取这一步的情况。我们做出的
这一步经过了慎重的考虑，我希望能够经
得住时间的考验。总体而言，我觉得我们
已经从危机中恢复过来，重新回到了危机
前的水平。
FAULHABER info 第 1 期 |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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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tz Faulhaber 博士访谈
您如何看待“德国制造”与 FAULHABER 今
后研发工作的联系？
除了高科技以外，我们产品最主要的特征
首先是高品质。即客户所期待的高品质。
如果看一下我们产品所应用的情况就不足
为奇了。在如今的医疗技术领域，一件即
便是拥有成百上千件零部件的产品都不能
出现任何的差错。这一点早就是毋庸置疑
的。我们现在所谈论的都是无差错！
在打造德国生产基地这一概念上，我们很
早就意识到了这其中所面临的挑战。因
此，我们多年前就在未裁员的前提下完成
了生产自动化，这一切都仰仗于我们的发
展与增长。我想，我们如今有能力在全球
具有竞争力的成本基础上、在德国国内生
产出许多一流品质的零部件。
在质量要求方面，确实变化相当大吗？
很明显。出于众多原因，质量要求已经
越来越严格。而不仅是出于法律方面的
原因。因此，对于工业组件的生产商而
言，尽可能降低差错是至关重要的环节。
如今，我们必须采取“先行”的态度参与
质量管理，即在差错发生之前找到潜在的

于我们而言可能是最重要也是最有吸引力

FAULHABER 集团如何面对现在和将来的

的行业。我们在医疗技术行业所涉足的领

国际竞争条件？特别是针对亚洲市场的发

域很多，无论是配备分析仪器的实验室自

展？

动化，采用手术机器人的外科医学或是肢
体移植技术。航天航空对于我们而言也是
一个重要市场，在过去飞行工具还是靠机

难，因为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特点。亚

械方式驱动的时代，我们的用途包括很多

洲市场也有它自己的定律。对于欧洲企

此外，微型化的趋势如今已经越来越深

层面。而如今，绝大部分集中在数字化方

业，最大的挑战首先是理解这个市场的

入发展。科技发展的方向是尽可能达

面。这就是时间带来的变化。赢得市场和

业务以及其运作方式。而这与产品本身并

到极限。

失去市场。在过去，我们为口述录音机生

无关系。

在追求最小体积下实现高性能的同时，如

产了成千上万的电机，现在我们已经不再

今还要整合尽可能多的功能。在许多应用

生产这种产品了。廉价的设备所有都在亚

领域还要求极高的负荷承载能力，例如能

洲加工，而较贵的设备目前都已经数字化

差错源。

够经受深冻和煮沸并依旧保持精确的功

了。

能。要求越来越高，工程师们需要从我们

另一个对于我们的驱动技术而言极具潜力

这里获得经得住考验的高品质产品，帮助

的市场就是军事行业。

他们尽可能承担更多的工作，以便能够最
快、无风险地实现研发目的。而我们必须
在技术上和质量上始终领先一步才能满足
这些需求。
哪些是您企业目前最重要的行业？您认为
未来的增长市场在哪里？

8

对于这个问题给出一个总体的回答真的很

为什么是军事行业？

例如如果要在中国市场推行德国的方法，
很快就会失败。在中国，必须采取另一种
风格和方式，针对当地市场和文化相应地
改变策略，才能成功。而我们在那里能够
取得成功是毋庸置疑的。因为首先我们拥
有技术上最棒的产品，其次我们能够从小
批量到中批量，根据各种应用提出量身定
制的解决方案。因为批量生产两百万件的

大部分人也许认为军事上所采用的技术永
远都是最先进的。当然有些领域例如军事
用的卫星监控是非常先进的。但有很多领
域军事技术却远远落后于工业标准。对于
我们的产品来说，在光学和机器人技术方

产品，要比生产 100 或500 件完全不同的
产品要容易得多。而这正是我们的专长，
也是亚洲生产商通常无法做到也不愿做到
的。我们的潜力在于能够少量加工，为亚

对于我们而言，最重要的行业在德国是工

面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目前，我们在美国

洲市场提供客户定制的特殊解决方案。即

业自动化，也就是说精密和特种机床，例

研发应用了一款侦察用机器人，这个机器

便是在像中国这样以所谓廉价商品著称的

如用于 SMT 装备或太阳能电池生产的机

人就像球一样可以滚动投放，然后展开对

国家，人们也愿意为高品质产品支付合理

械设备。从全球角度来看，医疗技术对

周围的情况进行侦察。

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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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FAULHABER 在中国的第一家分支

营销推广。中国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市

您的未来愿景是什么？您如何看待 5 年后

机构投入运行。FAULHABER 作为来自欧洲

场，但就绝对数量而言，肯定是最具增长

的驱动技术以及您的企业？

的生产商如何能够在那里立足？

潜力的市场。

虽然可能听上去很无聊，但我还是想重复
一遍，我们将继续秉承我们的基本原则，

我们的产品在全球通过分销商推广销售，
这一方法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是

您说过，在技术上许多领域都在向所能

继续以稳定为先。目前欧洲的经济形势肯

如今我们的业务已经越来越少涉及标准产

达到的极限努力发展。那么对于像 FAUL-

定是不容乐观。因此我们目前不会有什么

品，而更多是量身定制的特殊解决方案。

HABER 这样的科技领导者而言，如何才能

大规模的举措，而是全心致力于我们的产

虽然不是绝对的，但一个分销商，几乎没

快速、有力地推出产品创新？

品研发。

就像我之前所强调的，我们的研发能力对

从大体和总体而言，我们不会脱离驱动技

于我们的未来而言无比重要。我们采取相

术这一领域。我们虽然有能力生产泵这样

应的战略措施，让我们能够不断研发出新

的客户产品，但我们不会这样做，因为我

产品，从而使我们在竞争中始终能够一步

们的着眼点在于驱动系统的生产。我们将

有能力和关键技术，能够成为客户针对这
些应用称职的合作伙伴。因此，我们的战
略是与我们的分销商和我们自己的代表处
一起遍布全球需要秉承贴近客户原则的市
场。而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市场。

当先。到现在为止，这样的战略绝大多数
首先我们的代表处针对的是那些使用我们
的产品、在中国生产并从中国出口的欧洲
客户。对于中国市场本身而言，我们欧洲
的产品价格目前过高。如今已经有越来越
多的中国人生活在城市中并掌握了更多的
收入。所以对于中国市场本身而言，像我
们这样生产产品的西方企业也开始让人产

情况下是成功的。在我们这个行业的各种
技术领域，我们都曾经是名列前茅的。虽
然我们不是纯粹的生产企业，但我们生产
的产品在技术上是非常成熟和特别的，以
至于其它竞争对手尚未掌握。因此，我们
始终能保持2年的领先优势。我们的研发周

生兴趣。但目前的价格差别还是非常巨大

期相对较长。将新技术投放市场绝不是改

的，并且遇到了本地企业的极大竞争。现

变颜色这么简单。我们不会投放不可靠、

在的中国已经不再只是廉价复制西方的技

尚未成熟的产品进入市场。否则我们将很

术和产品，越来越多自己的产品研发问世

快收到市场严厉的惩罚。为了确保成功，

并投入到本地市场或作为高档出口品进行

我们会将研发时间拓展得长一些。

保持在对100毫米以内产品的关注，我们
将继续致力于最高精度和可靠性，我们将
着眼于机电一体化并始终将最高的性能置
于最小的空间内投放市场。
在过去几年，我们推出了将近16件新产
品，包括变型产品。这是我们目前的研发
节奏。我们接下来几年的规划已经非常充
实。

FAULHABER 中国分公司于2010年10月在太仓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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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技术

小小的驱动装置承担着现场危险的工作

侦察情况、采取措
施、解除危险
为了及时侦察到炸弹、地雷和其它危险武器并解除危险，需要专家和专业知
识。这项任务的关键在于提早发现情况，以免在没必要的情况下请示专家并在
鉴定后确保尽可能无危险地处理。这里可使用专用的小型遥控车，从而大大地
减小对人员的危险。所承担现场排险作业的不是人体肌肉，而是高精尖的微型
电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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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来自 Dorset 的英国
AB Precision (Poole) 有限公司一直是英国国
防部的供应商。为了适应如今爆炸物体侦
察和排险日益增加的危险，来自 Dorset 的
专家们研发出了最新一代的 Guardian MROV
（微型遥控车）。这种模块化结构的小型
车可以根据要求作为设备载体装配辅助装
备。大范围的应用领域也意味着必须适应
各种道路条件。
紧凑型的结构十分受欢迎。同样重要的是
微型的结构，从而能够通过狭窄的通道，
例如在火车、飞机或地铁内。为了将包括
强力越野驱动性能等尽可能多的不同功能
整合在一个小型设备载体内，英国专家与
FAULHABER 的驱动技术专家紧密合作。

2.1 米的高度眺望功能为操作人员创造了全面
览视的可能性（AB Precision 提供图片）

在 Guardian 的基本装备中，15 个不同的
微型驱动器承担着准确完成操控指令的责
任。操控由一台指令箱完成。一台17寸的

“驱动模块”打造的定制解决方案。 所

操作装置则由于功能原因采用一个23毫米

LCD显示器显示摄像头摄制的图像，而一

使用的驱动器与用途一样各不相同。但

和一个26毫米的驱动器作业。所有电机采

个10.5寸触摸屏通过软键和车辆的3D图像

所有驱动器都必须满足共同的要求，就

用牢固的直流电刷技术并且所需的电压极

提供对辅助模块的直观操控功能。两个用

是绝对的可靠性、最低程度的紧凑结构，

小。相对通过脉宽调制的驱动器控制装置

于驱动装置和操作臂的操纵杆控制器对操

流畅运行同时的高性能以及尽可能高的效

简单和牢固，对于该用途特别理想。

控中心起到补充作用。

率，以确保长期的蓄电池使用寿命。简而

因为经常要在狭窄的空间进行侦察，所

言之，Guardian 的产品理念与 FAULHABER

以需要紧凑型的结构。417毫米的宽度（

的驱动电机相辅相成。在两种情况下所采

履带）、最大1280毫米的长度和504毫米

用的都是模块化结构的产品实现尽可能广

的高度（悬臂），基座也能通过狭窄的通

泛的用途。这种联系也体现在所采用的15

道。除此之外，侦察半径也应保持尽可能

个驱动器上。根据任务的不同选择电机和

大。一个“伸缩臂”能够延长探头的侦察

齿轮箱并根据性能要求进行组合。这样一

范围至2.10米，同时，探头也可以降低至

来，四个驱动器模组便通过一台38毫米直

在车底盘下方侦察。较低的重心和牢固的

径的电机以及与直径匹配的行星齿轮箱

履带构成了坚实的基础，确保了无颤动、

获得动力。1 PS 功率的电机加上超过200

高清晰度的摄像以及通过悬臂头实现精确

W、将近 150 mNm 的电机轴性能能够足

的操作。根据路面要求的不同，也可采用

够使车辆连同装备可以越野行驶或在坡面

车轮式行走机构。如果是坚实的地面，这

上移动。

样便可达到较高的行驶速度，并提高行动
性能。

两个结构相同、采用不同齿轮减速的电机
同时也负责伸缩悬臂的升降。因齿轮减速

依靠模块化的结构实现高灵活性。整车在

装置选择范围广泛，所以在两种情况下均

安全的距离内由便携的模块快速组装而

可以选择出最佳的从动扭矩和速度。较小

成。这样便方便了运输并帮助专家可以通

的32毫米电机功率将近80瓦，用于将伸缩

过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模块用于现场。除了

臂伸出及收起。为了将探头重量保持在低

一台四色摄像头外，还有例如不同武器（

水平，轻巧的驱动装置以其26毫米的直径

如可以击碎锁头）、配备X光设备、水流

和44瓦的功率完成“扭头、翻转”的动

切割单元和更多各种各样的模块。可选配

作。摄像头和选配的武器通过两个相同的

的挂车还可以用于辅助装备。

驱动器（23毫米直径，20瓦功率）移动。

更多信息
英国电控机械系统有限公司
www.ems-limited.co.uk
英国 AB Precision（Poole）有限公司
www.abp-eod.com

FAULHABER info 第 1 期 | 2012 年

11

光学

线性直流伺服电机移动显微镜扫描台

精度达到 - 小
数点后 3 位
先进的显微镜在科研和日常医疗工作中是不可或缺的。为了
快速而安全地观看样品的正确位置，载片始终位于镜头下方
的载物台上移动。但手动调节已经不符合最新技术水平了。
如今，越来越多地采用微型驱动器完成这一工作。但这里也
有区别。为了能够避免机械式操作并快速、高精度地进行移
动，最新的设计方案采用的是小型线性直流伺服电机。在几
分米的运动范围内，重复精度能够达到几微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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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线性直流伺服电机的
全新扫描台
仪器移动稳定性和
动力设计制胜。

人们越来越聚焦一个事物的时候，视野就

紧凑型的线性技术。线性驱动器将电子系

至 +125 °C 之间，包含所有常用的应用

会变得越来越狭窄。这个道理对于现代显

统快速和便捷的操控性与气动缸的简单结

范围。 虽然性能强大，但该线性电机依旧

微镜的高放大性能也是如此。为了对一件

构结合在了一起。之前通常采用带滑座和

可通过移动控制器实现精密调控。重复精

样品进行“由点到面”的分析评估，必须

导轨的“表面行走装置”，而现在，微型

度（多次相同移动的最大误差）为 40 微

使样品在镜头焦点下移动。来自英国剑桥

驱动器安装在一个全新、转动平衡的行走

米。三个线性霍尔传感器与移动控制器限

的 Objective Imaging 有限公司因此发明出

机构系统内。矩形、轻质并且可法兰连接

制了最大的位置错误，也就是说，规定位

了能够满足现代显微镜技术要求的新型扫

的定子能够保证几乎通用的外型样式，可

置和测量位置的差值为120微米（20毫米版

描台。这种移动式台面的驱动技术源于

以方便地正在扫描台上。对于结构大小而

本）和 220 微米（120毫米版本）。所有

FAULHABER。一台直接驱动的线性电机在

言也非常有优势：定子（电机）包括接线

值采用纯粹电子方式确定，组件的机械误

动力学和高精度方面确立了新的标尺。

插头的尺寸仅为 12.5 x 19.9 x 49.4 mm (宽

差、磨损和热胀冷缩都不是问题。

拓展视野。Oasis Glide-S1 采用一个 75 x
52 毫米的“调节视窗”。全新的线性驱
动器提供在该领域前所未有的高精度、快
速性和绝对的移动稳定性。后者对于驱动
系统的选择至关重要。完全避免了主轴驱
动这样的机械操作。尽管技术先进，但扫

x 高 x 长)。转子棒目前有6种规格，直径
都是6.3毫米，但长度可选择82、109、127
、154、172和190毫米。这样一来，冲程长
度范围便达到了 +/- 10 至 60 毫米之间，
电机便可用于 20 至 120 毫米的应用条
件。而驱动器的重量仅为57 和 82 克。

描台依旧提供常用的标准装置，如燕尾形

从用户角度而言，驱动器仅由三个组件构

导轨或螺栓固定装置。一个全新的手动输

成：定子（电机）、带插头的电缆和转子

入单元配备彩色触摸屏，加上3轴操纵杆

棒。非磁性钢外壳包覆自支撑型的三相线

大大简化了不同位置的设置。相对之前的

圈以及由滑动轴承材料制成的转子的套筒

系统而言，全新的扫描台在改善机械值的

轴承。在上盖板下方还有一个用于三个霍

情况下更小、更轻。驱动方面的机械方式

尔传感器的印刷电路板和插头，传感器用

几乎被降到零，同样移动声响也几乎消失

于定位。高精度金属滑棒配有超强大的永

了。高垂直稳定性和防震性虽然在步进速

久磁体。

度较高的情况下依旧能够保持，因而能够
提高分表率。整个系统完全免维护，并且
装配方便。

线性直流伺服电机的机械特征数据非常引
人注目：转子棒的连续作用力为3.6牛，而
瞬时作用力则可达到 10.7 牛。根据负荷情

作为可调节台面的核心，所采用的是两台

况的不同，20 毫米版本的加速度为 198 m/

+/-30 和 +/-80 毫米冲程的线性电机。除

s2，是重力加速度的 19 倍，而 120 毫米
2

了机械分辨率的明显改善外，这种驱动解

版本的加速度也可以达到 82.9 m/s 。转子

决方案相对传统的解决方案而言还具有优

棒牢固的滑动轴承能够承受 3.2m/s 的速

秀的性价比。

度。所允许的驱动器运行温度范围在 -20

更多信息
英国电控机械系统有限公司
www.ems-limited.co.uk
英国 Objective Imaging 有限公司
www.objectiveimag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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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

用于无人驾驶飞机的电子燃油喷射装置

更高的性能，
更低的消耗

无人驾驶飞机需要可靠的驱动系统，在消耗
最少量燃油的情况下能够确保长时间的飞行。目前
为止，仅采用汽化器进行燃油输送，但该装置无法针对不同

科研、军事、现在越来越多的包括工业、
传媒和救援服务领域倾向于采用小型无人
驾驶飞机进行 侦察和测量。这比购买有
人驾驶飞行器的成本要低得多。因为尺

的飞行阶段将混合燃油以最佳的方式进行输送。而全新的微

寸小，所以驱动器仅需要小型的内置内

型燃油喷射系统（EFI）专为小型内燃机设计，能够为无人驾

燃机，但目前实际上都采用的是汽化器

驶飞机提供大型发动机那样的汽油喷射装置。该系统非常优
秀，特点在于性能高，油耗低，可靠性高。微型电机作为燃

进行燃油输送。来自澳大利的 Currawong
Engineering Pty 有限公司通过采用小型电
子燃油喷射系统实现了这一转变。这样一

油泵的驱动器能够为喷油系统提供必要的压力。该应用所需

来，对于小型的飞机也可以始终确保最佳

的特点是功率密度高，重量轻，可靠性高。

的燃油混合效果。处于压力下的燃油通过
专用的喷油装置喷射进入进气弯管中。空
气燃油混合比通过一个多功能电子控制单
元（ECU）调节。为了生成必要的燃油压
力，需要辅助能量。一个高性能、微重量
的直流微型电机确保燃油压力的平均，与
飞行高度、油箱大小或飞行路线无关。
飞行中的混合。飞机中的发动机对于空气
燃油比的要求非常高。燃油和空气的比例
只有在很精确的情况下才可燃，更困难的
是，发动机必须始终确保在最佳功率和最
低油耗的情况下运行。恰恰对于小型飞机
而言，低油耗十分重要，节省下来的每一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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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燃油的最佳雾化效果，微小的液滴比大
油滴的挥发性好，能够形成平均的混合。
这样一来，不仅是在启动时而且即便是空
气稀薄、飞行高度较高以及满负荷、空气
含氧量高、贴地面飞行的情况下，也可确
保过小流量便可实现最佳的混合效果。总
而言之，这意味着喷油装置的耗油量减少
了发动机 15% 至 30% 的油耗，提供了更
高的性能以及更高的可靠性。
实际中的喷油。原理很简单，但小型电机
喷油系统设计起来有困难。澳大利亚的专
家们成功用其紧凑型系统对 10 毫升至 250
毫升排量的发动机进行了喷油驱动。整个
设备由多个模块组成，可根据相应的电机
协调。除了操控系统、曲轴定位传感器、
进气和汽缸盖温度传感器外，系统还包括
一个点火模块、喷油嘴、燃油压力存储器
和燃油泵。高精度的精密机械组件加在一
起的重量还不到 200 克，体积仅为 74 x 58

紧凑型喷油装置连同电子

x 39 mm (高 x 宽 x 深)。这些经过认证零

控制单元（ECU）和泵的重量

部件的用途包括 -30 至 50 °C 的温度范围

仅为 200 克。

和 6000 米以下的应用高度。超过 1,500 小
克都可以延长飞行时间，提高利用度。因

时的检验飞行时长以及 700 小时不停的长

为大部分小型飞机仅配有一台发动机，如

效运行试验证明了所有组件的高可靠性。

发生故障将被迫坠落，因此对于组件的可

压力生成的关键在于活塞泵和一个后置连

靠性而言极其重要。汽化器飞行发动机的

接的压力存储器，该压力存储器配有用保

问题在于，如果汽化器在海平面高度为最

持系统内压力恒定在 2.9 至 3.2 巴的压力

佳设置，那么在高空飞行时，其燃油混合
浓度会过高。但如果是在高空飞行时处于
最佳状态，那么在地面飞行时，发动机运
行的燃油混合浓度就会过低。所以必须采
取“妥协”措施，即降低功率并提高油
耗。如今，电子汽油喷射装置解决了这个
问题。

调节装置。燃油泵中一个微型驱动器通过
一个伞齿轮传动装置作用在一根曲轴上，
曲轴则负责泵活塞的移动。27 克轻质的、
采用贵重金属整流换向的直流微型电机由
于采用 90°传动力变向装置可以以最佳方
式置于泵气缸后，节省了体积。整个泵单
元的高度仅为 65 毫米，宽度和深度均为

因为燃油在几巴的压力下，即便是在高空

21和34毫米。泵通过脉宽调制装置调节。

飞行时也不会挥发。喷油嘴将燃油喷入进

为了提高扭矩并将 2.5 瓦的输出功率以最

气管。也就是说，可以在无文氏喷嘴的情

佳方式传输至泵的曲轴上，发动机后置连

况下实现最佳的自由空气动力进气路径。
发动机可以自由“呼吸”并产生更高的功
率。恰恰在飞行高度较高、空气较稀薄的
条件下，这一特点的优势非常明显。喷油
量通过电子系统分析进气温度、气压和发
动机功率要求等测量数据不断重新计算。
喷油时间和时长则通过去轴角度协调。燃
油系统内的压力与喷油嘴的形状共同确保

接一个行星齿轮装置。在15毫米直径的条
件下，以 19:1 的比例减小输入端转速。行
星齿轮装置的工作温度范围在 -30 至 +65
°C 之间，对于全球无人机飞行而言绰绰
有余。5 克双级塑料传动装置的扭矩最高
仅为 200 mNm。

更多信息
ERNTEC Pty.有限公司，澳大利亚
www.erntec.net
Currawong Engineering Pty.有限公司
www.currawong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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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

最小的功率。最精密的控制系统。
FAULHABER 移动控制器系列 MC 3002
在控制系统领域，新推出的用于低功率微型驱动器的移
动控制器使得 FAULHABER 的 电机产品类型更加广泛。

无刷 2 极或 4 极驱动器运行模式可自由
选择

MC 3002 系列还包括带绝对编码器的驱动器，提供更灵

可选择 RS232 或 CAN 接口

活、更方便的配置。

提供封装版本或印刷电路板的款式
通过 Motion Manager 软件 4.7 版本进行编
程设置，也可选用 USB 接口适配器

MOTION
MANAGER
MANAGER

MOTION

最高精度的线性移动
FAULHABER 滚珠丝杠 BS 32-2.0 系列
BS 32-2.0 系列滚珠丝杠可以实现微型电机的旋转运动到

微小的螺距确保最高的精度

直线运动的转变。并且整个行程中的误差能够做到小于5

直径为 32 毫米的紧凑型结构

微米。与集成运动控制器结合可以构成精确而性能强大

不同的丝杠长度

的定位系统。

在连续运行的情况下，能够达到一
百万次以上的使用寿命。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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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动力
FAULHABER 直流微型电机
1336 和 1741 … CXR 系列
动力强劲的4mNm和8mNm连续扭矩，n/M特

两个电机系列补充了 FAULHABER 在中功率范围直流微

征曲线的斜率极其平缓

型电机的产品范围。高动力性、使用寿命长、性价比高
使两个系列的产品成为了众多用途具有吸引力的删除解

紧凑型的尺寸结构，直径为13或17毫米，

决方案。

长度为36或41毫米
牢固而耐用的结构配备行之有效的铜-石墨
整流换向装置
可与编码器和减速箱组合

2012 年展览会 & 大事件
HMI - Hannover Messe

23.04. – 27.04.2012

Hanover

AUVSI

07.08. – 10.08.2012

Las Vegas, NV

ﬁema brasil - Feira
Internacional de Tecnologia

24.04. – 27.04.2012

Bento
Gonçalves

Fenasucro & Agrocana

28.08. – 31.08.2012

Sertãozinho

BIOMEDevice East

25.04. – 26.04.2012

Boston, MA

Sindex

04.09. – 06.09.2012

Bern

Festival de Robotique

05.05. – 05.05.2012

Lausanne

AUTOMATIK 2012

11.09. – 13.09.2012

Brøndby

AUTOMATION EXPO
TICINO

08.05. – 09.05.2012

Manno

Elektronik (E-12) - 2012

11.09. – 13.09.2012

Odense

World Medtec Forum

25.09. – 27.09.2012

Lucerne

Automation & Engineering

09.05. – 10.05.2012

Brussels
Motek

08.10. – 11.10.2012

Stuttgart

2012 Motion Control

15.05. – 17.05.2012

Goyang
PTA-2012

09.10. – 11.10.2012

Moscow

INDUSTIAUTOMATION 2012

15.05. – 18.05.2012

Budapest
Engineering design show

10.10. – 11.10.2012

Coventry

LAUSANNETEC

22.05. – 25.05.2012

Lausanne
Pittsburgh, PA

22.05. – 25.05.2012

Munich

RoboBusiness Leadership
Summit 2012

23.11. – 24.11.2012

Automatica
Hospitalar 2012

22.05. – 25.05.2012

São Paulo

Brazil Automation ISA 2012

06.11. – 08.11.2012

São Paulo

SPS/IPC/DRIVES ITALIA

22.05. – 24.05.2012

Parma

FMB Zuliefermesse
Maschinenbau

07.11. – 16.11.2012

Bad Salzuﬂen

MEDTEC UK

23.05. – 24.05.2012

Birmingham

COMPAMED

14.11. – 16.11.2012

Dusseldorf

FCE- PHARMA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29.05. – 31.05.2012

São Paulo

Robotics Alley

14.11. – 15.11.2012

Minneapolis,
MN

EPMT

05.06. – 08.06.2012

Genf

Swisstech 2012

20.11.- 23.11.2012

Basle

Robotics Summit

13.06. – 13.06.2012

METALEX 2012

21.11. – 24.11.2012

Bangkok

FENASAN

06.08. – 08.08.2012

SPS/IPC/Drives

27.11. – 29.11.2012

Nuremberg

Precisiebeurs

28.11. – 29.11.2012

Veldhoven

São Pau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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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来访

一个太阳能微型驱动器
构成了一件
具有象征意义的艺术品

弗莱堡赠
与教皇的
礼物
这是弗莱堡900多年的城市历史中，教
皇首次来访，为此，当地制造了一个
特殊而具有象征意义的礼物。一个手
工制作的直径18厘米的纯银盘，银盘
配有一个专门定制的圆形太阳能电
池，用于给银盘内部的微型驱动单元
供电，驱动单元则用于驱动安装在中
间的雕塑。

具有弗莱堡主题的银盘，
圆形太阳能电池和可旋转的装饰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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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编辑 / 编辑部：
FAULHABER
DR. FRITZ FAULHABER
有限责任两合公司
Schönaich (舍奈希)，德国

电话：+49 (0)70 31/638-0
传真：+49 (0)70 31/638-100
电子邮件：info@faulhaber.de
www.faulhaber.com
MINIMOTOR SA
Croglio，瑞士
电话：+41 (0)91 611 31 00
传真：+41 (0)91 611 31 10
电子邮件：info@minimotor.ch
www.minimotor.ch
MICROMO
环形、单晶体的
太阳能电池与辐射状的触爪接触

上方：银盘配有内置圆环形太阳能电池和驱
动单元

Clearwater/Florida

下方：高精度直流电机与高性能太阳能电池
相连

电话：+1 (727) 572 0131

(克利尔沃特/佛罗里达州)，美国
传真：+1 (727) 572 7763
电子邮件：info@micromo.com

银盘不仅像弗莱堡大教堂和黑森林一样

电池加工完毕之后的功率测量测得的短

是该城市的象征，也突出了该城市在环

路 电 流 为 5 安培。

保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形象。材料选择
和造型让人同时想到了大教堂的哥特式
建筑传统以及当初该城市大量的银储备
和中世 纪 时 期 这 里 的 富 庶 景 象 。

www.micromo.com

一个扣人心弦的问题在于，这些能量是

设计：

否可以满足装饰品旋转所需的能量。而

Regelmann Kommunikation

这正是 FAULHABER 贵重金属整流换

Pforzheim (普福尔茨海姆)，德国

向微型驱动器的技术优势。依靠其整流

www.regelmann.de

奢华的设计和复杂的机械装置只能通

换向装置和线圈技术，即便是极微小的

过积极的合作才能实现，而合作方包

启动电压都可以驱动电机运转，因此特

FAULHABER 新 闻 免 费 提 供

括弗莱堡Fraunhofer 太阳能系统研究

别适合电池或太阳能电池供电的应用。

给 FAULHABER 公 司 的 顾 客 、

所和来自 Schoenaich 的 FAULHABER

对于银盘上雕塑的移动，则由1516...

驱动技术专家。一个圆形的单晶体太

S系列的直流微型电机负责。该电机在

阳能电池和一个贵重金属整流的微型

10微安的电流强度下便可运转，连续

驱动器构成了艺术和技术上高水平合

扭矩达到 0.4 mNm，足够装饰品在照

作的核心部件。与常规太阳能电池不

明能量较差的情况下实现每分钟20圈

刊，请将您的信息登记在

同的是，导能“网格”不是采用格栅

的转动速度。

寄送名单中。

对公司感兴趣的人士、员工
以及合作伙伴。
如果您还未曾收到、但希
望收到本杂志新近的期

结构， 而 是 星 型 结 构 。
您只需发送一封简短的电
子邮件至上述地址中的任
意一个即可。
更多信息
FAULHABER 德国总公司
www.faulhaber.com
Fraunhofer 太阳能系统研究所
ISE，弗莱堡
www.ise.fraunhofe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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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动态范围
高精度
高动力

就像世界乒坛名将波尔总是在最佳时机表
现出最好的成绩，FAULHABER驱动系统在
最小的空间内提供最高动力和最大精度，
在医疗、工业自动化、宇航和国防等很多
应用领域成为最佳选择。
福尔哈贝传动技术（太仓）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省太仓市北京西路6号孵化楼东楼，邮政编码 215400
电话 +86 (0) 512 5337 2626，传真 +86 (0) 512 5337 2629
info@faulhaber.cn

WE CREATE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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