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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建立

强劲直流微电机，商用车模型的最佳选择

1:14.5比例模
型制作，忠实
呈现汽车原貌
遵照原车忠实还原的商用车模型不仅能使车模迷们欢欣鼓舞，更能增加其在高品质、工业化仿
真车模生产领域的应用量。更确切地说，这些仿真品能在形式、功能和技术规范上尽可能与原
车保持一致。而要制作某些功能复杂且配有辅助装备的微型车模，必须要准确掌握制作精确度
及专业技术。由于车模内的空间比例须遵照原件按比例完整还原，因此设计者需要为之分别准
备紧凑化解决方案。这就使得直流微电机有了用武之地。它们高效、省电，并且能实现超长运
行时间。简单的控制系统使车辆模型更加逼真，它们动作精准，被用于原型车的仿真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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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高技术的车模对材料和工艺

相对地降低培训费用。无需在特定的

另外，此类驱动高效，能承受供给电

都有特殊的要求。首先，模型的外形

场所，一个仿真的缩放版模型就可代

压的波动，通过设计可使其更加稳

必须与原型保持完全一致；另外，由

替高油耗、32米长的拖车。所有的程

固。

于某些逻辑或物理性的原因（例如在

序都由原始控制器进行控制。模型就

模拟齿轮或液压组件时），技术功能

会按照控制器发出的指令运作机器。

可做适当调整。处于法尔兹Waldsee区

定制驱动。由于目前的蓄电池电量有

的ScaleArt正在尝试制作不仅外表与

限，只能支持那些令人扫兴的无线电

原件相符，且运行原理也相同的卡车

控制模型，这成为了模型的唯一不足

模型、前段装载机模型等。为确保模

之处。真正的驾驶乐趣要求满足足够

型在各方面都运作逼真，需要精密专

的驾驶时间。石墨-直流电机效率达

家和微电机专家的共同努力。不同种

到78-85%，可以凭有限的电量满足人

类、不同尺寸的紧凑直流驱动器能使

们的需求。鉴于模型要求的驱动类型

模型像原件一样顺畅运作。

不同，标准电机专家可选择适合的驱

就驱动技术而言，必须在保证模型的

动。额定功率为1.5-200W以上，电机

功能完整、性能高效和操作简单的基

直径为6-38毫米以上，以满足附加功

础上将所有相关技术无限放大。福尔

能的运作需求，通过主驱动车辆能力

哈贝将是最好的选择。以履带式装载

可大幅提升。例如，安装在许多模型

机为例：由于每条链条都由200W的

里的液压泵可增加17巴的系统压力。

电机独立供电，这可以使他们转角

挖掘机和推土机铲斗可铲起50kg重

减小，或在朝反方向运动时绕纵轴旋

量。这种“小型电机”适合作为辅助

转。

功能使用，例如使半挂拖车扩展成平

车辆模型在外形和功能上均能与原型相
媲美

不仅轮式车辆模型可以做到如原型般运作
自如，履带式车辆模型也可以

让使用更有趣。除了能让车模爱好者

板挂车，这时纯马力毫无用处，而需

为之疯狂，迷你车模还有其他用途。

要的是紧凑的尺寸和精确的控制。

工业不断发展，机械设备变得越来越
复杂化，这就要求此类设备的操作员
接受深入培训。但是用真实的机器作

所有元件必须体积轻小，如图中安装凸缘
型电机的减速箱。

所有电机都通过脉宽调制对扭矩与输
出功率进行简单控制。用户可通过自

培训的费用堪比飞行员的培训费用。

己的控制组件适应电机的特殊技术要

而与培训飞行员不同的是，在昂贵的

求。以模型为例，确保所有运转速度

模拟机上培训混凝土泵的操作员可以

与模型的比例相协调是非常重要的。

更多信息
德国福尔哈贝微电机有限公司
www.faulhaber.com
无限责任公司
www.scalear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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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与工艺

电场场强仪微电机

非接触方式测
量电位差
高压电已经在各个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然而，总是伴随着潜在的使用风
险。例如，静电放射和高场强可以轻易地损坏电子元件。如果静电在放电
过程中产生了电火花，则很有可能点燃易燃性蒸汽，甚至引发爆炸。考虑
到这些危险因素，许多地方必须采取静电屏蔽和接地措施。但从另外一个
角度看，静电电荷的优势被频繁地运用在目前的尖端科技中。例如：激光
复印机就是利用了涂层的静电作用，还有尾气除尘等均应用了静电技术。
在这些情形下，获得确切的电势值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就需要使用到电场
场强仪。这种便携式工具通常装配了微型驱动装置，因此能够通过非接触
方式确定场强和外加电压，并确保数据不失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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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高压的方法各式各样。当物体表

通过A/D变压器 UAC110，以及一个9V

面相互摩擦，用水泵输送液体，或将

的矩形电池负责供电，这种测量方法

物体暴露在辐射中就会产生“自然”

今后可以用于个人电脑。为了在有限

电荷分离。另外一种方法是为达到某

的电量下运行更长的时间，电场场强

种技术目的而人工制造高压电势。不

仪的所有元件都必须达到功率消耗最

管使用何种方法，确定其电场强度都

小化，特别是对于叶轮驱动电机中的

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而要想毫无误差

元件。而Kleinw

地测量静电电荷是非常困难的。为解

福尔哈贝公司的诸多产品中，有一种

决这一难题，德国豪森的Kleinwaechter

电机正好可以驱动这种新型电场测量

GmbH公司发明了一种可以精密测量场

仪的屏蔽叶片。

强的小型电场场强仪。
测量原理。在类似静电发电机的设计
的基础上，这种测量仪主要用于测量
电场强度。旋转式屏蔽叶片会不时地
阻隔测量仪器接触电场，即电场会在
某种有规律的间隔时间内接触到测量
仪器。此时，静电感应就会产生交流
电压，而实际测量到的是与电压成比
例的交流电流。
基于这个测量原理，可以在不减少其
能量的情况下测量出静电电荷和场
强。假设已知距离d处测量的电场强
度为E(v/m)，那么电压为（U=E*d）。
若静电感应产生的电压相位角是基于
叶轮的位置，就可以确定电压的极性
和磁场的方向。
这个人性化的仪器被安置在一个抗静
电的塑料保护罩内，能够覆盖五个测
量范围内的不同跨度的电压。五个
测量范围分别是1cm处，2cm处，5cm
处，10cm处和20cm处。例如，1cm处
可测得电压的跨度为0-10kV，而在
20cm处可测得电压的跨度为0-200kV。
超出可测量范围，仪器就会暂停工

chterGmbh公司发现

小巧、轻便、高效。这种扁平的直流
微电机不计传动轴，高度仅6mm，可
以节省需要置入测量仪器的元件的整
体空间。井筒直径仅15mm。直流电机
采用贵金属整流系统，适合蓄电池供
电的设备。电机依靠设备提供的电压
运作，其电压可为3V,6V或12V。功效
为67%，可延长每次电池充电前设备
的运作时间。空转速度约12000rpm。
塑料外壳使电机的重量仅为4.3g。在不
同电压下，输出的功率为0.15-0.22W不
等。电源电压可轻易控制扁平直流微
电机的速度。这种微型电机的另一好
处是启动电压低，即使长时间不使用
也能迅速启动。所以对于不经常使用
的测量仪器而言，微型电机是非常安

用于无接触式测量的小型电场强仪可匹配
配多种电压

全可靠的。如果标准型号的电机不能
与某些设备相匹配，用户可选择订制
匹配的驱动装置。除安装板外，电枢
轴也可做适当调整以满足特殊要求。
传动轴设计在电机上下两端；测量所
需的叶轮电荷可以通过设计在电机下
端的传动轴获得。

作或倒读。显示器将在上部显示所

当前现代化的直流小型驱动在各个领

选的测量距离，在下部将显示测出

域都应用广泛，不论是测量，控制设

的电荷。这种测量方式下的零点非

备还是精密仪器的驱动器都能使用。

常稳定，无须再依靠其它平衡零点

坚固、经久耐用的设计、运行电压的

所需的惯用程序。仪器的尺寸仅为

简易控制、优良的电磁兼容性使直流

122*70*26mm，重约130g。 放大版仪

微电机在灵敏的测量仪器或医疗设备

器的模拟电压输出量要多+1V。由此，

中都得到广泛应用。

更多信息
德国福尔哈贝微电机有限公司
www.faulhaber.com
豪森Kleinwaechter 股份有限公司
www.kleinwaechtergmbh.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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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地震仪
借助高转矩密度、精密运动，多个小型步进电机可
海底地震检波器如
小型海底地震仪必
须是坚固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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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全景视角校正仪器的倾斜。

地球物理学家通过地震仪监控由地壳

微型海底地震仪（海底）的三个轴线

况。MICROMO公司专家们决定将蜗轮

板块运动引发的地震。为实现这一功

和全地形（陆地）紧密结合，这样系

直接焊接到减速器的从动轴上。经过

能，仪器在使用前必须先放平。这一

统就能作为一个整体对位置表面进行

速度整合后的电机将会使耐诺公司的

要求在陆地上是非常容易实现的，但

整平。为确定可调整的范围，耐诺公

装配工序得到简化。

是若要放在数千英尺下的海底可能就

司给地震仪安装了机动万向节。内部

没那么简单了。为解决这一难题，位

框架使仪器绕着自身的轴进行转动，

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耐诺公司采用了

外部框架使仪器根据外部环境进行旋

精致的万向支架、微处理器和福尔哈
贝公司高效的步进电机。
地震仪的构造非常简单，包括一个随
地下岩石一起移动的框架，一个惯性
的钟摆，和跟踪两者之间位移的电子
装置。耐诺公司的地震仪将三个惯性
装置排列在正交轴上进行三维测量。

转。地震仪上的加速计和环境决定了
倾斜的程度，微处理器就会发出指令
使电机按要求调整仪器位置，整个矫
正过程需要20分钟。
定位机械需要扭矩来平衡仪器的负
载。通常，加大扭矩的最简单方法是
选取一个较大的电机，或附加一个减
速比合适的齿轮。工程队面临的难题

宽频地震仪通常采用倒立摆的形式，

是这种设计会受到空间上的约束，但

依靠弹簧而非重力提供复位力。然而

是选择较大的电机也不能解决问题，

倒置的钟摆不是自动定心的，它们需

因为电机将会使仪器的电机增加数厘

要外力使其保持平衡。

米。大的仪器需要大的滑道才能送到

海底地震仪在距离海平面几公里的海

海底，这样就增加了重量、成本和尺

底工作，比海底电缆的位置更深。这

寸。工程队需要坚固、可靠、高转矩

些由电池供电的仪器需要对仪器的运
行持续时间进行试验，测试时间可能
长达一年之久。然后在实验室对它们
进行分析，以确定它们是否能够正常
工作。
放置和取回海底地震仪的船只的花费
是非常昂贵的，所以必须绝对确保每
次工作时传感器都能运作正常。可靠
性只是其最基础的要求。研究人员将
海底地震仪附在加重的滑道上并随之
沉入海底，这个过程要持续几个小
时。它们沉到海底的位置都是随机

密度的小型电机，福尔哈贝的姐妹公
司MICROMO公司恰好能为此提供解决
方案。
其设计理念是通过微处理器控制两台
步进电机（来自福尔哈贝公司）。只
需加速计读数就可利用调平算法计算
矫正电机所需的移动量，但最终的结
果只能用地震仪自行检测。用步进电
机完成移动任务的方法可靠性非常
高。
这一设计将电机的移动，转换成用万

整平装置原理是利用高转矩密度步进电机
和减速箱来调整仪器位置

向架固定的地震仪在蜗轮助力下的移
动，这是一个更紧凑更坚固的设计。

的，通常是在地形不明的泥泞表面，

在遇到震动时，齿轮也能有助于稳

这时就需要对接触表面进行整平处

定。蜗轮不能反向传动以保护变速

理。对于应用于海底的设备，此时条

箱荷载。然后，设计组需要将蜗轮

件趋于稳定，但是机械倾斜可能较大

与减速器结合。最简明的方法是用

并且有各种不确定性。因此，即使整

固定螺钉将二者固定在一起，但电

个仪器颠倒，机械调整系统也必须将

机轴的直径仅为2mm，显然这种绑定

传感器摆正。

方法对于科学家们而言不是理想的情

更多信息
美国克里尔沃特
www.faulhaber.com
加拿大安大略省耐诺股份有限公司
www.nanometric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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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环保污水管和排水内检微驱动系统

已被广为应用于
地下环境保护
ORION小型探
头由三个微驱
动提供驱动

现代文明离不开污水处理系统。污水处理厂对污水进行安全处理是非常重要的。
由于许多排水系统和家用水管接头都已经十分老旧，所以必须经常修理甚至更
换。通过地下视频检测器，可以准确得知需修理部分的位置，以此降低维修费
用。微型驱动器可以帮助配置检测装置的摄影机移动，保证检测范围覆盖整个排
水系统，并将全景图传送给检测者。为确保检测不漏过狭窄的排水管和纤细的管
道，检测系统的所有元件的尺寸必须足够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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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过去或者将来，废物处理对于延

除照明装置外，探头上还配置了电子

续现代文明都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地

传感器，帮助确定探头的移动路径，

下污水系统负责收集地表水并将污水

为沿路物体提供客观测量数据。探头

运送到污水处理厂。若地下污水系统

的电缆长达500米，负责供电和传送

出现任何故障则会造成污水涌出淹没

数据，并将检测系统连接到地上控

道路，甚至污染土壤和地下水。因

制终端。除硬件外，检测器还需要许

此，许多污水处理守则都规定必须

多软件，以准确接收电子传感器产生

每隔一定时间，对排水管进行全面检

的数据和影像，并进行评估。地下排

测。为了及时掌握地下状况和检查管

水系统中应用的所有元件都必须体积

道受损情况，基尔市的德国伊伯克公

小、可靠性高。例如图片所示的IRION

司发明了一种小型的移动检测系统，

探头，微型探头的头部必须保证能向

其核心是一个微型电视摄像机，这个

各个方向移动。“颈部肌肉”必须保

完美组合归功于排水专家和福尔哈贝

证实现由三台齿轮电机（来自福尔哈

公司的共同努力。几个带有传动装置

贝）的组合，以达到360°全方位灵

的小型电机可使探头处于运动状态，

敏转动。第一台电机负责激活探头头

操作者就可以从任何角度了解排水系

部转动（恒定），第二台电机确保探

统状况。

头平行移动，第三台电机是确保影像

德国整个排水管道总长约100万公
里。这些地下管道正在经受着种种压
力：“内部威胁”或锈蚀，可能是水
和管道壁发生生化反应，也可能是交
通震动或地层下陷引起的管道外部损
伤。树根也会影响管道的密封性，若
管壁上有裂缝，无论多坚固的管道也
会爆裂。这些小损害最终都会扩大到
必须尽快维修处理的地步。
维修下水道系统的成本非常高而且耗
时，有时甚至需要中断地面交通的正
常运行。若能提前精准确定和定位受
损的范围，就能更好地计划和实施修
理工作。德国伊伯克公司的检测系

足够清晰的关键。三台电机独立工作

可轻易将小型旋转驱动安装到探头中

互不影响。即使操作者将探头头部上
下移动，整个探头还是会在同一时间

小型不锈钢直流电机结合适当的齿轮

内绕纵向轴转动，从各个角度反映管

配比，可根据特殊的使用情况，适当

道的情况。

调整得到最佳输出速度。操作者可通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旋转电机控制整

过脉宽调变轻易控制扭矩。电机中可

个探头头部的运动。它是一个直径

以长期使用的轻质滚珠轴承和齿轮确

为12mm的金属壳电机，运行功率约

保探头能够灵敏顺利的向前移动。无

0.5W，电压约6V。这个换向直流电机

论对于速度持续性和定位准确性的要

采用不锈钢材质，其速度可通过脉宽

求有多么的苛刻，这些小型电机也能

调变进行控制。采用减速比为256:1，

轻松胜任。

直径10mm的行星减速机来支持整体速
度，增加输出扭矩。加载滚珠轴承可
使过程最简化，并保证其持续运动，
这一措施对于无振动拍摄是非常重要

统，可使探头在整个排水系统内移

的。旋转电机和焦距分别由一台配有

动，检查并记录沿路的所有管道和元

小型齿轮，8mm宽的电机运行。其驱

件的情况。

动输出功率约0.2W，减速比为1024:1

现场控制器。除了必备的摄像探头，

，可实现精确的转动、镜头平移和调

通常现代的检测系统还包括一个使探

节焦距，而精确性和多功能性正是本

头能在管道内移动的移动底座。为了

产品的关键所在。总之，探头能够

实现视野更明亮，探头上还配置了照

按照操作者需要的角度为其拍摄质

明装置。为了使探头在大直径的管道

量最好的影像。尽管尺寸只有8mm或

内正常工作，德国伊伯克公司还给探

12mm，但这种电机的工作效率可分别

头配置了照明灯用以扩大照明范围。

达到70%和50%之多。

更多信息
德国福尔哈贝
www.faulhaber.com
IBAK Helmut Hunger GmbH & Co. KG, Kiel
www.ibak.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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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投入

福尔哈贝公司可提供最广泛真正“微”驱动科技系列产品

市场需求决定产品发展

当前和未来微驱
动受到的限制
Dr. Thomas Bertolini

“微驱动”的定义尚未明确。一种定义认为微驱动指能在微
小范围内进行精确定位的驱动与推进装置。至今为止，市场
中不乏成功的应用案例，但是它们本身也在不断的改善当
中，其中包括压电式超声波电机、需要微型步进操作的六足
和步进电机。然而，“微驱动”也用来指所用原件和零部件
精度很高的小型驱动。后者的不同之处在于采用的工艺技术
不同。微驱动和加工制品之间的区别在于，微驱动采用微观
动力学理论的生产工艺，而加工制品采用的是平板印刷制作
技术（与半导体的制作方法相似），在基础结构上把独立元
件刻蚀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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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难点已经在很大程度得到了解
决。这种机械尺寸极小的微驱动都是
可复制的。过去的15年时间里，专家
在微驱动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在推
进技术进步，优化应用效果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效。
然而，将其实际应用到工业中可能又
是截然不同的情况。驱动，就其原意
来说，是指运载某物体沿某一特定的
路线移动。1mm甚至更小的小型驱动
机只会产生极小的力矩和力，然而这
么小的力矩和力如何克服驱动自身内
部的摩擦力和摩擦力矩又成为一大问
题。

世界上最小的无刷直流微电机如图所示，其行星减速箱的直径仅为1.9mm

相比而言，2-5mm的驱动机产生的力和
力矩足可以完成推进任务。目前越来
越多的设备都在应用这类驱动。其在
实际工业应用中最为普遍的领域为微
创外科医疗设备领域和可嵌入人体的
诊断工具领域，例如心导管、X射线
胶囊。另外，其在视力测定领域也发
挥了价值，例如激光系统。

阻碍微驱动市场发展的基本原因。用

依我之见，未来五年内，2-5mm的微驱

户需求是决定微驱动进一步发展和推

动将会在许多不同领域得到应用，但

广传播的关键。没有用户需求，微驱

照当前情况而言，更小的微驱动进入

动就不能得到发展，不能开拓更广泛

工业领域的可能性不大。也就是说，

的市场。换而言之，只要有必须依靠

微驱动市场的整体发展速度相对较

这种小型机械驱动才能运行的设备存

慢。然而，多年以前微驱动的销售潜

在，就会有微驱动的市场。微驱动进

力已经可以预见，虽然那时这种技术

入工业领域需要科技的推动和市场的

还刚刚起步。有趣的是，微驱动的发

需求。正如前文提到的，虽然微驱动

展速度与技术无关，而更多取决于将

的生产技术已经颇趋成熟，但如果没

这种技术应用到工业用途的可行性。

有合适的科技或共同努力来将这种生
产技术推向工业市场，那么技术本身
是不能发挥作用的。
另外，当前市场环境也会阻碍微驱动
的广泛应用。购买这种驱动的客户必
须掌握操作方法。微驱动的使用环境
与常规尺寸的驱动使用环境也不尽相
同。其启动技术与常规驱动亦完全不
同，其对运行环境的清洁程度有更高
的标准，比如流料箱或更洁净的房
间。操作微驱动需要更多高素质员
工，必须认真进行进货检验。以上就
是操作微电机所必须作出的努力和改
变。

更多信息
德国福尔哈贝微电机有限公司
www.faulhab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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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产品

同类产品中体积最小
无刷直流伺服电机产品系列 1218 ... B
新型的无刷直流伺服电机产品系列1218 ... B把当前直
径12mm产品的长度改为18mm。此新产品是专为以紧
凑为主要需求的微电机应用领域而设计的。这种新
产品具有很高的动态性能，延长了无刷技术的使用
寿命。

长度仅18mm，专为紧凑型微
电机应用领域设计
0.8mNm的连续扭矩，转速可达
60000 rpm
工作温度范围-20 ... +100℃
使用寿命长
适合与行星减速箱配合使用

坚固的不锈钢设计
行星减速箱产品系列15/10
新型的15/10精密齿轮头即使在最小空间内也能满足

350mNm的连续扭矩

高性能的要求。福尔哈贝产品采用最新型的材料，

可达30个标准减速比

使其性能和寿命同步提升到新的高度。15/10产品外

工作温度范围-30 ... +100℃

直径为15mm，间歇性扭矩可达500mNm，减速比可在

适合与直流微电机和无刷直流

3.33:1~1.367:1范围内任意转换。其减速箱包括烧结套

伺服电机配合使用

筒和滚珠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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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HABER 新闻免费提供
给 FAULHABER 公司的顾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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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杂志新近的期刊，请将您的信
息登记在寄送名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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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ULHABER info 第 2 期 | 2012 年

13

公司活动

福尔哈贝微型电机有限公司

50年坚持不懈的创新
福尔哈贝微型电机研发中心设在瑞士

作伙伴欢聚一堂，共同庆祝50周年纪

售的所有产品系列。除了可以轻松享

Malcatone Croglio。1962年由Dr. Fritz

念日。事实上庆祝活动几个月前就开

受公司丰富的产品带来的乐趣，公司

Faulhaber和Hans Stuessi在瑞士的提切

始了，公司为员工提供到德国的母公

还为参观者准备了有趣的表演，例如

诺州建立的小公司竟带来了惊人的商

司进行参观学习的机会，并可以参加

由机器人对战福尔哈贝驱动的电子足

机-Dr. Fritz Faulhaber，来自德国的企业

夏日狂欢派对。邀请函于八月由Cro-

球比赛。

家，于1947年在Schoenaich建立工厂进

glio分公司发出。开放日当天吸引了

微型电机的潜在目标市场正得到不断

行精密设备的研制，这也使其在无铁

上百名顾客和瑞士供应商的来访，他

扩展。微驱动系统在大量的设备中得

芯的转子线圈领域一举成名，他还将

们可以参观生产部门与产品研究和开

到了应用。要求驱动体型小、精密度

他的第二居所搬至公司总部附近。

发组。这样，参观者就能更好地了解

高、耐用的高科技设备是福尔哈贝产

2012年9月14-15日，公司同员工与合

福尔哈贝微型电机有限公司生产和销

品的目标应用领域。

匈牙利公司

福尔哈贝匈牙利公司庆祝15周年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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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公司起初是由Ferenclker, Ikertech-

2006年，公司决定将其生产和办公管

贝生产的轻薄型工业电机，同时基于

nia Kft于1997年建立，后于2004年并入

理面积扩展到12600平方米。通过与福

扁平直流微电机技术开发驱动定制解

福尔哈贝公司，即福尔哈贝电机匈牙

尔哈贝Schoenaich总公司的合作，匈牙

决方案。

利公司。起初匈牙利公司只是一个生

利公司将基础设施全部更新成由公司

产基地，主要围绕线圈技术生产扁平

内部开发生产的，覆盖从产品开发需

直流有刷和无刷微电机。然而，这些

要的工程服务到生产运营应用系统与

年来，匈牙利公司作为工业生产工艺

设备流程链各个方面的高端全自动的

专家，已经逐渐演变成为福尔哈贝集

设施。

团所有公司提供高品质端对端解决方

目前，公司在Albertirsa工厂的员工有

案的供应商。

150名，主要负责生产和装配福尔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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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精密谷”的最新消息

罗拉微齿轮新办公楼正式启用
在公司新办公楼的正式启动仪式上，
罗拉微齿轮股份公司行政委员会主席
Dr.Bertolini对公司作了高度评价，不仅
仅是因为它在过去几年里承受住了经
济危机的压力，更是因为CEO Philippe
Nicotera两年前表示罗拉微齿轮作为微
齿轮解决方案专家，正在不断成长。
它成功的秘诀在于它专注于为医疗、
光学和机械工程领域，以及航空和航

尔哈贝集团CEO Dr. Fritz Faulhaber，专

讲到：“我很高兴贵公司能选择在格

天工业领域提供产品。公司发展至

程从美国赶来亲赴启用仪式，并对公

林肯开办公司，这里可以说是本州最

今，人员规模也从2010年的19人增加

司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仍能在生

重要的城市”。剪彩仪式结束之后，

到了27人。罗拉微齿轮于2011年购买

产业务中取得的成功表示祝贺。特邀

受邀嘉宾可边享受美食边参观公司的

了一栋占地面积2850 的办公楼。福

嘉宾Boris Banga市长也是信心满满的

新办公楼。

环境

舒适自然证书
为保护保留自然生态系统，福尔哈贝

所需电能由经认证的水力发电厂提

公司继续秉承改善环境平衡的一贯政

供，由北德认证定期检查和确认。

策，并获得了EnBW舒适自然证书，北

证书体现了福尔哈贝公司在可持续

德认证证明福尔哈贝Schonaich公司使

环境管理的积极贡献，及其在使用

用的是零排放，可再生的水力资源。

自然资源方面积极负责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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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产品

体积小、
功率大

品质
一流

福尔哈贝直流微电机系列0816 ... SR
新型直流微电机驱动0816 ... SR可在8mm的直径范围内实现性能
最佳，其连续扭矩可达0.7mNm，借助优越的转速-转矩特性可在
不同负载状态下高质量工作。这种直流微电机完全可以满足最
高应用要求。

适用于多种标称电压
3 V, 6 V, 9 V, 12 V
连续扭矩可达0.7mNm
转速/转矩曲线11200 rpm/mNm
可与光学编码器或磁编码器，以及行
星或零回差正齿轮减速箱结合使用

讨厌的夏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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