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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速箱 变频器 合作伙伴电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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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动力
没有问题，把握每一个机会

艾必埃姆格莱芬伯格成立于1927年，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企业文化，现已 发展成为
生产电机、减速箱和变频器的传动系统供应商领导者之一。凭借我 们全球销售和各
生产分公司的不断努力，年生产能力已经达到330000台。但 我们始终不忘初心：
一切以客户为中心，制定质量最优，品质最优的创新解 决方案，因为我们的客户是
独一无二的。

我们不仅关注于全球化的标准制造，更着重于新产品的研发。通过对我 们应用领域
的专业性、先进的生产工艺、模块化和广泛的产品线和专业的供 应链体系，我们可
以从概念阶段到实践阶段，给予我们客户更为有效的支持。服务和售后支持是十分
重要的，也是我们遵循质量理念的一个重要因素。

| 品牌信息

数码显微镜评估齿轮表面质量

您的产品 
我们共同驱动

最好的德国设计驱动解决方案，我们始终相信不断创新才是企业发展之道。因此，
对客户我们不仅仅是产品供应商，而且在高要求、创新性和 不同项目的实施上，我
们更是您充满活力和激情的合作伙伴。我们的产品 能够达到优质的性能和效率。模
块化和广泛的产品线范围，可配置于不同 的应用领域。创新驱动可取代传统应用解
决方案，为我们的客户和您的项 目实现完美共存和利益的最大化。

我们的驱动能够发挥优越性能是不言而喻的，对我们的竞争力而言，可靠、耐久和
安全，如同动态特性、低噪音、维护方便以及低密度一样都 是至关重要的条件。因
此，我们确保能够提供高能效、专业和定制化的解 决方案，且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合
作服务。所有驱动系统来源于同一品牌供 应商：从研发到交货服务。

我们的客户在表彰质量、准时交货和创新性能上给予了多项奖项。例如，ABM 曾
多次荣获全球领先的叉车供应商之一永恒力集团的“液压和电力驱动系统”供应商
奖，也在中国起重机技术制造商之一卫华集团荣获优质供应商奖。 奖项让我们充满
自豪，激励着我们在未来继续提供更完美的努力。

| 宗旨说明

保证最小磨损和低噪音的高质量传动系统

-即使是在高负荷状态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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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座号 80 90 100 112 132 160

输出 S2-60 min @ 4500 RPM  

(牵引) [kW]
1.6 2.2 3.3 5.6 10.5 18

输出 S3-15% @ 2500 RPM

(泵送) [kW]
1.8 3.9 7.1 12.5 22 30

转矩 S2-5 min [Nm] 10 18 28 90 160 260

峰值转矩 [Nm] 12.5 24 65 140 180 300

蓄电池电压 [VDC] 24 48 72 80

最大输出转速 [RPM] 6000 7250 7000 6000

防护等级 IP54 (连接: IP00)

| 电动机 交流电动机端盖

这种特殊的无外壳设计特点，提供了高峰值功率和最佳的性

价比。典型应用于具有高峰值负载和低连续运行操作的行业，

例如：蓄电池驱动车辆中的牵引电动机（停止和运行操作）和

液压泵电动机（按需供电）。外部驱动控制器确保电源和速

度/转矩控制。

参数是无冷却风扇电机在不同总长度下典型尺寸的相关值，可根据要求提供更多详细信息和特性曲线。

所有尺寸和重量均为估值，仅供参考！

	� 高峰值转矩

	� 设计紧凑

	� 多种可选件

	� 应用 – 专用绕组设计

	� 通过PT 1000温度传感器进行温度监控

	� 通过增量型编码器进行电动机速度记录，每转可达64脉

冲数

	� 特殊法兰和输出轴用于客户特定的减速箱接口

	� 根据要求可提供更高的最大速度/转矩

	� 电磁式保持制动器

	� UL 认证

优势 尺寸表

行业应用示例

技术参数

特性 选项

经久耐用
交流电动机端盖 

交流电动机端盖

机座号 80 90 100 112 132 160

长度 A [mm] 165 – 225 185 – 270 205 – 300 255 – 335 300 – 420 320 – 420

直径 B [mm] 120 138 155 175 215 310

重量 [kg] 8  – 12 14 – 20 22 – 30 31 – 40 54 – 70 92 – 110

	� 电动摩托车、高尔夫球车、建筑和农业机械等等

	� 卡车、客车和工程机械的辅助设备（例如：液压泵，压缩机

和鼓风机）

	� 船用驱动器（例如：推进器和艏侧推器）

Ø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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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速箱 锥齿轮

	� 设计紧凑、操作噪音小

	� 小外圈半径

	� 各种选件的系列

	� 操作灵活

	� 特殊应用 - 特殊电机尺寸 - 垂直安装，可提供旋转和固定

版本

	� 通过PT 1000温度传感器进行温度监控

	� 增量型编码器进行电动机速度记录，每转可达64脉冲数

	� 交流再生能力

	� 电磁式保持制动器安装在电动机尾部，用于驻车和紧急停

车

	� 可选配集成式电动转向系统

	� 多种传感器选项  

（电位器，传感器轴承，PIN传感器）

	� 可选择原点开关传感器 (M12) 

	� 通过PT 1000温度传感器进行温度监控

	� 对转向系统动作进行冗余监控（可进行改装）

驱动 转向

尺寸表

行业应用示例

| 锥齿轮

机座号 TDB230L TDB230 TDB230/254 Kombi TDB254

驱动轮直径 Ø x 驱动轮宽度 

 [mm]

230 x 70 230 x 70 230 x 102 | 254 x 102 254 x 100

驱动轮半径  [mm] 125 125 132 135

A [mm] 最大 399 477 546 562

B [mm] 204 204 221.5 238

C [mm] 258 258 258 258

D [mm] 205 205 205 205

	� 托盘叉车

	� 拣选叉车

	� 堆垛叉车

	� 配料叉车

	� 无人驾驶运输系统

	� 升降工作平台

技术参数

型号 TDB230L TDB230 TDB230/254 Kombi TDB254

驱动

输出功率 S2-60 min [kW] 1.5 2.3 3.0 3.2

最大静轮转矩 [Nm] 435 615 750 650

静轮负载 [N] 11250 12000 16000 16000

齿轮箱减速比 18 – 30 18.4 – 25.5 15.6 – 24

转向

输出功率 (S3-40%) [kW] 0.63

转向轮转矩 [Nm] 400

减速比 1:175

优势

模块化，可靠性
TDB锥齿轮驱动

最新一代的锥齿轮驱动可产生高达15％以上的输出扭

矩。“TDB230 / 254 Kombi”版本非常适合于不同车轮尺寸

的车辆平台。也可选择手动或电动转向驱动。该齿轮箱还可以

以完全一体化集成的驱动方式提供，与转向驱动和转向监控

装置相结合。

B

A

C

D

参数是无冷却风扇电机在不同总长度下典型尺寸的相关值，可根据要求提供更多详细信息和特性曲线。

所有尺寸均为近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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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速箱 平行轴斜齿轮

	� 低能耗高效率

	� 坚固耐用

	� 紧凑，轻巧，静音

	� 特殊应用 – 特殊电机尺寸 - 水平安装

	� 齿轮箱254和471使用球墨铸铁

	� 齿轮箱200和230使用压铸铝

	� 通过增量型编码器进行电动机速度记录，每转可达64脉

冲数

	� 针对平台设计或大型车辆，可为客户开发设计定制化箱体

	� 可设计安装客户提供的电机

特性 选项

尺寸表

行业应用示例

| 平行轴斜齿轮

机座号 TDF200 TDF230 TDF254 TDF471

驱动轮直径 Ø x 驱动轮宽度 

[mm]

200 x 70 230 x 70 254 x 100 471 x183

旋转半径 [mm] 125 170 168 195

A [mm] max. 235 300 292 504 (Four-point bearing)

B [mm] 228 211 236 260

C [mm] 233 211 236 260

	� 托盘车

	� 自动化运输系统

	� 三轮定位叉车

	� 清扫车/清洗车

	� 高空作业平台车

技术参数

机座号 TDF200 (可根据要求提供) TDF230 TDF254 TDF471

输出功率 S2-60 min [kW] 1.2 2.0 2.0 4.7

最大静轮转矩 [Nm] 435 660 660 1400

静轮负载 [N] 7750 10000 11000 17000

减速比 27 18.2 – 30 29,7 31.3

优势

功能和静音
TDF 平行轴斜齿轮

高啮合比斜齿轮确保最高效率和低噪音运行。凭借特殊压铸

铝工艺，可以开发出具有高性价比并以客户为导向的一体化解

决方案。

专门为特定应用而打造设计，铝合金结合了重量轻、高稳定性

的特点，特别是对驱动轮直径为200 mm和230 mm。

A

C B

其他详细信息和特性曲线可根据要求提供

所有尺寸均为近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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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速箱 轮毂驱动齿轮箱

	� 结构坚固

	� 高静态转矩

	� 多种可选件

	� 专业应用电机线圈

	� 通过PT 1000温度传感器进行温度监控

	� 增量型编码器进行电动机速度记录，每转可达64脉冲数

	� 符合客户要求规格的驱动轮和驱动轮法兰

	� TDH 230集成了转向轴承

	� UL 认证

特性 选项

尺寸表

行业应用示例

| 轮毂驱动齿轮箱

机座号 TDH230 TDH280 TDH405 TDH450

驱动轮直径 Ø x 驱动轮宽度 

[mm]

230 x 65 280 x 120 典型 406 x 127 典型 450 x 178

高度 A [mm] 165 190 210 284

宽度 B [mm] 230 353 263 336

长度 C [mm] 248 280 435 637

旋转半径 [mm] 135 180 – –

	� 托盘车

	� 高空作业平台车

	� 自动化运输系统

	� 清扫车/清洗车

技术参数

型号 TDH230 TDH280 TDH405 TDH450

输出 S2-60 min [kW] 0.6 1.2 0.85 2.0

最大静轮转矩 [Nm] 360 525 900 2000

静轮负载 [N] 7000 8000 12000 15000

齿轮箱减速比 36 42 67 69

优势

强劲有力
TDH 轮毂驱动

轮毂驱动的特点是设计紧凑，驱动部件集成在驱动轮中，特别

坚固的设计允许高静态和动态车轮负载。

低速下的高车轮转矩有利于在斜坡上行驶和精确操作。
A A

A A

C

TDH230

TDH405 TDH450

TDH280

C CB B

CB B

其他详细信息和特性曲线可根据要求提供

所有尺寸均为近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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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座号 100 112 160

输出功率 S2-30 min [kW] 3.0 – 5.0 15 – 19 20 – 30

额定转速  [RPM] 3900 5140 2600

转矩 S2-5 min [Nm] 45 130 260

电池电压 [VDC] 48 72 80

最大输出速度 [RPM] 7250 6000

防护等级 IP54（端子连接：IP00）

| 电动机 带有外壳的低压交流电动机

这种带外壳的低压交流电动机对连续输出工作制提供了更优

化的冷却。典型使用于具有高峰值负载和高连续输出扭矩的

应用行业。例如：在恶劣环境条件下运行的电动车辆的牵引电

动机，外部驱动控制器采用电源和速度/转矩控制

参数是无冷却风扇电机在不同总长度下典型尺寸的相关值，可根据要求提供更多详细信息和特性曲线。

所有尺寸均为近似值

	� 高效节能

	� 高功率密度

	� 高峰值转矩

	� 多种可用选件

	� 专业应用电机线圈

	� 通过PT 1000温度传感器进行温度监控

	� 通过增量型编码器进行电动机速度记录，每转可达64脉

冲数

	� 各种齿轮箱的法兰和输出轴可与轴承配合使用

	� 根据要求可提供更高的最大速度/转矩

	� 电磁式保持制动器

	� UL认证

优势 尺寸表

行业应用示例

技术参数

特性 选项

设计紧凑和通用
低压外壳交流电动机

| 带有外壳的低压交流电动机

机座号 100 112 160

长度 A [mm] 190 – 273 337 520

外径 B [mm] 180 218 310

重量 [kg] 17 – 27 43 114

	� 牵引电动机应用于电动汽车和地勤设备车辆，例如：行李牵

引托运车，飞机牵引车，行李传送车和机场地勤车辆以及建

筑和农业机械

	� 电动机械驱动装置 

Ø B

A

	� 诸如液压泵，压缩机，鼓风机等辅助装置。例如卡车，公共汽

车和工业机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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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座号 63 80 100

输出功率 S1 @ 3000 RPM [kW] 0.4 – 1.4 1.4 – 3.6 6.5 – 13.0

峰值转矩 [Nm] 2.3 – 8.0 8.0 – 20.6 37.8 – 51.5

输出功率 S3-15% @ 2500 RPM 

(泵) [kW]
0.5 – 1.6 1.6 – 4.0 7.5 – 15.0

电池电压 [VDC] 从 24

最大输出转速 [RPM] 6000

防护等级 IP 54（端子连接：IP 00）

| 电动机 Sinochron® 电动机

ABM Sinochron® 电动机是一种内部带磁铁的永磁同步电动

机。特定的转子形状产生磁通量的正弦分布。除了几乎不存在

的齿槽转矩外，还可以产生特殊的性能，无矢量传感器就可以

可靠的调节运行。

变频器和无矢量传感器控制l

ABM可以为异步电动机和 Sinochron® 电机提供带或不带编

码器反馈系统的驱动变频器。驱动变频器既可以作为独立设

备，也可作为附加设备用于电源电压或电池电源。模块化驱动

变频器可以配置多种接口、现场总线系统和用户接口。 

参数是无冷却风扇电机在不同总长度下典型尺寸的相关值，可根据要求提供更多详细信息和特性曲线。

以上为标准电机尺寸值，其他详细信息可根据要求提供。
我们很乐意为客户提供特定的一体化解决方案，以便直接集成到电机接线盒或特定应用中，或者提供相应数量的量产部件。

	� 高功率密度

	� 部分负载模式下，效率最高

	� 多种尺寸和长度

	� 多种机座号

	� 专用绕组设计

	� 特殊的转子设计，无矢量传感操作

	� 自冷、风冷和强制冷却

	� T通过PT 1000温度传感器进行温度监控

	� 端盖，外壳或特殊电机

	� 旋转定位编码器  

(旋转变压器，正弦/余弦编码器，霍尔传感器）

	� 电磁式保持制动器

	� UL认证

	� IP6K9K的特殊防护等级

优势 优点

技术参数

行业应用示例

技术参数

特性 选项

动态和高效
Sinochron® 电动机

紧凑和无矢量传感器
驱动控制器

| 驱动控制器

机座号 a A B C D

推荐电动机输出功率 

[kW]
0.25 – 0.75 0.37 – 1.1 0.55 – 1.5 2.2 – 4.0 5.5 – 7.5 11 – 22

过载能力 60s 150％

交流供电电压 1 x 100 – 230 V | 50  – 60 Hz 3 x 200  –  480  V | 50 – 60 Hz

电池直流电压 140 – 320 V 280 – 680 V

输出频率 0 – 400 Hz

防护等级 IP 65 IP 55

	� 卡车，客车和工程机械的辅助设备（例如：液压泵，压缩机

和鼓风机）

	� 工业车辆转向驱动装置（例如：电控转向）

	� 船用驱动器（例如：推进器和艏侧推器）

	� 牵引电动机用于电动车辆、工业车辆、高空作业平台、电动摩

托车、高尔夫球车、建筑和农业机械等等

	� 驱动定位（例如：电动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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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伙伴 工程机械

研发

制造专家

| 制造生产

应用示例

优势

定制化& 最优化解决方案
独特的应用驱动系统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包括应用于移动车辆的创新和高效驱动系

统。30多年以来，ABM 格莱芬伯格一直致力于研发和生产工业

叉车驱动装置，并在此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经验。通过与客

户的密切合作和对市场的持续观察，我们开发了空间和成本更

为优化的驱动系统，这些系统集成了计划使用的各个方面。在

此过程中，我们积极追求不断持续改进的目标，使最终结果更

具活力和盈利能力。

除了用于电动机和齿轮箱的广泛技术平台之外，超现代的压铸

铝铸造车间、用于电机定子绕组、齿轮生产的自动化制造和装

配生产线，生产了高质量产品和系统解决方案 – 使其始终具有

一流品质。

将理念转化为创新解决方案，需要全方面的经验、特定的应用知识以及联合开发和工程

专业知识。在ABM 格莱芬伯格，每个项目都由高素质的工程机械设计专家进行团队合

作。

所有ABM 格莱芬伯格产品均使用最先进的仿真技术和专业设计工具开发，并通过严格

测试进行验证，这保证研发产品符合所有技术要求。 

所有产品都由自主设计。代表着核心竞争力的零部件由

ABM 格莱芬伯格在最先进的内部制造工厂生产，工艺可

靠。

从理念到创新的解决方案 

通过量产制造，即使是复杂的原型，也可以快速提供给用

户方进行测试 - 从而减少了用户量产模具的成本。

完美的热情  

先进的测试设备为我们经验丰富的同事们，提供了日常工

作支持。除了各种性能测试平台（型式测试/使用寿命测

试）之外，还有用于热力研究环境室和声学测试室。

材料分析测试实验室在开发阶段就已经确保了设计和产品

质量。

更强的移动能力 

凭借其先进的压铸铝铸造车间，ABM 格莱芬伯格在齿轮

箱外壳的生产中取得了显着的地位。我们的客户通过接收

具有最大稳定性和强度的复杂轻型外壳而受益。另一个核

心竞争力是内部模具和夹具结构，用于制造所需的压铸模

具和夹具以用于一系列装夹。 

精密操作 

生产中也包括了先进技术：所需部件使用创新、自动化和灵

活的生产和制造设备。机器人控制定子绕组生产线确保了

均匀的系列化产品品质。

快速设置时间允许更快速的调整。

我们的标准是最高质量品质 

从最初的计划步骤到最终产品成型，ABM 格莱芬伯格始

终注意到最细节的质量。出于这个原因，我们追求一致的

零缺陷战略，并结合整个企业范围内的持续改进流程。除

了生产线末端的测试平台之外，还有用于整个生产线上各

个过程的高精度生产和测量设备。

服务和技术支持 

当然，服务和技术支持在ABM格莱芬伯格也被很受重视，

并且是我们高质量产品理念的重要元素。

配重堆垛叉车的转向驱动

用于叉车和运输系统的电动差速器

用于楼梯升降机的主驱动和水平驱动

用于托盘叉车的集成式转向控制驱动电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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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升应用 
起重机专用起升和运行驱动

仓储物流 
辊筒输送、皮带输送等应用于仓储物流行业

使用寿命长、功能齐全以及可在恶劣的工况下保 持安
全性的特点，对于工业起重机行业的正常运行尤 其重
要。具有容量大、承受频繁启动能力、可反转、精确定
位等特点。我司也特别重视这些特性，设计研 发的一
系列起重和行走驱动均能实现高度的安全性。

具有四十多年起升传动设备的设计研发和制造经 验，
并已向全球各地起重机行业合作伙伴提供了一百 多万
台起升和运行驱动。

在驱动技术和产品质量上的不断提高，已经给全 世界
的起重设备供应商带来了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

仓储物流系统供应商要求配有复杂、高性能、低 能耗
的减速电机。设备维护简单、控制方便、可靠、使用寿
命长、高度灵活性等特点。 

ABM格莱芬伯格提供的Sinochron® 驱动，结构紧凑 能
满足客户对最大能源效率和功率密度的要求。直角 轴
伞齿轮减速机的紧凑型设计适用于紧凑空间内使用 。2
级伞齿轮箱具有稳定性强、质量可靠、使用寿命 长等
特点。

ABM驱动器通过个性化定制使每一个应用都能达 到最
佳性能，分布式控制降低了现场布线成本，也增 加了
灵活性。

ABM Sinochron® 电机在大部分负载

范围内达到最大效率，可节省能源。

变桨驱动可提供高负载承受能力

并能够满足所有安全性需求。

绝对安全性和可靠性-

已有一百多万台ABM格莱芬伯格生产

的起升和运行设备，驱动全球起重机

合作伙伴的产品。

ABM减速电机极高的效率减少了对

能源的需求，并有助于降低运营成本

| 行业应用

可再生能源 
托盘和木料燃烧加热输送系统

可再生能源 
风机变桨和偏航驱动系统

锅炉加热供暖系统需要充分考虑多方面驱动技术 筒仓内
的燃料需要输送系统经过螺杆输送到锅炉内，另外，需
要持续进行清洁换热器和清除灰烬等工作。 

ABM格莱芬伯格为此应用提供绝对高效节能的驱动  解
决方案，伞齿轮和平行轴齿轮箱能够减少能耗，节 约能
源。

搅拌齿轮箱，特殊的研发设计用于燃料搅拌输送，此组 
合设计极大降低了能源需求，节约能耗。

风电驱动系统要求运行噪音低，零部件能够以最 小的
维护成本连续运行20年以上。ABM格莱芬伯格的 变 桨
驱动电机正适合对可靠性和耐久性的严格要求。

特点：运行噪音低、高过载能力和高效率运行。

另外，我们能够满足在恶劣的高海拔的风机塔顶 极为
方便的更换润滑油，并且能在零下40摄氏度环境 下保
持良好的运行状态。很自然的，我们的驱动也适 于海
上和陆上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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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驱动创意
遍布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国际化公司和销售部，确保我们
与全球各地的客户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提供更为优质的服
务。

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欢迎联系我们。

艾必埃姆传动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佳胜路45号
 
电话：+86 512 8717 1081
传真：+86 512 8717 1084
 
网址：www.abm-drives.cn
邮箱：infocn@abm-driv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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