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减速箱 锥齿轮驱动 TDB230L & TDB230

产品介绍

模块化 & 可靠
锥齿轮驱动 TDB230L & TDB230

2 级锥齿轮减速箱集成交流感应电机，保持制动器，四支点轴

承和速度传感器。

	� 电池电压: 24 Volt

	� 电机功率: 高达 2.3 kW

	� 特殊应用 - 特有电机尺寸

	� 电机立式安装，可提供固定转向驱动

	� 通过PT 1000温度传感器进行温升监测

	� 增量型编码器测量电机转速

	� 可再生交流技术

	� 电磁式保持制动器用于驻车和紧急停车

	� 回转半径小

	� 低能耗

	� 高效

	� 可选集成电转向驱动

优势

应用示例

	� 托盘搬运车

	� 自动导引车辆系统



尺寸表

技术参数

锥齿轮驱动 TDB230L TDB230

齿轮箱参数

静轮载 11,250 N 12,000 N

齿轮比 18 - 30

最大轮转矩 435 Nm 615 Nm

电机参数

输出功率 S2-60 min 1,5 kW 2,3 kW

额定电压 3x15 VAC 角接 (24 V电池)

最大电流 146 A 350 A

制动器参数

供电电压 24 VDC

额定扭矩 16 Nm 3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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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 & 可靠
锥齿轮驱动 TDB230L & TDB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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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速箱 锥齿轮驱动 TDB230/254 KOMBI

产品介绍

模块化 & 可靠
锥齿轮驱动 TDB230/254 Kombi

2 级锥齿轮减速箱集成交流感应电机，保持制动器，四支点轴

承和速度传感器。

适用于不同的驱动轮尺寸。

	� 电池电压: 24 - 48 Volt

	� 电机功率: 高达 3.5 kW

优势

应用示例

	� 应用示例

	� 托盘搬运车

	� 适用于驱动轮尺寸230 和254 mm

	� 特殊应用 - 特有电机尺寸

	� 电机立式安装，可提供固定转向驱动

	� 通过PT 1000温度传感器进行温升监测

	� 增量型编码器测量电机转速

	� 可再生交流技术

	� 电磁式保持制动器用于驻车和紧急停车

	� 回转半径小

	� 低能耗

	� 高效

	� 可选集成电转向驱动



尺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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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模块化 & 可靠
锥齿轮驱动 TDB230/254 Kombi

锥齿轮驱动 TDB254 Kombi

齿轮箱参数

静轮载 16,000 N

齿轮比 18.4 - 25.5

最大轮转矩 750  Nm

电机参数

输出功率 S2-60 min 3.5 kW

额定电压 3x15 VAC 角接 (24 V电池)

最大电流 400 A

制动器参数

供电电压 24 VDC

额定扭矩 45 Nm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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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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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速箱 锥齿轮驱动TDB 254集成电转向RING

产品介绍

模块化 & 可靠
锥齿轮驱动TDB 254集成电转向

2 级锥齿轮减速箱集成2级斜齿轮转向驱动和交流感应电机。

集成保持制动器，四支点轴承，驱动和冗余转向传感器集成。

	� 电池电压: 24 - 48 Volt

	� 电机功率: 高达 3.2 kW

优势

应用示例

	� 托盘搬运车

	� 自动导引车辆系统

	� 特殊应用 - 特有电机尺寸

	� 电机立式安装，可提供固定转向驱动

	� 通过PT 1000温度传感器进行温升监测

	� 增量型编码器测量电机转速

	� 可再生交流技术

	� 电磁式保持制动器用于驻车和紧急停车

	� 回转半径小

	� 低能耗

	� 高效

	� 可选集成电转向驱动



尺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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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模块化 & 可靠
锥齿轮驱动TDB 254集成电转向

锥齿轮驱动 TDB 254集成电转向

齿轮箱参数

静轮载 16,000 N

齿轮比 15.6 - 24

最大轮转矩 650 Nm

电机参数

输出功率 S2-60 min 3.2 kW

额定电压 3x15 VAC 角接 (24 V电池)

最大电流 380 A

制动器参数

供电电压 24 VDC

额定扭矩 45 Nm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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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nfocn@abm-drives.com | www.abm-driv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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