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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MMER 集团 
始终坚持以客户为导向

多年以来,我们以给客户提供富于创新的个性化解决方案为宗旨,据此在市场上获得成功。ZIMMER 
持续不断地发展壮大,现已进入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新发展阶段——建立技术专家工厂。成功
的秘诀是什么?

根基。我们的企业发展一向依托于卓越的产品和服务。Zimmer 集团自主
开发具有独创性的解决方案和重要的技术创新。因此那些对技术领先
有需求的用户是我们主要的客户群。即使面临再艰巨的挑战,Zimmer 集
团亦可从容应对。

风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没有行业学科的界限。我们在六个技术领域中
提供完善的过程解决方案,其中不仅包括研发,还包括生产。Zimmer 团的
产品和服务面向所有行业领域。我们可以針对全球客户的任何特殊情
况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

动力。决定我们成败的最重要因素，是以客户为导向的指导方针。我们是
一家优秀的服务供应商。我们的客户可以向 Zimmer 集团（作为联系中
心）提出自己的需求。凭借在解决方案方面的雄厚实力以及一站式提供
形式多样的产品和服务，我们可以应对客户的任何特殊要求。

点击此网址查阅所有相关信息   ◄   www.zimmer-group.cn



4

夹持搬运技术
30 多年的经验和行业知识：我们的气动、液压
和电动搬运部件/系统在全球居于领先水平。 

标准部件。超过 2000 款标准化机械夹
爪、回转单元、机器人配件等诸多产品。
我们是一家全方位产品服务供应商，以
最佳的供应效率提供技术领先的产品。 

半标准。凭借我们的模块化设计，可以
实现个性化配置和高度创新的过程自
动化。 

 

缓冲技术
我们的工业化缓冲技术和柔性缓冲产品体现了
技术专家工厂的创新能力和开拓精神。 

工业化缓冲技术。作为标准或客户定制
解决方案：我们的产品确保在最小的结
构空间实现最高的循环次数和最大限
度的能量吸收。 

柔性缓冲。以最高的品质和供应效率为
前提，研发并批量生产空气摩擦缓冲器
和流体缓冲器。 

原始设备制造商和直接生产商。不论是
部件、牵引系统，还是成套生产设备——
我们是全球众多知名企业的合作伙伴。

线性技术
我们为客户研发量身定制的线性技术部件和
系统。  

夹紧元件和制动元件。我们针对型材
导轨、圆导轨和多元化导轨系统提供超
过 4000 款产品，覆盖所有制造商生产
的产品。不论是手动、气动、电动，还是液
压驱动。 

灵活性。我们的夹紧元件和制动元件能
够将 Z 轴或加工台等移动组件牢固定
位，并确保机器或设备在紧急情况下尽
快停下来。 

技术

www.zimmer-group.cn   ►   点击此网址查阅所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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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型工艺技术
成型工艺技术中的系统和部件需要具备极高
的效能。高水平的客户个性化解决方案是我们
的标志。  

广泛而丰富的经验。我们的专有技术所
涉及的范围从材料、工艺和工具的研发
到产品设计，再到产品的批量生产。 

雄厚的生产能力。Zimmer 集团将雄厚
的生产能力与灵活性、质量以及精度完
美地融合在一起，即便是客户定制的产
品也是如此。 

批量生产。我们灵活而快速地生产金
属 (MIM)、合成橡胶和塑料材质的高档
产品。

机床技术
ZIMMER 集团针对所有行业领域研发了适用于
木材、金属和复合材料加工的创新工具系统。
我们是众多客户的系统合作伙伴和创新合作
伙伴。  

知识和经验。凭借着在切换设备、工具
接口和工具系统领域所拥有的专业知
识和数十年的研发合作经验，我们可以
在全球范围内应对各种挑战。 

部件。我们库存有各种标准部件，并为委
托代工客户和最终客户（远不止是金属
和木材加工行业）研发富于创新的客户
定制系统。 

多样化。不论是加工中心、车床，还是灵
活的制造间——Zimmer 集团生产的从
动工具、支架、机组和钻头拥有广泛的
应用范围。

系统技术
ZIMMER 集团是世界范围内个性化系统解决方
案研发领域的领导者之一。  

个性化。我们的团队由 20 多位经验丰
富的设计师和项目工程师组成，以与最
终客户和系统集成商展开密切合作为
前提，针对客户的特殊需求研发和制定
个性化解决方案。无论是简单的机械夹
爪和夹持搬运解决方案，还是复杂的系
统解决方案均可令您满意。

解决方案。系统解决方案可广泛应用于
多种行业，从机械制造业、汽车及零配
件工业、塑料工业、电子行业、消费品行
业到铸造业：这家技术专家工厂帮助众
多企业通过高效自动化在竞争中立于
不败之地。

点击此网址查阅所有相关信息   ◄   www.zimmer-grou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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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控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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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LINK[   ]

集成阀门

[   ]

集成感应装置

[   ]

钢制线性导轨

[   ]

性能优异的锁定装置

[   ]

多元化的介质传输

[   ]

采用螺旋槽技术的缓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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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持搬运技术
技术亮点一机械夹爪

“通用型”
 ► 超过标准夹持力最多 30 %

 ► 比标准静力和力矩高出 10 %

 ► 比标准夹爪手指长 10 %

 ► 比标准夹爪手指重量重 15 %

 ► 密封导轨等级 IP64 / 保护等级 IP67（带密闭空气）

 ► 防腐蚀

 ► 高达三千万次循环免维护

我们的专有技术 – 您的优势

使用寿命长 通用 精确

气动

电动

混合动力

我们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研发产品组合，
为客户的每一种应用情况提供最合适
的解决方案。5000 系列对客户而言就
是一款“全方位无忧包” – 防腐蚀，防护
等级 IP67，可免维护运行 3 千万次循
环。

机电一体化机械夹爪让每一个生产过
程都变得更加灵活。自 1992 年以来，机
械夹爪就一直是我们供货范围中的固
定组成部分，操作简便，效率极高。5000 
系列集气动、电动和混合动力技术的特
征于一体。

自 1980 年以来，我们致力于研发并
持续改进机械夹爪。我们生产的每一
款机械夹爪都能体现我们多年积累的
丰富经验，尤其是高端通用机械夹爪 
GPP5000/GPD5000。

点击此网址查阅所有相关信息   ◄   www.zimmer-grou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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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持搬运技术
机械夹爪

www.zimmer-group.cn   ►   点击此网址查阅所有相关信息

两指平行机械夹爪
气动

MGP800 结构规格数量：
单边行程:
夹持力：
重量：
IP 等级：

（最大）免维护周期：

8
1 mm - 12 mm
6 N - 400 N
0.008 kg - 0.46 kg
40
1 千万次循环

GPP1000 单边行程:
夹持力：
重量：
IP 等级：

（最大）免维护周期：

4 mm - 16 mm
100 N
0.16 kg - 0.20 kg
30
2 百万次循环

GP400 结构规格数量：
单边行程:
夹持力：
重量：
IP 等级：

（最大）免维护周期：

9
3 mm - 30 mm
85 N - 19,275 N
0.08 kg - 18.9 kg
40
1 千万次循环

GPP5000 结构规格数量：
单边行程:
夹持力：
重量：
IP 等级：

（最大）免维护周期：

11
2.5 mm - 45 mm
140 N - 26,950 N
0.08 kg - 50 kg
64/67
3 千万次循环

两指平行机械夹爪
长行程

气动

MGH8000 结构规格数量：
单边行程:
夹持力：
重量：
IP 等级：

（最大）免维护周期：

3
10 mm - 100 mm
60 N - 910 N
0.35 kg - 7.3 kg
64
1 千万次循环

GH6000 结构规格数量：
单边行程:
夹持力：
重量：
IP 等级：

（最大）免维护周期：

5
20 mm - 200 mm
120 N - 3,400 N
0.3 kg - 23.8 kg
40
1 千万次循环

电动

三指定心机械夹爪
气动

MGD800 结构规格数量：
单边行程:
夹持力：
重量：
IP 等级：

（最大）免维护周期：

8
1 mm - 12 mm
30 N - 1,420 N
0.025 kg - 2 kg
40
1 千万次循环

电动

GED5000 结构规格数量：
单边行程:
夹持力：
重量：
IP 等级：

（最大）免维护周期：

3
6 mm - 10 mm
540 N - 1,900 N
1.09 kg - 2.33 kg
64
3 千万次循环

三指定心机械夹爪 
长行程

气动

GD500 结构规格数量：
单边行程:
夹持力：
重量：
IP 等级：

（最大）免维护周期：

3
30 mm - 60 mm
1,300 N - 2,480 N
7.4 kg - 29 kg
40
1 千万次循环

两指张角式机械夹爪
气动

GZ1000 结构规格数量：
单边行程:
夹持力：
重量：
IP 等级：

（最大）免维护周期：

3
8 ° - 10 °
62 N - 315 N
0.015 kg - 0.125 kg
30
1 千万次循环

GPD5000 结构规格数量：
单边行程:
夹持力：
重量：
IP 等级：

（最大）免维护周期：

11
2.5 mm - 45 mm
310 N - 72,500 N
0.14 kg - 99.9 kg
64/67
3 千万次循环

机械夹爪

GEH6000IL 结构规格数量：
单边(最大)行程：
夹持力：
重量：
IP 等级：

（最大）免维护周期：

2
80 mm
60 N - 2,400 N
0.76 kg - 2.6 kg
40/54
5 百万次循环

MGW800 结构规格数量：
单边行程:
夹持力：
重量：
IP 等级：

（最大）免维护周期：

8
37.5 °
5 N - 325 N
0.01 kg - 0.45 kg
30
1 千万次循环

电动

GEP2000 结构规格数量：
单边行程:
夹持力：
重量：
IP 等级：

（最大）免维护周期：

4
6 mm - 16 mm
40 N - 500 N
0.18 kg - 0.9 kg
40
1 千万次循环

GEP5000 结构规格数量：
单边行程:
夹持力：
重量：
IP 等级：

（最大）免维护周期：

3
6 mm - 10 mm
540 N - 1,900 N
0.79 kg - 1.66 kg
64
3 千万次循环

GEP9000 结构规格数量：
单边行程:
夹持力：
重量：
IP 等级：

（最大）免维护周期：

2
2 mm - 4 mm
11 N - 50 N
0.25 kg - 0.79 kg
40
3 千万次循环

GPH8000 结构规格数量：
单边行程:
夹持力：
重量：
IP 等级：

（最大）免维护周期：

1
62,5 mm - 150 mm
2000 N
14,9 kg - 21,3 kg
54
5 百万次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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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1000 结构规格数量：
单边行程:
夹持力：
重量：
IP 等级：

（最大）免维护周期：

4
20 °
2,910 N - 29,110 N
1.3 kg - 13 kg
40
1 千万次循环

GPW5000 结构规格数量：
单边行程:
夹持力：
重量：
IP 等级：

（最大）免维护周期：

3
+15 ° / -2 °
1,450 N - 14,500 N
0.9 kg - 12.1 kg
64
3 千万次循环

两指径向机械夹爪
气动

GK 结构规格数量：
单边行程:
夹持力：
重量：
IP 等级：

（最大）免维护周期：

6
90 °
70 N - 4,250 N
0.1 kg - 4.1 kg
20
1 千万次循环

GG4000 结构规格数量：
单边行程:
夹持力：
重量：
IP 等级：

（最大）免维护周期：

6
90 °
430 N - 4,000 N
0.25 kg - 4.5 kg
64
1 千万次循环

安装 外部O 形圈的机械夹爪
气动

电动

LGS
LG1000
LGG

结构规格数量：
径向上的总行程
夹持直径：
重量：

25
1 mm - 16 mm
4 mm - 135.5 mm
0.028 kg - 2.7 kg

适用于特殊任务的机械夹爪

内部机械夹爪
气动

GS
GSI

结构规格数量：
O 形圈直径：
张开力：
重量：

4
4 mm - 150 mm
240 N - 1,450 N
0.5 kg - 5.4 kg

ST
SCH

结构规格数量：
可调节顶针行程:
重量：

4
0 mm - 6 mm
0.21 kg - 0.49 kg

针盘机械夹爪
气动

GEN9100 可调节顶针行程：
重量：
IP 等级：

0 mm - 2 mm
0.33 kg
50

HM1000 结构规格数量： 
最大吸附力:
重量：

4
27 N - 450 N
0.06 kg - 2.2 kg

HEM1000 结构规格数量： 
最大吸附力:
重量：

4
40 N - 720 N
0.09 kg - 1.3 kg

DGK 单边张开角度:
夹持力：
重量：

90 °
150 N
0.55 kg

旋转机械夹爪

两指张角式旋转机械夹爪
气动

两指平行旋转机械夹爪
气动

DGP400 单边行程：
夹持力：
重量：

4 mm
115 N - 155 N
0.44 kg - 0.48 kg

磁性机械夹爪
气动

电动

机械夹爪



10

夹持搬运技术
转位和旋转模块

“性能优异”
 ► 超过标准效率多达 100 %

利用性能优异的终端位置缓冲装置，您可在最短的时间内
回转更多的物体，从而提高机器的零部件产量

 ► 中心孔大

您可将连接线路直接穿过旋转法兰中心来减少应用中的
干扰 

 ► 超过标准径向轴承负荷 100 % 以上

大尺寸的轴承代表着结实耐用和高使用寿命，确保您在应
用中获得最高的过程安全性 

我们的专有技术 – 您的优势

作为行业先驱者，我们所提供的产品范
围极广，这些产品也在不断树立着行业
新标准：除了第一款具缓冲功能的铰链
轴外，我们还研发出了第一款带中间位
置锁定功能的回转单元等诸多产品。

大尺寸轴承使我们的单元可承受极高
的负荷。这款带外置挡块的齿轮传动
装置可保证在极端的应用情况下几乎
无磨损，换作其他品牌同类产品早就断
齿了。

回转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尽量缩短周
期时间。我们自主研发的缓冲器，采用了
螺旋槽技术，可带来超出市面上所有同
类产品的终端位置缓冲效果，完美匹配
我们性能强大的回转单元，满足您对于
周期时间的最严苛的要求。

耐用久经考验性能强大

www.zimmer-group.cn   ►   点击此网址查阅所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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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N 结构规格数量：
摆动角度:
扭矩：
重量：
IP 等级：

（最大）免维护周期：

9
90 ° - 270°
0.15 Nm - 247 Nm
0.04 kg - 12.5 kg
54
150 万次循环

旋翼式气缸

气动

平面式回转单元

气动

MSF 结构规格数量：
摆动角度:
扭矩：
重量：
IP 等级：

（最大）免维护周期：

3
90 ° - 180 °
0.3 Nm - 1.2 Nm
0.17 kg - 0.46 kg
41
1 千万次循环

SF 结构规格数量：
摆动角度:
扭矩：
重量：
IP 等级：

（最大）免维护周期：

6
0 ° - 180 °
1.5 Nm - 130 Nm
0.6 kg - 41.1 kg
64
1 千万次循环

张角式回转单元

气动

SWM1000 结构规格数量：
摆动角度:
扭矩：
重量：
IP 等级：

（最大）免维护周期：

4
90 °
7 Nm - 64 Nm
0.65 kg - 3.5 kg
30
1 千万次循环

SW 结构规格数量：
摆动角度:
扭矩：
重量：
IP 等级：

（最大）免维护周期：

6
180 °
1.5 Nm - 120 Nm
1.2 kg - 48.2 kg
64
1 千万次循环

旋转手指

气动

SB 结构规格数量：
摆动角度:
扭矩：
重量：
IP 等级：

（最大）免维护周期：

3
90 ° - 180 °
0.1 Nm - 1.6 Nm
0.3 kg - 2.2 kg
54
1 千万次循环

SBZ 结构规格数量：
摆动角度:
扭矩：
重量：
IP 等级：

（最大）免维护周期：

5
90 ° - 180 °
1.2 Nm - 57 Nm
0.45 kg - 28 kg
54
1 千万次循环

电动

DES 结构规格数量：
摆动角度:
扭矩：
重量：
IP 等级：

（最大）免维护周期：

2
不限
10 Nm - 64 Nm
4 kg - 15.9 kg
54
5 百万转

转位和旋转模块

点击此网址查阅所有相关信息   ◄   www.zimmer-grou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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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持搬运技术
机器人配件

 ► 压降下保持夹持力

冗余系统将弹簧蓄能器和机械自锁装置集于一身，打造出
出一款安全型产品

 ► 结构格外平整

这种结构能将机械手上的瞬间承载力降到最低，并在保证
高性价比的同时实现小规模使用

 ► 介质传输载体支持多元选择

不论要传输哪种介质,我们都能将其实现,还可根据您的
要求寻找最合适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专有技术 – 您的优势

结构高度会降低您机械手的起重能力。
因此，我们的机械手组件结构十分平整，
无需额外使用转接板即可相互组合。可
通过装配法兰直接安装到机械手上，依
照 EN ISO 9409-1。

想要个性化打造您的机器并自由传输
介质吗？我们有多种标准化能源模块供
您选择。我们也很乐意为您研发客户定
制解决方案。

对我们而言，生产安全是第一要务。我
们的快换装置装有集成式传感器、用于
确保夹持力的弹簧和极其结实耐用的
线性接触联锁销，能为您带来最高的安
全性。

多样化 标准化 安全可靠

www.zimmer-group.cn   ►   点击此网址查阅所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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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配件

气动

轴补偿

气动

防护

气动

传输

手动

能源模块

电动 / 通信

流体

转换

手动

角法兰

点击此网址查阅所有相关信息   ◄   www.zimmer-group.cn

HWR2000 
HWR

连接法兰：
建议操作重量：
气动能源传输：
电能源传输：

TK31.5 - TK80
5 kg - 50 kg
4 - 8 路
可通过能源 
模块选择

WWR1000 连接法兰：
建议操作重量：
气动能源传输：

电能源传输：

TK160 - TK200
500 kg - 1,000 kg
可通过能源 
模块选择
可通过能源 
模块选择

FGR 
XYR

连接法兰：
建议操作重量：
X/Y 方向补偿：

TK40 - TK160
7 kg - 75 kg
2 mm - 10 mm

CSR 连接法兰：
建议操作重量：
Z 轴补偿:
水平补偿+/-

TK50 - TK160
6 kg - 150 kg
10.5 mm - 28 mm
9 ° - 12.5 °

DVR 连接法兰：
建议操作重量：
气动能源传输：
电能源传输：

TK40 - TK160
15 kg - 200 kg
4 - 8 路
4 - 12 针

WER 用于传输信号和负载电流

WER 用于传输液压、气动和真空

WFR 匹配 40 多种不同型号的机械手，可与 16 种
用于机器加载的机械夹爪组合使用

WWR 连接法兰：
建议操作重量：
气动能源传输：
电能源传输：

TK40 - TK160
20 kg - 300 kg
4 - 10 路
可通过能源 
模块选择

DVR1000 
 

连接法兰：
建议操作重量：
气动能源传输：
电能源传输：

TK125
200 kg
8 路
4 针 +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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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C-02HRC-01

HRC-03

HRC-04

HRC-05

专家级 HRC

合作 协作

夹持搬运技术
人机协作

Zimmer 集团是人机协作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也是国际领先的
人机协作组件制造商之一。我们研发的目标在于通过人与机
器之间的有效协作发挥出双方自身的最大潜力，从而提升工
作流程的效率。 

www.zimmer-group.cn   ►   点击此网址查阅所有相关信息

HRC-02 行程：
夹持力：
重量：
IP 等级：

40 - 60 mm
< 140 N
1,55 - 1,9 kg
40

HRC-01 行程：
夹持力：
重量：
IP 等级：

40 - 60 mm
500 - 850 N
1,6 - 1,9 kg
40

合作

电动

安全功能 STO + 断电时启用机械式自锁

协作

电动

HRC-03 单边行程：
（最大）夹持力：

重量：
IP 等级：

10 mm
< 140 N
0,7 - 0,9 kg
40

断电时启用机械式自锁

HRC-04 单边行程：
（最大）夹持力：

重量：
IP 等级：

6 mm
< 140 N
0,74 - 0,96 kg
40

压力下降时通过内置的弹簧确保夹持力

气动

两指平行机械夹爪

HRC-05 单边行程：
（最大）夹持力：

重量：
IP 等级：

37,5 °
< 140 N
0,74 - 0,96 kg
40

压力下降时通过内置的弹簧确保夹持力

气动

两指张角式机械夹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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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持搬运技术
INDUSTRIE 4.0

标准部件
 ► 未来的生产系统和机器将以自主运作、智能化、机电一体化的组件和模块为主

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功能会直接集成到模块内，数据处理工作也会逐渐分
散到组件中。它们会自主进行网络化、组织和配置，从而承担或解除上级控制层
面的功能。Zimmer Industrie 4.0 组件通过 IO-Link 进行通信，因此在日常连接时
只需一个 M12 插头即可传输所有信号和功率。 

IO-Link Industrie 4.0 组件的接口
 ► IO-Link 是一种标准化的 IO 技术，从控制系统到最低层的自动化均可在这种技

术的帮助下实现通信，这在各通信标准中尚属首次。IO-Link 标准采用不依赖现
场总线的点对点连接方式。Zimmer 集团采用 IO-Link 的目的在于将智能化组件
整合入几乎所有的自动化环境之中。 

安装简单，优势众多
 ► IO-Link 安装和集成非常简单，另外还降低和统一了电缆敷设的成本。通过一条

标准化的非屏蔽 5 芯电缆即可实现点对点连接。另外，以往成熟的电缆敷设结
构得以保留，布线方式与传统的布线方式相互兼容，极大地保护了之前的投资
价值。  

夹持搬运技术
人机界面

操作简单
 ► 我们的Industrie 4.0 组件操作系统如今已集成到 YASKAWA 和 Uni-

versal Robots 机械手的控制系统当中。其他制造商产品的集成工作
正在进行中，如有需要可索取。可利用机械手的控制面板手动设定这
些组件并将之集成到程序流程中。使用者可通过直观的用户界面来
控制 Zimmer 集团的全套 IO-Link 机械夹爪产品组合并使用机械手
上所有的气动、电动、混合动力、伺服电动和数字组件。  

因为越简单越好
 ► 系统的集成便于用户灵活使用应用程序配置文件，使设备参数的调

整和保存变得尤为简单。整个实施和调试工作只需花费短短几分钟。
此外，通过 Zimmer-HMI 还可执行组件诊断 (condition monitoring) 或
预防性维护 (predictive maintenance)。 

示例：Universal Robots 的 HMI

点击此网址查阅所有相关信息   ◄   www.zimmer-grou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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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持搬运技术
机械手模块组成

快换装置 能源模块

转接板 模块组成系统

转接板 角法兰 转接板

传统组件HRC 组件

www.zimmer-group.cn   ►   点击此网址查阅所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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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持搬运技术
产品系列概览

SHX
LI
LS
LSX
HZ

行程：
力：

15 mm - 300 mm
40 N - 950 N

VEG
VE

单推杆的行程：
外伸力：

10 mm - 60 mm
40 N - 220 N

VEE9200 行程：
外伸力：

10 mm
10 N

ZK1000
ZK

闭合抓取力矩：
单边行程：

（最大）切削直径：

54 Nm - 400 Nm
4.25 ° - 13 °
11 mm

KG 摆动角度:
材料：

30 °
钢、铝

线性模块

气动

分料器

气动

切割钳

气动

球形连接轴

手动

电动

利用模块化的 MCS 模块组成系统 (Modular Construction 
System)，可以在不增加任何设计成本的前提下制定出符合工
件特殊要求的解决方案。相互之间协调契合的零部件是实现
这一目标的关键。因此产品组合中不光有夹爪指，还有和夹
爪指一样在运输期间确保工件稳定保持的型材、补偿元件、吸
盘插口。 

MCS 模块组成系统

夹持搬运技术
真空组件

吸盘 适配器 补偿元件 真空发生器

点击此网址查阅所有相关信息   ◄   www.zimmer-grou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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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低振动的缓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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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缓冲技术
技术亮点POWERSTOP

 ► 通过逐渐变细的螺旋槽实现振动最小化以及精确制动

 ► 凭借流体静力活塞导向装置实现磨损最小化，进而延长使用寿命

 ► 通过采用不锈钢材料确保防锈蚀能力

节流
机制

螺旋槽技术

在为高能量型系列缓冲器填充油时，应确保体积变化补偿弹簧处于预应力作用
下。通过弹簧的自动调整可以补偿油耗，从而实现较长的使用寿命。

节流面

冲程 [mm]

1
2 

2

1

理想曲线
PowerStop

力 [N]

冲程 [mm]

节流面

冲程 [mm]

1
2 

1

2

理想曲线
常规缓冲器

力 [N]

冲程 [mm]

传统解决方案 
节流机制

高端解决方案 – ZIMMER 集团  
POWERSTOP 缓冲器 
螺旋槽技术

螺旋槽技术

PowerStop 工业缓冲器采用独创的螺旋槽技术。  与使用节流孔的常规工业缓冲器不同，逐渐变细的螺旋槽可实现精确且低振
动的缓冲效果。PowerStop 工业缓冲器可通过最佳负荷系数在最小的结构空间上实现最大限度的能量吸收。

我们的专有技术 – 您的优势

储备油 

点击此网址查阅所有相关信息   ◄   www.zimmer-grou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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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缓冲装置 VS. 弹簧复位

 ► 传统橡胶缓冲器的缓冲比极小，其
作用更像弹簧，而不是缓冲器。在使
用传统橡胶缓冲器时，几乎不会消
除系统的动能，反而可能导致设备
损坏。

 ► 就此而言，BasicStop 品牌的结构缓
冲器凭借高缓冲比为材料缓冲领域
树立了新的标准。 

 ► BasicStop 结构缓冲器以高性能的合成材料 TPC 和为其专门研发的外形而著称。

 ► 在经过特殊处理后，结构缓冲器才拥有其独特的性质，即便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仍可以最大程度地吸收能量，同时达到最
高缓冲比。

 ► 高性能合成材料 TPC： 
      高耐用性和介质耐抗性* 
      不会像橡胶材料一样出现膨胀、脆化或分解现象* 
      温度范围大

 ► 在最小结构空间内实现高缓冲比和高能量吸收量

 ► 可靠的回弹程序

 ► 与橡胶缓冲器相比使用寿命更长

 ► 适用性不受速度影响

 ► 基于热塑性可 100  % 回收再利用  
* 化学品和介质耐抗性参见缓冲技术产品目录或访问www.zimmer-group.cn

0 %

20 %

40 %

60 %

80 %

100 %

缓冲装置

工业缓冲器

碰撞能量

缓冲装置 vs. 减振装置

结构缓冲器 橡胶缓冲器 弹簧
减振装置

主轴尾座活动轴内的急停保护 ELHA 公司生产模块线性轴内的终端位置缓冲
装置

加工中心内的机门缓冲

工业缓冲技术
技术亮点BASICSTOP

我们的专有技术 – 您的优势

结构缓冲

∆

www.zimmer-group.cn   ►   点击此网址查阅所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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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STOP BASICSTOP

缓冲器选择辅助工具

 ►  更快计算并选择缓冲器 
计算、选择辅助工具和配置器

 ►  一目了然的选择辅助工具 
通过选择相应的载荷情况轻松找到适合的缓冲器 

 ► 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同样适用于移动终端 
随时访问http://www.zimmer-group.cn/de/pdti

工业缓冲器

标准能量型 规格：
行程：

（最大）能量吸收量：

M8 - M45
5 mm - 25 mm
1.5 Nm - 350 Nm

高能量型 规格：
行程：

（最大）能量吸收量：

M4 - M45
3 mm - 50 mm
0.5 Nm - 1,200 Nm

轴向标准型 高：
行程：

（最大）能量吸收量：
（最大）缓冲比：

11 mm - 109 mm
5 mm - 56 mm
2 Nm - 2,951 Nm
75 %

轴向能量型 高：
行程：

（最大）能量吸收量：
（最大）缓冲比：

53 mm - 252 mm
30 mm - 198 mm
450 Nm - 
17,800 Nm
65 %

径向标准型 高：
行程：

（最大）能量吸收量：
（最大）缓冲比：

23 mm - 88 mm
15 mm - 60 mm
1.2 Nm - 290 Nm
60 %

工业缓冲技术
产品系列概览

点击此网址查阅所有相关信息   ◄   www.zimmer-grou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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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产品”
 ► 我们的空气摩擦缓冲器尤其以耐用性为典型特征。我们

的许多创意理念在实践中历经考验，并受到专利法保护。

 ► 空气摩擦缓冲器缓冲过程的特点是带有短暂停顿的制动
阶段，接下来向牵引阶段过渡。

 ► 所有空气摩擦缓冲器的特征曲线的变化过程基本相同。
针对不同的负荷能力，特征曲线几乎只是平行移动。

每一个空气摩擦缓冲器都经过了自动光学检查

“高性能产品”
 ► 多年以来，流体缓冲器一直是 Zimmer 集团产品组合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流体缓冲器具备极佳的可靠性
和负荷能力。

 ► 流体缓冲器缓冲过程的特点是制动阶段无缝过渡到牵引
阶段，中间无停顿。

 ► 视所使用的流体缓冲器不同，特征曲线分为线性特征曲
线、恒定线性特征曲线或 S 型特征曲线。

空气摩擦缓冲器 流体缓冲器

缓冲技术 - 柔性缓冲 
技术亮点

客户是我们的核心

我们的研发部门不仅需要根据客户要求调整并持续优化空
气摩擦缓冲器和流体缓冲器，还需要针对各种不同的行业研
发出创新型解决方案。 我们的产品组合及其相关解决方案的
多样性也由此得到了提升。凭借高度专业的自动化部门，我们
也能够在自己的设备上经济地实现工业规模的批量生产。与
质量团队的密切合作是我们能够生产出品质卓越产品的有
力保障。缓冲器在离开工厂之前均经过了相应的检测。同时我
们的销售部门也在不断增长，确保未来能在世界范围内对客
户的需求和愿望给予最大程度的关注，并为新产品的面世创
造有利的市场条件。

0
0

1/2

1

1/4 1/2 3/4 1

显示缓冲力随冲程的变化

最大作用力

最小作用力

行程[mm]

1

2

3

4

 

  阶段 3：缓和牵引阶段闭合时间

阶段 4：牵引结束

阶段 2：短暂停顿/转折点

阶段 1：大幅制动阶段

 

  流体缓冲器 S 型特征曲线

流体缓冲器恒定线性特征曲线

流体缓冲器线性特征曲线

0.00 0.20 0.40 0.60 0.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0.05

-0.04

-0.03

-0.02

-0.01

0

0.01

1

1

2

3

4

2 4
3

行程 [m]

时间 [s]

阶段 1：大幅制动阶段

www.zimmer-group.cn   ►   点击此网址查阅所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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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门缓冲

合页缓冲盖门缓冲

抽屉缓冲

抽屉部件
 ► 抽屉缓冲器已经成为行业领域中不可或缺的标准。

 ► Zimmer 集团是抽屉缓冲器方面的专家，以行业最高水准
为您的产品确保最为舒适的推拉效果。

 ► 我们用于抽屉缓冲的单个缓冲器凭借其形式多样的集成
方案令客户折服。我们的研发成果具备非常灵活的可调
整性，因此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多样化的标准产品以及定制
的解决方案。

精准 – 适配性强 – 得到广泛认可

滑门缓冲器
 ► 滑门凭借其节省空间的特点，在家居、办公和休息空间装

潢中越来越受欢迎。

 ► Zimmer 集团针对这一不断增长的市场份额提供最先进
的技术。

 ► 我们的滑门缓冲器部件凭借其高度灵活的可调整性，可以
直接集成在客户滑门的导轨系统中。

智能化 – 高性能 – 可靠 

盖门流体缓冲器
 ► 盖门一词在德语中源于象声词“吧嗒”或“拍打声”。而 

Zimmer 集团提供的用于盖门缓冲的流体缓冲器完全可
以避免此现象。

 ► 我们的盖门缓冲器的突出特点在于其高度灵活的可调整
性和花样繁多的产品类型。

 ► 我们的流体缓冲器是您的首选。各种尺寸、作用力或缓冲
特性 – 我们针对各种应用提供完全匹配的流体缓冲器。

小巧 – 强劲 – 结实耐用 – 灵活多变

合页缓冲器
 ► Zimmer 集团用于合页缓冲的高性能缓冲器是一种易于

集成的改装解决方案。

 ► “VOLPINO”的用户友好性尤其体现在便于根据实际需要
进行个性化调整的缓冲力上（在完成安装后，可根据门的
重量调整缓冲力）。

 ► “BELLINO”的突出优势是能够集成到（极）小的结构空间
内。

强劲 – 灵活 – 考虑缜密

点击此网址查阅所有相关信息   ◄   www.zimmer-grou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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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形传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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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技术
技术亮点

我们的专有技术 – 您的优势

 ► 以最小的结构型式实现最大的保持力

 ► 高定位精度

 ► 高刚性

 ► PLUS 接口带来更高的保持力

在二十多年的研发和市场经验积累过程中，造就了超过 4000 款
标准化产品。 

选择辅助工具 – 超过 20,000 种组合

一体型功能部件 – 刚性极高

 ► 最新产品系列 LBHS 再一次证明了我们卓越的技术能力。

 ► 这款液压式制动元件由一个功能模块组成，不包含移动部件，
只通过基体的内应力来施加制动力和夹持力。这确保了极高
的刚性和极短的反应时间。

在无压状态下： 
关闭

在施压状态下： 
打开

 ► 更快选择夹紧元件和制动元件 
适用于超过 20,000 种导轨/滑座组合

 ► 一目了然的选择辅助工具 
直接查看技术数据 + CAD下载文件

 ► 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 – 同样适用于移动终端 
随时访问http://www.zimmer-group.cn/zh/plt 

楔形传动机构 – 20 多年来屡经考验

1 接触型材
2 楔形传动机构
3 产生的横向运动
4 活塞 PLUS 接口

 ► 针对成型导轨和圆柱导轨的夹紧和制动，Zimmer 集团凭借楔形传动机构作出了开创性的成绩。

 ► 所有气动元件都配备有久经考验的楔形传动机构，适用于极高的力传输，并凭借超过 5 百万的周期数（B10d 值）而领跑 
市场。 

点击此网址查阅所有相关信息   ◄   www.zimmer-grou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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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材导轨

手动 气动

夹紧 夹紧 夹紧和制动
N NO NC NC

HK 保持力最大为 2,000 N MK 保持力最大为 2,250 N MKS 保持力最大为 3,300 N MBPS 保持力最大为 4,700 N

标准 标准 标准 标准

UBPS 保持力最大为 7,700 
(9,200) N

标准

LKP 保持力最大为 2,500 N LKPS 保持力最大为 1,900 N LBPS 保持力最大为 1,900 N

细长 细长 细长

MINIHK 保持力最大为 300 N MCP 保持力最大为 550 N MCPS 保持力最大为 700 N

小型 小型 小型

线性技术
产品系列概览

保持力是指可沿轴向施加的最大作用力。
所有夹紧元件和制动元件在出厂前均在涂敷了润滑油层 (ISO VG 68) 的情况下测试了指定的保持力。使用其他油性
材料或润滑剂可能对摩擦系数的作用产生影响，在个别情况下可导致保持力损耗。

F = 最大保持力

保持力

www.zimmer-group.cn   ►   点击此网址查阅所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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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材导轨

液压 电动

夹紧 夹紧和制动 夹紧
NO NO NC N

KWH 保持力最大为 46,000 N KBH 保持力最大为 46,000 N LBHS 保持力最大为 15,000 N LKE 保持力最大为 1,800 N

标准 标准 细长 标准

圆导轨和轴导向装置

手动 气动

夹紧 夹紧 夹紧和制动
N NO NC NC

HKR 保持力最大为 2,000 N MKR 保持力最大为 1,850 N MKRS 保持力最大为 1,650 N RBPS 保持力最大为 52,000 N

标准 标准 标准 标准

TPS 静态保持力矩高达 
770 Nm

旋转

N（双稳态）： 
保持停留在当前位置

NO（常开）： 
在无压状态下打开

NC（常闭）： 
在无压状态下关闭

点击此网址查阅所有相关信息   ◄   www.zimmer-grou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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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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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成型技术
MIM 技术

金属粉末、粘结剂 绿色件 棕色件 金属件

原材料
由约 60 % 的金属粉末和 
40 % 的粘结剂构成，而粘结
剂则是一种聚合物和蜡的混
合物。最重要的是将所有成
分均匀混合。

粘合剂成分在高温条件下熔
化，随后金属粉末和粘结剂
组成的高度粘稠物质被注入
到注塑模具之中。由此产生
的由金属粉末和粘结剂构成
的工件被称为“绿色件”。

去除绿色件的粘结剂主要
部分。残余粘合剂在 400 ℃ 
至 900 ℃ 的高温下从部件
中蒸发。金属粒子通过形成
所谓的烧结颈而结合在一
起，从而使部件具备足够的
稳定性。

部件通常在超过 1,000 ℃ 的
高温下被压固。烧结炉中的
相应温度曲线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材料和部件的几何形
状。必须针对每一个部件几
何形状和每一种材料小心地
调整此道工序。

原料 注塑成型 脱离 烧结

 ► 可成本低廉地批量生产复杂的金属部件

 ► 相较传统的生产工艺可节约高达 65 % 的成本

 ► 材料不限：低合金钢、不锈钢、HSS 钢、硬质合金、钛、钛合金或钨合金

 ► 可批量生产重量在 0.3 g - 150 g 范围内的部件

 ► 复杂部件的壁厚可达 0.2 mm

 ► 可实现钻孔、内外螺纹、咬边和锯齿

 ► 机械强度和可加工性与按传统方法制造的工件相似

 ► 在烧结流程中可控制部件硬度

 ► 在部件或组件的研发过程中可自由设计几何形状

 ► 由经验极其丰富的研发团队进行部件研发工作或者提供设计支持

 ► 基础部件可作为 3D 打印件、注塑成型件或铣削件

我们的专有技术 – 您的优势

点击此网址查阅所有相关信息   ◄   www.zimmer-group.cn

METALLPULVER BINDER GRÜNTEILMETALLPULVER BINDER GRÜNTEIL BRAUNTEIL METALLTEILBRAUNTEIL METALLT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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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成型技术
MIM 技术

材料特性

材料编号 已烧结 已硬化 特性

AISI DIN
抗拉强度 N/

mm²
硬度 
HV

抗拉强度 N/
mm²

硬度 
HV

FN02 260 85 
(45 HRB)

600 
(55 HRC)

高强度 
疲劳强度 
表面硬度和 
优异的表面质量

4605 415 110  
(62 HRB) 1100 490 - 590  

(48 - 55 HRC)

FN08 380 120  
(69 HRB)

FN0805 700 150  
(79 HRB) 1300 300 - 510  

(30 - 50 HRC)

100Cr6 1.3505 900 230  
(97 HRB)

> 700 
(60 HRC) 高耐磨性和硬度

8620 1.6523 650 190  
(90 HRB)  

650 - 800 
(58 - 64 HRC) 兼具高表面硬度和韧度

42CrMo4 1.7225 700 130 
(71 HRB) 1450 450 

(45 HRC)
高强度和韧度，经过渗氮硬化处理的表面硬度 > 600 
HV10

4340 1.6565 700 130  
(71 HRB) 1450 450 

(45 HRC) 高强度和韧度

 ► 低合金钢

材料编号 已烧结 已硬化 特性

AISI DIN
抗拉强度 N/

mm²
硬度 
HV

抗拉强度 N/
mm²

硬度 
HV

17-4PH 1.4542 800 320  
(32 HRC)

370  
(38 HRC) 马氏体铁磁不锈钢，高耐腐蚀性，可沉淀硬化

316L 1.4404 450 120 奥氏体不锈钢，具有优异的耐腐蚀性，非磁性，中等硬
度，高延展性，优异的可抛光性

420W 1.4028 800 600 
(55 HRC) 1560 730 高硬度，耐磨性，优异的耐腐蚀性

440C mod. mod. 1.4125 780 350 
(35 HRC)

590 
(55 HRC) 更加耐腐蚀的马氏体不锈钢，具有高硬度

材料编号 已烧结 已硬化 特性

AISI DIN
抗拉强度 N/

mm²
硬度 
HV

抗拉强度 N/
mm²

硬度 
HV

M2 1.3343 1,200 520  
(50 HRC)

820 
(64 HRC)

更耐磨损 
高速钢

 ► 不锈钢

 ► 工具钢

 ► 钛合金
材料编号 已烧结 特性

AISI DIN
抗拉强度 
N/mm²

Ti grade 2 3.7035 340 生物相容性，优异的耐腐蚀性，优异的耐化学性，低密度
Ti6Al4V (grade 5) 3.7165 850 生物相容性，优异的耐腐蚀性，优异的耐化学性，非常优异的机械特性，低密度

材料编号 已烧结 已硬化 特性

AISI DIN
抗拉强度 N/

mm²
硬度 
HV

抗拉强度 N/
mm²

硬度 
HV

W-22Fe33Ni 高密度

 ► 钨重合金

材料编号 已烧结 特性

AISI DIN
抗弯强度
 N/mm²

抗压强度
 N/mm²

硬度 
HV

WC0.8Co10 4,000 6,600 1,500 非常优异的抗压强度和抗弯强度，极其高的硬度

 ► 硬质合金

www.zimmer-group.cn   ►   点击此网址查阅所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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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成型技术
注塑成型

工艺成型技术
橡胶成型技术

在高要求的注塑成型方面我们得心应手，因为在研发部门、设
计部门、工具制造部门、注塑成型部门和安装部门的密切合作
中，我们能够全方位地将专业技能发挥到极致。我们加工所有
常见的塑料，例如半结晶热塑性塑料（POM、PE、PP、PA、PBT 
和 PET 等），和无定形热塑性塑料（ABS、PC、PEEK、PMMA、PS 
和 SAN 等），以及所有常见的混合物。我们甚至还可为家具行
业加工出木纤维含量占 70 % 的木塑复合材料 (WPC, Wood-
Plastic-Composites)。高性能塑料也同样可以加工，例如含或
不含如玻璃纤维、玻璃球之类填料的 PEEK。我们提供所有技
术上可以实现的变型产品，例如对硬度和着色进行调整，或者
使用特殊混合物有针对性地改善化学、机械或热性能。加工
出可激光刻印的表面或针对户外应用增强 UV 防护功能，对
我们而言也不是难事。作为汽车业、机器制造、自动化、医药技
术、家具行业、设备技术和建筑行业的供应商，我们始终致力

于帮助我们的客户变得更加强大。得益于我们的工具制造部
门，我们在技术上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即使是复杂的解决方案
如滑块堆叠滑块布局或车削单元也不成问题。我们重达 200 
吨的注塑成型设备中最大部件重量为 450 g。

和尺寸范围一样，我们的生产批量范围也极其宽广，几乎可以
满足任何所需的数量。从件数为一的特殊解决方案到中等的
小批量直至超过 10,000 件的大批量。我们供应所有可通过
传递模塑（Transfer Moulding，TM）或注射传递模塑（Injection 
Transfer Moulding，ITM）工艺方法实现的产品，包括如螺纹嵌
件、弹簧之类的插入件，以及我们在必要时还会进行切削加工
的所有其他塑料或金属部件。传递模塑工艺适用于在极短的
时间内生产少量价廉物美的产品。  
注射传递模塑工艺则适用于大批量生产。我们采用 NBR、硅
酮、EPDM、FPM、PU、TPU、TPE 或聚甲烷等弹性体作为原材
料，并能将其加工至市面上所需的任意肖氏硬度。同样，我们

还能供应各类尺寸的工件，针头大小的部件到几升体积的部
件应有尽有。但无论尺寸大还是小：部件的复杂性都几乎不
受限。 

点击此网址查阅所有相关信息   ◄   www.zimmer-grou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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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性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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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凑的功率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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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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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性和高效性



33

机床技术
钻头

多轴加工被视为切削加工的“精锐之师”是有原因的。加工的复杂性需要
所使用的工艺具有极高的能力。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复杂的工件也
能够仅在一次装夹下生产，并在尺寸和形状精度上都达到最高的表面质
量。此工艺减少了不必要的流程步骤，且无需再花费大量时间装配传统
系统，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灵活性。除了标准系统外，我们还为客户
量身打造了特殊的解决方案。基于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而开发出来的系统
几乎能够适用于所有应用情况。 

Zimmer 集团研发出了一类高度创新的全新自动化组件。模块化运输系统是一个结构模块化，完全网络化并可任意扩展的运
输单元系统，用于应对自动化和关联生产领域内的各种需求。

单个模块以极高的动态性能和精准度在指定的路径上移动。模块通过
线性导轨和齿条传动装置实现了高精度的机械运动。总线信号或电能通
过隐藏的滑动触点进行传输。根据要求，每个传输任务中会有一个或多
个穿梭车独立地或以电子耦合的方式同步沿着一条任意长度的移动路
径以 0 - 2 m/s 的速度和 0.05 mm 的定位精度进行移动。单个模块的最
大负载能力为 100 kg。通过高性能转换器改变模块移动方向即可实现
模块在移动路径上连续循环运行。

机床技术
移载模块

ZIMMER 集团模块化运输系统

最高的生产力和灵活性

精密切削新思路

点击此网址查阅所有相关信息   ◄   www.zimmer-group.cn



34

机床技术 
SPN 零点夹紧系统

 

 

 

 
 

不带零点系统

带有零点系统

 

机床运行时间 装备工件

附加可用的加工产能

托盘更换

机床运行时间

在不处于加工作业中的托盘上装备工件

最高的重复精度和精度
 ► Zimmer 零点夹紧系统通过其成熟的构造创造了 0.005 mm 的重复精度。该系统通过其极高的牵引力和长期采用硬化工具

钢实现高精度的抗扭转基础，因此能够对加工流程中易受振动影响的脆弱部件起到良好的稳固作用。

提高过程安全性
 ► 零点夹紧系统能够避免在铣削、车削、金属丝或电火花成型加工、平磨削或外圆磨削、钻孔、激光和测量时出错。免维护的构

造也有利于提高流程安全性。

为了使力以最佳方式分布在待夹紧的装置上，建议根据图中所示分配螺栓。这种分配方式能够弥补因制造公差或热膨胀而产
生的几何形状缺陷：

配置一个零点夹紧系统
中心螺栓定位在笛卡尔坐标系 X、Y 和 Z 全部三个方向上共有的位置，从而形成了待固定装
置的零点。

配置两个零点夹紧系统
剑形螺栓可补偿一个方向上的长度变化，同时吸收另两个方向上的力。定位时应确保其可支
撑 Z 方向上绕中心螺栓的力矩。

配置四个或更多个零点夹紧系统
嵌入式螺栓仅能吸收 Z 方向上的力。  
它可补偿 X 和 Y 方向上的长度变化。

配置

我们的专有技术 – 您的优势

www.zimmer-group.cn   ►   点击此网址查阅所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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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获有专利的闭合活塞

 ► 不生锈

外壳部分由不锈钢材质制成，接触部分经过了硬化处理，因
而无磨损

 ► 标准化集成的防扭转装置

为了支撑绕螺栓轴的转矩，可集成一个支撑在夹紧模块中
的驱动销。

 ► 经优化处理的圆锥形导入倾斜面简化了夹紧螺栓的引入
工作

避免倾斜

螺栓在倾斜位置处时也可定心

 ► 带支承面检查功能的型号集成有平面清洁装置

最小工作压力 
[bar]

牵引力 [kN] 牵引力带 PLUS
接口 [kN]

防扭转装置 支承面检查 平面清洁

SPN060EL 4 / 6 2.5 / 4 4.5 / 7.5

带支承面检查功能的 SPN060EL 4 / 6 2.5 / 4 4.5 / 7.5

SPN110EL 4 / 6 4 / 7 10 / 15

带支承面检查功能的 SPN110EL 4 / 6 4 / 7 10 / 15

SPN138EL 4 / 6 9 / 18 22.5 / 42

带支承面检查功能的 SPN138EL 4 / 6 9 / 18 22.5 / 42

SPN195EL 4 / 6 20 / 30 50 / 80

带支承面检查功能的 SPN195EL 4 / 6 20 / 30 50 / 80

加工中心 切换机组 切削机上的夹板

应用示例

产品优点

点击此网址查阅所有相关信息   ◄   www.zimmer-group.cn



36

机床技术
用于注塑机的夹紧系统

 ► 大幅缩短的装备过程减少了机床装备时间

 ► 夹紧过程比传统夹紧方法更快

 ► 节省工具（定心环/隔热板）

 ► 相较其他品牌同类产品成本更加低廉

 ► 可应用隔热板和铝质工具

 ► 快换装置高度更低：加上隔热板总共 30 mm 或 36 mm

 ► 现有工具可轻松改装

 ► 更换过程安全精准，工具易于存放

在现代化的生产过程中，效率、灵活性等因素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这意味着对于注塑成型企业来说，满足更小批量、
更低库存和准时交付的要求是一项持续的挑战。 
灵活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机器装备成本最小化，
从而大幅缩短改装过程所消耗的时间，确保在安全的生产过
程中提高生产力和附加值。

最短的机床装备时间 – 最高的生产力

我们的专有技术 – 您的优势

www.zimmer-group.cn   ►   点击此网址查阅所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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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技术 
电主轴

      电主轴 
作为在加工中心、机床和机械手末端应
用中的关键组件，电机主轴通过更高的
精确度、生产效率、可用性和更长的使用
寿命来实现更大的价值。对于机床的性
能和加工工件的品质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具有高精度轴承结构的紧凑型、高
功率密度的电机组是获得高转速和优
异的同心度值的先决条件。Zimmer 集

      C 轴 
在很多自动化任务中，将工件或刀具旋
转到正确位置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对于 
C 轴的要求是多方面的：因此，我们把焦
点集中在快速精准的移动、均匀的运行、
高重复精度、精确的终端位置缓冲和低
维护上。

      刀具
高频主轴上的刀具接口，兼容所有常见
的市场标准，如 HSK F63、HSK C32 以
及 Solidfix S3 等。

团的产品范围不仅包括用于木材、铝材
和塑料加工的气冷式和液冷式电机主
轴，还涵盖了用于金属切削的液冷式电
机主轴。我们的电机主轴的突出特点在
于其具有极高的可靠性、高功率密度和
广泛的兼容性。

点击此网址查阅所有相关信息   ◄   www.zimmer-grou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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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技术 
电主轴

www.zimmer-group.cn   ►   点击此网址查阅所有相关信息

水冷

用于加工木材的高频主轴*
空冷

用于加工金属的高频主轴
水冷

C 轴

5 轴头

90 ° 正交 
50 ° 万向

功率：
（最大）转速：

扭矩：

9 - 24 kW
24,000 转/分钟
9 - 38 Nm

HFW20-24-35-00-A 功率：
（最大）转速：

扭矩：

20 kW
24,000 转/分钟
18.5 Nm

HFW21-24-35-00-A 功率：
（最大）转速：

扭矩：

21 kW
24,000 转/分钟
16 Nm

HFW25-14-05-00-A 功率：
（最大）转速：

扭矩：

25 kW
14,000 转/分钟
80 Nm

HFW60-06-07-00-A 功率：
（最大）转速：

扭矩：

60 kW
6,000 转/分钟
764 Nm

HFW04-30-12-00-A 功率：
（最大）转速：

扭矩：

4 kW
30,000 转/分钟
6.4 Nm

MSL01-09-02-00-A 功率：
（最大）转速：

扭矩：

1.13 kW
9,000 转/分钟
5 Nm

CAC
DES 

驱动：

（最大）扭矩：
传动比：
润滑：

行星齿轮变速器、蜗轮
蜗杆变速器（带叶片式
驱动）
30 - 130 Nm
i = 1/1.837  - i = 100/1
油脂持久润滑、油润滑

HFW48-06-05-00-A 功率：
（最大）转速：

扭矩：

48 kW
6,000 转/分钟
153 Nm

电主轴

HFL04-24-12-00-A 功率：
（最大）转速：

扭矩：

3.6 kW
24,000 转/分钟
3 Nm

HFL08-24-35-00-A 功率：
（最大）转速：

扭矩：

8 kW
24,000 转/分钟
6 Nm

HFL12-24-35-00-A 功率：
（最大）转速：

扭矩：

11 kW
24,000 转/分钟
8.9 Nm

HFW09-24-35-00-A 功率：
（最大）转速：

扭矩：

9 kW
24,000 转/分钟
7.3 Nm

HFW09-24-35-01-A 功率：
（最大）转速：

扭矩：

9 kW
24,000 转/分钟
7.3 Nm

HFW02-30-12-00-A 功率：
（最大）转速：

扭矩：

2.2 kW
30,000 转/分钟
3.7 Nm

* 木材、塑料、轻金属和复合材料

HFW17-14-00-00-A 功率：
（最大）转速：

扭矩：

17 kW
14,000 转/分钟
55 Nm

HFL06-24-35-00-A 功率：
（最大）转速：

扭矩：

6 kW
24,000 转/分钟
4,4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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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技术
技术亮点

系统展厅

多年来，我们的设计师们研发出了超过 7,000 种客户定制系统解决方案
和标准化系统解决方案。我们在线上展厅中对这些能够为您节省大量
设计费用和项目成本的多样化解决方案做了简要的介绍。进来看一看，
您就会知道，Zimmer 集团究竟凭借着什么让一切变得皆有可能！ 

作为拥有多年丰富经验的工业领域合
作伙伴，我们清楚知晓现代化制造系统
具有哪些要求。不论是机械制造行业、
汽车工业、配件工业、铸造行业、电子
行业、塑料行业还是消费品行业。通过 
Zimmer 系统解决方案我们可以为您提
供最优化的机械手装备方案，显著提高
机械手的功能性和效率。我们的团队成
员在项目规划、设计工程和生产制造领
域拥有 30 多年的丰富经验，受到众多
客户的极大信赖与赞誉，可以在系统技
术领域为您提供全面的系列解决方案。
通过我们的系统可在您与最终用户和

集成商之间建立起紧密且充满信任的
合作关系。Zimmer 系统技术通过专门
定制的制造和安装作业可为您提供雄
厚的生产能力。由此保证您可以随时灵
活而迅速地开展项目。Zimmer 集团始
终致力于为众多核心行业提供服务，几
十年间我们在这些领域中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研发能力也得到了客户一致的
认可。  当然，我们也非常愿意针对新兴
行业中的具体应用与您进行沟通。我们
专注于研发新方案，并将与您一起找到
适用的成熟型解决方案。

ZIMMER 集团是世界范围内系统解决方案领域的领导者之一。我们可以为您提供适用于各种行业
和各种实际应用的成熟型系统解决方案。无论是简单的机械夹爪和夹持搬运解决方案，还是复杂的
系统解决方案均可令您满意。 

我们为您设计、组装、检测和记录即插即用型系统解决方案，目标在于找出最佳解决方案，而不是
随意一个解决方案

 ► 即插即用型系统解决方案可以有效节约设计成本和项目管理成本

 ► 针对您的应用量身定制

 ► 100 % 经过检测

 ► 包含详细的文档信息

 ► 已有超过 7,000 个系统解决方案投入实际应用，从这些方案中获得的经验可以
为您节省成本并确保功能安全

 ► 1 千万次免维护周期实现最高设备可用性

 ► 最佳部件设计不但可以降低夹爪的重量和实现最佳机械手设计，还能最大程度
缩短节拍时间

 ► 嵌入视觉技术、传感器技术、测量传感器、拧紧功能等辅助功能可以节约成本和
优化应用

点击此网址查阅所有相关信息   ◄   www.zimmer-grou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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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技术
汽车领域

几十年来，所有大型汽车制造商都在使用我们的系统
解决方案。我们的产品组合包含机械夹爪和夹持搬运
解决方案，它适用于整个动力总成系统、凸轮轴和曲
轴、缸体和缸盖、传动装置和底盘零件以及轮胎、车
轮和轮辋。Zimmer 系统技术还可以为电动汽车的制
造提供解决方案，例如在全自动生产蓄电池和蓄电池
组时将其用于夹持搬运和安装任务流程。

电机组夹爪系统 (600 kg)/ 
装配线上下料 

系统技术
消费品领域

在工资水平高的地区生产消费品时，只有借助高度的
自动化才能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Zimmer 集团的系
统解决方案为实现高效生产做出了很大贡献。无论
是饮料和食品行业还是医药和制药行业，不管是在包
装、码垛还是在灌装作业时：均可使用我们的卫生型
高速系统为咖啡胶囊、手持式酸奶等进行包装，或快
速对巧克力包装箱进行码垛。

酸奶杯夹爪系统（直径不同）/ 
从深冲机中取出，包装在硬纸箱中

系统技术
电子领域 

电子行业的特点是成本压力高、产品生命周期非常
短。显而易见，极短的周期时间和超高可用性的生产
装置是企业成功的关键性因素。无论是手机生产、工
业电子设备的安装、动力总成系统的电气化还是在单
独的设备结构中：Zimmer 集团将为您提供极为灵活
的工程设计服务和高度现代化的生产制造流程。

电子行业中机械手搬运印刷电路板

www.zimmer-group.cn   ►   点击此网址查阅所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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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领域对自动化的需求越来越高。我们可以为机械
手、机床或直接针对相应工作空间为您提供紧凑型自
动化解决方案。当然，配有密封性良好的组件，完全不
会受到削屑或冷却润滑剂的影响。Zimmer 集团的自
动化解决方案可以无缝集成到现有的机床和系统中，
即使在严苛的工作条件下仍能实现最佳性能。 

系统技术
机床领域

用于铸件和去毛刺主轴的夹爪系统（包含快换装置）/ 
加工中心上下料

系统技术
塑料领域

塑料行业的特点是产品生命周期非常短。工件专用的
组件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摊还，或确保其仍然可
以用于下一个车型系列。为此我们可以提供用于注塑
机和热成型机的取出夹爪、插装夹爪、外部进料器和
分料器。同时，我们的解决方案中还集成了其他功能，
例如标签、测试步骤或包装任务。 

油箱夹爪系统/搭载不同的加工站 

系统技术
铸造领域

在铸造过程中对所使用的组件有极高的要求。它们必
须能够经受住高温、磨蚀性粉尘、腐蚀性介质和加工
过程本身的高负荷的考验。Zimmer 集团在这一领域
拥有丰富的经验。从易损类砂芯搬运到发热高炉采
样，我们的系统达到了最高的性能水平，克服了铸造和
锻造行业自动化过程中的所有挑战。

用于砂芯的夹爪安装系统/从射芯机中取出

点击此网址查阅所有相关信息   ◄   www.zimmer-grou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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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服务 
取决于整体！我们不仅是产品供应商，而且希望与您共同
经历整个产品生命周期。这从选择新产品时的全面咨询
开始，直至产品的维护和保养，热线服务和更换修理。 
我们的团队不断致力于改进我们的服务，并在全球化时代
与我们的分公司一起以市场为导向优化服务。

 ► 现场服务 
如有需要，我们经验丰富的服务人员也愿意到现场拜访，
并实施服务工作或提供专家咨询。

 ► 服务合同 
您在寻求产品周期中的安全和支持，以便能够长期规划您
的产品和生产能力。我们提供相应的服务合同，以此保证，
出现故障时为您提供支持。

 ► 备件服务 
根据专业咨询以适当的价格提供和制造商质量相当的产
品，这是我们所能提供的服务。我们了解机床的使用寿命，
通常会以长于法律要求的期限来供应备件。

热线

并非每种情况都需要立即修理或更换。我们的高素质员工乐
于通过电话为您提供帮助。  
 
电话： 0 21-61005671
sales@zimmer-group.cn

您是否对有关我们技术和部件的附加材料有疑问或兴趣？您可通过登录我们的网站，使用可供下载
的资料或者直接联系我们来了解相关信息。

ZIMMER GROUP
服务

www.zimmer-group.cn   ►   点击此网址查阅所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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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MMER GROUP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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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MMER GROUP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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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MMER GROUP – THE KNOW-HOW FACTORY

作为一家专有技术工厂，我们服务于各行各业，并为所有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我们的产品组合十分丰富全面。 您是否正面临着研发问题？ 我们帮您解决！ 欢迎向我们提出研发要求。 大量创新
成果均出自我们之手。 我们热衷于追求新事物，并代表着创新开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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