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驱自动化

您是否想要简单无缝的互联？
是否在寻求相互兼容而又持久可靠的技术方案？
我们将现有技术连接至未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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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和运动系列

电缸、有杆电缸和小型滑台式
电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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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缝互联是毫无妥协的电驱自动化技术

几十年来作为合作伙伴的我们在无论是气动还是电驱自动化领域引领着技术标准，我们值得您的信赖。我
们会为您提供综合全面的解决方案 — 从机械系统、集成运动控制解决方案和子系统到现代云解决方案，
适用于各行业。
为了给机器和系统的无缝自动化
铺平道路，Festo 提供一系列独
特的解决方案。我们帮助您连接
自动化组件和模块，确保它们在
机械、电气和智能方面始终完美
交互。

机械互联
直线电缸和旋转电缸品类繁多，
可针对自动化运动任意搭配，既
能符合您的内部标准，当然也能
兼容我们的伺服电机。

电气互联
我们的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产品
可完美的将您的机械系统和控制
系统连接，并且通过我们的工程
设计软件可实现简单配置和最佳
搭配。

更快。更好。互联。

智能互联
各个流程模块采用分散控制、可
与其他控制设备自由灵活地通
信，同时 Festo 的集成运动控制
解决方案为工业自动化任务提供
了多种解决方案。创新的工程设
计和配置软件可为其提供支持。

无缝
互联

从工件到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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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驱动、电机和一体式电机

控制器、软件、抓取系统

30 伺服驱动
34 伺服电机
36 步进电机
37 一体式电机

38 多轴控制系统
42 功能安全
43 软件
46 抓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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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Festo 自动化平台和 EtherCAT® 实现快速设计和全面控制
例如，如果您正在寻找自动化单
元或子系统的解决方案，或者您
需要强大的预处理，那么 Festo
EtherCAT® 主控制器 CPX-E-CEC
是完美选择。您可以使用基于以

太网的协议（如 Modbus®、
PROFINET 和 EtherNet/IP）将这
些子系统集成到更大或多样的自
动化环境中。

通过 OPC UA 接口，您可以将
CPX-E-CEC-xx 嵌入到工业 4.0 上
位系统环境和云端中。使用
Festo 的元器件监控界面，您也

可以将 Festo 元器件的数据整合
到 Siemens MindSphere 或者
Rockwell 物联网环境的 Factory
Talk。

Festo Cloud
MyDashboards
MyProjects

EtherNet
机器控制：Festo
CPX-E-CEC

CMMT-ST

CPX/MPA
CMMT-AS

EMMS-ST

EGC-HD

EGC

先进的性能：电缸 - 电机 - 伺服驱动 - 抓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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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X-AP-I

EMMT-AS

ELGC

抓取系统在线选型

利用这种方法，您可以将自动化
单元和子系统联网；或者您可以
实现 Festo 机电一体化解决方案
的强大处理能力使其实现自动
化，并将其集成到上位系统中。

在 Rockwell 等厂家的 EtherNet/
IP 环境中，所有驱动器均可
插补！

所有的工程设计优势都可以在子
系统中得以利用，包括快速的机
电一体化设计以及 Festo 自动化
平台内简单明了的编程。

Festo
Automation
Suite

SBSx/SBRD

CPX-E-I/O

SMS
EMCA

OMS

CMMO-ST

EMCA

CPX/VTEM

ESBF
EPCO

ELGR

优化运动和简化运动系列 (OMS/SMS)

ERMO

完整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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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驱自动化技术产品概览
管理层

管理系统

控制层

PLC

集成式 CODESYS 控制器
带 OPC UA CPX-CEC V3.0

CPX-IOT

伺服驱动
CMMP-AS

CMMT-AS

CMMT-ST

CMMS-ST

伺服电机
EMMS-AS

EMME-AS

EMMT-AS

EMMB-AS

齿形带式和滚珠丝杆式电缸
EGC-TB
EGC-TB-HD

ELGA-TB-KF/RF/G

ELGC-TB

滑台式电缸
EGSL

EGC-BS

EGC-BS-HD

ELGA-BS-KF

ELGC-BS

EGSC

ELGR

ELGG

EGSK

运动控制器
CPX-E-CEC-M1

Siemens MindSphere
Rockwell FactoryTalk®
Festo MyDashboards

伺服驱动/控制器

现场层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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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取系统
单轴系统

直线门架

平面门架

CMMO-ST

悬臂式电缸
ELCC

三维门架

集成式控制器/人机界面
CDPX

一体式电机
EMCA

工程设计工具

控制器
CECC

EtherNet

模块化控制器
CPX-E-CEC

简化运动系列
ELGS-BS

产品查找器

ELGS-TB

现场总线

PositioningDrives
电驱动工程设计和
计算软件

步进电机
EMMS-ST

工程设计工具
Festo Design Tool 3D
PARTdata Manager
带 CAD 插件
FluidDraw P6

EGSS

CAD 数据库
EPLAN 宏

EPCS
ERMB

FHPP
Festo 抓取和定位协议

ELGE-TB
ESBF

EPCC

旋转/升降模块
EHMB

电爪
EHPS

伺服压机 YJKP

Festo Automation Suite

FST 4
Festo 软件工具
FCT
Festo Conﬁguration Tool

电阻挡缸
EFSD

ERMS

CODESYS
带用于工业 4.0 的
OPC UA
由 Festo 提供
App World 的拟态显示

图像处理
类型、位置、旋转方向感测；智能摄像
头、视觉传感器、Checkbox

软件工具/服务

旋转电缸
ERMO

AS-I

有杆电缸
EPCO

AS-I

EPLAN 项目解决方案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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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运动系列

优化运动系列 — 性能优化的经
济系统。它是一个内置步进电机
的电缸，配备驱动器，采用集成
网页编程技术和配套连接电缆。

另一个好处是，您在配置、下
单和调试时均只需使用 1 个订
货号。

简单
• 产品选型和配置时只需一个订
货号
• 驱动器和电机的组合经过优化
且固定

快速
• 可通过 Web Conﬁg 进行运动
和定位配置
• 快速便捷的操作和调试

灵活
• 位置、力和速度可自由选择
• 运动曲线可自由定义

电机控制器 CMMO-ST
这是一种用于步进电机的闭环伺
服控制器，配有集成式网页编程
技术和 IO-Link®、Modbus® TCP
或 I/O 接口。

有杆电缸 EPCO
带滚珠丝杆和抗扭转活塞杆的有
杆电缸，便于定位和运动，例如
堆放、阻挡和分离，或在传输管
路中切换。

齿形带式电缸 ELGR
成本优化的齿形带式电缸，用于
对于机械负载、动态响应和精度
方面具有相对较低要求的简单
运动。

旋转电缸 ERMO
适合旋转和摆动运动的完整解决
方案，例如用于对齐零件，也适
合简单的旋转分度台应用，例如
半自动化手动工位。

用于简单抓取任务的高性价比的
多轴解决方案
优化运动系列系统中的 2D 多轴
方案中，不同的轴可直接安装，
无需转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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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运动系列

简化运动系列首次将气动系统的
简便性与电驱自动化系统的优势
相结合。如果您在为简单的直
线，旋转运动和定位任务寻找电
驱解决方案，但又想省略传统电
驱动系统的复杂调试过程，那此

类一体式电机是完美的解决方
案。基于“即插即用”原理，操
作非常简单，因此不需要任何软
件。同时支持数字量 I/O (DIO)
和 IO-Link® — 两种控制类型。

驱动器功能经过简化，尤其适合
两个机械终端位置之间的简单运
动，是理想的选择，同时依旧保
持良好的运动特性。还适用于轻

载时的前进和回缩或者简单的压
装和夹紧等功能。此外，集成终
端位置反馈无需外部传感器。

两种控制选项标配集成在同一款
产品中：数字量 I/O 和 IO-Link®
调试时，只需直接在驱动器上调
整所有相关参数即可：
• 速度和力
• 参考终端位置和缓冲
• 手动启动
滚珠丝杆式电缸 ELGS-BS

小型滑台式电缸 EGSS

有杆电缸 EPCS
可通过 IO-Link® 使用扩展功能：
• 远程调节运动参数
• 复制和备份功能可用于传输
参数
• 读取过程参数

齿形带式电缸 ELGS-TB

齿形带式电缸 ELGE-TB

旋转电缸 ERMS

详情参见第 28 和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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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珠丝杆式和齿形带式电缸 ELGC
滚珠丝杆式和齿形带式电缸
ELGC 性能优异，内部循环滚珠
轴承导轨采用永固不锈钢防尘带
保护。外观简洁、紧凑轻量化的
设计和可灵活安装的电机。

无论是水平还是垂直安装，滚珠
丝杆式电缸 ELGC-BS 都能保证
精确且顺畅的运行。齿形带式电
缸 ELGC-TB 提供更高的加速度和
速度的同时，保持着良好的稳定
性和承载能力。

真空连接
• 标配：用于电缸防泄漏的密封
连接
• 选配：后续可根据需要通过外
交管子接头升级成真空连接
• 带真空连接：由于颗粒排放减
少，提升系统保护

1 不锈钢防尘带
• 保护内部导轨和齿形带
• 磁性防尘带可实现紧密密封
• 倒置安装无下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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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独特且通用的多轴搭建系统，配
备专用安装元件，相同相邻规格
之间可直接安装，无需转接板。
得益于匹配接口，这些电缸 XY
向运动和垂直 Z 向运动均可
胜任。

灵活的电机安装方式
• 电机位置和安装组件的自由选
择，也可日后调整：
• 轴向安装组件：4 x 90° 电机
位置
• 平行安装组件：安装方向可旋
转 3 x 90°，电机位置可旋转
3 x 90°

2 循环滚珠轴承导轨

3 位置感测磁铁

• 集成式循环滚珠轴承导轨具有
超长使用寿命
• 刚性精密导轨吸收高导向力

• 导轨两侧有位置感测磁铁
• 滚珠丝杆式和齿形带式电缸
标配
• 带接近开关 SMT-8M，实现简
单的经济位置感测

独特的多轴搭建系统
直线或三维门架、抓放解决方案
或 3D 悬臂式系统易于组合和装
配，无需任何特殊的专业知识或
工具。
• 电缸和小型滑台式电缸的直接
连接，用于紧凑型抓取系统
• 基础轴与次最小规格的安装轴
结合，无需任何额外的转接
板，使用通用型材安装

高性价比的位置感测
• 磁阻式接近传感器 SMT-8M
作为常开或常闭触点，带 PNP
输出
• 可以快速、灵活、安全地安装
在带有传感器支架的型材内，
并且与支架保持齐平安装
• 可随时扩展或重新定位

小型滑台式电缸 EGSC-BS
参见第 23 页

直线门架
用于简单抓取任务的垂直 2D 运
动 — 经济、空间优化、易于
装配

悬臂式系统
用于简单 3D 运动的简单紧凑抓
取系统 — 无转接器、成本优化
的系统设计、Z 向行程长

悬臂式系统
安装空间优化、用于更高负载的
稳固 3D 抓取装置 — 额外的 90°
转接器，在更高的负载下实现更
高的稳定性

悬臂式系统
紧凑经济的 3D 系统，具有更长
的 Y 向行程；两个轴平行安装，
包括无驱动导向轴 ELFC，以吸
收增加的扭矩并提供更好的导向

型号

ELGC-BS

ELGC-TB

规格

32/45/60/80

45/60/80

驱动器

丝杆驱动
（滚珠丝杆）

齿形带驱动

最大行程

[mm]

1000

2000

最大速度

[m/s]

1

1.5

最大进给力

[N]

350

250

重复定位精度

[mm]

±0.01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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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形带式和丝杆式电缸 ELGA
整个 ELGA 系列具有不同型号的
防护型导轨，可选择齿形带或滚
珠丝杆的驱动方式，既可提供单
独的电缸，也可作为标准抓取系
统中的完整解决方案。

齿形带式电缸 ELGA-TB 具有高动
态响应性能，适用于高速应用。
滚珠丝杆式电缸 ELGA-BS 可保
证精确且顺畅的运行。两者都能
应对重负载和长行程。

导轨内置、不锈钢防尘带、几乎
无间隙的设计以及滑台中的导轨
滑轮内置的设计，提供了完美的
内外保护，可用于洁净室。

滚轮导轨 ELGA-TB-RF

滑动轴承导轨 ELGA-TB-RF

循环滚珠轴承导轨 ELGA-BS-KF

• 滚轮导轨适用于中大型工件负
载的高动态抓取。

• 滑动轴承导轨 -G 用于简单定
位和抓取任务，或作为驱动轴
用于带外部导轨的应用。

滚珠丝杆式电缸 ELGA-BS-..
• 循环滚珠轴承导轨 -KF 用于吸
收高侧向力和扭矩，即使是在
运动过程中也是如此。

导轨类型概览

循环滚珠轴承导轨 ELGA-TB-KF

齿形带式电缸 ELGA-TB-..
• 循环滚珠轴承导轨 -KF 用于吸
收由于高负载导致的来自于滑
块或者导轨的侧向力和扭矩，
即使是在运动过程中也是
如此。

电机位置
齿形带式电缸 ELGA-TB
• 电机位置在四侧都可自由选择
• 插入连接可 4 x 90° 旋转，可
随时调整
• 安装位置可随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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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珠丝杆式电缸 ELGA-BS
• 电机位置可自由选择任意端
• 插入连接可 4 x 90° 旋转
• 可随时旋转

其他类型：

导向轴 ELFA
• 自身无驱动能力
• 可自由运动的被动滑台
• 导轨类型：
− 滚轮导轨 -RF
− 循环滚珠轴承导轨 -KF

食品行业用电缸
• 简洁的外观：平滑的表面，无
传感器槽
• ELGA-..-F1 采用符合 FDA 的材料
• 导轨类型：
− 滚轮导轨 -RF
− 循环滚珠轴承导轨 -KF

第二滑块
• 可用于 ELGA-TB-KF
• 1 个从动滑块和 1 个自由运动
滑块
• 用于吸收更高的扭矩和负载
• 由于导轨负载减小且分散，使
用寿命更长

真空或正压
• 由于可选真空或正压连接，提
高保护性能
• 在洁净室中使用时：真空使得
电缸内部的颗粒无法进入环
境中
• 在多尘或污染环境中使用时：
正压使得尘土或其他环境污染
物无法进入电缸内

安全为重
可选配传感器提高可靠性
• 电感式接近传感器，可自由
定位
• 传感器的防护等级：IP67
• 型材槽内埋入式安装
• 传感器安装在传感器支架（塑
料）内，易于清洁

用于监控直线轴的位移编码器
• 适用于安全为重的应用（第二
通道）
• 直线测量系统，用于直接监测
电缸滑块位置
• 最小分辨率：最大速度 4 m/s
时为 2.5 µm

ELGA-TB-RFELGATB-RF

ELGA-TB-G

70

70

型号

ELGA-TB-KF

规格（= 型材宽度 [mm]）

70

驱动系统

齿形带

导轨类型（滑台）

循环滚珠轴承导轨

滚轮轴承导轨

滑动轴承导轨

循环滚珠轴承导轨

最大行程 [mm]

8500

7400

8500

2900

最大速度 [m/s]

5

10

5

0.5

重复定位精度 [µm]

±80

最大进给力 Fz [N]

350

80

120

150

80

120

120

70

80

120

150

滚珠丝杆

±80
800

80

ELGA-BS-KF

1300

2000

350

±80
800

1300

350

1

1.5

2

600

1300

3000

±20
800

13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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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形带式和丝杆式电缸 EGC 和 EGC-HD
全系列有多种型号，例如适用于
高动态响应和高速度、重负载和
高扭矩。总而言之，该系列重载
电缸来自机电一体化多轴模块化
系统，可单独使用或搭建完整的
系统解决方案。

EGC 的大尺寸型材横切面经过优
化，可最大限度增加电缸的稳定
性和承载能力。它们的速度、加
速度和扭矩阻力都设立了新标
准，即使是对于带重载导轨的新
型 EGC-HD 也是如此，EGC-HD

适用于高速度和高加速度下的超
高负载和扭矩的应用。

齿形带式电缸 EGC-(HD)-TB
适用于高速度加重负载和长行程
的动态驱动器。

丝杆式电缸 EGC-(HD)-BS
适用于带高负载和长行程的精确
顺畅运行的精密驱动器。

导向轴 EGC-FA
用于在多轴应用场合中分担力和
扭矩的被动直线导向轴。

齿带式电缸 EGC-HD-TB

丝杆式电缸 EGC-HD-BS

另一个优点是电缸性能高，经常
选择较小规格的电缸已经足够，
尤其是滚珠丝杆式电缸！

派生型

重载类型 HD

灵活的电机安装方式
用于 EGC-(HD)-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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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机位置在四侧都可自由选择
• 安装位置可随时调整

优势：
标准情况下用一个订货号定义一
种电机安装位置，并根据需要修
改位置。

不同的滑块类型

第二滑块
• 用于更大的轴向和侧向扭矩
• 可自由运动

加长滑块
• 更长的导轨
• 用于更大的轴向扭矩

防护型滑块
• 滑块两侧的刮片清除外部导轨
上的粉尘颗粒和液体

可选配传感器提高可靠性
• 电感式接近传感器 SIES-8 M
• 每个型材槽最多埋入安装两个
传感器

附加的电感式位移编码器
EGC-..-M
• 更高绝对精度，最小分辨率
2.5 µm
• 适用于安全为重的应用（第二
通道）
• 方便的调整系统自身的误差

夹紧单元 EGC-..-HPN，
用于夹紧滑块
• 用于安全为重的应用
• 符合 EN 13849-1 的 1、2、3
类解决方案可以通过单双通道
版本实现

安全为重

型号

EGC-TB/BS-KF

EGC-HD-TB/BS

规格

50/70/80/120/185

125/160/220

驱动器

齿形带式驱动器和丝杆式驱动器

齿形带式驱动器和丝杆式驱动器

最大行程

[mm]

5000/8500 (10 000)

5000/2400

最大速度

[m/s]

2/5

5/1.5

重复定位精度

[mm]

±0.08 ... 0.02

±0.08 ... 0.02

最大力 Fx

[N]

2500/3000

1500/1300

最大扭矩负载 Mx

[Nm]

529

900

最大扭矩负载 My/Mz

[Nm]

1820

1450

用于中央润滑的连接模块

用于中央润滑的连接模块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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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形带式电缸 ELGR/ELGG
适用于对机械负载、动态响应和
精度要求相对较低的应用，采用
成本优化设计。ELGR 和 ELGG
灵活性高、用途广泛且使用寿命
可达 5000 km，因而非常适合需
要高性价比解决方案的简单
应用。
齿形带式电缸 ELGR
• 1 个从动滑块
• 可选 1 个或 2 个自由运动的附
加滑块，用于加长导轨和附加
安装选项
同一方向的运动
一个滑块连接到齿形带，另一个
滑块可以自由运动并提供一个加
长导轨。

可选配终端位置感测
确保安全性：
接近传感器 SIES-8M 与传感器
支架和传感器感应片配套，可随
时安装到电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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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带式电缸 ELGG
• 2 个从动滑块
• 适用于如包装行业的定中应用
• 代替电爪使用，每边的行程可
达 300 mm，有效负载为 10 kg
• 作为门开合运动的驱动器
相反方向的运动
两个滑块与齿形带连接，并向相
反方向同步运动。

•
•
•
•

开关输出 PNP 或 NPN
开关距离 1.5 mm
重复定位精度 ±50 μm（径向）
输出状态显示：2 个黄色 LED
灯提高可见性，无论从哪个方
向观察
• 防护等级 IP67

用于 ELGR 和 ELGG 的导轨类型
• 循环滚珠轴承导轨适用于中
型负载，在扭矩负载下具有
非常好的运行性能
• 滑动轴承导轨（根据要求）
适用于低负载或潮湿环境和
非磨蚀性粉尘

用于 ELGR 和 ELGG 的灵活电机
连接
• 电机位置在四侧都可自由选择
• 安装位置可随时调整
优势：
用一个订货号创建一种电机安装
位置，并根据需要修改位置。

丝杆式电缸 EGSK
丝杆式电缸 EGSK 因其精确性、
重复定位精度、紧凑设计和稳定
性脱颖而出。电缸的 U 型型材
可直接作为导轨。

通过将直线导轨元件与滚珠丝杆
主轴螺母组合在一个组件中，最
大化减小公差，从而带来卓越的
精确性和重复定位精度。

•
•
•
•

循环滚珠轴承导轨和滚珠丝杆
三种精度级别
可选带附加滑块
规格 33 和 46 也为短滑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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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形带驱动悬臂式电缸 ELCC
悬臂式电缸有四种规格可供选
择，稳定性好又轻便，而且快速
可靠。强大的 ELCC 非常适用于
在包装行业中堆垛或码垛，以及
垂直、水平或其他安装角度上的
各种长行程定位任务。

• 振动更小、稳定时间可缩短
50%
• 非常高的加速度、节拍增加达
30%
• 最大行程 2 m、负载高达
100 kg

可选配夹紧单元
• 即使在停电或电缆断裂的情况
下也可安全夹紧垂直轴以确保
安全
• 也适用于紧急制动

灵活的电机定位方式
• 上下安装方向可自由选择
• 可相对于缸体呈轴向、平行或
斜置安装
• 电机安装 4 × 90°
• 可后续调整

增量式位移编码器
非接触式位置感测，分辨率为
2.5 μm，也适用于安全为重的双
通道解决方案。规格 60/70 安
装于外侧、规格 90/110 安装于
内侧。

电感式接近传感器 SIEN-M8
适用于寻零或终端位置感测，可
安装在位移编码器旁边。

正压封接口
正压连同防尘带可以最大限度减
少进入导轨区域的颗粒数量，例
如在多尘的环境中或机床上。

60

规格

齿轮齿条式电缸 EHMH
• 两种规格，有效负载高达
200 kg（垂直），最大行程
2.5 m
• 选配：夹紧单元、盖子齿轮
驱动器、导轨处刮片组件和
位移编码器系统

• 可选配不锈钢防尘带
• 可选配缓冲器防止电缸安装过
程中发生损坏，并吸收垂直安
装的短距离跌落冲击

导轨

70

90

110

循环滚珠轴承导轨

最大行程

[mm]

1300

1500

2000

2000

最大有效负载*（垂直）

[kg]

10

20

60

100

最大速度

[m/s]

5

最大加速度

[m/s2]

50

重复定位精度

[mm]

±0.05

最大进给力

[N]

300

30
600

1200

2500

* 使用工程设计软件 PositioningDrives 进行设计时，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支
持更高的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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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杆电缸 ESBF
有杆电缸 ESBF 可实现动态定
位，进给力高达 17 kN，有六种
规格，标配滚珠丝杆。产品最大
规格 50，也可配置滑动丝杆。
产品基于标准的 ISO 15552，其
活塞杆配置抗扭转滑动轴承导
轨。平滑的表面和简洁的外观设
计使 ESBF 容易清洁，因此不易
受污染。完美且使用寿命长达
10,000 km。

有杆电缸选项
• 导向单元
− 循环滚珠轴承导轨，负载承
载能力强
− 吸收侧向力
− 更好地防止在较大扭矩负载
情况下发生扭转
• 活塞杆内螺纹
• 加长活塞杆
• 食品安全润滑剂 NSF-H1 有条
件地用于食品领域
• 通过搭配密封式电机安装组件
与电缸呼吸孔安装接头可实现
IP65 的防护等级

灵活的电机安装方式
• 轴向安装：电机电缆可自由选
择连接方向：4 x 90°
• 平行安装：电机电缆可自由选
择出口方向：3 x 90°

可选配保护
• 呼吸孔安装接头和管子适用于
恶劣或污染环境 (IP65)
• 可选波纹管保护活塞杆、密封
件和轴承，适用于重污染环境

32

规格

40

50

可选配位置感测
• 备选的传感器支架（需粘合）
− 铝制传感器轨道
− 简洁设计的聚合物传感器
支架
• 接近传感器 SME/SMT-8，用
于寻零或位置感测

63

80

100

滚珠丝杆 (BS)，滑动丝杆 (LS)

滚珠丝杆 (BS)

最大行程

[mm]

800

800

1000

1200

1500

1500

最大进给力

[N]

1000

3000

5000

7000

12000

17000

最大速度

[mm/s]

1.1

1.2

1.2

1.35

1.34

1.34

重复定位精度

[mm]

±0.01

驱动系统/丝杆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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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杆电缸 EPCO
该有杆电缸有三种规格，各有两
种螺距，带滚珠丝杆和内置抗扭
转导轨。产品内置优化匹配过的
电机。平滑的表面和简洁的外观
使电缸容易清洁，因此不易受污
染。双侧终端位置缓冲可减少冲
击力、应力和噪音。产品强大而
紧凑，使用寿命为 10,000 km。

有杆电缸选项
• 活塞杆内螺纹
• 加长活塞杆
• 带循环滚珠轴承导轨的导向
单元
− 吸收侧向力
− 在高扭矩负载情况下防止活
塞杆旋转

安装选项
• 可从前部用螺栓拧上或者使用
底部的两个安装槽
• 多种安装附件适用于许多不同
的安装情况，例如采用多种转
接器的法兰、耳轴或脚架安装

可选配位置感测
• 备选的传感器支架（需粘合）
− 铝制传感器轨道
− 简洁设计的聚合物传感器
支架
• 接近传感器 SME/SMT-8，用
于寻零或位置感测

规格

20

电机选项
• 灵活的电机安装方式
− 电机电缆可自由选择连接方
向：4 x 90°
− 标准连接方向：朝上
• 编码器
− 带用于闭环操作的编码器
− 不带编码器：成本优化的开
环操作
• 抱闸

16

25

40

最大行程

[mm]

200

300

400

最大进给力

[N]

125

350

650

最大速度

[mm/s]

300

500

460

最大侧向力 Fy/z
（带外部导向单元）

[N]

187

335

398

重复定位精度

[mm]

±0.02

有杆电缸 EPCC
强大而实惠的有杆电缸 EPCC 适
用于简单的定位任务。滚珠丝杆
使产品精确又快速，坚固且有弹
性。产品紧凑的尺寸非常适用于
安装空间受限的情况，例如装配
系统、测试和检测系统、桌面应
用、小零件抓取或电子行业。轻
量化设计可提升动态响应，减少
循环时间。

EPCC 的技术亮点
• 低内部摩擦力的循环滚珠丝杆
只需较小电机即可带动，满足
客户对重量、安装空间和电源
的较高要求
• 双轴承和联轴器集成，节省空
间，吸收驱动力和扭矩
• 独特的多轴搭建方式使得于相
同或相邻规格的 ELGC 实现无
需转接板直接安装，优化安装
空间的使用，并减轻重量实现
更好的动态响应

非常灵活的电机安装方式
电机位置和安装组件的自由选
择，也可日后调整：
• 轴向安装组件：电机位置可旋
转 4 x 90°
• 平行安装组件：安装方向可旋
转 4 x 90°，电机位置可旋转
3 x 90°

可选配管道空气压力补偿
• 环境中的颗粒或湿气不会吸到
有杆电缸内
• 电缸内的颗粒不会排放到环
境中

高性价比的位置感测
• 通过磁阻式接近传感器
SMT-8M 实现经济高效的感测
• 传感器支架实现在型材上灵
活、稳固和快速的安装
• 可随时扩展或重新定位

规格

25

32

45

驱动系统/丝杆类型

滚珠丝杆驱动器/滑动丝杆驱动器

60

工作行程

[mm]

25 ... 200

25 ... 200

25 ... 300

25 ... 500

最大进给力

[N]

75

150

450

1000

最大速度（低/高）

[mm/s]

133/400

188/500

180/600

250/600

丝杆螺距（低/高）

[mm/s]

2/6

3/8

3/10

5/12

最大转速

[rpm]

4000

3750

3600

3000

最大加速度

[mm/s2]

15

重复定位精度

[mm]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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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滑台式电缸 EGSL
滑台式电缸 EGSL 在精度、高负
载能力和动态响应方面具有优异
的性能，即使在紧凑的空间中也
是如此。因而非常适用于长可达
300 mm 行程的高精度定位应
用。它的优势突出，特别是在多
定位的垂直应用和短行程滑台应
用中，如在 1/100 mm 范围内的
对直线度和平行度要求非常精确
的推动、抓取和插入等应用，即
使是在高机械负载下依旧表现
优异！

优势
• 高精度的多点定位，重复定位
精度为最大 ±0.02 mm
• 压装或连接等垂直应用的首选
• 由于丝杆是完全封闭的，因此
导轨区域不受污染物和小零件
的影响；导轨可选配额外的
盖子
• 左右侧集成传感器槽可实现简
单且经济的感测

• 用工程设计软件工具
(Positioning-Drives) 进行选
型、利用软件包 Festo
Conﬁguration Tool (FCT) 实现
配置、调试和更多功能

电机安装派生型
侧向或轴向电机安装选项带来更
大的灵活性电机可以很容易地适
应安装空间：轴向安装时，电机
可以旋转 4 x 90°，侧向时可以
旋转 3 x 90°。

规格

45

55

75

工作行程

[mm]

50

100、200

100、200、250

100、200、300

最大速度

[m/s]

0.5

1.0

1.0

1.3

进给力 Fx

[N]

75

150

300

450

Mx

[Nm]

6.2

18.6

33.1

67.4

My

[Nm]

6.0

16.3

33.3

47.1

Mz

16.3

33.3

47.1

6

10

14

扭矩

22

35

[Nm]

6.0

重复定位精度

[mm]

±0.015

最大水平/垂直有效负载

[kg]

2

小型滑台式电缸 EGSC
紧凑型小型滑台式电缸 EGSC 可
实现非常经济且精确的定位。内
部受保护的循环滚珠轴承导轨吸
收力和扭矩，紧凑的滚珠丝杆确
保丝杆安静运行，同时终生润滑
保证极长的使用寿命。小型滑台
式电缸特别适用于非常小的安装
空间或者成本效益非常重要的应
用，例如电子行业、桌面应用、
装配系统、小零件抓取或测试和
检查系统。

独特的多轴搭建方案使其可以通
过标准安装附件实现直接安装，
无需额外的转接器。直接搭配旋
转电缸 ERMO 和 ELGC 系列电
缸，可轻松灵活地创造结构紧凑
且非常经济的 2D 和 3D 抓取
系统。
可选配管道空气压力补偿
• 压力补偿空气随后可通过接头
和管路导入
• 环境中的颗粒或湿气不会吸到
有杆电缸内
• 电缸内的颗粒不会排放到环
境中

非常灵活的电机安装方式
电机位置和安装组件的自由选
择，也可日后调整：
• 轴向安装组件：电机位置可旋
转 4 x 90°
• 平行安装组件：安装方向可旋
转 3 x 90°，电机位置可旋转
3 x 90°

抓放解决方案
紧凑型解决方案可精确定位和对
齐工件，即使在高负载情况下也
是如此
• 小型滑台式电缸 EGSC 和旋转
电缸 ERMO 均可直接安装，无
需转接件，经济高效
• 机械稳固和坚固的设计，精确
定位

技术参数
结构特点

小型滑台式电缸，带滚珠丝杆

规格

25 / 32 / 45 / 60

工作行程 [mm]

25 ... 200

最大进给力 [N]

20 / 60 / 120 / 250

最大速度 [m/s]

0.6

最大加速度 [m/s ]

15

重复定位精度 [µm]

±1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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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电爪 EHPS
电爪 EHPS 在抓取和装配技术以
及电子行业或小零件装配中可实
现灵活经济的抓取。产品也可以
用于所有需要单能电源系统或解
决方案的情况，特别是在不允许
使用压缩空气的清洁环境中。

产品的特点是简单易用、安装工
作量小、操作安全
• 快速调试、内置控制器
• 通过一个弹簧锁开关即可分
4 步实现从 50% 到最大抓取力
的轻松调节
• 通过数字量 I/O 驱动
• 断电自锁，防止丢掉抓取的
产品

规格

16

20

25

最大抓取力

[N]

50

90

125

每个夹爪张开角度/总张开角度

[mm]

10/20

13/26

16/32

重复定位精度

[µm]

30

10

10

合拢时间

[s]

0.3

0.42

0.44

最大循环速度

[Hz]

2.2

1.7

1.3

重量

[kg]

0.31

0.54

0.9

IP40

防护等级

电缆长度 0.3 m，插头 5 针 M12x1

连接电缆
工作电压

24

可选配夹爪位置感测
• 简单且经济的感测：
− 接近传感器 SMT-8M/-8G
− 位置发送器 SMAT
• 传感器槽内埋入安装
• 可随时扩展

[V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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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阻挡缸 EFSD
EFSD 停止工件搬运器或包装货
物。负载与输送速度直接相关，
例如，阻挡缸能够以 6 m/min 的
速度停止 100 kg 的负载，或者
以 36 m/min 的速度停止重达
20 kg 的负载。阻挡缸带有缓冲
装置，既可保护运输货物和阻挡
缸，又可现场调节。缓冲模块使
用环境空气工作，易于维护和
安装。

在传输系统中使用

功能序列“阻挡”

这种电阻挡缸专为传输系统而设
计，在传输系统中，对象从一个
处理站运输到另一个处理站。
EFSD 仅需两个螺丝即可直接安
装在传输系统的型材上。

位置 1
电阻挡缸位于起始位置
电阻挡缸伸出，准备阻挡运输
物料

模块由更高层级控制系统通过数
字量 I/O 直接驱动和控制；由于
采用内部逻辑，因此不需要额外
的控制器。M12 插头用于驱动
器连接和位置传感，用于感测止
动装置（伸缩）的上、下位置。
此外，电阻挡缸 EFSD 采用节能
设计，电机在终端位置自动关
断；这意味着不需要任何能源来
保持或持续打开线路。

• 传输系统可快速简便安装，无
需压缩空气
• 三种规格，可停止重量在
0.25 kg 至 100 kg 之间的运输
货物（规格由输送速度和负载
决定）
• 通过数字量 I/O 驱动，简化
调试
• 集成式传感器技术用于位置感
测（停止装置缩回或伸出）
• LED 显示：状态和故障信息用
于可视化故障诊断
• 用两颗固定螺丝即可轻松安装
到传输系统上
• 通过两根电缆与 5 针 M12x1
插头实现输入和输出信号的简
单电气连接

位置 2
电阻挡缸位于阻挡位置
运输物料因内部缓冲装置而减
速，保持在位置上

位置 3
电阻挡缸位于释放位置
电阻挡缸缩回，释放运输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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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电缸 ERMO
旋转电缸 ERMO 采用坚固且无
间隙的轴承，吸收极高的力和扭
矩。步进电机、减速机和密封空
心轴均集成在一起。产品是一种
理想的机电完整解决方案，可旋
转和对齐零件和工件或执行重负
载旋转任务。此外，它也适用于
简单的旋转分度台应用，如在手
动工位。利用可选配的外部安装
组件，旋转角度可以限制在最大
270°。

电机和连接电缆
• 电机可 3 x 90° 安装和旋转
• 安装位置可随时调整
• IP54 电缆适用于电源（负载）
和编码器的拖链，长达 10 m

安装接口
• 法兰和壳体上的接口，与摆动
气缸 DSM/DSM-B 相同
• 接口适用于与其他机电组件连
接，例如
− 有杆电缸 EPCO
− 滑台式电缸 EGSL
− 小型滑台式电缸 EGSC

可选配能源贯穿进给，实现无限
旋转
能源贯穿进给组件，包括合适的
连接技术
• 气动，例如对于电爪，包括管
路插头连接器
• 电驱，例如对于传感器或
IO-Link® 信号的发送，包括
8 针 M12 插头和插座

规格
法兰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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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配参考传感器
• 电感式接近传感器 SIEN 带 M8
连接，集成在壳体内
• 用于寻零和位置感测
• 非常适合多圈应用
• 防护等级 IP67

[mm]

12

16

25

32

58 x 58

68 x 68

83 x 83

105 x 105

扭矩

[Nm]

0.15

0.8

2.5

5

速度

[°/s]

600

600

400

300

重复定位精度

[°]

±0.05

±0.05

±0.05

±0.1

最大轴向/径向扭矩

[N]

500/500

600/750

700/1200

800/2000

旋转电缸 ERMB
利用可自由定位的电动旋转电缸
ERMB，可动态灵活地旋转重达
15 kg 的负载。
电缸可用作一个旋转轴，旋转角
度 >360°，或用作一个小型的独
立式 NC 旋转工作台。
四面配有安装接口且高强度旋转
法兰上的空心轴直径大，使电缸
安装异常容易。

匹配的电机系列
伺服或步进电机的运用简化了均
匀闭环控制器概念，而通用软件
平台简化了调试和激活。ERMB
的性能优异，所使用的电机技术
可满足各类要求。

振动更小
旋转电缸 ERMB 最大限度地减少
多轴系统中的振动，从而通过均
匀的运动和用户定义的加速斜坡
提高性能。终端位置的运动顺
畅，无磨损。

适应性安全
感测模块 EAPS 可用于界定不安
全的范围。采用两个电感式传感
器检测挡圈内可自由调节的分
度销。

技术参数
• 3 种规格：20、25、32，最大
输出速度 300 rpm
• 重复定位精度：
±0.03/0.05/0.08°
定位时间
• 旋转角度 180° 时的最小定位
时间：<0.18 s

带电机和感测模块 EAPS 的旋转电缸
模块（可选配额外的壳体）

带 Z 轴电爪的旋转电缸模块

用作小型 NC 旋转工作台的旋转
电缸模块

高动态旋转/升降模块 EHMB
该款极其紧凑的抓取单元将可彼
此独立定位的旋转和直线运动组
合起来。

最大有效负载为 8 kg。旋转角度
180° 时，定位 1 kg 负载的时间
为 0.2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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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运动系列
简化运动系列是多种电缸与功能
简单、针对应用优化的电机和控
制器（即一体式电机）的组合。
该解决方案无需外部伺服驱动控
制器，因为所有必需的电子组件
和模块均已集成和优化，可实现
两个机械终端位置之间的简单运
动。特殊的运动特性可设置和调
整，例如向终端位置的慢慢缓冲
后退或简化的压装和夹紧功能。

1

2

1
在调试过程中，所有相关参数都
可以直接在一体式电机上进行简
单直观的调整。
• 离开速度：离开参考终端位置
的速度
• 进入速度：进入参考终端位置
的速度

两个终端位置之间的基础运动曲
线，带速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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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点对点通信也通过
IO-Link® 集成，与控制器进行智
能连接，并一直连接到云端。
IO-Link® 的扩展功能：
• 远程调节运动参数
• 用于在驱动器和计算机之间或
从计算机到另一个相同驱动器
之间传输参数的复制和备份
功能
• 读取过程参数

2
通过 M12 连接器技术实现简单
的电连接
• 电源（4 针）：电机的电源
• 逻辑（8 针）：集成式电子元
件的控制信号、传感器信号和
电流

• 力：驱动器在“前进”位置时
的力
• 参考：设置驱动器的参考终端
位置
• 启动按键：设置电控运动开始
的位置
• 演示：手动启动（类似于手动
超控）

用于简化的压装和夹紧功能的扩
展运动曲线，带速度和电源控制

A*
B
C

V

V

A*

这种电驱替代方案不需要传统电
缸系统通常很复杂的调试过程，
可实现非常简单的直线和旋转运
动及定位任务。调试快速，不需
要任何软件、计算机或其他附
件，因为所有参数都可以在驱动
器上直接手动调整。简化运动系
列通过数字量 I/O (DIO) 或
IO-Link® 直接连接到控制器上，
且标配为两者集成配置。因为驱
动器直接安装到机器中，所以安
装无需控制柜。

B

L

A*

C

B

L

“退出”运动
“进入”运动
参考终端位置
操作位置
启动位置“按压”

滚珠丝杆式电缸 ELGS-BS
非常紧凑且经济的丝杆式电缸，
带精密且有韧性的循环滚珠轴承
导轨用于滑块和强大的滚珠丝杆
驱动器。
• 三种规格，最大行程 800 m 时
的有效负载高达 20 kg

小型滑台式电缸 EGSS
强大且有弹性的 EGSS 带顺畅运
行的丝杆，是导向直线独立运动
或垂直 Z 向运动的精密解决
方案。

齿形带式电缸 ELGE-TB
价格诱人的齿形带式电缸带循环
滚珠轴承导轨，可保证非常好的

• 三种规格，重复定位精度
± 20 µm 时的最大行程为 200 m
• 内部导轨吸收侧向负载，在高
扭矩时能很好地防止扭转
• ERMS 可直接安装，无需转
接器
• 可选配管式压缩空气补偿防止
颗粒或湿气进入，且防止颗粒
逸出到环境中

顺畅运行特性；作为一款高性价
比的解决方案，它非常适用于对
机械负载、动态响应和精度以及
环境的要求相对较低的非常简单
的任务。
• 5000 km 高运行性能

齿形带式电缸 ELGS-TB
紧凑且非常经济的齿形带式电
缸，带精密且有韧性的循环滚珠
轴承导轨用于滑块和耐用皮带。
• 两种规格，最大行程 2,000 m
时高达 1.3 m/s

共同特点
• 永固不锈钢防尘带保护内部导
轨和丝杆或齿形带
• 独特的多轴搭建系统
• 选配：真空连接可最大限度地
减少从电缸排放到系统中的
颗粒

• 三种规格，最大行程为 500 m
和 0.36 m/s
• 通过接近开关实现简单且经济
的位置感测
• 可选配管式压缩空气补偿防止
颗粒或湿气进入，且防止颗粒
逸出到环境中
有杆电缸 EPCS
EPCS 带顺畅运行的滚珠丝杆，
非常适合单独的直线运动。作为
极具成本效益的完整解决方案，
有杆电缸非常适用于夹紧、分
配、分拣和弹出等应用以及简单
Z 轴等抓取系统。

旋转电缸 ERMS
该款旋转电缸适用于简单旋转任
务或高机械负载，采用坚固、精

密和无间隙的旋转板滚珠轴承，
吸收侧向负载和扭矩。
• 两种规格，旋转角度均为 90°
和 180°
• 密封空心轴用于电缆或管路的
集成式贯穿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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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驱动 CMMT-AS

调试软件
Festo Automation
Suite
基于 PC 的软件将
从机械系统到控制器的参数设
置、编程和维护无缝地组合在
一个程序中。整个驱动程序包
只需 5 步即可完成调试，只需
单击两下即可集成到控制系统
CPX-E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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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MT-AS 是市面上最紧凑的伺
服驱动之一，适用于低电压控制
器。紧凑型伺服驱动用于点对点
和插补运动，适用于基于以太网
的各种总线系统，可以直接无缝
集成到各种制造商的系统环境
中。利用 Festo Automation
Suite 进行调试，仅需几分钟即
可完成。

深思熟虑的设计确保对连接和控
制元件的自由便捷访问。所有连
接和可拆卸的控制装置 CDSB 均
安装在闭环控制器的前部和顶
部。紧凑的设计和优化的连接技
术使控制柜内的安装不仅方便，
还节省空间，且连接时间更短。
• 为主要控制器制造商实现直接
现场总线集成

与第三方制造商实现系统集成
伺服驱动 CMMT-AS 也可以直接
集成到第三方制造商的系统环境
中，其性能与该控制器制造商的
控制器相似。相同的性能意味着
CMMT-AS 不需要针对特定控制
器的专门知识。

完美集成的先决条件是基于
以太网的协议（如 PROFINET、
PROFIBUS、EtherNet/IP、
EtherCAT 或 Modbus®）。功能
块适用于 Siemens、Rockwell、
Beckhoff 和 Omron 等数家制
造商。

• 无需软件即可配置标准安全功
能：STO、SS1、SBC
• 自整定支持简单调试，并为
Festo 和第三方制造商的机械
系统自动优化旋转和直线运动
的控制行为
• 控制器宽、深、高极小，多台
控制器良好串联实现独特的高
密度组装
• 选配伺服电机 EMMS-AS

CMMT-AS 的重要技术参数
工业应用

点对点和插补运动

额定功率

单相 230 V：0.35/0.7 kW，三相 400 V：0.8/1.2/2.5 kW

通信

EtherCAT®、PROFINET、EtherNet/IP、Modbus®

安全功能

STO、SS1、SBC、（SS2、SOS、SLS、SSR）*

多编码器输入电机额外的编码器
输入

ENDAT2.1/2.2（一根电缆）、HIPERFACE、Nikon ENDAT2.2、Nikon、A/B- 和
SIN/COS 增量式

电源滤波器

集成

中间回路耦合

是

工程设计、调试、编程

PositioningDrives
Festo Automation Suite（包括首次调试向导）、
Autotuning CODESYS

伺服电机控制器 CMMP-AS
此类伺服电机控制器 (CMMP-AS)
为动态运动提供极其功能化的解
决方案，非常适用于凸轮盘的电
子控制。

Festo 的软件工具提供从调试、
编程到参数设置的通用概念
• 轻松便捷的操作
• 用于参数和硬件的 SD 卡

CMMS-AS-MO 为带标准功能的
基础型号，CMMP-AS-M3 带扩
展选项，例如用于 EtherCAT® 连
接或安全模块。

集成的安全功能
• 集成式安全止动装置带重启闭
锁，用于安全为重的应用
• 安全扭矩切断 (STO) 达到
4 级，PLe 集成
• 采用外部组件可实现更多安全
功能
• 提供解决方案示例

CMMP-AS-M3

CMMP-AS-MO

集成软件平台和 Festo 配置
工具 (FCT) 以及标准化数据配
置文件 FHPP 确保调试、编程
和参数设置过程中不出现任
何问题。

技术参数和功能
• 电机电流
− 单相：2.5 和 5 A
− 三相：5 和 10 A
• 256 个集成式位置记录
• 自动化电机制动器
• 速度和位置控制
• 电流和扭矩控制

•
•
•
•
•
•

无加加速度的定位
闭环操作中的无级变速定位
即时测量
电子凸轮盘
灵活的软件限位开关
外部止动电阻（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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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进驱动器 CMMT-ST
超低压闭环控制器 CMMT-ST 与
先前 CMMT-AS 一样，也是 Festo
自动化平台的一个组成部分。它
可实现非常经济的定位任务和运
动解决方案，功率要求低，不超
过 300 W。

由于它和 CMMT-AS 均为同一平
台的组成部分，它也适用于基于
以太网的各种总线系统，可以直
接无缝集成到各种制造商的系统
环境中。利用 Festo Automation
Suite 进行调试，也仅需几分钟
即可完成。

虽然比先前 CMMT-AS 更紧凑、
更便宜，但连接和通信技术、功
能模块和标准安全功能都没有改
变。一致的控制概念意味着电缸
CMMT-AS 和 CMMT-ST 可以很容
易地与大小规格的电缸组合。

•
•
•
•

• 无需软件即可配置标准安全功
能：STO、SS1、SBC
• 自整定支持简单调试，并为
Festo 和第三方制造商的机械
系统自动优化旋转和直线运动
的控制行为
• 配久经验证的步进电机
EMMS-ST 进行优化

• 由于和 CMMT-AS 的平台一
样，它也具有相同的连接和通
信概念、功能模块和标准安全
功能

最大连续输出：300 W
初级电压：24 ... 48 V DC
电机电流：8 A/峰值 10 A
点对点和插补运动以及精确
定位
• 比最小的 CMMT-AS 还小 50%
• 为主要控制器制造商实现直接
现场总线集成

调试软件
Festo Automation
Suite
基于 PC 的软件将
从机械系统到控制器的参数设
置、编程和维护无缝地组合在
一个程序中。整个驱动程序包
只需 5 步即可完成调试，只需
单击两下即可集成到控制系统
CPX-E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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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MT-ST

CMMT-AS

步进电机控制器 CMMS-ST
真正的 Festo 即插即用解决方案
包中的步进电机技术：单轴位置
控制器（伺服驱动）CMMS-ST
与步进电机 EMMS-ST 组合用于
单轴和多轴抓取应用，移动重达
20 kg 的负载。

CMMS-ST 是一款成熟的闭环伺
服系统，通过使用最佳电机特征
曲线，可提供最高工作安全性和
快速动态响应。或者，CMMS-ST
也可用作一个经济开环系统，只
带步进电机，而无编码器。

技术参数和功能
• 初级电压：24 ... 48 V DC
• 电机电流：8 A/峰值 12 A
• 63 个集成位置记录，例如加
速斜坡

•
•
•
•

自动化电机制动器
无加加速度的定位
无级变速定位
数字量输入输出具有短路、
过载和反向电压保护

集成的安全功能
• 安全扭矩切断 (STO) 达到
3 级，PLd 集成
• 采用外部组件可实现更多
安全功能
• 提供解决方案示例

集成软件平台和 Festo 配置
工具 (FCT) 以及标准化数据配
置文件 FHPP 确保调试、编程
和参数设置过程中不出现任
何问题。

电机控制器 CMMO-ST
电机控制器（驱动系统）
CMMO-ST 是一款用于步进电机
的闭环伺服控制器，互联方式多
样，如 IO-Link®、Modbus TCP
或 I/O 接口。
它是一个成熟的闭环伺服系统，
拥有抖动受限的加速度，通过使
用最佳电机特征曲线，可提供最
高工作安全性和快速动态响应。

功能
• 自定义位置和扭矩范围的监控
• 扭矩、速度、位置和时间等不
同流程变量的监控
• 带选配扭矩限制器的定位模式
• 带选配行程限制的力模式
• 带行程和力限制的速度模式

核心技术参数
• 电源 24 V DC，用于逻辑和
负载（单独）
• 电机的最大电流：5 A
• 安全：STO/3 级，PLd
• 防护等级：IP40
• IO-Link® 和 Modbus® TCP
• I/O 接口（通过直接分配的
I/O 实现 7 种可自定义的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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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电机 EMM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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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高要求动态应用的交流同步
伺服电机停止扭矩极低，可确保
定位任务的良好可调性和跟踪精
确性。“电子铭牌”包含所有重
要的电机参数。它可以由伺服驱
动 CMMT-AS 读取，从而自动设
置伺服电机的参数，因而调试毫
不费力且完全可靠。

• 3 种规格：60/80/100，高达
2.6 kW / 9.8 Nm
• 单圈或多圈绝对式编码器
• 带或不带抱闸装置
• 表面光滑且喷漆，耐脏、易
清洁
• 防护等级 IP67：整个壳体和连
接技术（包括插头）

• 轴的防护等级 IP40，或者带适
用于无润滑操作的密封环时为
IP65
• 温度测量集成在电机内，通过
编码器协议实现抗干扰数字量
传输

节省空间的单电缆解决方案
节省空间的单电缆插头 (OCP) 使
得安装工作量大大减少。伺服电
机仅与一根电缆连接，用于电
源、编码器信号和抱闸装置，简
化了接线和更换。

• 它适用于传输高压电力。
• 对于拖链等动态应用来说稳固
耐用
• 适用于超过 50 m 距离的长电缆
• 电缆长度达 100 m，抗干扰性
能更好

调试软件
Festo Automation
Suite
基于 PC 的软件将
从机械系统到控制器的参数设
置、编程和维护无缝地组合在一
个程序中。CMMT-AS 和 EMMT-AS
的整个驱动程序包只需 5 步即可
完成调试，只需点击两次即可集
成到控制系统 CPX-E 中。

伺服电机 EMMS-AS 和 EMME-AS
设计用于动态定位任务：伺服电
机 EMMS-AS 和 EMME-AS 带八
种扭矩范围。

•
•
•
•

该款紧凑且特别经济的同步伺服
电机具有四个功率等级，非常适
用于简单的定位任务，特别是电
子工业和小零件装配以及测试工
作站。
• 单圈编码器，选配：多圈，带
蓄电池适配器
• 可选配抱闸装置

• 电机、制动器和编码器电缆采
用优化的连接技术
– 2.5 ... 10 m
– 选配：适用于拖链的版本
• 防护等级：
– 电机壳体和电缆连接：IP65
– 电机轴：IP50（不带轴密封
环）、IP54（带轴密封环）
• 与 EMMT-AS 上的轴和法兰兼容

单圈编码器（标配）
多圈编码器（选配）
可选配抱闸装置
防护等级
– 电机壳体和电源/编码器连
接：IP65
– 电机轴：IP54（不带轴密封
环）、IP65（带轴密封环）

伺服电机 EMMB-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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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进电机 EMMS-ST
步进电机系列 EMMS-ST 设计用
于双相混合动力技术。除了经济
高效的连接技术，此类电机还可
无故障运行且具有超长使用
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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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种规格，法兰规格为 28、42、
57 和 87
• 符合 IEC 60034 标准
• 可选配用于闭环功能的编码器
• 可选配电机制动器
• 防护等级：
− 电机壳体和插头连接：IP54
（28 号为 IP65）
− 电机轴：IP40

行星减速机的匹配范围
• 减速比 i = 3 和 5；其他根据需
要提供
• 终生润滑
• 防护等级：IP54
匹配的电机和编码器电缆
• 从 1.5 m 至 10 m 共五种标准
长度；其他根据需要提供
• 屏蔽电缆
• 适合拖链
• 防护等级 IP65

一体式电机 EMCA
用于定位机电电缸和型号变化的
完整解决方案 EMCA 包括一个免
维护且无磨损的 EC 电机和一个
电机控制器（伺服驱动器），且
电源电子元件也集成在内，因而
无需使用很长的电机电缆，改善
电磁兼容性，缩短安装时间，并
减少安装要求。
集成的监控功能确保可靠性和可
用性。标配绝对位置感测，通过
单圈编码器或可选配多圈编码器
来实现。外部减速机可用于更好
地适应不同的定位任务或型号
变化。

主要特性
• 64 个可自由编程的位置记录
• 带缓冲的多圈编码器（分辨率
高达 32 位或 > 40 亿次旋转）
• 一种规格，相同的法兰尺寸，
2 种长度，性能等级为 100 W
和 150 W
• 标准防护等级为 IP54，可选配
IP65，直接安装在系统中
• 可选配抱闸装置和外部减速机

技术规格
• 标称功率 110/150 W
• 峰值功率 200 W
• 标称扭矩 0.34/0.46 Nm
• 最大扭矩 0.78 Nm

通过 Festo 配置工具 FCT 能进行
参数设置和调试。

用于规格切换的一体式电机，
作为手轮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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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轴控制系统概览
紧凑型控制器

集成式控制器

CPX 终端

控制器
CECC-D CECC-LK

CODESYS V3 控制器
CDPX

CODESYS V3 控制器
CPX-CEC-C1-V3

运动控制器
CPX-CEC-M1-V3

模块化控制器
CPX-E-CEC-C1-PN

模块化运动
控制器
CPX-E-CEC-M1-PN

单轴
（PTP 异步）

单轴
（PTP 异步）

C1：单轴

M1：插补 (3D)

C1：单轴

机器人 (3D)

最多允许轴

4 个轴

8 个轴

128 个轴

31 个轴

根据 EtherCAT® 标准开放

插补 16 个轴

运动

• PTP 异步

•
•
•
•

特性

• 独立控制器
• 集成两个快速输入
(200 kHz)
• 4 个 IO-Link® 主站用
于 CECC-LK
• CODESYS V3
• OPC UA 服务器

• 单显示器集成式
控制器
• CODESYS V3
• OPC UA 客户端

模块

控制柜中的 CPX-E 自动化系统

功能

PTP 异步
每个轴根据自身预先定义的参数运动
轴不会同时到达终端位置，路径未定义
M1 派生型号：用 -M1 派生型号进行 3D 插补，用于多达 31 个轴
•
•
•
•

CPX 终端功能集成
CODESYS V3
32 位/800 MHz 处理器
OPC UA 服务器

• C1 版本：PTP 异步
• M1 版本：3D 路径插补

•
•
•
•
•
•
•
•
•

CODESYS V3-SPS SP10
编码器接口
中断功能
高速时钟脉冲输入
数字量和模拟量 I/O 模块
IO-Link® 主模块
两个 EtherCAT® 接口，一个 EtherCAT® 主站
集成式完整 CPU
通过现场总线接口实现上位系统集成，作为
从站：
− PROFINET（版本 PN）
− EtherNet/IP（版本 EP，根据需要）
• USB 接口
• SD 卡接口

•
•
•
•
•

SoftMotion：
PLC 打开
CNC 编辑器
DXF 导入
凸轮盘编辑器

•
•
•
•

PLC 打开第 1、2、4 部分***
CNC 编辑器
DXF 导入 ***
凸轮盘编辑器

*** 机器人功能库
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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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D/3D 抓取系统
• 抓放
• 堆垛

• 2D/3D 抓取系统
• 抓放
• 堆垛

•
•
•
•
•
•

路径控制
压焊
切割
抓取
飞锯
凸轮盘

• 2D/3D 抓取系统
• 抓放
• 堆垛

•
•
•
•
•
•
•
•

2D/3D 抓取系统
堆垛
压焊
分配
喷漆
切割
飞锯
凸轮盘

模块化控制系统 CPX-E
CPX-E 是一个强大的自动化系
统，作为 IP20 的 EtherCAT® 主控
制器和运动控制器，它是抓取应
用的中央控制系统。不带控制单
元的版本是一款紧凑且实惠的远
程 I/O，包括不同的总线模块。

PX-E
CPX-E
CPX-E
CPX-E
CPX-E
System
CPX-E
System
System
System
System
System

得益于完善的 PLC 功能和带插补
的多轴应用，CPX-E 可轻松集成
至现有的上位系统中。OPC UA 客
户端和服务器功能确保在采用云
端和数字化概念的工业 4.0 主机
环境中实现轻松集成和插补。

• 快速 EtherCAT® 主站接口
• 总线从站接口：PROFINET、
Ethernet/IP
• 高性能（766 MHz 和 512 MB
RAM 的双核处理器）
• USB 接口和 SD 卡接口
• 可选配显示器 CDSB
• CODESYS V3 至 SP10
• SoftMotion 等运动功能
• UL/CSA、C-Tick、IEC Ex 认证

Master
Master
Master
Master
Master
Master

CPX-E
CPX-E
CPX-E
CPX-E
Control
CPX-E
Control
CPX-E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System
Control
System
System
System
System
System
CPX-E 的控制选项
• CPX-E-CEC-C1：强大的
CODESYS V3 控制装置具有完
善的 PLC 功能，但无任何运动
控制功能
• CPX-E-CEC-M1-EP：带
System
configuration
and integration
System
configuration
and integrationCODESYS V3 和 SoftMotion 的
运动控制器

远程 I/O 模块
• 数字量输入模块 (16 DI)
• 数字量输出模块 (8 DO/0.5 A)
• 模拟量输入模块（4 AI 电流/
电压）

CPX-E
CPX-E
CPX-E
CPX-E
Remote
CPX-E
Remote
CPX-E
Remote
Remote
Remote
I/O
Remote
I/O
I/O
System
I/O
System
I/O
System
I/O
System
System
System

自动化系统 CPX-E 的架构

• 模拟量输出模块（4 AO 电流/
电压）
• IO-Link® 主模块（4 通道）*
• 计数模块

Ethernet Ethernet
ready for ready for
Industry 4.0
Industry 4.0

System configuration and integration
CPX-IOT Gateway
CPX-IOT Gateway
Ethernet
ready for
Industry 4.0

CPX-E-CEC
CPX-E-CEC
Motion Control
MotionSystem
Control System

调试软件
Festo Automation
Suite
基于 PC 的软件将
从机械系统到控制器的参数设
置、编程和维护无缝地组合在
一个程序中。整个驱动程序包
只需 5 步即可完成调试，只需
单击两下即可集成到控制系统
CPX-E 中。

CPX-IOT Gateway

CPX-E-CEC
Ethernet
Ethernet
Motion Control
System
Encoder Encoder
HMI

HMI

Vision

Vision

IO-Link Valve
Terminal
IO-Link
Valve Terminal

Ethernet
CPX-E Remote
I/O
CPX-EEncoder
Remote I/O

IO-Link Valve Terminal

HMI

CPX-Terminal
CPX-Terminal
CPX-E Remote I/O
Energy Monitoring
Energy Monitoring
Vision
Third Party
Products
Third
Party Products

CMMT-AS/ST
CMMT-AS/ST
CPX-Terminal

CPX_E_Systemaufbau_en_V10.indd
bearbeitetes PDF
CPX_E_Systemaufbau_en_V10.indd
bearbeitetes PDF

14.02.2019 15:29:09 14.02.2019 15:29:09

Energy Monitoring
Third Party Products

CMMT-AS/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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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终端 CPX
CPX 终端用作灵活的模块化自动
化平台，包括嵌入的 CODESYS
控制器，或在 IP65 中用作多功
能远程 I/O。利用 CPX，您可以
轻松、快速、灵活且无缝地将气
动和电气控制链集成到所有自动
化方案和公司特有标准中。这使
得 CPX 成为具有分散和网络化
智能的机器的电子外围设备的完
美平台。这是一项前瞻性的技
术，现在可以通过物联网网关连
接到工业 4.0 的上位系统环境以
及 Festo Cloud 和其他设备。

完美联网，得益于：
• 通过现场总线/Ethernet 实现
通用通信
• 多种气动平台（阀岛）可供
选择
• 从属的分散安装系统 CPI、IOLink® 或 I-Port
• 多种模块可满足几乎任何自动
化要求

多种功能集成
• 前端控制
• 多种可扩展的安装技术可供
选择
• 综合诊断和状态监控，也是通
过物联网网关和 Festo Cloud
• 用于电缸和气伺服的运动控制

利用 CPX-IOT 网关
的 Festo Cloud
OPC-UA/AMQP/MQTT

采用 CPX-CEC-C1-V3 的运动控制

采用 CPX-CEC-M1-V3 的运动控制
与 CPX-CEC-C1 一样，带额外的
CODESYS SoftMotion 库这使得
控制器可以对多达 31 个同步电
轴进行三维插补。具有灵活的电
子凸轮功能和 CNC 编辑器。

IP65/IP67 中直接安装在机器上
的智能远程 I/O 端子用于在机器
中执行分散控制任务
• 广泛的 CODESYS 功能库
• 集成式 CANopen 主站用于数
千个 I/O
• 运动控制，最多可控制 127 个
异步运动的轴
带 CANopen 主站的 CODESYS 控制器
用于多个异步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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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号：预先定义的配置文件可
作为功能块和可视化组件，用于
高动态抓取系统（第 46/47 页）
（“Festo 机器人库”）。
额外的 CODESYS SoftMotion 库
用于三维插补

紧凑型控制器 CECC
CECC 是一款来自 Festo 的多功
能控制器，带 CODESYS V3，紧
凑小巧，功能超多。CECC 使得
电缸或气缸很容易控制，特别是
对于简单任务。创新型面向对象
的编程和可实现多达 3 个轴的插
补的运动控制函数库使操作和编
程变得非常容易。

带基本功能的 CECC-D：
• CANopen 主站用于与伺服驱动
连接
• 提供 Ethernet、Modbus® TCP
客户端/服务器、EasyIP、TCP/
IP、OPC 服务器
• 12 个数字量输入、8 个数字量
输出，2 个高速计数器（频率
高达 180 kHz）

带 IO-Link® 的 CECC-LK：
• 四个 IO-Link® 主站和一个
IO-Link® 装置接口
• 容易与传感器和阀岛连接
• 与简化运动系列直接连接
OPC UA 客户端服务器可根据需要
提供，使 CECC 适用于工业 4.0。

带额外接口的 CECC-S：
• IO-Link® 主站和装置
• RS232、RS422、RS485 用于
自由编程或作为直接编码器
接口

人机界面 CDPX
CDPX 是一种带触摸屏的前端显
示器，可简化机器和系统间的通
信。Designer Studio 能简单直观
地执行项目规划和编程。带完美
图形显示的人机界面实现数据的
可视化，用作外部客户端的全球
性服务器。

通过添加 CODESYS 控制器、
CANopen 主站和数字量及模拟
量 I/O 模块，可编程自动化控制
器 (PAC) 得以创建，简化了现场
自动化任务的控制。Festo 阀
岛、伺服驱动和其他产品目前可
通过 CANopen 直接连接。

• 四种显示器规格，最大 13.3"、
最高 1280 x 800 像素
• 其他功能：
− 以数字、文字和图形形式显
示的数据
− 数据收集和趋势显示
− IP 摄像机图像显示
• 可选配模拟量和数字量输入和
输出

智能摄像机 SBRD 为自动化和机
器人技术创造了新的机遇！强大
的远程云台控制器专为多摄像机
任务设计。轻巧且超紧凑的 USB

摄像机 SBPB 提供单色或彩色图
像。其分辨率高达 500 万像
素，是许多标准应用的最佳解决
方案，同时也极具成本效益。

配套的图像处理软件 Camera
Conﬁguration Studio (CCS) 操作
简单直观。

智能摄像机 SB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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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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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安全功能需要用到不同的组
件，且它们必须很容易地集成到
一个整体方案中。

PROFIsafe I/O 模块至 CPX
由于 IP65/67，自动化平台 CPX
的可扩展 PROFIsafe 输入和输出
模块覆盖了整个本地安全链。每
个 CPX 可以有多个 PROFIsafe
模块。

紧凑且坚固的 8 通道输入模块可
实现安全导向开关装置的直接简
单连接，如紧急停止开关或
光栅。

输出模块切断阀岛的内部供电电
压，并为阀岛的其他电压区域或
各个阀提供 2 个独立、安全的
输出。

电机控制器 CMM...
安全功能 STO 作为标配集成在
所有 CMM ... 范围的电机控制器

（驱动系统）内。因此，利用达
到 3 级、PLd 的安全停止 SS1，
可轻松满足紧急停止要求。

对于更严苛的要求，CMMPAS-M3 系列提供可选配的安全模
块，实现达到 4 级、PLe 的安全
功能。

用于监控直线电缸的智能解决
方案
不能通过在伺服电机中使用编码
器，或通过在电机控制器（驱动

系统）中集成相关安全功能，或
通过外部监控系统来监控电缸机
构。然而，通过直接安装在驱动
器上的直线位移编码器以及直线

标尺和测量头的安全导向安装，
可直接监控轴的位置，实现达到
4 类、PLe 的安全功能。

解决方案示例
如何使用电驱元件实现安全
功能？

Festo 提供多种解决方案。描
述、物料清单、电路图、应用
程序及 Sistema 项目可迅速集

成到您的安全概念中 — 通过适
当文档。

SS1 STO

STO

v
s

机械指令 2006/42/EC 允许多种
安全功能作为适当降低风险的保
护措施，以符合 DIN EN 618005-2 和 EN 60204-1。要真正实现

t

PositioningDrives — 用于设计电驱系统的软件工具
PositioningDrives 可帮助您选择
正确的组件，以防止设计错误，
提高能效。驱动机构、减速机和
电机的独立设计可增加安全系
数，导致电缸系统尺寸过大。
齿形带式驱动器或丝杆式驱动
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或直流
电机、滚珠轴承导轨或滑动轴承
导轨 — 提供的选项太多，给用
户带来一个重大挑战：计算正确
的驱动程序包。
只要输入一些应用细节，
PositioningDrives 就可以从多种
协调的直线电缸、电机、减速机
和驱动系统（控制器）中计算出
各种组合，然后您就可以从结果
列表中选择满足相应需求的理想
驱动包。

应用参数
需要输入安装位置、负载、行程
和精度等。还有一个选项可以限
制行程时间。预先选择的驱动器
和电机技术以及导轨类型会限制
变型的数量，并迅速生成一个结
果列表。
首选解决方案包
不同的排序选项会使选择过程更
容易。电缸、电机/减速机和驱
动系统（控制器）的组合以图形
形式显示，使用程度以条形图形
式显示。点击一次组件插图即可
以所选语言打开适当文档。
详细结果
然后，程序会提供详细的信息，
如运动曲线、动态负载数据、产
品特性和物料清单。完整的项目
文档和数据备份完善了
PositioningDrives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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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软件 Festo Automation Suite
基于 PC 的软件 Festo Automation
Suite 将 Festo 组件的参数设置、
编程和维护整合到一个程序中，
可实现从机械系统到控制器的整
个驱动程序包的调试。免费提供
的调试软件包含所有 Festo 组件
的基本功能。
插件或附加组件可以通过该程序
直接安装。此外，从该软件还可
以下载设备信息、手册和应用
程序描述，而无需打开网页浏
览器。

智能互联
通过使用集成调试向导，只需五
步即可安全配置一个完全可运行
的驱动系统，并完成参数设置。
只需点击两次，伺服驱动
CMMT-AS 就可集成到 CPX-E 的
控制器程序中。此外，CODESYS
扩展还支持对 CPX-E 的运动控制
和机器人功能进行编程。

软件免费下载地址：
www.festo.com/automationsuite

重点产品
• 仅需五步即可建立并运行一个
驱动系统
• 设备特有插件和附加组件可实
现定制

• 集成式控制器编程
• 直接从软件上访问设备信息和
说明

3
1
2
4

所有功能的用户界面都采用统一
外观，既可查看阀岛的诊断信
息，也可在 CODESYS 中对伺服
驱动进行参数设置或编程。

3 类似于网页浏览器的导航

1 组件连接显示

4 安装插件

所用组件的列表和通信关系的层
次显示。

用订货号或订货代码搜索组件的
设备专用附件，Festo Automation
Suite 将自动找到正确的插件，
并立即从程序中安装，或者在线
下载安装。

2 面向用户的设计
通过拖放的方式添加 Festo 组
件，然后通过直观绘制所需线条
建立通信连接。软件自动计算后
台工作站的基础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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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特有内容显示在选项卡上，
因此很方便在不同内容之间
移动。

插件特点示例
CPX-E 终端的灵活配置
CPX-E 终端的各个模块可以使用
图形用户界面进行配置和设置参

数，因此可以通过拖放实现更
改、替换、添加或删除。也可以
轻松设置模块和通道的参数。

用 CODESYS 执行控制器编程
您可以下载 CODESYS 作为系统
附件。它无缝集成到插件的用户
界面中，因而可使用根据 IEC
61131-3 建立的控制器编程编辑

器：从带凸轮盘和 CNC 功能的
简单点对点运动和 SoftMotion
应用程序到根据 PLCopen 第 4
部分建立的机器人应用程序。

驱动系统的超便捷集成
以前需要 100 次鼠标和键盘操
作，现在只要两次足矣。拖动一
条线将 CMMT-AS 连接到控制器
CPX-E 之后，从集成必要的库和
连接流程数据到传输重要的轴参

数等一系列操作均会自动执行。
驱动系统立即就可在控制器程序
中使用。这样做的结果是错误更
少，且您有更多的时间执行主要
任务：创建和调试机器流程。

简单安全的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诊断和控制功能可在
工具条中显示。在清晰的参数设
置界面上，您可以用订货号等订
单信息轻松地选择所需的 Festo
机械系统。程序会负责正确的设

置，因为从伺服驱动器到轴的所
有技术参数均被保存下来，并用
于自动计算控制器的设置。合适
的参数值不再需要复杂的人工计
算，极大地减少了时间、工作量
和错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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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取系统和笛卡尔机器人
这些即可安装的系统已装配完毕，经过测试，且深度匹配，为您提供用于常规应用场合快速可靠的解决方
案，其中包括拖链、连接技术和匹配的驱动包。

抓取系统在线选型：以最快的速
度选到合适的抓取系统
利用抓取系统在线选型快速轻松
地配置单轴系统、直线、平面和
三维门架以及高动态紧凑型抓取
系统。

• 仅需 20 分钟即可选到合适的
抓取系统，包括 CAD 模型和
调试文件。
• 抓取系统的工程和设计得以简
化，仅需几分钟即可完成

• 使用非常容易且直观，带结构
化数据提示
• 面市时间更短，因为从配置和
订购到交付和安装仅需大约
3 周。

用于直线运动的单轴系统
具有高机械稳定性和坚固设计的
单轴系统非常适用于单维行程和
大负载。它通常包含一条拖链，

以便可靠操作。来自 Festo 的配
套伺服驱动程序包以及许多其他
选项进一步完善即可安装的完整
系统。

1D 抓取系统

2D 抓取系统
用于 2D 垂直运动的直线门架
高机械稳定性使得该款直线门架
特别精密，即使是在 Y 向行程长
达 3000 mm 的情况下亦是如
此。管路和电缆通过拖链布线，
保证出色的操作和流程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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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在受限空间内实现最大动态
响应的高动态直线门架
基于 EXCT 的笛卡尔高速拾放机
器人具有良好的动态响应，最大
速度为 95 次抓取/分钟、灵活性
高、设计紧凑。它采用扁平设
计，Z 轴非常紧凑，特别适用于
在垂直平面内自由运动的灵活抓
取任务，即使安装空间有限也没
关系。

用于 2D 水平运动的平面门架
由于其高机械稳定性和坚固的设
计，该款平面门架可适用于任何
情况，无论是重型工件还是超高
有效负载。同时，它还非常精
确，即使是在行程很长的情况下
也是如此。

用于在整个安装空间内实现最大
动态响应的高动态平面门架
由于其极低的移动质量，该款带
机器人功能的门架可实现最快
100 次抓取/分钟，并覆盖两个
SCARA 机器人的工作空间。它
采用非常紧凑且扁平的设计，运
动时几乎无振动。通过自由的平
面运动，XY 平面门架的工作空
间使抓取具有高度的灵活性。

用于实现最大工作空间覆盖的紧
凑型平面门架
基于 EXCM 的紧凑型平面门架优
势突出，特别是对于每毫米空间
都很重要的应用，其功能优异，
采用极其紧凑且扁平的设计，并
且可实现最大的工作空间覆盖。

用于空间内三维运动的三维门架
该款笛卡尔机器人非常适用于 X
向上长达 3000 mm 的长行程，
即使负载很高。不同轴模块的组
合意味着它可用于任何地方，无
论是轻型至重型工件还是各种
维度。

用于实现最高 3D 性能的高动态
三维门架
该款基于 EXCH 的三维门架动态
性高、采用极其紧凑和扁平的设
计，最快可实现 100 次抓取/分
钟，且在 X 向和 Y 向上均可扩
展。低移动质量可使功率提高达
30%，而低重心则确保低水平的
超行程和更好的定位精度。

用于最小空间内的高有效负载的
紧凑型三维门架
该款 3D 系统极其节省空间，采
用非常紧凑和扁平的设计，特别
适用于吸收高力和高扭矩，且其
长度和宽度可配置。该解决方案
因其平滑运行特性和高定位精度
而脱颖而出。

3D 抓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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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
生产率最大化的关键在于勇于追求
您是否同意这种看法？我们乐于帮助您实现这一目标，
与您分享我们的四大优势：
• 保障 • 高效 • 简单 • 核心竞争力
我们以提高生产率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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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的企业探索新的可能：
www.festo.com/whyfes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