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迎挑战,
提供解决方案



Celera Motion解决了全球市场中复杂的工程挑战，通过一系列动态产品线推进了精密运动领域 -  MicroE光学编码
器，Applimotion直接驱动电机和执行器，Zettlex感应编码器，Westwind空气轴承主轴和Ingenia伺服驱动器。我们的
组件为技术驱动的原始设备制造商（OEM）解决了特定于应用的挑战。

每个品牌都拥有工程和制造尖端技术的突出历史，可为复杂的子系统提供无与伦比的性能和精度。

加速您的创新

西风公司于1980年推
出了空气轴承喷漆主
轴，巩固了其作为世界
领先的空气轴承技术
设计和制造商的地位

在21世纪初，Applimotion迅
速推出了一系列直接驱动电
机--Omni™ 系列旋转扭矩电
机，Agility™ 系列无槽旋转电
机和低剖面线性电弧电机 
- 便于集成到狭小空间

MicroE Systems推
出了一系列编码
器 - Mercury™， 

ChipEncoder™和
Mercury II™ - 为微
型精密光学编码
器树立了新标准

Zettlex成立于2004

年，专注于制造非
接触式传感器

2013年，Ingenia推出了
Base系列-Pluto伺服驱动
器 - 一种紧凑的模块化设
计，具有拖放式编程功能

2003年，Westwind成
为Novanta的一部分，
继续为微电子，半导
体，机器人和精密制
造市场提供世界领先
的创新和服务

2015年，MicroE Systems

和Applimotion--两家拥
有丰富的尖端精密运动
技术历史的公司 - 共同
组建了Celera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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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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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名字源自拉丁语Celer（寓意快速，轻量级），Celera Motion致力于为客户提供精确的运动解决方案，
以加速客户的成功。结合Celera Motion团队的前瞻性，先进技术，咨询支持和最佳可靠性，使我们成为您在
一系列市场中解决精密运动挑战的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Celera Motion是Novanta（纳斯达克股票代码：NOVT）的精密运动业务，该公司是为医疗和先进工业市场
的OEM提供尖端光子和运动技术的全球领先供应商

了解我们的解决方案如何加速您的创新。

› 手术机器人
› 医疗设备
› 实验和诊断

› 测量
› 卫星通信与监控
› 电子产品

› 工业自动化
› 半导体设备

Zettlex扩展了其轴感应式
IncOders™系列，为冲击，振动，
污垢，流体，高压和极端温度
提供前所未有的适应性

在2019年，通过Novanta的
收购，Ingenia加入Celera 

Motion-提供伺服驱动器
并增强运动控制解决方案

2017年，Celera Motion扩展并突
出了其全面的机电一体化产品
线，为独特的规格要求提供定
制的，高度集成的解决方案

Ingenia推出了超紧凑，超
级智能，高性能的伺服
驱动器 - Ingenia Everest

Westwind产品系列包含
在Celera Motion系列产
品中，提供来自单一制
造商的集成解决方案
和精确的运动专业知识

2018年，通过Novanta

的收购，Zettlex加入了
Celera Motion，扩大了
产品线产品范围，提
供电感式绝对编码器

带来挑战。我们将构建解决方案。

2018

20192017



医用机器人
外科手术
设备封装
配药自动化

塑造精密运动的未来

谈到机电一体化，任意两个运动控制问题的难点都有所不同. Celera Motion 工程团队可以采用先进技术针对特殊应
用定制解决方案。

专业领域的广泛应用经验

医疗设备
牙科 CAD/CAM

眼科诊断&手术
诊断影像
精密泵
放射治疗

实验室和诊断室
表面科学
生命科学
自动化实验室
分析仪器
体外诊断

计量
坐标测量 (CMM)

数字化光学&扫描
扫描&检测



从构想到量产-完整的机电一体化方案

塑造精密运动的未来

卫星通信&监控
移动&仓库
自动驾驶
协同精度

半导体设备
组装&焊线
测试&检测
PCB组装

通信控制
天线控制
相机&视频控制l
机器人

平板印刷
离子植入
腐 蚀 ，化 学 & 物 理
蒸镀

输入客户需
求， 启动设计

交流

设计规范确立
和归档

分析和建模 
能力

模型设计和内
部审核

构想定型和方
案批准

样品组装测试

通过定制软 
件进行测试 

和验证

柔性化供应链
和生产过程

机电一体化解
决方案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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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ERAMOTION.COM

绝对值 编码器适用于
高性能,大批量的设计

Aura是高分辨率，超小型，低功耗SMT封
装绝对编码器。高精度，高操作速度
和广泛的校准公差是大规模OEM设计的
最佳解决方案。

Aura™ 系列 
编码器

绝对

9 x 7 mm

真实大小

MicroE
编码器



Aura 系列编码器
绝对值 编码器适用于高性能,大批量的设计

© 2021 Celera Motion。保留所有权利。|  REV212101

125 Middlesex Turnpike  |  Bedford, MA 01730 USA 
电话.: 781.266.5200  |  innovation@celeramotion.com  |  celeramotion.com

绝对，高分辨率，低功耗。

Aura采用短波LED对精确绝对位置解码,一个增量式尺的跟踪和先进的传感
器产生纯正弦波信号，使高分辨率插值运行速度高达83,721转/分 (带18 mm 
光栅)。高重复性和精确性满足最苛刻的应用。

小型，低功耗SMT封装易于集成到PCB上。宽的对准公差易于安装。内置的
偏心补偿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并消除拥有两个平均编码器的成本。

高速BiSS-C提供了高带宽控制环路所需的最小延迟。SSI，SPI和ABZ接口完善
了各种连接选项。ABZ以最小的延迟提供通信冗余和增量操作的灵活性。

SmartPrecision™ III软件是用于校准，对准和状态监视的直观软件。编码器数
据可以采样并记录在CSV文件中。为了简化安装，可以使用带有预安装编码
器光栅的集线器。

•   绝对值位置反馈

•   小,低功耗SMT封装

• 高分辨率和精度

•   高运行速度

规格

尺寸: 9.0 x 7.0 x 1.2 mm

接口: BiSS-C, SSI, SPI, ABZ

分辨率: 18至22 位*

延迟: 5 μ秒 (BiSS-C)

准确性: ± 0.01 °

重复性: ± 1 LSB

速度: 83,721 rpm (带18 mm 光栅)

输入电压: 5 VDC  ± 0.5 

电源电流: 45 mA, 未终止的输出

工作温度: -20至85 ° C

重量: 1.5 g

尺的外径: 18 和 33 mm (标准)
16至45 mm (定制)

产品规格会有变化.

• 宽泛的对准公差

• 尺的偏心补偿

• 低通讯延迟

•  全面连通性

优点

*超过300个样本的平均22位分辨率
RoHS

编码器

＇Rayseal、
北京慧摩森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010-62311872     sales@bjsm.com.cn     www.bjsm.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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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ERAMOTION.COM

MicroE
编码器

给您的创新加速。

11.4 x 13 毫米

实际尺寸

Optira™ 系列
编码器

适用于世界上最小空间的
微型精密编码器

通过将MicroE的拥有专利的PurePrecision™

光学编码器技术与最先进的电子设备和
信号处理相结合，Optira系列以令人难以
置信的小巧轻便封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性能。

NANO



体积更小，更智能

Optira是相同尺寸类别中唯一的编码器，提供高达5纳米的分辨率，而且所有
插补、AGC和信号处理都在传感头中进行。 无需额外的电路板、适配器或调
试工具即可正常工作。

MicroE提供的拥有专利的PurePrecision™ 光学编码器技术以及行业领先的定
位公差使Optira的微型传感器头安装起来极为方便。 Optira的两个安装选
项、行业标准的模拟和数字增量编码器输出以及标准的FFC连接提供微型精
密运动控制系统设计者所需的耐用性和灵活性。

Optira专门为提供业界领先的低功耗特性而设计。提供3.3 VDC版本，因而使
其非常适合电池供电的精密仪器。

与我们广泛的线性和旋转光栅兼容，可以适合微小的安装空间。

优点 

•  微小的安装空间； 在传感器头中进行插
补和信号处理

• 机械和PCB安装选项
• 易于安装
• 简单、灵活的布线/连接
• 耐用的机械和电气设计

•  多种线性和旋转光栅选项
• 在传感头中装有校准/状态LED

•  可选连接器板用于零位校准和方便
多种接口转接

规格

尺寸： 11.4 x 13 x 3.7 毫米

接口: A-quad-B数字接口或1 VPP正弦/余弦
模拟接口

分辨率：（传感器头 
中插补）

5 微米 – 5纳米（线性）
2,000 CPR – 75M CPR（旋转）

精度等级：
+/- 1 微米（线性玻璃）
+/- 5 微米（线性金属带）
+/- 2 弧秒（旋转）

输入电压： 3.3伏或5伏直流电

电源电流： 130毫安，120Ω同时适用于 A, B, I
100毫安，120Ω，适用于正弦/余弦，IW

最大速度： 4米/秒

零位： IW适用于模拟和5微米数字
LSB适用于2.5微米及以上

输出： 正弦/余弦或A-QUAD-B、指标、警报
状态LED指示灯： 是

操作环境： 大气（标准）
提供真空版本

栅距： 20 微米
可重复性：（磁滞） < 1 LSB

 典型的细分误差
（SDE）： <100纳米RMS

重量： < 1.5克
光栅兼容性： 线性和旋转

RoHS

Optira™ 系列编码器
适用于世界上最小空间的微型精密编码器

 Optira系列编
码器

产品规格会有变动。

编码器

© 2018 Celera Motion.   保留所有权利。 PB-1001-ZH  |  REV180206

125 Middlesex Turnpike  |  Bedford, MA 01730 USA 
电话：781.266.5200  |  innovation@celeramotion.com  |  celeramo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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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ERAMOTION.COM

6 x 6 mm

CE 实际尺寸

7 x 11 mm

CE300 实际尺寸

给您的创新加速。医 疗   |    工 业   |    科 学   |    微电子 

SMT 编码器适用于高性能，
大批量的设计

ChipEncoder 内置插补，可以直接安装在
印刷电路板上，通过集成设计可以提供更
有效的空间和节约成本。

小

ChipEncoder™ 
系列编码器

MicroE
编码器



优点

•  以最低的系统总成本与您其他组件集 
成在PCB上；专为低成本的自动化 
PCB组装而设计

•  高分辨率和插补集成在板子上数字量输出
给运动系统提供高精度和稳定性。

•  高速度能提升运动系统的性能。
• 非接触式设计提供高可靠性
•  小尺寸可以实现超小低成本运动控制 产品规格会有变化.

ChipEncoder™ 系列编码器
SMT编码器适用于高性能，大批量的设计。

小巧, 低成本，高分辨率.
C300和CE芯片编码器是模块化的SMT编码器系统，将小尺寸和高分辨
率结合在一起，使得高性能的数字闭环运动控制成为可能，而且对于大
批量产品设计来说也是可以承受的。
光学非接触系统，配合直线和旋转玻璃尺，BGA封装读头可以直接集成
在您的PCB设计中。  基于40μm栅距的衍射尺带，读头可以在高速下提
供高达1μm的分辨率。因为ChipEncoder集成在PCB上，保证了系统小型
化计数和自动化封装，所以总成本很低

© 2019 Celera Motion.  保留所有权利。  PB-1007-ZH  |  REV191101

规格

尺寸: 6.1 x 6.1 x 3.9 mm (CE)
11.0 x 7.0 x 3.1 mm (CE300)

接口: A-quad-B 数字

分辨率: 10 μm or 1 μm (直线)
3,300 CPR – 327,680 CPR (旋转)

精度等级: ± 1 μm (直线玻璃尺)
± 2 角秒 (旋转玻璃)

输入电压: 5 VDC± 0.5

电源电流: 30 mA, unterminated outputs

最大速度: 14 m/s

零位: 40 μm 窗口
输出: A-quad-B, 零位
操作环境: 大气
栅距: 40 μm

重复性: ≤ 1 LSB

重量: 0.37 g (CE300), 0.25 g (CE)

光栅兼容性: 直线和旋转 (只有玻璃尺)

RoHS

编码器
125 Middlesex Turnpike  |  Bedford, MA 01730 USA 
电话：781.266.5200  |  innovation@celeramotion.com  |  celeramo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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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ra IncOder™ 
系列编码器

高精度, 感应角编码器适用
于恶劣环境

Ultra IncOders是用于精确角度测量的非
接触式感应编码器。每款产品均已预先校
准, 可提供高达≤19弧秒的精度和22位的分
辨率。

感应式绝对值 Zettlex
感应式编码器

› CELERAMOTION.COM



规格 Mini Ultra IncOder Midi Ultra IncOder

尺寸(外径): 37, 58 mm
75, 90, 100, 125, 150, 
175, 200, 225, 250, 
300 mm

尺寸(内径): 5  -  12.7 mm 25  -  260 mm

精度: ≤75 arc-seconds
(取决于尺寸)

≤19 arc-seconds
(取决于尺寸)

分别率选项: 最高 20 bits 最高 22 bits

工作温度: -60° C  至 105° C -60° C  至 105° C

通讯协议: ASI, SSI, SPI, BiSS-C, 
A/B/Z 脉冲

ASI, SSI, SPI, BiSS-C, 
A/B/Z 脉冲

电压选项: 5, 12, 24 VDC 5, 12, 24 VDC

知识产权等级: IP 67 可能 IP 67 可能

高精度, 外形小巧的Ultra IncOder™系列旨在轻松集成到客户的系统中, 提供各
种直径以满足规格要求︒ 具有大通孔的扁平形状可以轻松容纳轴, 滑环, 管道
和电缆。 

定子*通常包含用于接收功率和输出信号的所有电子设备。 输出信号显示转子
相对于定子的位置。
绝对反馈是一个标准选项, 因此通电时不需要仪器运动确定位置。 在苛刻的应
用中得到验证,包括正在移动的卫星通信, 摄像机和监视吊仓, 遥控潜水器, 医疗
设备, 工业机器人和数控 机床。
Ultra IncOder™系列可以很容易地与Omni™和Agility™直驱电机集成, 安装不
需要特别的连轴器或者高精度的安装结构。 所有型号都与大范围的控制器和
驱动器兼容。

Ultra IncOder™系列编码器
 高精度, 感应角编码器适用于恶劣环境

RoHS*这是所有尺寸的情况, 除了37mm, 电路分布于定子和一个紧凑的远程
板子上。

© 2020 Celera Mo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REV201006

高精度, 坚固且易于安装

特点

• 预先校准以减少非线性

• 低外形尺寸和大通孔

• 坚固耐用，对异物不敏感

• 各种尺寸和安装格式

• 双工机械格式

好处

• 更高的系统指向精度

• 更紧凑更轻的系统

•     系统可以在极端环境中操作

• 优化的系统设计

•     使系统达到更安全的水平

1:1 比例

Zettlex
感应式编码器

Faraday House  |  40 Barrington Road  |  Foxton, Cambridge, CB22 6SL, UK 
电话：+1.781.266.5200  |  innovation@celeramotion.com  |  celeramotion.com

实际产品特性取决于型号和配置。 
在上面提供的范围内, 可以提供标准和定制型号。 规格可能会改变。

＇Rayseal、
北京慧摩森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010-62311872     sales@bjsm.com.cn     www.bjsm.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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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der™ 
系列编码器

极端环境下的高精度表现

利用电感技术，非接触式InCoder 系列编码器安装
方便，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也可以得到可靠的角度
测量数据。

感应式绝对值 Zettlex
感应式编码器

› CELERAMOTION.COM



产品优势

•  在极端环境中实现高可靠性的非接触式技术- 稳定性高
于电位器电容式设备和其他类型编码器

•  大通孔可以方便通过电缆，光学，管路和其他系统元
件。

•  易于集成到系统设计，不需要精密加工的安装部件或联
轴器

•  可配置多种通信接口：同步串行、异步串行、串行，模拟
量（sin/cos）电压, A/B/Z ,BISS-c

• 多种连接器选项
• 定制扩展选项

产品规范 单位 迷你型 中等型 全尺寸

尺寸（外径） mm 37, 58 75, 90, 100, 125, 150, 175, 200, 
225, 250, 300 325, 379, 429, 595

分辨率 bits up to 17 up to 22 up to 22

标准安装格式 number 4 9 1

电压 VDC 5, 12, 24 5, 12, 24 5, 12, 24

牢固和安装简便
可以很方便地集成到OEM组件中，小尺寸的InCoder提供多种直径选择，大通孔设
计方便电缆、光学和其他系统元件通过。
定子包含所有电子元件，接受电源 输入同时输出信号。输出信号显示转子相对于定
子的位置。绝对值式反馈是一种标准的选择，无需再通过通电后的运动来确定位
置。
InCoder 可以与Omni™ 和 Agility™ 直驱电机整合到一体，直接进行安装，无需特
殊联轴器或严格的安装公差。
InCoder在工业机械、医疗设备、机器人关节、变速箱、执行机构以及摄像机和天线
定位等方面有良好的使用案例。
所有型号兼容大部分的控制器和驱动器。

IncOder™ 系列编码器
极端环境下的高精度表现

RoHS标准件和定制见可在上述范围内灵活选择。

具体产品规格请咨询当地销售代表。

© 2019 Celera Motion.   保留所有权利。 PB-1301-ZH  |  REV190130

Zettlex
感应式编码器

Faraday House  |  40 Barrington Road  |  Foxton, Cambridge, CB22 6SL,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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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ni+
系列电机
预设计，更高扭矩密度，
低齿槽直
驱电机

Omni+系列有着最小的齿槽
以及更高的扭矩密度，
运动平稳，功耗低温升降低.

转矩密度

› CELERAMOTION.COM

Applimotion
电机和执行器

医疗   |   工业   |   科学   |   微电子 给您的创新加速。



特点和优点

•  高磁极数，提供精英扭矩密度和紧凑型电磁设计

•  更大的内径与外径比，便于电缆布线，光学和其他系
统元件

•  与普通谐波减速器和广泛的电机驱动器匹配，使集成
变得容易 

•  低齿槽，运动准确流畅

•  可定制绕组和形状系数，以满足应用要求

高效有力.
Omni+系列是为优化系统集成而预先设计的轴向长度和绕组选择。大转子内径与
定子外径比提供薄截面形状，设计灵活方便用于布线电缆、光学元件和其他系统
元件。标准直径和堆叠长度容易与谐波减速器配对，电机绕组与驱动器配对电流
额定值-使所有型号兼容广泛的电机驱动器。无框架电机套件易于集成到齿轮机
械关节、直接驱动旋转台，或执行器应用，以有效利用空间。

Omni+系列电机设计提供更高的转矩密度和超低齿槽的高效能组合。无框架电机
套件技术提供高的转速和加速度，具有优越的机械刚度，减少沉降时间，提高系
统性能和产能。

Omni+ 系列电机
预设计，更高的扭矩密度，低齿槽直接驱动电机

RoHS

请联系Celera Motion了解扭矩转速规格。规格可能会更改。

规格 单位 60 mm 模型 70 mm  模型

连续转矩: Nm 0.456至1.610 0.742至2.290

峰值转矩: Nm 0.915至5.290 1.570至7.140

直径: mm 60 (定子外径) 70 (定子外径)

通孔: mm  31 (转子内径) 38 (转子内径)

© 2021 Celera Motion. 保留所有权利.  |  REV212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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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ni™

系列
电机
适用于世界各地的机器和
机器人的小外形直接驱动
电机

Omni系列使OEM厂商能够使用灵活、易于

集成的旋转电机组件来设计高性能、可靠、

体积小、重量轻的系统。

转矩

› CELERAMOTION.COM

Applimotion
电机和执行器



优点

•  外形小、转矩密度高使得占用空间较小

•  大的通孔便于安装或通过电缆、光学器件、管路及其他

系统元件。

•  高机械刚度和低转动惯量，可有效控制高度动态的轴

•  低齿槽效应适用于准确和平滑的运动

•  易于集成到系统设计之中

•  兼容多种驱动器和控制器

•  绕组和外形均可定制，可以满足各种应用要求。

体型小巧且功能强大

专门为易于集成到OEM厂商组件之中而设计的Omni 系列，可提供多种多样的小巧外

形，具有一个大的通孔，便于安装或通过电缆、光学器件和其他系统元件。 无框直接

驱动套件结构可轻松集成到机械、机器人关节、旋转平台和执行器。 

采用最先进的磁性设计构成，Omni系列以一种高效散热封装提供高转矩密度、低齿

槽效应和低定子和转子质量。 直接驱动技术以良好的机械刚度和零反冲提供高速度

和高加速度，减少了调试时间，并提高了系统的性能和生产效率。

Omni系列电机有三种型号可供选择：  ULT - 适应低中档转矩要求； UTH - 适应

高转矩要求； 以及 UTO - 适用于要求外部旋转配置的应用。 所有型号都兼容种

类繁多的控制器和驱动器。 绕组和外形均可定制，可以满足各种应用要求。 

Omni™ 系列电机
适用于世界各地的机器和机器人的小外形直接驱动电机

RoHS列出的产品组和相应的数据作为参考 。 实际电机属性取决于于型号和配置 。 每个组都有标准和定制模型 。 峰值转矩输出基于3:1的峰值与连续电流
比, 并且基于有限的占空比 。 工作电压高达300V 。 有关扭矩速度规格, 请联系Celera Motion 。 规格可能变动。

规格 单位 ULT型号 UTH型号 UTO型号

连续转矩： 牛顿米 0.04 至 6.581 0.537 至 4.569 0.014 至 0.353

转矩峰值： 牛顿米 0.12 至 19.744 1.610 至 13.706 0.042 至 1.059

直径： 毫米 25 至 165 （定子外径） 63 至 127 （定子外径） 20 至 52 （转子外径）

通孔： 毫米 11.6 至 109.2 （转子内径） 12.68 至 53.34 （转子内径） 9 至 17.8 （定子内径）

额定速度(24V)： 转 最高 12,200 最高 4,600 最高 28,000

© 2018 Celera Motion.   保留所有权利。 PB-2001-ZH  |  REV18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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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motion
电机和执行器

› CELERAMOTION.COM

Agility™

系列
电机
无齿槽直接驱动电机适用

于超平滑的运动

Agility系列采用Applimotion的ZeroCog™无

槽电机技术设计而成，使OEM厂商能够利

用灵活且易于集成的电机部件实现极其平

滑和高度精确的运动轨迹。

无槽



优点

•  无齿槽效应和低转矩波动，实现极平滑的速度控制和

低振动

•  无槽磁性设计和直接驱动技术实现高度精确的位置

控制

•  小巧的外形、高转矩密度使得占用空间更小

•  大的通孔便于安装或通过电缆、光学器件、感测技术

及其他系统元件。

•  高机械刚度和低转动惯量，可有效控制高动态的轴

•  易于集成到系统设计之中

•  兼容多种驱动器和控制器

•  绕组和外形均可定制，可以满足各种应用要求。

平滑而精确

Agility系列非常适合要求极其平滑速度控制和高精度定位的扫描、定点、测量和切割

应用，可大大的减少转矩波动且无齿槽效应。

Agility系列采用Applimotion的ZeroCog™无槽电机技术设计而成，将齿槽转矩、磁

力、磁通谐波以及相位平衡和对准的影响减至最小，以抵消转矩波动的产生。 Agility
的磁性设计和构造技术可以实现低于2％的转矩脉动。  

Agility系列有多种多样的小巧外形，具有一个大的通孔，便于安装或通过电缆、光学

器件、感测技术及其他系统元件。 

无框直接驱动套件结构，高转矩密度和低质量使Agility能够被紧密地集成到小巧、轻

便的精密组件之中。 

所有型号都兼容各种不同的控制器和驱动器。绕组和外形均可定制，可以满足各种

应用要求。

Agility™系列电机
无齿槽直接驱动电机适用于超平滑的运动

RoHS列出的产品组和相应的数据作为参考。实际的电机属性取决于型号和配置。每个组都有标准和定制模型。峰值转矩输出基于3:1的峰值与连续电流比，并且基于有限的占空比。

有关扭矩速度规格，请联系Celera Motion。规格可能变动。

© 2020 Celera Motion.   保留所有权利。 PB-2002-ZH  |  REV200506

Applimotion
电机和执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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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单位 UTS-19 UTS-53 UTS-89 UTS-114 UTS-222

连续转矩： Nm 0.04 0.13 0.54 3.12 9.06

峰值转矩： Nm 0.12 0.39 1.64 9.36 27.20

直径（定子外径）： mm 18.97 52.83 88.90 114.30 222.25

通孔（转子内径）： mm 5.00 29.21 50.80 73.66 190.50

定子长度： mm 29.97 19.94 25.02 42.92 62.27

极数： # 6 12 12 16 64

＇Rays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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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inity™

系列
电机
小巧的DDR电机，适用于
弧段和大直径运动

Infinity系列使OEM厂商能够以平滑和准确
的弧形和360度的旋转运动曲线移动轻载
荷。 模块化结构允许有几乎无限的直径
和非常大的通孔。

弧形

› CELERAMOTION.COM

Applimotion
电机和执行器



优点

•  超小外形、轻薄结构
•  模块化设计很容易配置成为局部圆弧段或完全360度旋

转运动
•  几乎无限的直径可实现有效载荷的旋转或便于安装或穿

过电缆、光学器件、感测技术及其他系统元件。
•  平滑、精确的运动
•  易于集成到系统设计之中
•  兼容多种驱动器和控制器
•  绕组和外形均可定制，可以满足各种应用要求。

规格 单位 ARC-112 ARC-200 ARC-225 ARC-325 ARC-545 ARC-765

连续转矩： 牛顿米 0.65 2.18 13.78 11.08 21.21 63.4

转矩峰值： 牛顿米 1.95 6.54 41.34 33.24 63.63 190.2

外半径： 毫米 112.0 200.0 225.0 325.0 545.0 765.0

高度（轴向长度）： 毫米 20 23 33 40 40 40

电流峰值： 安培 3.4 6.6 3.7 1.7 1.8 4.5

RoHS列出的具体型号和相应的数据作为参考资料而提供。  Infinity系列电机为OEM厂商应用提供不受限制的直径/半径尺寸。 
转矩输出峰值基于放大器中3:1的峰值/连续电流比，并基于有限的占空比。 产品规格会有变动。

体形簿且模块化

Infinity系列圆弧形电机以灵活的外形提供恰当的转矩、速度和平滑运动组合，最适
合于外形小、重量轻的万向节、宽带通信天线、医学扫描、影像诊断、检测和计量
设备。

超薄弧形电机段可单独使用或相互连接，以产生精确的局部弧段运动或完全360

度旋转运动。 模块化结构允许有几乎无限的直径和大的通孔。 这种灵活性水平
是传统电机的设计不可能实现的。

直接驱动技术消除了繁多的轴承和齿轮相关联的尺寸、成本和位置误差。

所有型号都兼容种类繁多的控制器和驱动器。绕组和外形均可定制，可以满足各种
应用要求。

Infinity™系列电机
小巧的DDR电机，适用于弧段和大直径运动

© 2018 Celera Motion.   保留所有权利。 PB-2003-ZH  |  REV18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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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ERAMOTION.COM

Javelin™ 
系列
电机
适用于世界各地的机器和
机器人的小外形直线电机

Javelin系列使OEM厂商能够使用灵活、
易于集成的直线电机组件设计高性能、可
靠、体积小、重量轻的系统。

无铁芯 Applimotion
电机和执行器



快速且小巧
专为易于集成到OEM组件而设计，Javelin系列具有多种体积小的外形。  无框套件结
构可轻松集成到机械、线性平台和执行器。

采用最先进的磁性设计而构造，Javelin系列以小巧、轻便的外形提供高加速度和高
速度。 直接驱动技术和空芯（无铁芯）结构提供良好的机械刚度、低齿槽效应和零
反冲，减少了稳定时间，并提高了系统的性能和生产效率。

单双面磁轨很小小的体积就能提供所需的力。

所有型号都兼容种类繁多的控制器和驱动器。

优点

•  速度和加速度均高

•  低齿槽效应适用于精确而平滑的运动

•  单双面可用的磁轨，可优化力和占用空间

•  高机械刚度和低活塞惯性，可有效控制高度动态的轴

•  易于集成到系统设计之中

•  兼容多种驱动器和控制器

规格 单位 单面直线电机 双面直线电机

连续力： 牛顿 6～8.2 82～143

力峰值： 牛顿 17.8～24.6 246～420

最大速度： 米/秒 3.3～14.3 0.9～1.8

电流峰值： 安培 4.4～8.5 10.0～12.4

磁距： 毫米 22.86 30.0

RoHS

Javelin™ 系列电机
适用于世界各地的机器和机器人的小外形直线电机

列出的产品组和相应的数据仅供参考。实际的电机属性是特定于型号和配置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数据表。

规格可能会发生变化。

© 2021 Celera Motion.   保留所有权利。 PB-2101-ZH  |  REV21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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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ke™ 
系列
电机

Juke系列使OEM厂商能够以高加速度和高
动态性能的运动轨迹驱动轻载荷。  

音圈

› CELERAMOTION.COM

适用于高度动态的运动轨
迹的紧凑型音圈电机

Applimotion
电机和执行器



优点

• 体积小、高牵引比

• 高加速度

• 接线和控制简单

• 运动平滑、精确

• 易于集成到系统设计之中

•  兼容多种驱动器和控制器

迅速而且简单
Juke系列电机最适合于光学器件、激光扫描、取放、医用探针、六足机器人以及要
求高度动态地短距离驱动轻载荷的其他应用。

低的电气和机械时间常数，低移动质量和无齿槽效应，可实现极高的加速度，并
精确控制位置、速度或力。 不需要换向，从而简化布线并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动磁和动圈配置便于将Juke系列紧密地集成到小巧、轻便的精密组件之中。平圆
形机身外形适用于直线应用。也可提供旋转和局部段设计。

所有型号都兼容种类繁多的控制器和驱动器。 

Juke™系列电机
适用于高度动态的运动轨迹的紧凑型音圈电机

规格 单位 扁平体音圈 圆形体音圈

力峰值： 牛顿 7.5～284 46

行程： 毫米 3～20 2

宽度： 毫米 35～152 50（外径）

长度： 毫米 54～236 30

RoHS列出的产品组和相应的数据仅供参考。实际的电机属性是特定于型号和配置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数据表。

规格可能会发生变化。

© 2021 Celera Motion.   保留所有权利。 PB-2102-ZH  |  REV210608

Applimotion
电机和执行器

3900 Atherton Road, Suite 110  |  Rocklin, CA 95765 USA
电话：781.266.5200  |  innovation@celeramotion.com  |  celeramotion.com

＇Rayseal、
北京慧摩森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010-62311872     sales@bjsm.com.cn     www.bjsm.com.cn



给您的创新加速。医疗   |   工业   |   科学   |   微电子 

› CELERAMOTION.COM

OmniRH™和
AgilityRH™系列
旋转式执行器

大通孔直接驱动NEMA 23
旋转式执行器

OmniRH和AgilityRH系列旋转式执行器使
OEM厂商能够实现平滑和精确的运动轨
迹，并通过一个大的通孔便于安装或通过
电缆及其他系统原件。

旋转式执行器 Applimotion
电机和执行器



优点

•  高性能电机直接驱动技术和高精度编码器
•  集成化电机、编码器和轴承便于容易地升级现有 

NEMA 23步进或伺服电机
•  高机械刚度和低转动惯量，可有效控制高度动态的轴
•  低齿槽效应OmniRH或无齿槽效应AgilityRH适用于精确

和平滑的运动
•  轴向通孔便于安装或通过电缆、光学器件、感测技术及

其他系统元件。
•  兼容多种驱动器和控制器

规格 单位 OmniRH AgilityRH

连续转矩： 牛顿米[盎司-英寸] 0.076 [10.8] 0.160 [15]

转矩峰值： 牛顿米[盎司-英寸] 0.106 [32] 0.318 [45]

额定速度（24伏情况下）： 转 2,000 4,400

连续电流： 安培 2.0 2.75

齿槽转矩： 牛顿米 0.0018 0.0

通孔直径： 毫米 16.25 16.25

平滑而完整
采用Applimotion的Omni™和Agility™直接驱动电机、MicroE的PurePrecision™光学编
码技术和精密的轴承而构造，OmniRH和AgilityRH系列旋转执行器以标准NEMA 
23电机包装提供直接驱动旋转电机的性能优点。

16.5毫米轴向通孔和288,000 CPR编码器是标准配置。有各种轴扩展和不同的编码
器分辨率可供选择。

OmniRH以高达2000转的速度提供高达0.106牛顿米的转矩，并使用Applimotion
的体积小、功能强的Omni系列直接驱动旋转电机而构造。

AgilityRH使用Applimotion的平稳和准确的Agility系列无齿槽效应技术，直接驱动
旋转电机实现超平滑运动。以高达4400转的速度提供高达0.318牛顿米的转矩。 

所有型号都兼容种类繁多的控制器和驱动器。

OmniRH™和AgilityRH™系列旋转式执行器
大通孔直接驱动NEMA 23旋转式执行器

RoHS转矩输出峰值基于放大器中3：1峰值/连续电流比，并基于有限的占空比。 产品规格会有变动。

© 2018 Celera Motion.   保留所有权利。 PB-3001-ZH  |  REV181120

Appli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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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n 系列
伺服驱动器
无与伦比的性能, 超高效, 
小体积
伺服驱动器

用拥有无与伦比的性能和智能集成的
Capitan系列驱动您的下一代机器人. 

小体积 Ingenia
Servo Drives伺服驱动

给您的创新加速。医疗   |   工业   |   科学   |   微电子 



卓越性能，超小体积.
Capitan系列伺服驱动器超紧凑，高功率密度，超高效率。极为轻巧的设计，便于集成
在紧凑型机器人关节、平板执行器、末端执行器、外科机器人、外骨骼，万向节和触
觉应用。

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晶体管技术设计，体验最高的功率密度和效率。 通信延迟已优
化最大化系统响应能力。 降低了待机功耗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热量的产生,  固件体
系结构的设计在最大母线电压利用率下，调节高达200 kHz的PWM频率，实现低电
感电机控制。 通信选项包括EtherCAT, CANopen和SPI。

优点
•  紧凑重量轻

•  超平设计

• 超低待机功耗

•  PWM频率高达200kHz，可驱动低电感电机

•  速度极快的伺服回路，运行平稳

•  最小的通信延迟

•  双回路支持无与伦比的精度

•  有EtherCAT/CANopen版本

•  SPI通信接口适用于优化多轴体系结构

• 最高效率达99%

•  功能安全标准 STO SIL3 Ple

Capitan 系列  伺服驱动器
无与伦比的性能, 超高效, 小体积 伺服驱动器

© 2021 Celera Motion. 保留所有权利。 PB-6003-ZH  |  REV21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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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enia
Servo Drives

规格 XCR NET CORE

电源电压: 电压: 8至60 VDC 
逻辑电压: 8至50 VDC (可选的)

电压: 8至60 VDC 
逻辑电压: 8至50 VDC 

电压: 8至60 VDC 
逻辑电压: 8至50 VDC 

连续电流: 10 A 10 A 10 A

待机功率: 1.5至2.1 W 1.28 W 1.12 W

PWM开关频率: 20, 50, 100, 200 kHz 20, 50, 100, 200 kHz 20, 50, 100, 200 kHz

电机类型: DC有刷，旋转无刷 DC有刷，旋转无刷 DC有刷，旋转无刷

反馈: 数字霍尔，正交增量, BiSS-C,
双BiSS-C单端口，SSI

数字霍尔，正交增量, BiSS-C,
双BiSS-C单端口，SSI

数字霍尔，正交增量, BiSS-C,
双BiSS-C单端口，SSI

通信: EtherCAT, CANopen EtherCAT, CANopen SPI

尺寸*: 42 mm x 29 mm x 19.4 mm 34.5 mm x 26 mm x 10.3 mm 34.5 mm x 26 mm x 10.3 mm

重量: 38 g 18 g 18 g

规格如有变更。
*有关尺寸，请参阅产品手册。

伺服驱动

＇Rayseal、
北京慧摩森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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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est 系列
伺服驱动

高功率密度,
高性能,
随时可用的伺服驱动

Everest系列产品缩短了产品上市时间， 
并且易于集成到机器人执行器中。

电机控制器
伺服驱动



Everest 系列伺服驱动
高功率密度, 高性能, 随时可以使用的驱动器

高功率密度 和紧凑尺寸.
Everest系列是一款超紧凑，高智能，高功率的伺服驱动器。它是同类产品中功能最 

多的伺服驱动器。它具有屏蔽结构，可实现出色的散热和超低辐射放电。高效功率 

级可降低功率损耗和执行器温度。

紧凑而坚固的设计使其几乎可以安装在任何地方，包括机器人关节，可穿戴机器人， 

无人驾驶地面或飞机，以及电机内部。

Everest系列不仅适用于BLDC电机控制，它还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晶体管技术。 

它提供最高的功率密度和效率，同时保持可忽略的电磁干扰并提供线性放大器性能。

优点

•  体积小，非常适合机器人应用

• �双回路（电机和负载）支持无与伦比的精度

•  16位高分辨率扭矩传感

• �超快伺服回路，平稳运行

•  即用型连接器缩短了开发时间

• �高功率密度，智能驱动，电流高达60A

• �工作电压非常宽，可通过直流母线或电池供电， 
最高可达72V

• �低通道电阻，使用效率可以高达到98%

•  功能安全STO SIL3 Ple (TÜV认证)

规格会有改变.

Carrer d’Ávila 124, 2°B  |  Barcelona, 08018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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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更高的电压.

伺服驱动

规格 XCR NET CORE

电源电压: 电源: 8 至 60 VDC* 
逻辑: 8 至 50 VDC (可选)

电源: 8 至 60 VDC* 
逻辑: 8 至 50 VDC (可选)

电源: 8 至 60 VDC* 
逻辑: 8 至 50 VDC (可选)

连续电流: 45 A 45 A 45 A

待机功耗: 2.5 至 3.1 W 2.2 W 0.7 W

PWM 开关频率: 10, 20, 50, 100 kHz 10, 20, 50, 100 kHz 10, 20, 50, 100 kHz

电机类型: 直流有刷，旋转无刷 直流有刷，旋转无刷 直流有刷，旋转无刷

反馈: 数字霍尔，正交增量, BiSS-C,
双BiSS-C单端口，SSI

数字霍尔，正交增量, BiSS-C,
双BiSS-C单端口，SSI

数字霍尔，正交增量, BiSS-C,
双BiSS-C单端口，SSI

通信: EtherCAT, Ethernet, CANopen EtherCAT, Ethernet, CANopen SPI

尺寸: 42 毫米 x 29 毫米 x 23.2 毫米 
(包括配对接头) 34.5 毫米 x 26 毫米 x 14.2 毫米 34.5 毫米 x 26 毫米 x 10.4 毫米

重量: 38 g 24 g 18 g

＇Rayseal、
北京慧摩森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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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p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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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  
系列伺服驱动器

高效，经济， 
即用的伺服驱动器

难以置信的紧凑设计为关键尺寸限制应用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具有多个通
信接口，支持多种接口选择

模块化
伺服驱动



高功率密度和紧凑的尺寸
Base 系列伺服驱动器提供易于使用的配置软件和自动调谐。 拖放编程功能增加
了易用性和灵活性。紧凑的 PCB设计，可直接与 OEM设备集成。用于控制旋转或
线性无刷，有刷直流或音圈电机的模块化解决方案。支持广泛的反馈，包括 SSI绝
对值，数字霍尔和正交编码器。

优势
•  紧凑，微型，模块化设计
•  通过快速集成缩短上市时间并加快开发时间
• 高功率密度和功率再生
• 高性能，低排放的直驱驱动控制器，适用于恶劣环境

Neptune

Pluto

Triton GoTriton Core

Nix

规格 Triton Core Triton Go Jupiter Neptune Pluto Nix

持续电流: 高达 5.6 ARMS 高达 5.6 ARMS 高达 40.0 ARMS 高达 2.5 ARMS 高达 8.0 ARMS 高达 10.0 ARMS

电压: 高达 48 VDC 高达 48 VDC 高达 48 VDC* 高达 48 VDC 高达 48 VDC 高达 48 VDC*

尺寸: 43 x 43 x 15.9 mm 43 x 45 x 23.6 mm 100 x 100 x 26 mm 40 x 40 x 15 mm 60 x 60 x 15 mm 75 x 60 x 14 mm

通信: EtherCAT, 
CANopen, USB

EtherCAT, 
CANopen, USB

EtherCAT, 
CANopen, USB

CANopen, USB, 
RS232 CANopen, USB

USB, RS485, 
CANopen, 
EtherCAT

反馈:

数字霍尔，模拟霍
尔，数字增量编码
器，SinCos 增量编
码器，SSI，模拟输
入，PWM编码器，
直流转速表

数字霍尔，模拟霍
尔，数字增量编码
器，SinCos 增量编
码器，SSI，模拟输
入，PWM编码器，
直流转速表

数字编码器，SinCos 
编码器，数字霍尔，
模拟霍尔，SSI，直
流转速表，模拟输
入，PWM编码器

数字霍尔，模拟
霍尔，数字增量
编码器，模拟输
入，PWM编码器，
直流转速表

数字霍尔，模拟霍
尔，数字增量编码
器，SinCos 增量
编码器，模拟输
入，PWM编码器，
直流转速表

数字霍尔，模拟霍
尔，数字增量编码
器，SinCos 增量编
码器，SSI，模拟输
入，PWM编码器，
直流转速表

安装类型: 印刷电路板 面板 面板 面板和印刷电路板 面板 面板和印刷电路板

电机类型: 直流无刷，旋转无刷，线性无刷，音圈

命令源: 网络接口，独立，模拟输入，步进和方向，编码器跟踪，电子传动装置

Base 系列伺服驱动器
高效，经济，即用的伺服驱动器

规格随时变动
*可提供更高的电压

Carrer d’Ávila 124, 2°B  |  Barcelona, 08018 Spain 
电话：+34.932.917.682  |  innovation@celeramotion.com  |  celeramotion.com

© 2019 Celera Motion.  保留所有权利。  PB-6002-ZH  |  REV191001

伺服驱动

© 2019 Celera Motion.  保留所有权利。  PB-6002-ZH  |  REV191111

＇Rayseal、
北京慧摩森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010-62311872     sales@bjsm.com.cn     www.bjsm.com.cn



› CELERAMOTION.COM

给您的创新加速。医疗   |   工业   |   科学   |   微电子 

工业主轴

轻工业
系列主轴

轻型铣削主轴和自动或手

动换刀

最高速度为125,000 rpm，带有可互换的夹

头系统。用于精密铣削， 铣削和研磨的理

想主轴。

Westwind
Air Bearing Spindles空气轴承主轴



优点

•  可互换夹头，最大6 mm，无转子平衡，提供灵活性

•  切入保护，径向负载限制感应器可选，提高可靠性 (M321, M328)

•  前止推盘和水冷的设计，保证了精密加工的精度 (M321, M328)

•  可以用于多种应用包括铣削和其它不同应用 
成型(CFRP 材料), 玻璃研磨 (手机/平板显示屏), 制表业(黄铜
和铝件),微加工(医疗和光学元器件), 精雕(有色金属零件等),电
火花电极加工 (石墨), 模具精加工等

规格可能有所不同

© 2020 Celera Motion.   保留所有权利。 PB-5001-ZH  |  REV2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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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业系列主轴
轻型铣削主轴和自动或手动换刀

精度和速度.
与滚珠轴承主轴不同, 采用非接触式空气轴承, 转速范围大, 
旋转超平稳, 振动小, 产品寿命长︒
M321和M328通过前止推轴承设计和液冷轴体和轴承, 为控
深成型和开窗提供精确的加工。 这些可靠和坚固的空气轴承
主轴通过可选的径向负载传感器提供切屑进入保护。 强大的
交流电机与转子转速一起用于优化进给速度, 以提高生产率。
作为替代方案, D1091是一个重量轻, 占地面积小, 空气涡轮驱
动的空气轴承主轴。 这个主轴致力于非常轻的铣削, 雕刻, 和
磨削任务。 由于紧凑的风冷设计, 它安装和操作简单, 非常适
合低成本高速应用。

Westwind
Air Bearing Spindles空气轴承主轴

技术指标
M321 
手动筒夹

M321 
自动换刀

M328
自动换刀

D1091
手动筒夹

速度范围 (rpm): 10,000 - 
100,000

10,000 - 
100,000

10,000 - 
125,000

10,000 - 
100,000

电机功率 (最大): 750瓦 750瓦 750瓦 -

筒夹孔尺寸: 1/8", 3, 4, 
and 6 mm

1/8”, 3, 4, 
and 6 mm

1/8”, 3, 4, 
and 6 mm 0.5 to 5 mm

轴承供气压力: 5.6 kg/cm2 5.6 kg/cm2 5.6 kg/cm2 5.6 kg/cm2

轴承耗气量: 85 nl/min 85 nl/min 65 nl/min 39 nl/min

冷却液流量: 1.5 l/min 1.5 l/min 1.5 l/min -

散热到冷却液        
(最大): 640瓦 640瓦 640瓦 -

轴向破坏负荷(推): 200 N 200 N 200 N 75 N

夹头扭矩 (最大), 
取决于卡盘尺寸:

2 Nm 
(1/8" 筒夹)
4 Nm 
(6mm 筒夹)

2 Nm 
(1/8” 筒夹)
4 Nm 
(6mm 筒夹)

3.4 Nm 
(1/8” 筒夹) -

工具动态耗尽: 10 μm 7 μm 7 μm 10 μm

马达类型: 三相
2极AC

三相
2极AC

三相
2极AC 空气涡轮机

速度传感器
(Tacho) - 可选: TTL 信号 TTL 信号 TTL 信号 霍尔效应

重量（约）: 4 kg 4 kg 4.7 kg 1.1 kg

主体直径（标称）: 61.9 mm 61.9 mm 61.9 mm 41.3 mm

＇Rays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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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转速范围主轴， 
提高生产效率

PCB 钻孔和
成型系列主轴

Westwind
Air Bearing Spindles空气轴承主轴

精密

全系列高速主轴，运行速度高达285000
转/分，已成为印刷电路板行业的质量、�
可靠性和精密钻孔和成型标准。



产品寿命长，速度快
非常适合在PCB材料上钻非常小的孔所需的高速，�
通常直径小于0.1mm,同时在低速下仍能提供足够的
动力钻6.3mm的工装孔。

PCB钻孔和成型系列主轴提供平稳，精确的旋转，�
从而能够获得最大的工具寿命和优良的孔质量。

极低的跳动确保了孔的精确定位。

集成的非接触式轴向和径向空气轴承保证使用寿命
长，维护量少，发热量非常低。

每个主轴都装有高度可靠的水冷交流感应电动机。

成熟的设计以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为基础，配以最
先进的制造技术，使操作可靠，产品寿命长。

优点 

•��低跳动，增加精度
•��完美平衡，减少震动，改善小孔钻孔
•�高扭矩版本，适合坚硬材料应用
•�非接触式轴承设计提供一致的精度和较长的产品寿命
•�宽范围主轴，适合多种应用

规格 D1722 D1822
D1822X D1790 D1331-49A

成型

转速范围-轴转速: 20,000 to 
160,000 rpm

20,000 to
200,000 rpm

30,000 to
285,000 rpm**

20,000 to
125,000 rpm

最大钻孔尺寸 –  
一次钻/引孔: 6.35 mm 直径 6.35 mm 直径 3.2 mm 直径 6.35 mm 直径

轴承气压: 5.6 kg/cm2 5.6 kg/cm2 7 kg/cm2 5.6 kg/cm2

轴承耗气量–静态: 90 nl/min 
(74 动态)

75 nl/min 
(40 动态) 74 nl/min 70 nl/min

最大动态跳动 (DRO) 
(微米):

10 @ 
160k rpm

7 @ 
200k rpm

5 @  
285k rpm

10 @  
125k rpm

轴向失效负荷: 18.2 kg 20 kg 7.7 kg 25 kg

电机输出功率*连续  
(W): 400

400 (D1822)
500 至 625 
(D1822X)

100 495

重量: 3.8 kg 3.6 kg 3.3 kg 3.9 kg

最大散热量到冷却液  
(W): 450 660 287 480

冷却液流量 – 水: 1.5 I/min 1.4 I/min 1 I/min 2.5 l/min

夹头型号和直径: 粘合 1/8"英寸
或 3mm

粘合 1/8"英寸
或 3mm

粘合 1/8"英寸
或 2mm

可拆 1/8"或 
3mm

夹头扭矩  (最大): 2.3 Nm 2.3 Nm 0.9 Nm 2.8 Nm

速度传感器  (转速计): 磁阻/TTL 磁阻/TTL 不合适 磁阻

径向失效载荷  (kg): 6.7 kg @  
20k rpm

6.8 kg @  
200k rpm 

4.5 kg @  
285k rpm

11.8 kg @  
125k rpm

规格可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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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和电压相关    **300,000转/分输入速度

Westwind
Air Bearing Spindles空气轴承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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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ERAMOTION.COM

给您的创新加速。医 疗   |    工 业   |    科 学   |    微电子 

高可靠性和坚固耐用的旋转轴， 
用于高效的材料转移和喷涂

全套高速喷涂主轴，以高可靠性、 
长寿命和高效运行而闻名。

喷涂系列主轴

喷涂 Westwind
Air Bearing Spindles空气轴承主轴



喷涂系列主轴
高可靠性和坚固耐用的旋转轴，用于高效的材料转移和喷涂

高效耐用 
喷涂系列主轴是汽车静电喷涂行业的领头羊。

但是，有多种产品可满足各种应用和喷涂解决方案的规格需求， 
包括喷涂的家用电器和家具，以及加工行业中用于油或蜡的保护性喷涂层。

内部或外部充电的钟形系统可用于溶剂型、水基或粉末涂料。

根据主轴系列型号的不同，还提供内外轴锥形钟形系统安装。

通常是固定安装连接到一个线性移动器，或完全集成到一个机械臂， 
满足您的规格需要。

坚固的气浮轴承设计保证了产品的长寿命和可靠性。

优点
• 利用工业标准气压实现经济运行的低风机耗气量
•   由于其重量轻，占地面积小，因此适合机器人应用 。
•   高可靠性，最小化停机时间成本
• 由于非接触式空气轴承设计和抗外部污染物的吸入，产品寿命长
• 适用于水性和溶剂型应用
• 高效的涡轮设计提供快速加速和制动以获得最大的生产效率
• 由于更高的轴速度而改善了雾化

规格 单位 D1180 D1245X D1724

速度范围: 转/分钟，连续 5,000 - 40,000 5,000 - 60,000 5,000 - 70,000 

旋杯最大直径: mm 60 - 80 50 - 70 40 - 70 

主轴重量: 不带旋杯, kg 2.2 0.9 1.0 

最大壳体直径:  mm 98.4 82.5 82 

主轴长度: mm 200 112 105 

轴承供气压力: kg/cm2 5.6 6.3 5.6 

轴承气流量: 升/分 78 59 85 

涡轮风量: 不带旋杯，升/分 336 @ 40k rpm 270 @ 40k rpm 160 @ 60k rpm 

典型油漆流量*: 毫升/分钟 500 @ 40k rpm 500 @ 40k rpm 750 @ 60krpm 

嵌入整形气源: 无 无 是

应用安装方式: 固定或线性 线性或机器人 机器人

规格可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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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旋杯设计

West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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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era Motion  改善生活的愿景。

 › 设计解决方案只是第一步，Celera Motion提供快速打样，跨区域工厂制造，并最终提供优质的产
品。Celera Motion具备多年供应链管理经验，同时拥有ISO9001和ISO13485质量管理系统.利用我们
卓越的经验和技术专家 ， 一起塑造运动控制的未来。



增 值 的 编 码 器 组 件   |   定 制 旋 转 平 台   |   线 性 和 弯 曲 平 台   |   音 圈 平 台   |   机 器 人 关 节 

 定 制 电子、电 缆 和 柔 性 电 路   |   直 角 坐 标 机 器 人   |   万 向 节 系 统   |   定 制 旋 转 平 台 

 音 圈 平 台   |   机 器 人 关 节   |   增 值 编 码 器 组 件   |   定 制 线 性 平 台  ( X / Y/ Z / T H E 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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