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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机技术



起重机技术

STAHL CraneSystems 是全球葫芦和起重机技术的领 
导者，其产品独具特色并且综合全面。从技术的角度来 
看，高质量的部件才能带来最优质的产品。最终客户、 
起重机制造商和系统集成商高度重视经济型零部件和完 
美的解决方案，在日复一日的使用中，它们的价值愈发 
凸显。

得益于蜚声国际的专业性以及和数十年的丰富经 
验，我们可以为您提供从环链葫芦和钢丝绳葫芦，一直 
到起重机端梁、行走驱动和车轮组，以及包含从易于操 
作的手电门至繁琐的起重机电气系统。此外，我们还拥 
有全面的起重产品系列。我们的客户可以通过所有组件 
高效地开展各项工作，就像钟表可做到厘毫不差。我们 
的起重机产品和技术从众多方案中脱颖而出，为各个领 
域提供了恰到好处的解决方案。对于某些特殊需求，我 
们的工程部门专家还专门制定了特殊的定制化解决方 
案。现代化的生产流程和认证过程保证了我们的产品具 
有一如既往的超高品质。

即使在具有爆炸风险的工作区域，您也不必担心 
STAHL CraneSystems 的葫芦和起重机技术出现任何问 
题。如有需要，除了某些特殊情况以外，整套方案可以 
在防爆 1/2/21/22 区等区域正常使用。毫无疑问，我们是 
防爆起重技术和起重机组件的市场领导者之一。

优点

 � 全球最为全面的葫芦和起重机技 
术项目供应商之一

 � 模块化的葫芦和起重机技术系统 
设计

 � 可靠、低维护、易保养的组件
 � 定制化的工程解决方案
 � 德国品质，值得信赖
 � 符合 ATEX 或 IECEx 标准的可选防 

爆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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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  

起重机技术

钢丝绳葫芦和卷扬机方案  

STAHL CraneSystems 的钢丝绳葫芦的设计独树一帜，这 
主要归功于其采用了一种紧凑坚固且具有低维护率的结 
构。这些葫芦性能可靠，功能强大，并且具有超长的使 
用寿命。

钢丝绳葫芦和卷扬机采用了模块系统化的设计和制 
造，其安全载荷范围从 500 kg 到 不等。我们 
的多功能 SH 系列具有 5 种不同的尺寸，以及 26 种额定 
载荷，其安全载荷范围从 500 kg 到 32,000 kg 不等。  
经过现场验证的 AS 型号的最高安全工作载荷可达 
125,000 kg。SHW 8 卷扬机的起重载荷最高可达  
250,000 kg。得益于所有钢丝绳葫芦和卷扬机标准部件所 
采用的模块化设计，我们可以经济且高效地实现各类非 
标设计和定制解决方案。

SH 和 AS 钢丝绳葫芦方案和 SHW 卷扬机方案同样 
符合 ATEX 或 IECEx 防爆标准的相关要求。

我们工程部门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可 
以根据您的具体需求，针对各种标准 
组件的可能系列组合，定制个性化的 
标准和非标准解决方案。当然这些解 
决方案会符合最新的国家和国际指令 
和法律的要求。 
 
您可以在我们的手册中找到更多关于 
SH 钢丝绳葫芦、AS 7 钢丝绳葫芦、 
ASR 7 钢丝绳葫芦和 SHW 8 卷扬机的 
相关信息，我们将非常乐意将其通过 
邮寄方式发到您的手中。



型号 最高额定载荷 
[kg]

固定式 OE 双梁起重机 单轨小车
KE          UE           DKE

SH 3 3,200

SH 4 6,300

SH 5 10,000

12,500

SHR 6 16,000

SH 6 25,000

32,000

ASR 7 32,000

AS 7 80,000

AS 7 ZW 125,000

SHW 8 250,000

标准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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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链葫芦方案 

ST 环链葫芦是产品系列内最独特和应用范围最广的起重 
产品之一，在过去数十年来它已经在不同应用中使用数 
千次。ST 环链葫芦坚固耐用并且维护较少。ST 环链葫 
芦采用了开创性设计结构，极为经济，特别适合重工业 
型应用场所。

ST 环链葫芦具有 13 种不同的额定负载，涵盖了从 
125 kg 到 6,300 kg 的载荷范围，具有 3 种不同的结构类型 
以及多种悬挂方式，可以实现多种可能的产品组合。ST 
环链葫芦不断推陈出新，设计出了各种新的实用型非标 
结构，例如吊钩间距固定式或可移动的双钩环链葫芦。

根据 ATEX 和 IECEx 防爆标准要求，这种方案可应用 
于额定载荷介于 250 kg 到 5,000 kg 之间的防爆 1 区、21 
区和 22 区工作区域。

我们工程部门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可以 
根据您的具体需求，针对各种标准组件 
的可能系列组合，定制个性化的标准和 
非标准解决方案。当然这些解决方案会 
符合最新的国家和国际指令和法律的要 
求。 
 
您可以在我们的手册中找到更多关于 
ST 环链葫芦的信息，我们将非常乐意 
将其通过邮寄方式发到您的手中。



* 标配只有 1/1 单链形式。 更高的安全工作载荷请来电垂询。

类型 起重量
高至 [kg]

固定式 手推
小车

电动
小车

铰接
小车

低净空
小车

超低净空
小车

双钩葫芦
STD

Big Bag

ST 05 125 – 630

ST 10 500 – 1,000

ST 20 1,000 – 2,000

ST 30 1,250 – 3,200

ST 32 1,250 – 3,200

ST 50 2,500 – 5,000

ST 60 3,200 – 6,300

标准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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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组件 

所有常见的控制电压都有标准接触器控制。在基本型号中，接触器组件提供插头连接的功能， 
以尽可能地满足各项技术需求。并且，这种标准化设备提供了多种选项，以有效满足特定的应 
用需求。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控制和监测组件，以及应用于葫芦和驱动的可选变频器。这种设备 
将增加物料搬运的安全性，并延长系统的使用寿命。

供电/导管

 � 电缆供电总成包括镀锌 C 型导轨、 
紧固附件、电滑臂、电缆推车、电缆和
接线盒

 � 直线段塑料绝缘导管总成包括紧固和连
接配件、集电器

控制手柄

 � 带有急停按钮和控制电缆的控制手柄经
久耐用

 � 葫芦起升，小车运行和大车运行均为双
速控制

 � IP65 防护等级
 � 易于加装其他功能按钮，如喇叭按钮

控制部分 载荷显示器

 � KSG 分布式控制：在双梁轨道起升和交 
叉行走，并可在端梁上行走

 � KSK 完全控制：所有电气设备都位于电 
控箱中，广泛应用于各种场合

 � 2 种速度
 � IP55 防护等级
 � 温度范围：–20 °C 至 +40 °C

 � 显示四或六位数字的 7 段式负载指示器 
SLD，大规格，发红光

 � 可选 100 或 150 mm 数字高度
 � 集成了过载保护传感器和可选的 SMC  

控制器，而无需其他工装或吊具，同 
时保持葫芦的净空尺寸要求

无线电遥控装置

 � 带腕带的按钮装置，可选择来自起重 
机的信号反馈

 � 使用尼龙和玻璃纤维复合材料的坚固
外壳

 � IP66 防护等级
 � 其他无线电遥控装置敬请垂询

用于 ›行走‹ 的变频器

 � 通过无级加速和减速延长系统使用寿命
 � 通过软启动和制动减少重物摆动，以及

快速准确地定位重物



起重机端梁和行走驱动 

STAHL CraneSystems 的起重机端梁坚固耐用，并且采用了现代化的生产制造工艺。它们可以非 
常方便地安装两个悬挂式起重机（下悬式起重机）和桥式起重机上。轮子采用具有自润滑特性 
的高质量球墨铸铁材料，具有不同的直径类型。标准配置含有缓冲器制动装置。

起重机运动。通过变频控制的行走驱动可以实现负载的快速精确定位，防止其出现晃动。 
低噪声的齿轮可确保平稳启动、稳定加速和软制动，从而实现高运行可靠性和长使用寿命。

桥式端梁起重机 悬挂式端梁起重机

 � 9 种不同的车轮直径，从 90 mm 到 
500 mm 不等

 � 跨度高达 40 m
 � 安全工作载荷从 125 kg 到 250.000 kg 不等
 � 根据需要提供更高的安全工作载荷

 � 4 种不同的车轮直径，从 80 mm 到 
200 mm 不等

 � 跨度高达 28 m
 � 安全工作负载从 125 kg 到 250.000 kg 不等

行走驱动车轮组

 � 低维护的起重机行走驱动
 � 在标准版本中，两种速度比例为 1:4，或 

无级变频比例为 1:10
 � 集成的盘式制动器

 � 六种尺寸，适用于高达 30.000 kg 的轮载
 � 3 种连接到客户钢架结构的标准配置
 � 低维护的双速直接驱动装置
 � 免维护的防磨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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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驱动

在智能提升方面，Magnetek IMPULSE® 驱动可持续
监控葫芦的许多环境和功能部件，如电机温度、行程终
端和减速限制、制动功能、电机速度等。变频驱动器保
持安全的功能临界值，从而降低机械疲劳，提高可靠性
和正常运行时间。

对葫芦起升，IMPULSE®·VG+ 系列4驱动器提供可
靠、人性化的控制和行业领先的功能，确保您的安全工
作。IMPULSE·VG+ 可用于单轨、双梁和底座安装的电动
葫芦。简单易用的操作键盘有 5 行每行 16 个字符， 
包括功能键和升级后的参数选择。该显示屏使导航和读
取诊断信息更容易。

对小车运行，IMPULSE®·G+ Mini 驱动器允许扩展速 
度调节、改进负载控制、高负载持续率并延长起重机寿
命。IMPULSE·G+ Mini 的尺寸允许使用更小的电控箱
体，从而降低安装的总成本。硬件、软件的设计和经实
践检验的测试，特别为空中物料搬运提供操作条件。 
IMPULSE·G+ Mini 可用于单梁和双梁葫芦小车的行走， 
也可用于起重机的大车行走。

可用

 � 编写各种驱动参数
 � 参数备份(存储和复制)
 � 驱动器监控功能
 � 读取字母数字故障诊断说明
 � 远程监控



IMPULSE • VG+ IMPULSE • G+ Mini

IMPULSE • VG+ 标配功能

吊钩高度测量
增量编码器信号从校准位置确定吊钩高度

相位损失检测
检测输入电源相位是否丢失并保持负载的安全状态

松绳检测
松绳时提醒操作人员

电机转差率补偿
自动补偿电机转差率

停车时制动器检查
测试制动器是否能在起升和下降动作停止时安全地保持负载，
并且在制动器发生故障时，电机将保持对负载的控制

编码器反馈
脉冲驱动器持续监控电机转速和负载，以确保最佳性能和安全
负载控制

动力制动
在不使用刹车的情况下动态降低电机转速。
制动器仅仅用于停车和紧急制动，以减少刹车片的磨损

安全扭矩关闭
提供冗余硬件安全电路，确保急停按钮或安全控制器打开驱动输
入时，电机和制动电源断开

Micro-SpeedTM 
允许操作员选择电机微速，这对负载定位非常有用

起动扭矩检定
确定电机在打开刹车前是否能安全地保持负载，以提供额外的
安全性

短路保护
检测电机是否有短路，并可防止控制系统的其他故障

IMPULSE • G+ Mini 标配功能

摇摆控制
大大减少了负载移动时不必要的摆动量

自动调谐
非旋转自动调谐，适用于性能要求高的应用

电机过热保护
降低电机损坏的可能性

Quick stopTM 快速停止TM

减少起重机碰撞的可能性
Micro-SpeedTM

允许操作员使用电机微速，这对负载定位非常有用
安全扭矩关闭
提供冗余硬件安全电路，确保急停按钮或安全控制器打开驱动输
入时，电机和制动电源断开

安全操作 windowsTM

减少编写不安全参数的可能性
安全性
EN 61800-5-2、EN 61508、SIL2 硬件基块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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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链葫芦 STF 和无线电遥控选项

起重机技术

STF 变频环链葫芦 

STF 变频环链葫芦将ST环链葫芦的成熟技术与 Magnetek IMPULSE® 变频器的
优点相结合。IMPULSE®·G+ Mini 变频器作为标配，STF 变频环链葫芦的控制
技术不仅能实现精准控制，还能通过与物联网通信提供有价值的诊断和性能
信息，比如环链葫芦的工作状态等。IMPULSE·G+ 迷你变频器可以连接到现
场总线控制系统，如网络通讯设备、Profibus 现场总线控制系统、或以 
太网，使 STF 变频环链葫芦成为迈向工业 4.0 的重要一步。

STF 变频环链葫芦配备超速保护，静止监测 (SRC 旋转控制) 和一个先进
的 1024 PPR 转速表。这确保了操作人员更大的安全性，对结构、机械和控
制组件的压力更小。变频器的快速可编程性和环链葫芦易调试性，也提供了
一个安全，高度可靠和简单的即插即用的应用程序。

特点

 � 标配 Magnetek IMPULSE·G+  
迷你变频器

 � 变频控制驱动可选
 � 与以太网简单连接
 � 超速保护和静止监测  

(SRC 旋转控制) 以提高安全性
 � 1024 PPR 转速表用于恶劣环境 

下的信息反馈
 � 简单的即插即用应用程序
 � IP66 防护等级可选， 

制动电阻 IP67 防护等级可选



无线电遥控器选项 

我们的 Magnetek 无线电遥控器产品组合可根据您 
的需求定制，以满足几乎任何应用的需求。坚固耐用
的按钮式遥控器和摇杆式遥控器以更好的定位为设备
操作员提供了工作可视性、安全性、数据反馈，并可
延长机器寿命。从传统的单元到我们最复杂的系统，
我们的产品组合结合各种接收器提供全面的无线电控
制。Magnetek 无线电控制符合 EN ISO 13849-1 PLd, 并
可根据 ATEX/IECEx 提供防爆设计。联动起重机的无线
控制手柄按照 EN 15011 标准设计。

Flex WaveTM

MLTX2TMFlex VUE®

Flex Wave 凭借安全、可靠的通信系统、创新性性能和高级特性， 
为您的起升和定位应用提供高安全性和高效率。发射器符合人体工
程学，重量轻，为操作人员提供舒适的操作性，由工业级的尼龙和
玻璃纤维复合材料构成，可长期使用。

MLTX2 是目前最轻的腹式遥控器发射器之一，旨在提高操作人员的
舒适性。从各种控制杆，摇杆，和拨动开关中进行选择，以定制您
的具体需求。

Flex VUE 内置一个高分辨率的彩色显示器，使操作人员随时了解
系统状态和诊断信息，以维护系统有效功能。有了随时可用的诊
断信息，您可以更快地解决问题，有计划地维护设备，并最终减
少停机时间。

 � 信号传送抗干扰
 � 零重力，防止设备意外移动
 � 室内外环境 IP66 等级 
 � 额外保护和灵活性可选，如橡胶套或乙烯基套

 � 由于信号只操作预设定的设备，密码系统让操作员安心
 � 合成频率提高运行的可靠性 
 � IP66 防护等级，可承受恶劣的工业环境
 � 符合 ATEX 和 IECEx 认证，可用于 0 区、1 区和 2 区。 

·符合 ATEX: II 1 G Ex ia IIC T3/T4 Ga 
·符合 IECEx: Ex ia IIC T3/T4 Ga

 � 可选图形显示和双向反馈，随时了解系统状态

 � 快速配置，让您快速启动和运行
 � 可调速度控制，精确控制机器运动
 � 尼龙外壳，耐冲击，水，热，和恶劣的环境
 � 紧凑轻巧的设计，抗操作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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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产品

起重机技术

IECEx

STAHL CraneSystems 在全球范围内被誉为  ‹防爆专 
家›，是世界防爆起重机技术的市场领导者。保证工作 
人员和机器在充满易爆气体和粉尘的地区安全性是我们 
的首要任务。我们在此领域精益求精。我们在此领域进 
行了大量的创新研发，并深刻地影响着起重机技术的发 
展趋势。我们的自主基础研究和开发团队拥有数十年的 
经验和知识，经过德国国家计量学院 PTB 及许多国家的 
其他测试机构的认证，这充分体现了我们的专业性。

STAHL CraneSystems 的防爆葫芦和起重机技术是化 
工、石化和制药行业、食品加工业以及供电、造船、海 
上和天然气液化行业 (LNG) 市场上最为安全的技术之 
一。

防爆葫芦和起重机组件及其辅助设备无一例外地采 
用了我们的标准方案。所有组件，包括电机和制动装置 
到控制装置和控制吊索，均由我们自行生产并且通过了 
质量保证体系的认证。这种方式确保了数十年来世界各 
地的用户、起重机制造商和系统制造商都能够获得完 
整、高质量的防爆组件。

完全满足 ATEX 指令和 IECEx 机械和电气防爆法规的 
严格要求。

优点

 � 防爆葫芦和起重机技术的国际专家
 � 全球范围内遍及 1 区、2 区、21 区和 

22 区的产品系列之一
 � 所有葫芦和起重机技术，以及具有防 

爆设计的其它设备
 � 设计和维护符合 ATEX 和 IECEx 

质量认证标准
 � 提供特定国家/地区的认证 

 
您可以在我们的手册中找到更多关 
于 «防爆专家» 和 «LNG 工程解决方 
案» 的相关信息，我们将非常乐意通 
过邮寄方式将其发送到您的手中。



钢丝绳葫芦 类型 防护类型 防爆等级
1区 Ex II 2 G 气体 Ex db eb IIB T4 Gb 或 Ex db eb IIC T4 Gb

2区 Ex II 3 G 气体 Ex db eb ec IIB T3 (T4) Gc 或 Ex db eb ec IIC T3 (T4) Gc

21区 Ex II 2 D 粉尘 Ex tb IIIC T120 °C Db

22区 Ex II 3 D 粉尘 Ex tc IIIC T120 °C Dc

环链葫芦 类型 防护类型 防爆等级
1区 Ex II 2 G 气体 Ex db eb IIB T4 Gb 或 Ex db eb IIC T4 Gb

21区 Ex II 2 D 粉尘 Ex tb IIIC T120 °C Db

22区 Ex II 3 D 粉尘 Ex tc IIIC T120 °C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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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机套件

起重机技术

借助于悬挂式、单梁和双梁桥式起重机的起重机套 
件，STAHL CraneSystems 为全球各地的起重机制造商提 
供了经济有效的可行性方案，并可有效管理计划支出。 
我们的工程团队将为您提供各种服务支持。客户咨询服 
务、规划、起重机系统构建，以及服务和备件供应都由 
当地起重机制造商负责。

STAHL CraneSystems 提供了直观、结构化的规划 
件，以对数据库进行持续更新。该方案允许我们对整个 
标准方案进行访问。我们的规划软件能够对起重机系统 
进行简单清晰地配置，节省报价准备时间并且可实现无 
差错订货。2D 或 3D 可视化功能可使您立即看到系统的 
外观轮廓。您将获得关于技术和价格的准确细节信息。

STAHL CraneSystems 生产高质量起重机、起重部件 
和其它设备，并且对葫芦、驱动和控制技术模块进行了 
彻底的测试。此外 STAHL CraneSystems 还将对起重机套 
件进行预装配过程。起重机系统的现场组装采用用户友 
好的即插即用方式，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并且符合相关 
要求。如果您在组装过程中需要提供帮助， 
STAHL CraneSystems 工厂服务中心将非常乐意为您提供 
服务支持。

优点

 � 经济有效
 � 直观、结构化的软件
 � 及时更新数据库
 � 可选的工程团队或工厂服务中心服务 

支持
 � 符合 ATEX 或 IECEx 标准的可选防爆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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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机型号

起重机技术

采用 STAHL CraneSystems 的悬挂式起重机以及单梁 
和双梁桥式起重机的安全工作载荷范围为 125 kg 到 
250,000 kg，标准跨度可达 40 m。

应用最广泛的型号为单梁悬挂式起重机以及单梁和 
双梁桥式起重机，这些起重机的特点是其葫芦和小车具 
有低净空以及短边接近尺寸。焊接型 DIN 箱式端梁易于 
维护，坚固耐用，并且具有低功率重量比。

无论是简单的工作场所解决方案、连接系统，还是 
复杂的自动化系统，所有这一切都可以按照您的要求和 
理念进行配置。各种定制化版本可在特殊的条件下使 
用。例如，具有超高跨度、联列操作、带单台或双台葫 
芦、带起重机防撞功能或障碍物防撞电路的起重机，可 
以自由组合或应用于天气多变的户外环境中，以上这些 
都不存在任何问题。我们的起重机技术从众多方案中脱 
颖而出，为各个领域提供了正确的解决方案。

世界各地极具能力的起重机制造商和系统制造商将 
与 STAHL CraneSystems 紧密协作，针对您的各项需求对 
定制化解决方案进行设计、制定和调试。

优点

 � 实现最大空间利用率的特殊安装 
方式

 � 工程定制解决方案
 � 包括认证合作伙伴、起重机制造 

商和系统制造商在内的全球服务 
网络 
 
我们工程部门的工程师和技术人 
员可以根据您的具体需求，针对 
各种标准组件的可能系列组合， 
量身定制个性化和非标解决方 
案。当然这些解决方案会符合最 
新的国家和国际指令和法律的要 
求。 
 
您可以在 www.stahlcranes.com 上 
找到 STAHL CraneSystems 以及您 
附近的起重机和系统集成商认证 
合作伙伴列表。



›EH-A‹ 版本

›EL-A‹ 版本

›ZL-A‹ 版本

* 根据要求提供更高的安全工作载荷和跨度

›EH-B‹ 版本

›EL-B‹ 版本 ›EL-C‹ 版本

单梁悬挂式起重机

单梁桥式起重机占据空间很小，并且在起重 
机轨道的底部法兰上实现理想运行，该轨道 
安装在屋顶横梁上或直接安装在天花板上。 
因此，大厅的宽度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在 
这种情况下，负载吊钩和侧壁之间的距离非 
常狭小。使用这种类型的起重机，可以通过 
起重机互锁功能，来实现各种悬挂式起重机 
的连接，使其能够在带/不带负载的情况下 
穿过起重葫芦。通过这种方式，起重机可以 
到达组合系统的任何位置。

单梁桥式起重机

起重机桥梁主要适用于采用不同连接方式的 
天花板结构。这样可以实现空间的最大利用 
率。可以通过使用具有超低净空的悬臂吊钩 
或采用超低净空小车设计的环链葫芦来进一 
步增加起吊高度。

双梁桥式起重机

双梁桥式起重机能够对重型大件载荷进行安 
全精确地搬运。它采用了各种特殊的安装方 
式，适用于各类规划或现有的建筑结构。多 
种附加选项可提高日常生产力和安全性。

类型 最高额定载荷 [t] * 最长跨度 [m] * 葫芦
EH-A 10 20 环链葫芦载荷高达 6,3 t

钢丝绳葫芦载荷高达 10 tEH-B 10 20

EL-A 16 28 环链葫芦载荷高达 6,3 t
钢丝绳葫芦载荷高达 16 tEL-B 16 28

EL-C 10 23

ZL-A 160 32,5 SH 钢丝绳葫芦、
AS 7 钢丝绳葫芦、
SHW 8 卷扬机



20 21

源自单一供应商的超高品质

起重机技术

研究和开发 

作为起重葫芦和起重机技术领域的领导者，STAHL 
CraneSystems 感到非常自豪。我们的专家对货物的起升 
和搬运进行不断探索，以使这些任务能够适应日新月异 
的工业创新要求。无论任何时候，我们极富经验的工程 
师和实践导向专家都能够为您提供各种帮助，利用自己 
的专业知识，他们知道如何对我们的技术进行进一步的 
推广。我们将为客户和现代技术带来始终如一的优势、 
超高性能和耐用性。

优点

 � 140 多年的专业技术和经验
 � 140 年始终如一的客户优势



生产  
无论是精心挑选的原材料，还是精密制造的组件，甚至 
到具有超高质量的最终产品：STAHL CraneSystems 的每 
款产品都以其非同凡响的高质量、高可靠性和高性能而 
备受赞誉。我们的自主制造工厂采用最新的制造工艺， 
并通过手工方式执行各种严苛的工作步骤，从而生产出 
精确匹配的单个组件。在德国生产现场，我们拥有许多 
经验丰富的人员，可以对起重机和所有起重机组件进行 
完整组装，并对其进行全面的测试。我们的综合质量管 
理体系符合诸多国家和国际验证要求。

优点

 � 得益于自主生产的高质量和高可 
靠性

 � 制造工厂位于德国境内
 � 采用最新的制造技术
 � 综合质量管理
 � 所有组件在交货前都进行了相关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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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机技术应用

起重机技术

由于 STAHL CraneSystems 的起重葫芦和起重机组件 
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地不同项目的起重机和系统中，世界 
各地的专家都能够一眼识别。创新性、一丝不苟的细节 
设计，以及精心的制造工艺，在我们的专业知识和工程 
设计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使得我们能够针对各 
项有趣的挑战和要求，制定出无数具体的解决方案。在 
这些项目中，我们的起重机技术显示出超出平均水平的 
灵活性和高效性。STAHL CraneSystems 通过各个子公 
司、合作伙伴和起重机制造商向客户提供满意的服务。

1

3

2



6

5

4

1 防爆 ST 20 环链葫芦在化工厂执行户外维护工作，其起重量高达  
 1,600 kg。防爆环链葫芦设计结构紧凑，这使其能够充分利用起 
 重机端梁的整个宽度。悬挂式起重机端梁行走驱动也采用了防 
 爆型设计。 

2 具有安全等级 1 的 LNG 钢丝绳葫芦适用于中国北方 LNG 终端。
3 非标葫芦的型号是在 SH 6 Ex 钢丝绳葫芦的基础上而设计，该葫 
 芦安装在液化天然气储罐的悬臂吊上。这些葫芦的起重高度为  
 58 m，重量高达 3,500 kg。按照中国的技术参数要求，这些钢丝 
 绳葫芦适用于 LNG 储罐。强大的技术、耐腐蚀涂层和外壳确保 
 了起重机可应用于恶劣的沿海气候中并能够得到充分的维护。 
 悬臂吊两侧配备了用于维护的端梁。 

4 磁铁型起重机使用两个起重梁，对重达  14,000 kg 且具有不同长 
 度的钢棒进行起吊。当低调短杆时，两个起吊梁可以稍稍倾 
 斜，这使得 4 个磁铁中，仅需使用两个就可以了。附加的负载测 
 量螺栓可以对物体的重量进行精确的测量。双梁桥式起重机配 
 备了两根 SH 钢丝绳葫芦，起重量各为 8,000 kg。为了提高起升 
 高度，SH 钢丝绳葫芦在起重机端梁上运行。整个起重机控制设 
 备位于起重机端梁上，通过无线遥控装置进行操作。 

5 得益于智能起重机控制功能，我们可以对所有的起重机、小车 
 和载荷和位置数据进行分析，并根据这些数据对整个系统的运 
 动进行控制，同时将起重机系统的载荷对建筑物的载荷影响降 
 至最低限度。 

6 荷兰独立研究机构使用具有特殊葫芦的门式起重机。首先，该 
 起重机采用了 SH 6 双驱动概念钢丝绳葫芦，其安全工作载荷为 
 12,500 kg，并且具有永久性的制动、驱动和负载监控功能。其 
 次，该起重机还包括一个具有单轨小车的 AS 7 钢丝绳葫芦，其 
 起重量为 12,500 kg。两个钢丝绳葫芦可以通过遥控器实现串联 
 联列操作。这种具有高技术含量的起重机还包含一些其它有趣 
 的功能，比如侧起重机悬臂、移动驾驶室、人员升降平台，以 
 及能量回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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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应用于镍矿冶金厂维护的起重机带 12 倍绞链的特殊环链葫芦。 
 这种定制解决方案将安全工作载荷提高到 30,000 kg，通过四台 
 ST 50 联动环链葫芦组成。紧凑型环链葫芦安装在双梁悬挂式起 
 重机的双轨吊钩上。 

2 7 台全自动无线连接起重机在汽车制造商的汽车生产线上使用。  
 SHWF 8 卷扬机和 ASF 7 钢丝绳葫芦通过频率进行控制，其起重 
 量为 16,000 kg 至 60,000 kg。起重机带有超高行驶速度和工作能 
 力的工具夹具。 

3 欧洲仅有的劳斯莱斯 (Rolls-Royce) Trent 型涡轮发动机维修工
4 厂，这种发动机广泛应用于 A 330、A 340 和 A 380 空中客车 
 (Airbus) 型号。它是世界上最现代化和最先进的维护作业之一， 
 采用高效的›垂直条‹作业方法。STAHL CraneSystems 的 SHF 3 至 
 SHF 6 系列钢丝绳葫芦应用于此场合。起重机工作时，侧钩不会 
 发生移动，同时负载摆动范围很小，以实现负载的精确定位。 

5 两台无线遥控单梁桥式起重机，起重载荷高达 6,300 kg，分别在 
 巴伐利亚实木建筑上开展细木工作。这两台起重机负责从未经 
 处理的木梁到成品木墙的所有运输工作，然后将其装载到大型 
 货运卡车上。 

6 被改装后的一台新起重机在货运公司能够提升高达 100,000 kg 的 
 载重量。由于现有的起重机轨道仅适合工作载荷高达 25,000 kg 
 的起重机，因此使用了性能级别为 PL d 级的专用起重机安全距 
 离控制。多个冗余系统设置可实现对起重机的监测，例如 SMC 
 多控制器和两个高精度的距离激光器，以实现距离永久性监 
 测。紧凑型 AS 7 双葫芦用于起升货物。 

7 吊钩起重机在炙热多尘的冷凝大厅里工作，用于铸钢塑模、钢 
 瓶安全快速抓取和装载工作。两个功能强大的频控型 ASF 7 钢丝 
 绳葫芦带有经过专门制造的钢丝绳滑轮，并且安装在双轨吊钩 
 上。通过智能绳索实现低强度和低位置起升工作，这使得吊具 
 可以在负载移动时不受负载振动、静止和垂直转向的影响。



4

3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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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2

4



5

6

1 24 m 跨度的双梁桥式起重机配备了 5 t 的 AS 7 钢丝绳葫芦。双出 
 绳保证了抓斗稳定没有摆动。起重机及其起重葫芦和双梁小车 
 行走驱动装置都配备了相应的变频器，通过主控室进行控制。 

2 双频控制的 AS 7 钢丝绳葫芦用于生产车间的线圈并列运输。大 
 厅长度为 65 m，由于中间存在一台大型生产机器，整个空间非 
 常局促。正常通行时必须绕过此区域。 

3 一系列 ST 环链葫芦系列用于英国铁路轨道的维护和更换。所有 
 起重机都配备了特殊的装载搬运设备。为了实现链条葫芦的同 
 步运行，需采用集中控制方式。齿轮型限位开关负责阻断，起 
 升过程受到严格的限制。 

4 一台美国吊架上使用了带 3 个端梁的单轨吊起重机，有助于对 
 空中客车 A 380 和波音 747 的尾翼进行组装。ST 环链葫芦的安 
 全工作载荷为 1,000 kg，可以安装在臂长 800 m 的行走车架悬臂 
 上。悬臂可以 180 ° 角度旋转。通过这种辅助运行方式，起重机 
 能够在不使用起重机小车的情况下，侧向移动飞机方向舵的元 
 件。 

5 巴伐利亚一家公司在预制混凝土部件的半自动生产过程中使用 
 了特殊的堆垛机。起重机配备了升降桅杆。它将混凝土部件起 
 吊至生产线上，起重量高达 5,700 kg，然后将其堆放在运输车辆 
 上。 

6 起重机系统的最大允许安全工作载荷为 12,500 kg，一共分布在 4 
 台 SH 3 钢丝绳葫芦中。每根钢丝绳葫芦的起重量为 3,200 kg。通 
 过带操纵杆的无线遥控器控制起重机、两个葫芦和托盘夹具的 
 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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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产于德国 Künzelsau 和南非的双梁桥式起重机已经抵达加纳石油 
 化工厂。系统的总承载能力高达 75,000 kg，配备 AS 7 钢丝绳葫 
 芦和 SH 6 钢丝绳葫芦作为辅助起重机。对于洲际运输，STAHL  
 CraneSystems 的工程专家设计了一种特殊巧妙的结构形式。对 
 于负载测试和 SMC 和 SLE 输出装置负载测试，大型包袋在气候 
 干燥的加纳地区必须加满水。 

2 瑞士水力发电厂使用带安全工作载荷高达 85,000 kg 的 SHW 8 卷 
 扬机的双梁桥式起重机，以在 40 m 以下的涡轮机开展维护检查 
 工作。SH 钢丝绳葫芦的起重量高达 10,000 kg，起升高度为 
 40 m，可作为辅助起重机使用。由于采用了特殊的控制器，起重 
 机可以实现精确和精细的控制。行走和起升以每秒几毫米的速 
 率精确移动。 

3 带 SH 40 钢丝绳葫芦的单梁桥式起重机在采用高强度铸件铸造 
 的现代化机械生产车间中使用。起重机的安全工作载荷为 
 4,000 kg，并且配备了防热保护罩。 

4 带调节高度的悬挂式起重机端梁的专用起重机和经过单独调整 
 的定制葫芦在德国化工厂里面工作。定制葫芦是一台带两根同 
 步起吊绳索的 STD 50 双链葫芦。ST 20 环链葫芦作为辅助葫芦使 
 用。 

5 2 台 ST 50 环链葫芦可一次性起吊整个车体，并将其通过装配线 
 进行运输。 

6 起重量高达 50,000 kg 的门式起重机应用于水闸维修工作。 
 AS 7 钢丝绳葫芦位于保护罩下方，行走机架可通过维护桥梁轻 
 松抵达现场。这种门式起重机可以进行完整地拆卸、运输以及 
 组装。即使储存几个月后，它也能够在 48 小时内组装完毕。 

7 起重机操作员通过无线遥控器在造纸机上方操作这种起重机系 
 统。重型卷纸需要转动，以便将其放置在机器支架上。为此， 
 它需要通过带独立负载钩的两根 SH 6 钢丝绳葫芦进行起吊。它 
 们可以使用电动驱动装置，固定在联合轨道右钩间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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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支持

起重机技术

严格控制产品在使用过程中的质量减退是 STAHL 
CraneSystems 的标准承诺。这并非仅局限于各种起重机 
技术，同时还包括各种服务支持。STAHL CraneSystems 
的起重葫芦和起重机技术遍布世界各地。得益于工程师 
和专家的技术研发以及精心的制造工艺，我们的产品和 
技术具有众所周知的超高质量标准，值得客户信赖。为 
了保证最高的安全性和质量品质，全球诸多公司和各领 
域都选择来自 STAHL CraneSystems 的产品。

我们通过极具能力和专业性的起重机制造商和系统 
制造商来分销产品。STAHL CraneSystems 的起重葫芦和 
起重机技术可以使您获得最佳的服务支持，包括新系统 
的咨询和搭建、系统化测试和维护、现代化、备件供应 
和培训课程。我们将与全球分公司以及合作伙伴一道， 
在全球范围内为您提供各种理想的协调服务和支持。

认证合作伙伴

起重机制造商 终端客户

终端客户

终端客户
终

端
客

户

终端客户

终端客户
终

端
客

户

系统集成商



备件 – 全天候供应 
我们遍布全球的各家分公司和合作伙伴确保了为您提供
可靠的备件供应，并在所在地区提供专家协助服务。即
使数十年后部分产品已经停产，我们仍然能够在全球范
围内全天候提供各种备件供应服务。 

培训课程 
我们致力于安全。我们通过培训课程、研讨会、在线信
息和材料，让我们的起重机合作伙伴和最终用户了解如
何最好地使用和服务我们的产品。这些信息涵盖了我们
所有主要产品系列，提供了与单个产品和全起重机系统
相关的实践和理论知识。

查阅有关我们全部培训的信息或资料,请访问 
www.stahlcranes.com/en/support

工厂服务中心 – 遍布全球的全天候服务 

为了帮助支持我们的客户，我们的工厂服务中心可以随
时随地为技术人员以及起重机制造商和系统集成商提供
技术经验和专业知识协助服务。我们现代诊断仪器和状
态监测系统可以为您的服务和维护需求提供支持。我们
将帮助确保您的系统和操作人员的安全。我们值得您的
信赖。

您可以通过 customer.service@stahlcranes.com 与我 
们的工厂服务中心取得联系。

MarketingPortal plus – 在线支持服务 
您可以通过 mpplus.stahlcranes.com 快速方便地查看或
下载最重要的信息：手册、产品信息、技术文档、插图
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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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合作伙伴 分公司

丹麦 厄瓜多尔 埃及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德国 英国 希腊 香港 匈牙利 印度 印度尼西亚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奥地利 比利时 巴西 加拿大 智利 中国 哥伦比亚 克罗地亚 捷克

爱尔兰 以色列 意大利 约旦 拉脱维亚 黎巴嫩 立陶宛 马来西亚 墨西哥

台湾 泰国 土耳其 阿联酋 乌拉圭 美国 委内瑞拉 越南 新加坡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南非 韩国 西班牙 瑞典 叙利亚

荷兰 尼日利亚 挪威 巴基斯塔 秘鲁 菲律宾 波兰 葡萄牙 罗马尼亚 俄罗斯

您也可以在 www.stahlcranes.com/download 找到这本宣传册和其他的产品宣传册。如您需要，我们也很乐意寄送给您。

提供方
斯泰尔起重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STAHL CraneSystems (Shanghai) Co., Ltd.
上海市普陀区怒江北路 399号 901室
Room 901, No 399, North Nu Jiang Road,
Putuo District, Shanghai, China
Tel +86 21 66083737, Fax +86 21 66083015
Post code: 200333 邮编: 200333
邮箱: infochina@stahlcranes.com
www.stahlcranes.com

ST 系列环链葫芦

起重机技术 SR wheel block 防爆起重设备

SH 钢丝绳电动葫芦 AS 7 系列钢丝绳葫芦 The SHW 8 winch

LNG 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