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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环链葫芦

ST 环链葫芦是 STAHL CraneSystems 产品系列内最 
独特和应用范围最广泛的起重产品之一。事实证明， 
ST 环链葫芦是坚固耐用的杰作，受到了全球用户，起重
机制造商和系统集成商的青睐。就维护保养和能量消耗
而言，它具有强劲有力，使用可靠和无特殊保养要求的
特点。标准化生产的部件节省了产品的制造成本，再加
上非标部件的精密制造技术，ST 环链葫芦被公认为世界
上拥有顶级质量的产品。

模块化的设计使得产品组合灵活，以实现您的个性
化解决方案。ST 环链葫芦拥有从 125 公斤到 6,300 公斤  
6 种不同的起重量，可用于固定式吊钩安装，吊眼安装、
刚性固定式安装、或者带手推小车；配备电动行走小车
可用于标准起重机、非标起重机或系统集成上。独特的
实心铸铁导链座设计是 ST 环链葫芦的技术亮点， 
它是葫芦唯一的直接承载部件。

STF 变频环链葫芦标准配置 Magnetek 变频器， 
确保精准，无级调速起升和行走可靠反馈。

不同的非标设计满足了各种特殊环境的使用要求。
如果需要，两种结构优化了所有环链葫芦系列的有效吊
钩高度。低净空与超低净空葫芦两种特殊设计，使得葫
芦的净空尺寸相比于标准葫芦分别降低了 33 % 和 60 %  
以上。我们的工程师能够根据特殊的需求量身订制卓越
的解决方案。甚至在一些易爆的环境中必须使用防爆  
ST 环链葫芦工作才能进行。根据要求，几乎整个 ST 环
链葫芦方案都具有防爆设计适用于防爆 Zone 1, Zone 21 
和 Zone 22 区域。

因此，STAHL CraneSystems 能够成为防爆起升技术
和起重机部件的市场领导者之一，绝不是偶然。

带电动小车的标准 ST 环链葫芦



特点

	� 覆盖范围广，起重量从		
125 kg	到	6,300 kg

	� 实心铸铁导链座是葫芦唯一的承
载部件

	� 悬挂式轴承易于检查和维修
	� 适用于起升和行走的	Magnetek  
变频器可选

	� 超低净空尺寸和紧凑的结构设计，
极大程度地利用了厂房有限的使
用空间

	� 根据	FEM/ISO 标准，ISO 工作级
别高

	� 现代化看板式生产，速度快
	� 可选防爆设计，符合	ATEX  
和	IECEx, NEC, CEC, INMETRO 和		
TC RU 认证标准

来自 STAHL CraneSystems® 配置 Magnetek® 变频器的 STF 环链葫芦: 一流性能，行业领先的控制。

配备可选	RadioMOVEit  
(RMI)	的	ST 环链葫芦。

STAHL CraneSystems 环链葫芦以后将会配备		
Magnetek	变频器作为标准。STF	环链葫芦将	STAHL 
CraneSystems 的高性能和可靠性与	Magnetek 提供	
的业界领先的设计和控制功能相结合。

ST 10 –ST 60 环链葫芦可以配备	Magnetek 变频器，	
为您的起升应用提供独一无二的智能选择。	
Magnetek 变频器以其人性化的控制和广泛的内置安	
全功能而闻名于整个行业。配备	Magnetek 变频器，
葫芦始终保持工作状态，并确保提升任务所需的精	
度和准确性。

ST 环链葫芦也可配备	Magnetek	的遥控器，该遥控器
采用最新电子技术设计制造，自重轻，符合人体工程
学，易于使用。无论您需要一个按键式遥控器或者摇
杆式遥控器，我们的	Magnetek 无线遥控器几乎可	
以适应任何应用。	

STAHL CraneSystems 和	Magnetek 共同为您的所有起
升和定位需求提供智能技术。这确保了操作人员的更
高安全性，减少了结构、机械和控制部件上的压力。



ST 环链葫芦

葫芦型号和小车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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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式悬挂

标准的固定式 ST 环链葫芦采用吊钩式。 
也可以选择吊眼或刚性固定的悬挂形式。
吊眼式安装通常被用于环链葫芦很少需要
移动位置的情况下，保证了即使在低矮的
空间里葫芦依然能获得更长的吊钩行程。
假若 ST 环链葫芦一旦安装后无需拆卸，
譬如与一些系统设备配套，这时候我们建
议用刚性固定的方式，它的优势在于净空
尺寸极低；另外，刚性固定的连接方式可
防止葫芦在车架上摆动。

底部安装方式

为了最佳利用厂房有限的空间，ST 环链
葫芦可以从底部用螺栓固定的安装方式。

吊钩

ST  05 底部安装 ST 10 – ST 60 底部安装

吊眼 刚性悬挂

ST 环链葫芦的不同结构类型和小车种类开创了起重机和系统集成领域非
常广泛的应用方案。根据您的特殊要求量身定制，可以选择固定式或带小车的
环链葫芦。运行小车标配单速运行电机，也可以配置双速运行电机，其他速 
度以及变频驱动器可选。我们的环链葫芦因其灵活性和多功能性而闻名世界。 
紧凑的结构尺寸和极低的净空尺寸有效地利用到厂房有限的使用空间。



手推小车

在标准型式中，ST 05 和 ST 10 1/1 环链葫芦是通过吊眼或挂钩固定
在运行平稳的手推小车上。刚性固定的形式同样适用，刚性固定
也适用于标准 ST 20 到 ST 60 中。此手推小车不会影响葫芦的低净
空尺寸。

标准净空的电动小车 
即使是标准净空的电动小车，葫芦的净空尺寸依然极低。

铰接小车

铰接小车用于频繁转弯和转弯半径小的轨道行走。根据转弯半径大小，轨道的翼缘宽度
或者应用的不同，它可以配有一个或两个行走电机。侧部的导向轮使磨损最小。铰接小
车的设计承载能力可达 6,300 kg。

低净空的电动小车

运行平稳的电动小车也可与ST低净空葫芦结合使用，低净空葫芦可节约 33 % 的净空尺寸。

U = 转弯半径可低至 800 mm

标配   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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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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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标配只有 1/1 单链形式。 更高的安全工作载荷请来电垂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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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K 超低净空葫芦 

如果您不想损失丝毫的扬程，STAHL CraneSystems 的 
STK 超低净空葫芦正是您所需要的。

低净空小车结构本身极大地节省了使用空间，葫芦
主体呈角度安装在行走梁上，没有传统葫芦所具有的转
向滑轮。这使净空尺寸减少了 33 %，相比之下，葫芦的 
”C” 尺寸比标准葫芦减少了 60 %，可以极大限度地利用厂
房空间，以获得极大的吊钩行程，特别是在极低矮的厂
房里。此特点让其名副其实。起重量为 5,000 kg，从横梁
底部到吊钩的距离仅有 210 mm，而起重量为 3,200 kg 的只
有 185 mm。STK 环链葫芦是基于 STAHL CraneSystems  
标准的 ST 环链葫芦，垂直安装的。

创新的导链座是独一无二的。两个独立的链条同步
运行并作用于一个吊钩。负载被提升和定位时，没有摆
动或振动。

特点

 � 极紧凑的尺寸最大限度地利用厂房
空间

 � 特别为低矮厂房设计
 � 自重轻
 � 提升负载稳定，不会晃动
 � 低维护需求
 � 小车没有突缘，不影响平稳运行
 � 起升和行走变频器、 

Magnetek 无线电遥控器可选
 � 对悬挂载荷持续的电子监控
 � 可选防爆设计，符合 ATEX  

和 IECEx, NEC, CEC, INMETRO 和  
TC RU 认证标准

独特设计的 STK 超低净空小车可减少 60 % 
的净空尺寸，并可达到特殊的提升高度。
链条完美的同步下降和负载均匀提升是 
STK 超低净空葫芦技术上的独特。吊钩梁
可根据翼缘宽度无级调整。



起重量 5,000 kg 的 ST 环链葫芦尺寸，标准提升高度为 3 米。

标准净空 低净空 超低净空

类型 STK 0502-8/2 2/2-1 STK 0502-8/2 4/2-1 STK 3016-8/2 2/2-1 STK 5025-8/2 2/2-1 STK 3016-8/2 4/2-1 STK 5025-8/2 4/2-1

起重量 500 kg 1,000 kg 1,600 kg 2,500 kg 3,200 kg 5,000 kg

起升速度 (50 Hz) 8 m/2 min 4 m/1 min 8 m/2 min 8 m/2 min 4 m/1 min 4 m/1 min

起升速度 (60 Hz) 10 m/2.5 min 5 m/1.2 min 10 m/2.5 min 10 m/2.5 min 5 m/1.2 min 5 m/1.2 min 

链条数 2 4 2 2 4 4

输出功率 (50 Hz) 0.8/0.2 kW 0.8/0.2 kW 2.3/0.57 kW 3.8/0.9 kW 2.3/0.57 kW 3.8/0.9 kW 

输出功率 (60 Hz) 0.96/0.24 kW 0.96/0.24 kW 2.8/0.68 kW 4.6/1.1 kW 2.8/0.68 kW 4.6/1.1 kW 

尺寸 所述尺寸为大约尺寸(可能有更改)
A 260 mm 490 mm 520 mm 580 mm 520 mm 580 mm

B 136 mm 151 mm 185 mm 210 mm 185 mm 210 mm

C 565 mm 750 mm 800 mm 910 mm 800 mm 910 mm

D 264 mm 290 mm 300 mm 330 mm 300 mm 330 mm

如有其他起升速度要求，需要选配齿轮限位开关或者防爆设计，请来电垂询。

87
1

70
7

77
3

52
4

A 
= 

58
0

C = 910

D = 330

B
= 

2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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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D 双钩环链葫芦 
STD 双钩环链葫芦是非标设计，用于需要两个吊点来同时吊运同一个较长工
件的任务。STD 双钩环链葫芦的两根链条由单个起升电机同步驱动，通过调
整双钩之间的距离来适应不同的吊运要求。这种设计完全保证了两个吊钩同
步起升，在不发生危险倾斜的情况下提升和运输货物。它的低净空设计使得 
STD 双钩葫芦适合用于低矮的厂房并能获得极大的吊钩行程。

根据使用或者空间的要求，有不同类型的 STD 双钩环链葫芦可选， 
它分为两个吊钩位于葫芦两侧或者位于同一侧两种型式。对于固定式葫芦， 
STD 双钩环链葫芦可适应负载的宽度调节钩间距，并采用刚性固定的方式与
钢结构连接。配备电动小车的 STD 双钩环链葫芦可以来回移动。STD Vario 
双钩环链葫芦可电动调节钩间距以便实现不同长度工件的提升，运输以及精
确定位。即使负载长度不同或者两个吊钩处于偏载情况，依然可以确保两个
吊钩运行平稳，完全同步起升。

特点

 � 空间要求低，能实现极大的起升 
高度

 � 一个葫芦的两个吊钩完全同步起升
 � 即使负载不均匀也能保证同步提升，

负载不会倾斜
 � 适应于搬运各种不同长度的工件
 � 低维护需求
 � 起升和行走的变频器、 

Magnetek 无线电遥控器可选
 � 对悬挂载荷持续的电子监控
 � 可选防爆设计，符合 ATEX  

和 IECEx, NEC, CEC, INMETRO 和  
TC RU 认证标准



›Z‹ 设计

两个吊钩分别位于环链葫芦的两侧。

›E‹ 固定式双钩葫芦

STD 双钩葫芦的钩间距根据工件的宽度确定，并刚性固定安装在钢结构上， 
两个吊钩位于在环链葫芦的同侧。

›E‹ 设计

两个吊钩位于环链葫芦的同侧。

Big Bag （大袋）

大袋形式设计的葫芦最大起重量可以达到 3,200 kg。其特点是可以自由选择吊
钩与葫芦本体之间的距离，将大体积的重物或者大袋提升至葫芦的上极限位置
而不会受到小车，葫芦本体或链盒的干涉。

STD Vario 双钩环链葫芦

钩间距可电动调节以便实现不同长度的负载。两个吊钩运行平稳， 
完全同步起升。吊钩不会在起升或行走过程中意外移动。

›Z‹ 固定式双钩葫芦

STD 双钩葫芦的钩间距根据工件的宽度确定，并刚性固定安装在钢结构上， 
两个吊钩分别位于环链葫芦的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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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工艺

坚固的 ST 环链葫芦蕴含的技术是令人信服和满意
的。所有的模块化部件彼此完美匹配，基本免维护，保
证了葫芦性能稳定，效率高，使用寿命长。其中独特设
计的铸铁导链座是保证工作场所安全的主要特点之一，
是葫芦唯一的承载部件，所有的负载全部集中作用在这
个承载部件上，并且这种直接的悬挂方式使得受力不会
传递到葫芦的外壳上。

2 电机 4 制动器

 � 符合 FEM/ISO 的高等级标准
 � 功率强大，高接电持续率和点动次数高
 � 标配风扇冷却
 � 可选配单速和变频电机控制
 � 可选热敏电阻温度控制

 � 低维护，无石棉电磁盘式制动器
 � 超大制动力矩
 � 使用寿命长，刹车片状态可检查和测量
 � 制动器完全封闭保护，免受湿度、蒸

汽和外部灰尘的影响，确保其长期可
靠运行

3 控制 5 涂装1 链条驱动

 � 独特的链条驱动
 � 锚定和承载组件直接集中到高强度灰铸

铁部件上
 � 悬挂式轴承易于检查和更换链轮
 � 封闭式的导链座
 � 即使在要求苛刻的应用中运行依然可靠
 � 耐磨及表面硬化的链轮结合优化的转向

滑轮，降低了链条的磨损

 � 匹配所有通用的接线和控制电压
 � 控制手电门和运行电机的插接式连接
 � 接触器排列有序
 � 作为选项，也可用于直接控制
 � 作为选项，可不配手电门以及间接控制

 � 标准的喷漆处理 RAL 6018 黄-绿和  
RAL 7021 灰黑色

 � 应用于标准工况的高品质底漆和面漆
 � 用于户外使用或腐蚀性环境的特殊油漆
 � 喷漆颜色可根据 RAL 图表选择



7 链条 8 链条盒6 超载摩擦离合器和齿轮箱

 � ST 10 – ST 60 中， 
摩擦离合器位于油浸式的齿轮箱里

 � 离合器易于从外部调节
 � 灵敏度高
 � 无需加载电子式过载保护
 � 可提供不同的减速比
 � 超大齿轮箱

 � 经过表面硬化、镀锌处理和大尺寸的承
载链条

 � 淬火硬度深，使用寿命长
 � 根据 FEM/ISO 标准，ISO 工作级别高
 � 可选择搭配不锈钢或黑色磷酸锰承载

链条

 � 塑料链盒、铁链盒以及帆布链袋可选
 � 可选择不使用链条盒

2

4

6

1

8

3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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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配

尽管您的 ST 环链葫芦标准产品已经是一流的了，您仍然还可以进一
步选配多种多样的机械、电子、电气部件，使葫芦更安全，更有性价比，
操作更便捷。同时环链葫芦的使用寿命也会得到延长。这些辅助的设备可
提高产品的性能并满足您的个性化需求。这里我们仅介绍您可能最感兴趣
的配套设备和选配，如果您需要更加详细的产品信息，请直接联系我们。

控制手电门

 � 经久耐用的控制手电门，带有急停按钮
和控制电缆

 � 两级开关控制葫芦起升、小车和大车双
速运行

 � IP65 防护等级
 � 易于加装其他功能按钮，如喇叭按钮

齿轮限位开关 SMC 集合控制器

 � 多种功能可选，例如在最高或最低吊钩
位置的常规操作切断，或在停止前从快
速到慢切换

 � IP55 防护等级，可选 IP66 防护等级

 � 不间断监视负载，带有过载保护功能，
甚至在葫芦非工作时也起作用

 � ALC 自动过载保护控制单元
 � 载荷谱存储器记录负载情况下运行累

积时间
 � 运行数据记录，如操作时间，载荷谱，

电机启动和负载循环次数
 � 连接 PC 实现数据交换

操作限位开关

 � 两种形式: 上极限开关或上、下极限开关
(适于固定式, 手推小车式, 电动小车式)

 � 由下吊钩组激活



行走限位开关 弹簧钢导链座

 � 可以选购小车上的行走限位开关
 � 行走双向限位
 � »快速/慢速« 转换开关（预断电）
 � 开关触点设计用于控制电流
 � IP 66 防护等级

 � 导链座抗拉强度高
 � 封闭式导链座
 � 耐磨的链轮经过表面硬化处理

第二制动器

载荷显示器

震动缓冲器FMD1 磨擦离合器测试装置

 � 为了增加安全而配备的第二制动器
 � 相同的尺寸
 � 第二个制动器直接作用在负载上， 

越过摩擦离合器
 � 作为第二制动的替代方案，第二葫芦 

电机制动器可用

 � 显示四或六位数字的 7 段式负载指示器 
SLD，大规格，发红光

 � 多种界面可选，包括 CAN
 � 可选 100 或 150 mm 数字高度
 � 可与可选的 提升机构的过载传感器和可 

选的 SMC 多轴步进电机控制器结合使用； 
无要其他工装或吊具，提升机构的总高 
度保持不变

 � STD 10 到 STD 60 双钩葫芦均可选配
 � 最大限度地减少由操作环链葫芦所产

生的通过链轮传递到链条(多边形效应)
的振动

 � 刚性全金属设计
 � 现代化的电子测试仪器，经过实践验证

的传感器技术，高精度达 ± 2 %
 � 单链测试范围可达 4,000 kg， 

环链的钢丝直径可达 11.3 毫米
 � STD 双钩环链葫芦和 STK 超低净空环链

葫芦均可配备
 � 计量装置和内部的测试程序都有保护
 � 简单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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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遥控器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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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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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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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配 选配

环境温度 –20 °C 至 +40 °C 至 +80 °C

防护等级 IEC/EN 60529 IP55 IP66

涂装 颜色 灰黑/黄绿 RAL 7021/6018 RAL 颜色表上所有其他颜色
厚度 60 μm 至 80 µm 120 μm 至 240 μm

喷漆/粉末涂料 聚氨酯面漆 环氧树脂基底漆 (240 μm)
控制手柄 带急停按钮的控制手柄 按键式或摇杆式无线电遥控器

RMI 无线电遥控器
控制方式 接触器控制包括主接触器 对起重机制造商， 

接触器控制不包含主接触器及变压器

直接控制 (ST 05 – ST 20)

起升电机控制 变极 变频控制
小车电机控制 50 Hz 20 m/min 2,5/10 m/min 和 10/40 m/min

60 Hz 25 m/min 3,2/12,5 m/min 和 12,5/50 m/min

50/60 Hz 2,5...25 m/min 变频控制 2,5...50 m/min 变频控制
电机电源电压 50 Hz 380 – 415 V 所有电压均可

ST 05 380 – 400 V 或 415 V

链条 等级 8 按 DIN 5684 镀锌 不锈钢或黑锰磷酸盐链条

安全系数 ≥ 5,0 –
导链座 灰铸铁 EN GJS 多层导链，用硬化的弹簧钢板制造

链条盒 塑料 钢板，纺织或不锈钢
载荷提升元件 吊钩组 螺纹杆

VAGH 安全负载钩
镀锌或不锈钢吊钩

限位开关  – 操作限位开关
齿轮限位开关

运行限位开关 – 双向预减速和终减速
过载保护 磨擦离合器 载荷传感器

信号发射器 – 喇叭, 闪光灯
可视信号 – SLD 大字体载荷显示屏，无线电发射器 

上的载荷显示，可在计算机上读取

数据交换 – 电脑或云交换
累积载荷控制器 – SMC 或安全 PLC

运行电机温度控制 – 热敏电阻控制
机械安全装置 – 车轮防坠落

根据运行小车的类型， 
翼缘宽度大的轨道加装导向轮

运行轨道翼缘宽度小的情况加装导向轮

小车的支撑导轮 –
起升制动器 弹簧作用的单片制动器， 

刹车片不含石棉
起升制动器手动释放
旁路制动器，双制动器

数据记录 – 运行时间记录器或者 SMC

控制箱 塑料 ST 10 – ST 60 板材或者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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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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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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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ULSE®·G+Mini 变频器 
Magnetek 的 IMPULSE® 变频器连续监控葫芦的许多环境和功能相关参数。 
因此，它们确保符合安全功能限制，从而提高安全性、可靠性和正常运行时
间。IMPULSE®·G+ Mini 变频器可实现高级速度设置，更好的负载控制，高接
电持续率和延长葫芦的寿命。它可用于固定葫芦或者手拉小车葫芦，单轨葫
芦小车，双轨或悬挂小车。

IMPULSE·G+ Mini 变频器的显示器通过易操作的软键提供了更好的参数
选择-使导航和阅读诊断信息更容易。IMPULSE·G+ Mini 变频器紧凑的尺寸允
许使用更小的电控箱，从而降低总体成本。硬件和软件都经过专门设计和专
业测试，用于物料的高空搬运。

小车行走 IMPULSE • G+ Mini 迷你变频器

摇摆控制*
大大减少了负载移动时不必要的摇摆量

自动调谐
变频器对于要求苛刻的应用提供静态自动防摇

电机过热保护
降低电机损坏的可能性

安全性
EN 61800-5-2, EN 61508, SIL2 硬件基块电路

安全关闭*
当紧急停止开关或安全控制打开变频器的数字信号输入时， 
一个冗余硬件安全电路确保电机和制动电源被切断

Micro-SpeedTM * 

允许用户使用电机微速，这对负载定位非常有用

安全操作 windowsTM 

减少编写不安全参数的可能性 

* 可选

IMPULSE • G+ Mini 起升变频器

短路保护
当电机短路时检测，从而防止进一步的故障

缺相检测
检测输入电源是否缺相并保持负载的安全状态

自动制动 
电机的速度自动减慢。制动器仅用于保持制动和紧急制动， 
减少了刹车的磨损

旋转编码器反馈
SRC 监控装置连续监控电机转速，以及电机的停顿， 
以确保安全的负载控制

安全关闭*
当紧急停止开关或安全控制打开变频器的数字信号输入时， 
一个冗余硬件安全电路确保电机和制动电源被切断

安全操作 windowsTM 

减少编写不安全参数的可能性 

*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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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术

工程技术意味着创新和个性。对于我们的技术专家来说，工作任务就是
根据复杂的需求不断重新定义货物的起升及输送。在应用广泛的标准部件基
础上，经常可以开发出现代化、个性化和非标定制的解决方案。几乎没有其
他的起重设备制造商能够提供如此高质量和如此高效率的各种精密设计的特
殊解决方案。

模块化 ST 环链葫芦为多样的解决方案奠定了基础。结构紧凑，超低 
净空，双链以及多链葫芦，STB 适用起吊大袋的葫芦，为适应四点同时起升
的并联葫芦。而且各种运行小车可用于所有的环链葫芦。我们的长处就在于
根据您的精确需求制定完全匹配的解决方案。超过 140 多年的起重机技术经
验和知识让我们游刃有余地为您的项目在短时间内开发和生产卓越的解决方
案。根据要求，所有非标的环链葫芦和定制的解决方案均可设计用于防爆  
1 区，21 区和 22 区。

特点

 � 与您的项目完美匹配
 � 每个葫芦都蕴含了 140 多年的技术

经验和专业知识
 � 较短开发周期
 � 成本效益得益于模块化系统
 � 技术成熟得益于经过实践考验的 

标准组件
 � 关键部件内部生产保证了高品质 

和高稳定性
 � 所有的特殊解决方案都可以选择防

爆设计，符合 ATEX 和 IECEx,  
NEC, CEC, INMETRO 和 TC RU  
的标准



案例 1 起重量 30 吨 的 ST 环链葫芦 

STAHL CraneSystems 这个非标设计方案由四个 ST 60 环链葫芦组成，额定 
起重量达 30 吨，是作为维修起重机用在新喀里多尼亚的冶金厂。通常在这
个范围的起重量一般配钢丝绳葫芦。

由于苛刻的要求，如有限的空间，非常小的接近尺寸，小轨距和垂直 
起升等要求，用钢丝绳葫芦的解决方案是不可能的。环链葫芦的结构确保了
真正的垂直升降，并且结构紧凑。这促使 STAHL CraneSystems 起重设备的
工程师研发出一个 ST 60 环链葫芦的强大非标解决方案。这个方案中。两条 
130 米的链条自重达 700 公斤。多链条结构保证了受力最大化。这四个环链
葫芦在顶部或底部钩块的位置通过齿轮限位开关相互脱开。为了提供更高的
安全性，载荷持续的被传感器记录，当超载时，起升停止。

葫芦安装在一台为此用途专门开发的双梁小车上，包括特殊设计的车 
轮组。轨距 2,000 毫米，轮距 1,660 毫米，其结构非常紧凑。

特点

 � 由四个 ST 60 环链葫芦组成
 � 12/4-1 绕链结构
 � 起重量 30 吨
 � 垂直起升
 � 极小的接近尺寸
 � 轨距 2,000 毫米
 � 采用 ST 50 和 ST 60 型环链葫芦 

的模块化部件 
 
可起吊 7,500 公斤 (3/1 绕链) 和 
10,000 公斤 (4/1 绕链)，更高的 
绕链，S.W.Ls 和起重量可询价 
不同的小车种类: 架空式， 
悬挂式，低净空，铰接式或 
固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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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D 双钩环链葫芦在系列化生产系统中的应用 
STAHL CraneSystems 的工程师们设计了一个半自动控制的单轨组装线， 
这套系统同时具备良好的可靠性及经济性。八台 STD 双钩环链葫芦在一条 
93 米封闭的圆形轨道内运行，同步起吊重量为 250 公斤的部件。双吊点保 
证了载荷安全吊运，且没有摇晃。

在缓冲储存区的五台载运部件的小车已准备完成并在装配点准备就绪。
在装载工位装载货物是通过无线电遥控器手动操作的，而提升并运送到缓冲
储存区就是自动的了。一有新产品送到装配线上，工人就通过无线电遥控装
载零件。小车移动到卸载工位并自动以相同的速度跟随装配线。装配流水线
上方的纵向位置可以通过加速或制动来纠正。为了纠正装配流水线垂直方向
的位置，通过一个滑橇可以调节 500 mm，从而防止斜拉的危险。

为了提高过程的可靠性，除了无线电信号外，红外信号以有限的距离传
输到小车上。此外，小车可以通过切换点进入维修区域接受维修服务。同时
其他双钩环链葫芦不会受到影响，不受干扰地继续工作。

案例 2

特点

 � 八台 STD 双钩环链葫芦带单轨小车
 � 93 米封闭的环形轨道
 � 供电系统通过集成的八极导线
 � 无线电控制附带红外信号
 � 运行速度与装配线同步
 � 环链葫芦可以在垂直于轨道的方 

向延滑橇移动



案例 3

特点

起重量 25,000 kg 的四台 ST 环链葫芦 
荷兰造船厂的船吊配备了 4 台 STAHL CraneSystems 的 ST 60 环链葫芦，设计
总起重能力可达 25,000 公斤。在门式起重机上方很远的地方，还有一个 ST 
环链葫芦用于直立和稳定船桅。

起重机用于从水中起吊游艇和各种尺寸的帆船，在广泛的技术变革的帮
助下起重机和起重机控制也被现代化改造到最先进的水平。

ST 60 环链葫芦悬挂在铰链上，从水中起吊不同尺寸的船舶，起重机在
负载时能够倾斜到最佳位置。两个环链葫芦安装在固定点处，另外两个葫芦
安装在可移动的小车上，使得吊钩之间的距离可根据船的长度而变化。负载
传感器、SMC 状态监测系统和 SCC 监控模块不仅监测每个环链葫芦的载荷
也保护起重机免受过载。安装的易于阅读的显示屏显示葫芦总负载。起重机
由遥控器控制，起重机控制箱中的控制元件也可以对起重机进行控制。四台
环链葫芦可以一起操作，可单独也可成对操作。

特点

 � 门式起重机配有四台额定起重 
量各为 6,3 吨的 ST 60 环链葫芦， 
其中两台葫芦可移动

 � 吊钩间距离可根据船的长度而变化
 � 根据船舶的不同尺寸灵活悬挂 

在铰链上
 � 载荷显示器
 � 负载传感器和总负载控制器
 � SMC 状态监测模块
 � 无线电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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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行业应用

在特殊环境中处理易受污染产品的行业对所用工作
设备以及起重机系统和环链葫芦提出了特殊的卫生和机
械要求。挑战与应用领域一样多种多样：用于清洁技术
的环链葫芦必须保护其不受强烈的水射流、腐蚀、大的
温度波动或侵蚀性蒸汽等因素的影响。在食品工业中，
特殊润滑剂不可缺少，磨损颗粒才可能不会进入食品
中。在洁净室使用时，室内空气不得受到污染——因此
起重机和葫芦既不能造成污染，也不能为微生物、病菌
或细菌提供滋生地。它们也必须是非常低磨损和安静运
作，并尽可能容易清洁各处。

基于 ST 环链葫芦的模块化系统，我们的工程师和 
技术人员可以针对特定任务开发通用解决方案。例如， 
ST 环链葫芦的标准部件可以通过特殊油漆和经食品批准
的可生物降解润滑剂或 IP66 防护等级的设计来适应食品
行业的许多要求。ST 环链葫芦可用于洁净室或医疗技术
中，使用不锈钢小车和链条、耐酸耐碱部件或小车下方
的滴水盘。超低净空小车和 STD 双钩环链葫芦适用于复
杂、需节省空间的解决方案，例如在冷藏室或大袋加药
系统中。ST 环链葫芦的所有部件也都有防爆版本，因此
即使是面粉、谷物或糖等危险品也可安全运输。

选配

 � 葫芦和控制 IP66 防护等级
 � 防冷凝加热器，防止腐蚀
 � 不锈钢组件
 � 耐酸、耐碱部件
 � 特殊油漆和润滑剂
 � 适用于恶劣环境，如铸造厂、 

混凝土厂和隧道施工
 � 滴水盘和托盘
 � 电子摆动阻尼器以降低磨损
 � 用于密闭空间的超低净空小车
 � 大袋版本 STD 双钩环链葫芦可选
 � 导链座导向平稳， 

无振动，同步升降负载
 � 防爆版本可选 

 
我们灵活的技术和工程师专 
业的知识为每个项目提供正 
确的解决方案。



1 在洁净室内安装了环链葫芦的专用起重机系统。葫芦下方的滴 
 水盘保护下方的生产区域免受可能的磨损颗粒的影响。 

2 配有低高度的端梁和独特设计的 STD 50 双钩葫芦的起重机在德 
 国最大的抛光厂之一里工作。 

3 通过耦合环链葫芦实现四点负载连接的同步起升。

2

1

3

机械耦合环链葫芦 
如果需要多个悬挂点来提升负载，则使用机械耦合环链葫芦–例如在车身结构中或 
使用框架结构来提升负载时。在这里，使用了三个、四个或更多带链条和冗余链传
动装置。单链负荷监测可选。

多种链条驱动 
ST 环链葫芦的链条除了标准的圆链外，还可以根据自行车原理提供滚子链或齿带传
动。如果环链葫芦不是被用作提升机，而是用作驱动装置，则可使用带有横向驱动
装置的设计。创新的 ST 环链葫芦的链条驱动也可设计不同的链条角度。为防止葫芦
过载，变速箱内置可调滑动离合器确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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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Ex 防爆环链葫芦

IECEx

STAHL CraneSystems 是国际知名的防爆专家和全 
球防爆技术的市场领导者之一。在受气体和粉尘爆炸危
害的区域，人员和机器的安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在这里，我们不作任何妥协。作为在该领域众多创新的
开发者，我们对起重机技术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几十年
的经验和专业技术，我们自己的基础研究和开发，从联
邦物理技术研究院 (PTB) 和许多国家的其他测试机构的
审批展现了我们的专业知识。STAHL CraneSystems 的吊
装技术在化工，石化和制药行业，食品加工业，供电，
造船，海上和天然气液化行业 (LNG) 是最安全的技术之
一。

特点

 � 国际的防爆技术专家
 � 是全球范围内 1 区、21 区和 22  

区范围最广泛的防爆环链葫芦之一
 � 基于 ST 环链葫芦
 � 设计符合 ATEX 和 IECEx, NEC, CEC, 

INMETRO 和 TC RU 质量认证标准
 � 所有设备均有防爆保护设计 

 
获取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stahlcranes.com。如您需要，
我们也很乐意将 «防爆产品» 的宣 
传册寄送给您。

ST Ex 防爆环链电动葫芦的方案无一例外是基于模 
块化的 ST 环链葫芦方案。防爆环链葫芦的所有部件都来
自我们的内部生产，从电机和制动器到控制和控制手柄。 
这确保了完整、高质量的防爆保护，得以让全球用户， 
起重机制造商和系统集成商信赖几十年。当然它们满足 
严格的 ATEX 指令和 IECEx 法规关于机械和电气防爆保护
的规定。

适用区域 分类 保护介质 防爆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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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 I, Div 2 – 气体 Class I, 1 区, AEx db eb IIC T4 Gb 
Class I, Division 2, Groups A, B, C, D, T4



ST Ex 环链葫芦可用在防爆 22 区域可提供 
六种规格的小车，起重量可达 6.3 吨。

ST Ex 环链葫芦可用
于防爆 1 区域 和 21 
区域 , 并有两种类型
的小车可选，起重
量可达 5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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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环链葫芦实践应用

所有国家的专家都能立即识别 STAHL CraneSystems 
的葫芦和起重机部件。ST 环链葫芦以多样化的种类和解
决方案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应用。经过持续的创新，以
及对最微小细节的精心设计与制造，ST 环链葫芦不断征
服新的应用领域。这证明了它的灵活性和成本效益远远
高于平均水平。STAHL CraneSystems 在各大洲都有分支
机构，销售和起重机制造合作伙伴。

2 3

1



4

1 ST 20 防爆环链葫芦，起重量 1,6 吨，在一家化工厂用于室外的维 
 修工作。此防爆环链葫芦窄小的结构尺寸确保整个起重机桥架的 
 充分利用。悬挂式起重机端梁行走机构的驱动也是防爆设计。 

2 各种型号的环链葫芦配合单梁悬挂起重机，用于荷兰的锯木厂。 

3 只有 210 毫米高：超低净空小车配合起重量为 5,000 kg 的 ST 50  
 环链葫芦使起升高度达到极致，应用在塑料铸造厂的车间内再合 
 适不过了。净空高度减少了 60 % 以上，同时增加了提升高度。 

4 两个 STD 双钩环链葫芦在四个同步操作的吊钩的帮助下保证了 
 重达 10 吨的长件货物运输时没有摇晃。 

5 德国一家化工厂使用一种特殊的起重机，带有降低高度的悬挂 
 式起重机端梁和一个单独改装的定制葫芦。定制葫芦是一个   
 STD 50 双钩环链葫芦，有两个同步的吊钩一个 ST 20 环链葫芦 
 作为一个辅助葫芦。 

6 在中国的一个汽车工业涂料厂，有 48 台非标环链葫芦在极高的 
 湿度下作业。

6

5



28 29 ST 环链葫芦实践应用ST 环链葫芦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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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1 配有低高度的端梁和独特设计的 STD 50 双钩葫芦的起重机用在 
 抛光线上工作。 

2 一个带 ST 05 环链葫芦的轻型起重机系统协助给赛车提供维修 
 及保养服务。 

3 ST 50 环链葫芦设计单链允许快速吊装负载能力高达 2,500 公斤。 
 它是以手推小车安装于墙壁上的悬臂起重机。 

4 大袋吊梁可被提升到顶部吊钩的位置，而不妨碍大袋边缘， 
 设计负载能力可达 3,200 kg。 

5 两台 ST 50 环链葫芦串联工作，起升整个车身并沿着组装线 
 运输。 

6 在英国，许多 ST 环链葫芦用于铁路的维护和更换。所有的葫 
 芦都装有特殊定制的吊具。通过集中控制以确保葫芦同步工作， 
 并通过齿轮限位开关控制断电，可靠地限制起升过程。 

7 一台带低净空小车的环链葫芦安装在单梁桥式起重机上。 
 用于将叉车蓄电池运送到充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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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

STAHL CraneSystems 关注质量以致力于最微小的细节。在我们的工程师
和专家的精心开发下，我们的产品以极高的性能和可靠性精心制造。这种高
水平的质量不仅适用于我们设计的产品，也适用于我们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
供的服务。

我们的全球销售团队与专业的起重机合作伙伴合作，为您提供行业领先
的服务和培训。当您购买 STAHL CraneSystems 完整的起重机系统或部件时，
您可向我们的合作伙伴寻求最佳的支持。无论您需要咨询、安装、系统测
试、维护、现代化、备件或培训，我们都将与我们的起重机合作伙伴一道，
在全球任何地方为您提供最及时的专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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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