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性能高性能

精密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精密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加速扭矩： 

50 _ 7500 Nm 

低齿隙： 

3 - 6 arcmin

超高的扭转和侧倾刚度

紧凑的安装空间

输入端 FKM 密封,

无冷却连续运转

先进的传动技术

低转动惯量

易于连接任何伺服电机

效率：

2 级 ≥ 95 %

3 级 ≥ 92 %

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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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高性能高性能

精密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精密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加速扭矩：180 - 7500 Nm

低齿隙：3.5  - 4.5 arcmin

超高的扭转和侧倾刚度 

输入端 FKM 密封 

带夹紧联轴器的 EasyAdapt® 电机适配器

-  传导功能便于安装

-  铝轻质结构

-  结构长度短

-  高扭转刚度

-  可选夹紧装置，提高安全性

-  可选双密封

无冷却连续运转

先进的传动技术

低转动惯量

静音运转

效率：

3 级 ≥ 93 %

4 级 ≥ 92 %

www.stoeber.cn www.stober.com



直角直角
行星齿轮减速器行星齿轮减速器

目录目录 

ServoFit®                                              PHK3
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ServoFit®                                           PHK17 
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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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角直角
行星齿轮减速器行星齿轮减速器

目录目录 

型号标识                                              PHK4

安装位置                                              PHK5

轴系/箱体设计                                      PHK6
PH 输出端 

选型数据：        PHK7
ServoFit® PHKX 
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尺寸图：       PHK13
ServoFit® PHKX 
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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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标识型号标识

减速器类型
 -  行星齿轮减速器

行星齿轮减速器规格

生产代号

PH 齿轮箱齿轮级数
 -  1 级    

 -  2 级

PH 齿轮箱结构 
 -  法兰轴

PH 齿轮箱传动比   i x 10  

直角齿轮输入
        -  1 级直角齿轮箱

KX 齿轮箱传动比 i x 10

电机适配器
 -  带有 FlexiAdapt® 联轴器
            的电机适配器

 按需定制（需要客户的电机尺寸图！
还请参阅电机输出图与 PHK15 页的电机
连接图，并注意最大尺寸）。

订货数据依照以上型号标识。

更多订货细节： 
-  安装位置? 
-  关于输出端径向密封材料，是使用 FKM 抑或
   NBR？ 
建议: FKM 适用于运转时间 ≥ 60%

-  如果是水平安装，输出轴的回转运行是否在
   ±20 到 ±90 度之间？ 
  （也可参见 A12 页）

警告！警告！为确保达到标定的扭矩，齿轮箱装配为确保达到标定的扭矩，齿轮箱装配
到机械上的螺栓必须是到机械上的螺栓必须是 12.9 级。  

    

联轴器联轴器 图：电机输出端图：电机输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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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位置安装位置

减速器减速器润滑油的类型和填充量在其铭牌

上有所标定。润滑油的填充水平以及减速器

的结构方式取决于安装位置。

因此，任何减速器的修改只有咨询斯德因此，任何减速器的修改只有咨询斯德

博之后才能允许进行博之后才能允许进行。

关于油的等级和数量，请访问我们的网

站，可得到更详细的资料（ID 44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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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系 /  箱体设计
     输出轴

轴系设计轴系设计

法兰轴法兰轴

警告！警告！为确保达到标定的扭矩，齿轮箱装为确保达到标定的扭矩，齿轮箱装

配到机械上的螺栓必须是配到机械上的螺栓必须是 12.9 级。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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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型数据：选型数据：

直角直角
行星齿轮减速器行星齿轮减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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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型数据：选型数据：

直角直角
行星齿轮减速器行星齿轮减速器

       
       减速器传动比
       精确的数学传动比 
       最大输入转速
                  连续运转
                 （参阅 PHK5 页：安装位置）
                  间歇运转
      （ 环境温度 20℃，还请参阅 A10/A11 页）
       质量惯性矩（针对输入端）
       重量 
       齿隙 
       齿轮箱刚度
      （针对 M2N 时的输出端）
       最大噪音水平（n1 = 2000 rpm）
       额定扭矩 1）

       最大容许加速扭矩
       紧急制动扭矩
      （1000 次负载变化）
 

请注意请注意 A10/A11 页的运转系数页的运转系数！ 

1）所列数值适用于输入转速 n1=1500 rpm。 

产品构成的容许扭矩 M2N 和所容许的转速 n1MAXDB

不考虑最大热容量。 

符号：符号：

DB

Z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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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请注意 PHK8 页的符号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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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请注意 PHK8 页的符号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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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请注意 PHK8 页的符号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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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请注意 PHK8 页的符号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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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图：尺寸图：

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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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连接见 PHK15 页

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www.stoeber.cn www.stober.com



更多的电机连接尺寸可按需定制

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电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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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角直角
行星齿轮减速器行星齿轮减速器

目录目录 

型号标识      PHK18

安装位置      PHK19

轴系/箱体设计       PHK20
PH 输出端

选型数据：      PHK21
ServoFit® PHK 
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尺寸图：      PHK37
ServoFit® PHK 
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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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标识型号标识

减速器类型
 -  行星齿轮减速器

行星齿轮减速器规格

生产代号

PH 齿轮箱齿轮级数
 -  1 级   

PH 齿轮箱结构 
 -  法兰轴

PH 齿轮箱传动比  i x 10

直角齿轮输入
        -  2 级螺旋伞齿轮减速箱
           请在您的订单中注明安装面
          （第 3 面或第 4 面）

K齿轮箱传动比 i x 10

电机适配器
 -  带有 EasyAdapt® 联轴器
               的电机适配器
按需定制（需要客户的电机尺寸图！

还请参阅电机输出图与 PHK39 页的电机连接
图，并注意最大尺寸）。  
 -  带制动的电机适配器 
  （可选）（见手册 ID 441904）

订货数据依照以上型号标识。

更多订货细节： 
-  安装位置？  
-  关于输出端，是位于第 3 面抑或第 4 面？
-  关于输出端径向密封材料，是使用 FKM 抑或

 NBR？
 建议: FKM 适用于运转时间 ≥ 60% 

-  如果是水平安装，输出轴的回转运行是否在
   ±20 到 ±90 度之间？ 
  （也可参见 A12 页）

警告！警告！为确保达到标定的扭矩，齿轮箱装配为确保达到标定的扭矩，齿轮箱装配
到机械上的螺栓必须是到机械上的螺栓必须是 12.9 级。  

    

联轴器联轴器 图：电机输出端图：电机输出端

www.stoeber.cn www.stober.com



安装位置安装位置

减速器减速器润滑油的类型和填充量在其铭牌

上有所标定。润滑油的填充水平以及减速器

的结构方式取决于安装位置。

因此，任何减速器的修改只有咨询斯德因此，任何减速器的修改只有咨询斯德

博之后才能允许进行博之后才能允许进行。

关于油的等级和数量，请访问我们的网

站，可得到更详细的资料（ID 441871）。

安装

在第 4 面 在第 3 面

在第 4 面 在第 3 面

www.stoeber.cn www.stober.com



轴系 /  箱体设计轴系 /  箱体设计
     输出轴     输出轴

警告！警告！为确保达到标定的扭矩，齿轮箱装为确保达到标定的扭矩，齿轮箱装
配到机械上的螺栓必须是配到机械上的螺栓必须是 12.9 级。

法兰轴法兰轴

轴系设计轴系设计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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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型数据：选型数据：

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www.stoeber.cn www.stober.com



       
       减速器传动比
       精确的数学传动比 
       最大输入转速
      连续运转 - 齿轮箱和电机都水
                     平连接（EL1, EL2）
                     连续运转 - 齿轮箱或电机竖直
                     连接（EL3, EL4, EL5, EL6）
      间歇运转
      （环境温度 20℃，还请参阅 A10/A11 页）
       质量惯性矩（针对输入端）
       重量 
       齿隙 
       齿轮箱刚度 
      （针对 M2N 时的输出端）
       额定扭矩 1）

       最大容许加速扭矩
       紧急制动扭矩
      （1000 次负载变化）
 

请注意请注意 A10/A11 页的运转系数页的运转系数！ 

1）所列数值适用于输入转速 n1=1500 rpm。 

产品构成的容许扭矩 M2N 和所容许的转速 n1MAXDB

不考虑最大热容量。 

符号：符号：

DBH

DBV

ZB

选型数据：选型数据：

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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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请注意 PHK22 页的符号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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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请注意 PHK22 页的符号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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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请注意 PHK22 页的符号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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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请注意 PHK22 页的符号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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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请注意 PHK22 页的符号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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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请注意 PHK22 页的符号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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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请注意 PHK22 页的符号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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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请注意 PHK22 页的符号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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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请注意 PHK22 页的符号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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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请注意 PHK22 页的符号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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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请注意 PHK22 页的符号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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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请注意 PHK22 页的符号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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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请注意 PHK22 页的符号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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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图：尺寸图：

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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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齿轮箱安装在第 3 面

电机连接见 PHK39 页

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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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直角行星齿轮减速器 电机连接

行星齿轮箱安装在第 3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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