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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电缆选择总是必须的

所有商品一站式服务

7*24 小时的工作，在诸如散料输送的恶劣环境 

磁滞式电缆卷盘
可靠的磁力耦合器解决方案

无论何处，只要有人员和物

资的移动，你就会发现康稳 

Conductix-Wampfler 设 计 和 制 造

的电 缆 卷盘。如果你需要控制

至关重要的动力电缆、控制电

缆、水缆或气缆，磁滞式电动

卷盘都将是你的正确选择。

对于低压以及高压电缆和水

（气）缆的收放控制，康稳 

Conductix-Wampfler 磁滞式电缆卷

盘可适应各类极端恶劣的应用

环境。

在散料码头、钢厂、剧院 、 污

水处理厂以及矿山，我们的磁滞

式卷盘可靠地应对各类需求，

尤其是恶劣环境的需求。

卷盘可以在现场迅速安装，而且

将来的定期巡检简便迅捷。在

卷盘的整个使用寿命周期内，

磁滞式电缆卷盘的维护费用是

最低的。

康稳 Conductix-Wampfler 可以提

供全套的打包服务。除了提供

电缆卷盘产品，康稳 Conductix-

Wampfler 还可以提供优质的项目

咨询服务，整套的系统工程服

务，帮助正确选择电缆，以及

全系列的电缆卷盘附件供应。 

整个项目的物流管理和现场安

装调试指导也是我们可以提供

的重要服务内容。  

这样一来，动力以及数据信号

就可以安全、可靠地传递到你

无论何处的设备之上。 

康稳 Conductix-Wampfler 可以利用

我们的全球销售网络提供售前

和售后服务。我们在全球范围

内支持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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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滞耦合器

康稳 Conductix-Wampfler 磁滞耦合器的优势

•  优化设计从而使磁钢的磁滞现象 (hysteresis) 最大

化，其好处为： 

• 高效率而低能耗 

• 平稳的恒扭矩,从而保证长久的电缆使用寿命 

•  非接触式：意味着、无摩擦、无润滑、无需护 

在电源断电时电缆可以依旧保持一段时间的张

力，从而保证主机断电后电缆不被拉断、不垮缆 

•  所选用材料均考虑经久耐用的坚实材料，特别适

合恶劣环境 

•  康稳 Conductix-Wampfler 磁滞耦合器是市面上最可

靠的磁滞耦合器（我们是磁滞式电缆卷盘的发明

者以及专利持有者）

对于恶劣环境的考虑

•  康稳 Conductix-Wampfler 磁滞式电缆卷盘为全密

封设计，防护等级IP66，防尘防水 

• 可在任何角度使用 

• 适用于海边环境，无惧海浪冲刷 

• 适用于防爆环境（ATEX22 区）

• 使用环境温度范围为 -40°C 至+70°C

设计 

每个康稳 Conductix-Wampfler 磁滞

耦合器都由精心配对的材料组

装而成。 感应盘的材料为一种

特殊的硬化磁钢加工而成。

感应盘的特殊设计使得康

稳 Conductix-Wampfler 的磁滞耦合

器能够最大程度地提高产生力

矩，并降低能量的损耗。  

永磁盘的材料为具有高强度磁

性的TiCoNAI磁铁,永磁盘有着交

变磁极。康稳 Conductix-Wampfler 

永磁盘的极高居里点(Curie Point) 

使得高速和高温的连续运转也

没有任何问题。  

 

壳体支撑感应盘和永磁盘。加

大尺寸设计的散热筋使得即使

在高温环境下使用也能保证优

秀的可靠性。磁耦用螺钉就可

以轻松调整扭矩，完美匹配现

场使用工况。  

高质量的轴承可以保证两个磁

盘之间极细微的空气间隙，从

而保证磁滞耦合器长寿命、无

摩擦、高阻尼（节能）地运转。

恒扭矩的产生永磁盘磁化感应

盘，从而产生一个磁极交变的

磁畴环。旋转的磁场拉动环绕

感应盘的磁畴环。磁畴的运动

被磁滞效应(material hysteresis)所

限制，磁畴好比流体在运动。 

这种非接触式的交互作用产生了

一种在宽广速度差范围内也非常

稳定的扭矩，输入和输出速度差

范围从 300rpm 到 3000rpm。相

对于市面上的力矩电机式、液

力式、摩擦片式、以及竞争对

手的磁滞式电动卷盘，这是康

稳 Conductix-Wampfler 磁滞式电动

卷盘的一种难以逾越的优势 。

感应盘 

磁滞耦合器是一个利用磁场而非机械联接来传递扭矩的元件。这

种非接触式力矩传递方式拥有诸多优点，从而使其成为完美的电

缆卷取方式。

永磁盘



康稳 Conductix-Wampfler 磁滞式电缆卷盘

5

工作原理 

• 卷缆

感应盘以电机速度旋转，永磁

盘被磁力所驱动，带动卷盘旋

转，匹配主机速度卷取电缆。

• 放缆  

感应盘仍然按照电机输出的旋

转方向旋转，连接电缆卷盘的

永磁盘则反方向旋转。 

电机永远单向旋转，无论卷盘

方向为何旋向。 

• 断电 

当主机断电停车时，由于惯

性，磁耦内依然还有一段时间

的磁场，磁场产生的扭矩，可

以保证电缆一段时间的张力，

电缆可以以一定张力跟随主机

的惯性移动，从而避

免因主机与电缆不同

步而拉断电缆的现

象。  

主机停车时，由于单向轴承的

作用，感应盘无法回转，而磁

轴耦合器内部还有一定磁场，

产生张力，两者都可以保证电

缆不会垮缆。

注意，如果反向力过大，大于

磁滞耦合器内部设定力矩，电

缆卷盘是可以反转的。这个功

能可以保证在事故状态下（如

大风吹跑港机），电缆也不会

被拉断。 

 

 

力矩设定 

磁滞耦合器的输出扭矩取决于

感应盘和永磁盘之间的气隙间

隔。气隙越小扭矩越大；气隙

越大扭矩越小。

气隙是工厂出厂前根据工况条

件计算后预调好。不过，在现

场还可以根据行走速度、电缆

（或者水缆）参数进行微调，

微调的操作也很简单。

输入端
电机端

永磁盘

自由轴承
（单向轴承）

感应盘

输出端
卷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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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装配设计 

模块化、紧凑型设计： 

减少的零部件品种使得后期维护变

得简单。

可靠的磁滞耦合器：

非接触式的简单部件，无磨损、

无需润滑 

采用标准电机 

高效率零件、低转动惯量

(盘体特殊设计)

磁滞耦合器还扮演着一个力矩限制

器 的角色：

从而保护周边工作人员、电缆及相

关 设备。

电机

磁滞耦合器

辅助减速箱

二级减速箱

主减速箱

盘体

滑环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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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单元

主减速箱 

作为卷盘首要部位，主减速

箱承担来自于盘体、驱动单

元、滑环箱的所有动态和静

态载荷。它的规格大小直接

与卷盘的尺寸相关联。 

• 驱动头与盘体的旋转中轴

线呈径向安装 

• 根据选型要求，主减速箱

可以安装一个到七个磁滞

耦合器 

• 滑环箱通常安装于盘体的

对面，以利于接线和维护

保养 

二级减速箱及辅助减速箱

二级减速箱及辅助减速箱的

功用是搭配减速比和匹配所

需要的卷盘输出扭矩 

康稳 Conductix-Wampfler 减速箱

的润滑脂使用寿命长达  5  年

或 15000 作小时 

磁滞耦合器单元 

该单元包含一个磁滞耦合

器，一个电机以及单向轴承

（也称作自由轴承） 

• 无论主机的行走速度是多

少，电机依其铭牌速度运

行 

• 磁滞耦合器由电机恒速驱

动

• 根据磁滞耦合器的大小规

格，共有三档电机与其匹

配，即 0.37 kW - 0.75 kW - 1.5 

kW (@ 1,500 rpm)

• 最常用的电机是三相交流

电机，防护等级  IP 55、绝

缘等级  F  级，接口尺寸响

应 IEC 或者 NEMA 标准

• 其他类型的电机或马达可

以根据诸如以下要求予以 

特别  提供：电压、频率、

防护等级、气动马达、液

压马达…… 

单向轴承 

单向轴承（也称作自由轴承）的作用是防止电缆卷盘停机后，电缆

由于自身重力的原因而发生垮缆现象。不过，当拉力足够大到超过

磁轴耦合器力矩时，单向轴承是允许反转的。 

该部件起到一个安全制动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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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
减速箱 

辅助减
速箱

磁滞
耦合器

主减速箱

 W100

 W63

 A3X

 BNA700

 BNA50

 BNA40

 BNA30

 BNA20

 BNA10

 W80

10

 9

 7

 6 | 8

1 |2 |3 |4 |5 VN

HMK

0.63 | 1.25 
2 | 3.2

HMK

0.63 | 1.25 
2 | 3.2 | 5

W

CN

D

11|22|33
44|55|66
77|88|99

11|22|33
44|55|66
77|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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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体

随机缠绕盘体形式特别适用

于卷绕中短程的电缆/水缆。  

在当卷缆时，电缆随机缠

绕，没有任何导缆装置。

• 
随

机
缠

绕
盘

体

3-2-3 盘体形式是单螺旋缠绕

和随机缠绕盘体的组合体。

盘体的间距为3倍电缆直径，

电缆排列为多层缠绕。

该型式多用于空间位置受限

的场合。

• 
3-

2-
3 

盘
体

盘体是最重要的部件之一。

选择理想的盘体形式将优化

卷盘的表现，最大限度地延

长电缆的使用寿命。正确的

盘体能够增加维修保养的间

隔时间，减少因故障停机的

次数和可能。正确的卷轴 可

延长维护周期，避免停机 时

间。

康稳 Conductix-Wampfler 公司

可以根据客户的实际需要提

供实际最需合适要的盘体形

式，它们可能是标准的盘

体，也有可能是非标订制的

盘体。

双盘单螺旋缠绕盘体可

驱动两根相同的大横

截面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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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设计盘体 

根据客户要求，康稳  Conductix-

Wampfler  公司还可以生产特殊

型式的盘体如；

•  双卷盘并列型式 

•  辐条加宽型卷盘  

•  特殊材质的盘体，如不锈

钢盘体 

•  特殊保护要求或者特殊尺

寸的盘体 

•  针对恶劣环境设计的加强

型盘体

• 
特

殊
设

计
盘

体
 

单螺旋缠绕盘体

单螺旋缠绕盘体使电缆在同

一个平面卷绕，避免电缆扭

曲。它可以保证很长的电缆

使用寿命。 

单螺旋缠绕盘体使电缆接触

空气的面积最大，所以降温

效果最好。

最大的单螺旋缠绕盘体可以

缠绕长达 700 m 的电缆长

度。

• 
单

螺
旋

缠
绕

盘
体

 

水平缠绕卷筒 

水平缠绕卷筒一般用于电缆

长度大于 1000 m 的场合。

电缆可以单层、双层、最多

三层缠绕于卷筒上。  

电缆卷筒有配套的导缆装置

用于排列电缆 。

• 
水

平
缠

绕
绕

卷
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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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耦合器 (TFO)

康稳 Conductix-Wampfler 公司是最

早开发工业设备用光纤耦合器

的电缆卷盘生产商之一。带光

纤的电缆是长距离传输大数据

信号的理想选择。

- 光纤种类:  

单模光纤 (9/125) 

多模光纤 (50/125 和 62.5/125)

- 失真：

  单模光纤< 1.5 dB

  多模光纤< 1.0 dB

- 可匹配40、 80 或 120 圈，6、 

12、18 或 24 芯光纤

- 标准接头为 ST 型，根据客户

需要可提供  FC、SC 及其他型

式接头。

旋转接头

滑环体 

康稳 Conductix-Wampfler 公司有着

数十年的设计和制造滑环箱的

经验。

我们的滑环箱符 IEC、UL、NEMA 

以及 VDE 等国际标准。康稳 

Conductix-Wampfler 滑环箱根据以

下要求设计：

动力传输 

-   低压滑环，最大 690V, 1250A

-   高压滑环，最大36,000V, 

500A

-  100% 工作制

控制及数据传输

- 低压滑环，最大690V, 25A

- 控制和测量设备以及电脑、

声像和通讯设备的数据传输 

-  100% 工作制

混合搭配 

- 动力和控制滑环混搭

- 同一直径和不同直径混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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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缆、气缆旋转接头 

对于气体和流体的传输，卷

盘可以提供单通或多通的旋

转接头。 

- 可 配 套 管 螺 纹 尺 寸 : 
3/8" - 1/2" - 3/4" - 1" - 1 1/4" - 1 
1/2" - 2" - 2 1/2" - 3"

- 旋转接头的  Kanigen®  涂层 

(无电镀镍涂层)为标配。 

高压滑环箱的箱体 

有两种特殊设计的箱体供选

择： 

Eco 型（经济型）

-  304L 不锈钢材质

-  IP66

-  抗冷凝作用的加热电阻。 

-  Gore（戈尔）透气塞 

-  可拆卸无钻孔的电缆葛兰支撑

板 

Ergo 型（人体工程学型）

除具备所有 Eco 型特点之外,

还具有 :

- 顶盖采用铰链或气泵开合 

- 采用弹簧插销锁

-  两侧均有橡胶封边的观察窗 

(Lexan),防尘、防紫外线 可选设计：

- 捕获式互锁装置 

- 316L 不锈钢材质

- 根据客户电缆定制电缆葛兰。

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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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动力电缆、控制电缆以及光纤地
面接线箱

2   单向/双向导缆架，带过松、过紧
及位置传感器 

3  电缆导向漏斗及锚定鼓 

4   电缆导向支撑及电缆换向架     

5   限位开关 

6   带吸震弹簧的锁定钩

7   地面安装用双飞翼型锚定鼓 

8   防冷凝作用的加热器（示例中
无）   
 
可提供更多配件；详情请联络
我 们。 

康稳 Conductix-Wampfler 公司可提供

电缆卷盘 的全套附件…… 

附件

2

53 4

1

6 7

Trenchguard® 电缆保护装置

该装置包含：

 - 镀锌钢或不锈钢材质的电缆沟

 - 加固型橡胶带

 - 不锈钢安装结构件

 - 安于导缆架上的橡胶带抬升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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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稳 Conductix-Wampfler 公司服务

范围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客户

的需求

我们可以处理从开始的项目计

划到终身售后服务协议的所有事

务。为使整套系统的使用寿命最

长、安全性最高，建议您考虑我

们经验丰富的团队服务。

项目规划阶段，我们可以：

-  确定应用参数. 

-   选择最合适的电缆、水缆以及

电缆/水缆卷盘. 

-   根据您的需求、应用参数以及

环境因素优化整套系统.

预安装阶段，我们可以：

- 安装卷盘 

- 安装电缆，连接滑环箱 

- 预调整变频驱动单元的参数 

最终安装及检测阶段，我们可
以： 

- 确定所有需要增加的装置

-  基于我们丰富经验的人员 

完成最终安装及调试

- 评估最终的检测结果 

-  培训客户的现场作业人员 

日常维护保养

-  定期维护及巡检，延长使用寿

命，保证使用可靠性 

-  康稳  Conductix-Wampfler 公司的

服务承诺是“无忧服务、全包

服务！” 

定制化服务

康稳 Conductix-Wampfler 可为世界各
地的 客户提供从规划到预组装以

及现场 安装的全面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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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稳 Conductix-Wampfler 完整的解决方案 

您的需求 - 我来成就

磁滞式电缆卷盘仅仅是康稳公司的卓越产品之一，康稳  Conductix-Wampfler  公司可以提供最完整的用于动力、

数据、气液体传输的产品型谱。我们提供给您的所有方案都是基于您的特殊工况而设计。在许多情况，我们

可以给您提供多种康稳 Conductix-Wampfler 产品供选择，这也是我们的优势之一。康稳 Conductix-Wampfler 公司按

照行业特点建立销售和服务团队，与您的专业需求完美匹配。

悬臂拖令 

带有工具投送、信号传输功

能。这里，安全性和灵活性是

完成困难任务的关键词。

滑触线 

无论是封闭的多相安全滑触线

还是单根组合式的单极滑触线, 

康稳 Conductix-Wampfler 的 滑触

线都可以安全可靠地把人员和

物资送达目的地。

非绝缘刚体滑触线

非绝缘刚体滑触线极其结实，

我们的产品有铜头型和铝基不

锈钢表面型。对于恶劣工况，

如钢厂和船厂，它们是理想的

选择。 

电动卷盘/卷筒

无论动力、数据、通讯还是流

体的传输，无论是远还是近，

康稳  Conductix-Wampfler  的电动

卷盘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快

速安全地实现------在任何方向!

弹簧电缆及水缆卷筒

以其结实、高效能的设计以

及无懈可击的可靠性，康稳 

Conductix-Wampfler 的弹簧卷筒用

于各类机床、吊车和机车的动

力、信号以及流体的传输。 

拖令系统 

很难想象康稳 Conductix-Wampfler 

的拖令在某个工况我们没有型

号可供选择，事实上，在任何

需要拖令的工业领域，康稳都

有相应产品。康稳  Conductix-

Wampfler  拖令可靠、结实，可

以满足各类尺寸和设计要求。

自回型弹簧卷筒

我们多品种的自回型弹簧卷筒

帮助你卸下肩扛背驮的负荷，

提高生产率。 

感应式动力传输 IPT®

是一种非接触式的动力和数据

传输方式，适用于所有需要高

速以及绝对无磨损的任务。

滑环体

无论何时，当你需要通过环形

运动来传输动力和数据，康稳

的滑环体都可以保证您无瑕疵

地实现，这里每个物件都自由,

可靠地旋转。

输送机系统 

无论是手动、半自动还是电

动，都可以灵活实现，根据布

置和安装条件完全非标设计。

拖链

当用于传输动力、数据、气

体、液体时，拖链有着“各行

各业的支撑架”的别称。拖链

是许多工业领域的理想解决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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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Conductix-Wampfler 只有一个关键使命:  为您提

供动力和数 据传输系统，使您的设备 24/7/365

无忧运营! 

若要联络附近的销售办事处，请登陆： 

www.conductix.com/contact-search

www.conductix.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