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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梁轨道 KBK-S
额定载荷才25 - 1000 公汗

易使用的KBK-S型号的单梁轨道有很大的操作半径。

囱子手推小车自动定位到最佳的提升位置，因此可

减少负载摇晃现象的出现。

三维的设计和较低的自重为在工厂提升作业提供了

人机控制的解决方案。

KBK-S 技术参数

KBK-M 技术参数

KBK- M I 最大可调
轨道 l 节高度

(mm) 

250 

" I 400 

.， ~ 

y甘

J 额定载街 (kg)

轨道

250 

跨距|附 4,6 2.75 

主梁长度l附 5.0 3.0 

F警距 IKT 7.45 6.0 3.5 

11 主梁长度IHT 80 6.5 4.0 

单轨轨道 KBK-M

此单轨轨道适用于我们所奇的起重设备，为提升和

移动负载提供通用型解决方案。标准的连接件和紧

固件确保组装便利。

模块化的设计能够在生产条件转变时更改，简单又

快速地完成任务。

负载 (kg)

125 I 250 I 500 I 1000 

4.1 I 2.5 I I 
轨道空中闹距

I 8.0 I 5.4 I 3.2 

贮￡

c:三

双梁轨道 KBK-D
额定载荷 125 - 2000 公斤

KBK-D双梁轨道拥离重型负载的能力，广泛适

用于重物的起重。

葫芦的位置在两根主梁戳画之间，以确保提升

空间最大的使用率。

KBK-D 技术参数

KBK-D 

轨道

跨!1éh<T

主梁长度IHT

11 E号距!盯

11 主梁长度IHT

单梁和双梁轨道都适用于

天花板结构或愚空支撑空

间。

一个扩展的应用就是把现

苟的机架结梅作为主鼻梁悬

架轨道的支撑。

这种应用不仅比悬空结梅

更经济，而且在没有现有

屋顶结构的条件下也能使

用起重系统。

125 250 

6.2 5.0 

9.0 6.0 

负重量 (kg)

500 

3 .1 

4.0 

8.5 

9.0 

酬亘震怒美山lDl门.灿ns 韧料搬运解决方案 MateriaLH遭遇

1000 I 2000 I 

6.0 

6.5 3.5 

且

幅'



M&R 迈.锐

提高物料搬运行业标准20茸

迈德锐为市场提供了陋的创新轻量辑，缸携式平日安全的起草坡备。

所有严晶的设计完美体现了低成本所带来的高价值，真再通用性、规范性、模块化的优势。

优异的严晶遍布欧洲、亚洲、美洲、澳大利亚、中东及其白地区。
我们]不断地提高产昂的质量和服务，以确保保持在市场的最前沿。

所高产昂经过严恪的测试并验证合格后才推广。
所有严晶严格执行中国、德国、欧洲等标准。

迈德锐 轻载起重机系统
额定载荷可达 2000 公斤、跨距可达 10 米的经济有效的解决方案 !

迈罐罐轻载起重机系统为传统的悬挂起重系统提供符合人体工程学以及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尤其是那些对于高度和

空间都曼限的应用中。

题德锐慢块化的设计 ， 可以在大量的实际应用中实现多功能多样化且安全可靠的悬挂输送方案。
坚固耐用的设计能力以R高标准的制造要求确保了超长使用寿命以及低维护次数。

我们的产晶系列包含:滑动门系统、悬挂输送系统、电缆悬吊系统、防坠落制动系统以R轻载起重机系统。

产晶特性

· 最大负载200的斗斤

. 跨度级大可达1 防长

· 模块化的设计具有可扩展性

. 具有成本效益

· 采用各种支撑架便于安装

· 多样化安装方式

4 

· 与将来的或者现有的悬挂输送系统具有连通性

· 伸缩臂式起重机

· 手动或电动运行

· 地面自立式或天花悬挂式起重机系统

. 产晶部件可以镀金或镀银

l 吻栅运解决方案 Materi al 叫歪理

1. 带线缆终端央的
来端止挡

2. 带销子的主梁清车

3. 电缆清车

4. 轨道来端止挡

5 悬吊存储区
可以延长某-个型轨的
长度以达到悬吊存储的
作用。这种方式不会影
响到起重机的有效运行
范围。

6. 带轨道接头的型轨小$.

4IIÞ 



[ 目叫甲车←产甲特性 10 [:) jlt4~J 1 0[:)jE]酬 剧性轨道系统一 自立式起重机 | 
轻载起重机技术参数
我们的三种尺寸规格的轨道能够适用于各种负载起重量 最大负载可达2000公斤。

UPMAX轨道的斜面设计很好地确保了轨道内清车的直线型并且减少了轨道内灰尘的累积。这样就确保了清车能够在轨道内顺畅

地运行，并旦延长了轨道的使用寿命。

操作 UPMAX轻型起重机时 ， 仅需要负载起重量1-4%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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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编号

11 

111 

额定银荷 轨道

(kg) 编号

I-N 
250 

I-H 

500 I 

1000 

2000 

尺寸

h b d s 
(mm) (mm) (mm) (mm) 

60.00 65.00 18.00 3.60 

75.00 8000 22.00 4.50 

110.00 90.00 25.00 6.50 

1200 600 1200 

1200 600 1200 

1800 1200 600 1200 

蒜「
600 1200 

1200 600 1200 

9000 1200 600 1200 

8000 1200 600 1200 

自立式起重机主要应用于顶部无法进行吊装的情况下。通常情况下为了达到较大的跨距 ， 主梁-般采用加强型轨道 ， 而型轨通

常采用普通轨道并直接固定在顶部相平行的工字钢梁上。

采用精架式轨道的自立式起重机

采用精架式轨道可以增加支撑吊点间距 ， 因此不需要安装型轨顶部相平行的工字钢。这种情况下安装也简便了很多 ， 节约了

安装时间。

脚院医菜为案帕拉;J叫门;UJ门卢luli…s 吻料搬运解决方案 Materi al 阳!II噩噩噩l



: 阳ß主轨道系统一愚娃式起重机 锦 刚性轨道系统一 事主架起重机 l 
采用普通轨道的悬挂式起重机

悬援式起重机主要应用于地面空间受限的情况下。 由于起重机直接悬挂于顶部、地面上不需要主柱 ， 因此地面工作区域可以

用作其它用途。 然而 a 悬挂式起重机嚣要合适的顶部支撑结构。当顶部用点|司距较小时 ， 可以采用将普通型轨轨道直接吊装

在工字钢下的方式。

采用精架式轨道的悬挂式起重机

当顶部吊装钢结构曼限时 可采用精架式轨道以便减少吊点的数量。

多主梁起重机

当需要有多个操作人员在同一区域同时工作时 . 可以采用多主梁起重机。我们通常可以采用多种形式的缓冲区域防止起重机

主梁之间相互干涉。 通过这种方式也可以实现用小规格的型轨承载多个主梁。比如 用500公斤承载能力的型轨可以同时承载

两组500公斤承载的主梁。 当然 ， 为了防止型轨上的负载超载 ， 我们需要采用缓冲区域保持主梁之间的间距。

采用轨道末端止挡作为缓冲区域

采用隔离杆作为缓冲区域

移动式缓冲区域

圆圈在方案灿怡l!IIl才and ling Solutions 叫运时案 Material叫1噩噩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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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臂起重机

采用我们的封闭轨道 ， 我们为客户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悬臂起重机，包括墙面支撑和立柱支撑形式。我们标准的悬臂起重机

最大承重达 1000 公斤，旋转角度为 180度。我们整套的悬臂起重机包含悬挂负载的葫芦小车和相应的电缆清车。

我们封闭轨道的独特设计使得客户操作悬管起重机时极莫简便 ， 操作负载时所察的拉力非常小。这些对于悬臂起重机的人机工

程学以R对操作人员的负荷来说 ， 都是非掌重要的。

伸缩式单轨系统和起重机

如果需要轻型起重机的有效覆盖区域超过英支撑结构的范围时 ， 可采用伸缩式主梁。伸缩式起重机通常应用在集装箱

或者卡车上，有时候也应用在汽车行业的工具潜轨。

轨道长度 L

m 

343434 

悬臂起重机技术参数

轨道高度 H

m 
领定毅荷

kg 

125 

250 

H 

L 

-
‘
VEE-EE

,

.
EEE--A

·· 

os
--
'I
s· 

-

500 

1000 

111 

500 

1300 

11 

250 

1300 

125 

1300 

轨道编号

P最大值 (kg)

A愚大值 (mm)

丽黯酶美 阳伯1m叫

A最大值

L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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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梁轨道 KBK-S
额定载荷才25 - 1000 公汗

易使用的KBK-S型号的单梁轨道有很大的操作半径。

由于手推小车自动定位到最佳的提升位置，因此可

减少负载摇晃现象的出现。

三维的设计和较低的自重为在工厂提升作业提供了

人机控制的解决方案。

KBK-S 技术参数

KBK-M 技术参数

KBK- M I 最大可调
轨道 ! 节ai度

(mm) 

250 

" I 400 

., f' 

y甘

单轨轨道 KBK-M

此主要轨轨道适用于我的所奇的起重设备，为提升平日

移动负载提供通用型解决方案。标准的连接件和紧

固件确保组装便利。

模块化的设计能够在生产条件转变时更改，简单又

快速地完成任务。

负载 (kg)

125 I 250 I 500 I 1000 

4.1 I 2.5 I I 
轨道空中间距

I 8.0 I 5.4 I 3.2 

金主

c:三

l 领定载荷 (kg)

轨道

250 

跨距|附 4,6 2.75 

主梁长度IHl 5.0 3.0 

F警距 IKT 7.45 6.0 3.5 

11 主梁长度IHT 80 6.5 4.0 

酬罩酣醒军践卖 II阶阳-白剖a剖i怡阳阳M盹e臼町时盹r付伯.才妇川1恼a

双梁轨道 KBK-D
额定载荷 125 - 2000 公斤

KBK-D双梁轨道拥再重型负载的能力，广泛适

用于重物的起重。

葫芦的位置在两根主梁戳面之间，以确保提升

空间最大的使用率。

KBK-D 技术参数

KBK-D 
轨道

跨!1éh<T

主梁长度l阳

" E号距!盯

" 主梁长度IHT

单梁和双梁轨道都适用于

天花极结构或愚空支撑空

间。

一个扩展的应用就是把现

苟的机架结梅作为主鼻梁悬

架轨道的支撑。

这种应用不仅比悬空结梅

更经济，而且在没苟现有

屋顶结构的条件下也能使

用起重系统。

125 250 

6.2 5.0 

9.0 6.0 

负载 (kg)

50ill 1000 I 2000 I 
3 .1 

4.0 

8.5 6.0 3.0 

9.0 6.5 3 .5 

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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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挂电缆系统

UPMAX悬挂电缆系统装备包括安装电力供应的所有必需部件。

产品特性

• PVC扁平电缆规格是4 x 2.5 mm2， 适用于所有功耗

低于25A的电葫芦

· 灌输和轴套囱滚动球轴承连接

· 叫L、轨道支撑架和轨道连续头都通过镀铮保护

内部不被腐蚀

产品选项

· 装配部件包含支撑臂和连接横梁、纵梁的夹片

• 
单元件的数量取决于轨道长度

电IlíliJ、李 拖车

' 

产品~项 : 装配部件包含支撑臂

和连接横梁、纵梁的夹片。

来幡凉爽

毒h道这E量头

h、
h、

Ci1l 

扁平电磁

电h通支集

直在夹

理k誓旦

牵引豁

特殊应用 ， 如环形运行或者电缆小车鲁吉要 ，

我们可提供回电缆。

孰遁ìl燎头 C孰

500mm 

支撑霄 C孰

概述

绝缘清线 U15a U25a U35 都是单袍的 ， 绝缘导体轨道

可用于起重机(如行车、装载桥架等)、单轨系统、 AS/RS
系统、升降系统、滑动门、数据信号转换、娱乐骑行设

施、高压电装配、导体轨道沟槽系统等等 ， 供给电流消

耗在10A到1250A之|诩

绝缘滑线 U15a U25巳U35是拨当今国际安全要求设计 ，

宫完全符合VDEO丁 00 ，手指保护符合VDE 0470第一部分

(EN 60 529) ， 防护等级 IP 23 (串装)。

集电器只有在完全装进滑线时才对意外接触起保护作用。

清线安装自才会与手发生接触，因此需要对操作人员进行

特殊的保护来防止他们与正脱离滑线的集电器发生意外

接触(例如锁定或切断电源)。

仅适用于电E高于25V交流或60V亘流的情况。

包裹各种导线的外护翠是优良的绝缘体 ， 因

此我们的单级组合式浩触线保证了操作中的

最大安全性。

任何数量的导线可以在最小的空间要求下并

排紧邻地安装在-起。

U15a U25的标准滑线长。长 ， 而U35贝1)) .25米长.也可订

购短一些的滑线 ， 地线由国际代码颜色黄色识别。 出于

安全原因考虑 ， 将线和地线集电器不能互换。

捆黯黯器装 M即国I Handling Solutions 附斗脂运解决方案 Maleri a' .drla垂直

接头

快速安装的接头为导线提供了机械和电气的连续性。 官包

括绝缘保护的塑料外壳。

在温度波动大的情况下必须安装膨胀段 ， 适用于U15滑线

系统长度大于100m时(U25/35为150mB才)。

详见安装说明。

供电接头

供电接头是适宜安装在清线接头处，并为电源的连续提供

了单芯电缆。

端帽

清线的来端自端帽封闭。

导向喇叭口和导向端帽

如设备含转台、 道岔，可提供导向喇叭口及导同端帽。

分段组件

导线分段组{牛可用于控制线路分段 ， 供电段、维修区域等。

弯弧段

工厂或是施工现场可以制作垂直或水平的圆弧。

集电器

根据不同的应用 ， 提供单集电器及双集电器。

样本中提供的持续电流参数 ， 仅适用于集电器用于塑壳铜

导线的常规应用。

当集电器用于铝基不锈钢的清触线时 ， 若其供电端处于静

止状态或才以低于10m/min的速度行驶 ， 此时集电器的最

大持续电流仅允许为原设计的50% 。

若集电器电缆的电流承载量与迫流保护设计不符 . 则电缆

长度不超过3m。请釜阅VDE 0100 ~30部分。

EN 60204-32于集电器-并提供的连接电缆(H07 RN-F)的设

计电流与集电器的额定电流匹配。若有不罔的连接方式 ，

t育参照VDE 0299的规定考虑电压降的因豪。

安全注意

必须遵守清线及集电器的安装规定 ， 保证设备的固定R活

动部件|泻的安全距离不能小于0.5m!

剖面图 ru号 额1童电压 持续电流负载

H U15 690V 100A 

日 U25 1000V 450A 

日
U35 1000V 1250A 

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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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立式轻载系统

地面基础的要求:

· 最低150/250mm 厚度 C30 级别的混凝土地基

(C30 =最{Ef 30Mpa/mm2) 

· 或者钢筋混凝土预埋

· 吉需要化学药剂螺栓固定

轨道连接件的安装:

· 当两段轨道需要连接时， 我们使用轨道连接件;

. 在连接件的3个方向有12个紧固螺栓;

· 每个螺栓的作用是使两段轨道的接口达到完全紧密的和无缝的连接;

· 连接4平安装正确与否将直接影响行轨小车在轨道中是否运行JU页畅-一正确安装将保证无噪音&润滑

自立式轻载系统

的结构安装:

· 立柱、行轨的中心距离 A=Aã B=B 

立柱中心距离必须保持一致

允许公差: +1-1mm 

· 轨道下开口距地面距离 C=C

轨道下开 口距地面距禽必须保持一致

允许公差: +1-1mm 
(安装前必须测量并保证地面平整)

· 螺杆螺帽必须紧圄

螺帽必须保持一致高度(嫁杆高出3-4牙)

· 螺帽必须使用防松螺帽

L
E z--, 
」

恤"町'他'偏·协霄'冒冒

~ ~]~ 

行轨的安装:

. 两个轨道的连接位董必须保证距离最近的立柱中心点不超过1 .200mm

. 两个轨道的平行度以及水平度决定了整个系统运行是否流畅

载荷(吊钩)覆盖范围:

载荷范围=吊钩(葫芦)覆盖范围
. 行轨

电缆小车/止挡/电缆终端止夹/行轨小车将减小载荷覆盖范围;

当行轨长度超过20m， 我们建议使用滑触线供电方式:

· 主梁

电缆小车/止挡/电缆终端止夹/主梁小车将减小彩盒覆盖范围;

结构覆盖范围丰毅荷范围

行轨小车(端梁)的安装:

·行轨小车 A 和B 必须区别对待

· 当小车 A 与主梁轨道紧留连接时 ， 小车 8 就不能紧回连接

· 当使用滑触线供电时， 靠近滑触线-端的小车必须是紧圄连接而另-端的小车是自 由的(由于清触线的集电器需要)

结构中的所有螺栓

必须紧固:
· 钢结构的所有螺栓必须紧固;

. 推荐使用力矩扳手;

. 螺栓的力矩必须遵循最低紧固为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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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栓宣径(mm)

M12 

M16 

M20 

Torque 

68N袋M

130N食M

204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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