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werclutches
液压/气压离合器

传斯罗伊船舶
应用系列产品

液压制动器
弹性联轴器
多泵驱动装置
液压/气压PTO取力器
混合动力和纯电动系统
调速型液力偶合器
限矩型液力偶合器

drive with us

传斯罗伊
位于意大利米兰的传斯罗伊（Transfluid）
公司成立于 1957 年，一直以来都是全球范
围内工业传动领域的标杆，并被竞争对手奉
为衡量自身成就的业界标准。
公司的核心产品包括液力偶合器、调速驱动
装置、制动器、离合器、联轴器和液压传动
设备。尖端高新技术的应用、仔细的原材料
选择、精心的组装都是令其产品始终处于市
场最前沿的核心因素。数千用户在各种最苛
刻的应用环境中坚持选用传斯罗伊产品，他
们相信传斯罗伊由设计、工程和规划等方面
的专家组成的技术服务力量可以迅速协助
客户解决遇到的各类问题。
意大利人的积极创新，辅以连续不断的员工
培养和超过五十年的专业经验是公司成功
的基础。传斯罗伊在其产品上的创新思维在
重型输送行业引发了一场规模不大但非常
重要的革命，并给公司赢得众多国际奖项。
传斯罗伊公司的产品种类丰富，每台设备出
厂前都经过严格测试，确保其安全性、高质
量和耐用性。作为液力偶合器设计和生产的
全球领先企业，传斯罗伊凭借到位的服务赢
得广泛赞誉，通过严格的质量控制和现场技
术支持确保应用能力。
除了意大利总部之外，传斯罗伊还建设了广
阔的销售网络，包括位于中国、法国、德国、
俄罗斯和美国的五个分支机构和遍及全球的
32 家分销商。

我们有超过 50 年的
液力偶合器生产经验

KFBD - KRDA – KRU限矩型液力偶合器
新式发动机的理想伴侣，可以避免发动机在微操作或
误操作时停机，经典应用是船舶传动。
适用于水面推进装置
液力偶合器的应用简化了水面推进器的设计，尤其体
现在加速阶段
功率高达 1000 kW（1340 hp）
KRU 系列 DIN 法兰输出，方便于万向节连接
KRDA 带弹性联轴器

杜绝了发动机熄火现象
●
●
●
●
●

启动平稳
效率高
允许多次启动，可改变旋转方向
堵转或过载时全面保护发动机和被驱动机械
通过液力传动完全吸收了系统扭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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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液型液力偶合器相当于没有摩擦盘的离合器

KPT – 调速型液力偶合器
推进器传动链平稳啮合、快速脱离外加液力偶合器的所
有特点
调速范围最高可达输入速度的25%
功率高达3350 kW（4450 hp)

可通过MPCB R5（*）微处理器监测和控制

应用实例
调速型液力偶合器
应用于船舶的方向舵推进器
渡船既可以用一个引擎驱动，也可以由多个引
擎驱动，始终处于KPT液力偶合器的保护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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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的成功经验
满足您的需求

越来越多的商船上
应用传斯罗伊的产品
调速型液力偶合器和PTO取力器成功应用于：
● 车辆和摆渡客轮
● 破冰船
● 挖沙船
● 巡逻船、供应船和赛艇（通过吸水式推动器驱动）
● 挖泥船
● 快速双体船
● 消防船
● 牵引船
● 帆船
● 救生船
● 单/双体油轮
● 双体渔船
● 出租船
● 旅游船舶

Lloyd’s R. - DNV - RINA BV On Board Class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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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向载荷或直连配置离合器
通过按钮操作实现离合器的远程控制（自适应）
无需发动机飞轮先导轴承
HFR，其专门的设计无需发动机飞轮上的径向载荷
PTO选用凯夫拉尔纤维（Kevlar）摩擦盘，寿命长，消除扭振能力强
力矩高达7750 Nm（5715 lb-ft）

无支撑PTO

HF液压/气压离合器

用于发动机前端驱动泵、发电机或分动箱等

适用于喷水式推进器的离合

自动PTO取力器专用附件
带CAN总线遵循SAE J 1939通讯协议的MPCB R5微控制器。
● 运行监控
● 速度控制
● 过载检测/保护
● 启动控制（平稳加速）
● 完整的事件记录
● 高低压力报警
● 高温报警

PTO取力器专用液压动力单元和空气动力单元
液压和气压动力单元由带压力表的
压力开关控制，控制电压12或24Vdc
（只有液压动力单元允许手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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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泵和多泵驱动装置
●
●
●
●
●

短轴PTO取力器具有径向承载能力
SAE B和C离合可用湿盘离合器
模块化组件，最多可安装8个泵
面对面传递，功率高达1500 kW（2010 hp）
输入端高弹性联轴器极大的吸收了扭振

泵分动箱
输入和&输出端可安装SAE标准的传动装置

泵头离合专用
液压/气压离合器

高度灵活的组合应用
MPD – 泵分动箱
输入输出端可安装任何
SAE标准的传动装置

MPD18带调速型液力偶合器

MPD22带船用齿轮箱

TOWERCLUTCH
当使用船上的辅助设备时，像绞盘、船首推
动器、船舵，水泵允许脱开多泵分动头。所
有的操作都由就地微控制器MPCB - R5控制
（见第2页）

TC14 - 311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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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多泵驱动装置
可以满足任何船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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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器或附件
SL – 弹簧加载制动器

安装于：
海底绞盘，在海水深处操作
主要应用：
救生船
石油和勘探开发的近海安装
静态力矩高达8800 Nm（6510 lb-ft）

SHC – 液压离合器

集成于喷水式推动器系统
用于推进器离合和滤网清洗时反转
动态力矩高达2492 Nm（1838 lb-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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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泵驱动装置
SAE飞轮弹性联轴器“RBD”（橡胶块驱动）和“PF-RBD”PTO轴取力器

RBD弹性联轴器可以消除一定的不同心
额定力矩高达5300 Nm（3908 lb-ft）
最大可匹配SAE 18"飞轮
可以方便地将发动机和如下产品连接：
船用齿轮箱
液压泵
分动箱
单/双支撑交流发电机

通过QD轴套技术连接到被驱动设备的主轴上
RBD-QD联轴器的夹紧力消除了被驱动轴的磨损和点蚀
可提供SAE和DIN标准的轴孔
在KFBD液力偶合器和泵分动箱MPD14产品中集成供货

取力器可安装于SAE飞轮和SAE壳体上，能够承受径向负载或
能够承受径向负载或U型连接
长寿命得益于结实的壳体和支撑系统
最大型号到SAE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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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

EPS – 纯电动驱动
系统
EPS （纯电动驱动系统）通过整合传
斯罗伊的标准产品提供了一种划时代
的纯电动驱动方案。我们整合标准产
品，配上 SAE 标准的接口，从而开发
了一种方便各种用户和应用的新产品。
使用于商业车辆时，EPS包含一款
自 动 变 速 箱 ， R A N G E R M AT I C 或
REVERMATIC 变速箱。对于船舶推
进，由REVERMATIC船用变速箱和可
靠的 RBD 联轴器搭配。两种传动装置
都可以安装传斯罗伊的永磁电机。电
机的高效率和优异的性能能够显著提
高车辆或船舶的操作性。
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船舶纯电动驱动系统
EPS将船用变速箱 REVERMATIC11-700
RBD和电机整合在了一起，从而
最大限度提高了船舶的机动性和
电机的性能。船用变速箱的减速
比可以让用户为船舶选择合适推进
器，从而最大限度利用电机的功
率，充分开拓电机的功率和速度极
限。REVERMATIC11-700 RBD的反向
功能得到了应用，这个功能保护电气
元件不受尖峰电流的冲击。另外，船
用电动驱动系统 EPS 可以作为大功率
引擎的备用系统使用，即把 EPS 系统
的输出安装到 PTO 上（在船舶传动领
域一般叫PTI）。

尾挂机

重量
kg (lbs)

传动

8 (11)

25 (18)

96

80

22 (48)

船用齿轮

帆船式专用尾机

EPS12

12 (16)

38 (28)

96

120

25 (55)

船用齿轮

帆船式专用尾机

EPS15

15 (20)

47 (35)

96

150

42 (93)

船用齿轮

帆船式专用尾机

EPS20

20 (27)

63 (47)

96

210

46 (101)

船用齿轮

帆船式专用尾机

尾挂机

EPS35

35 (47)

110 (81)

288

110

54 (119)

船用齿轮

帆船式专用尾机

尾挂机

EPS50

50 (68)

160 (118)

288

150

70 (154)

船用齿轮

尾挂机

EPS75

75 (102) 238 (239)

288

220 110 (243)

船用齿轮

尾挂机

EPS100 100 (134) 318 (235)

384

370 195 (425)

船用齿轮

尾挂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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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动

额定电流
A

EPS08

传动

电池电压
Vdc

额定力矩
Nm (lbs-ft)

功率
3000 rpm
kW (hp)

船用齿轮

型号

为了优化电机的性能曲线，分动箱
DP280可以安装到EPS系统的输出
端，在PTI之前，提供额外的减速比，
从而优化电机的输出力矩。
例子：
使用紧凑的EPS系统，重量仅220 kg，
用300V的直流电机驱动，就可以在PTI
上获得一个2750 Nm的力矩，非常适
合驱动大型船舶。

帆船式专用尾机

Electric machine
传斯罗伊为其混合动力模块制造了三相的永磁同步电机（PMSM），
使用自然对流空气冷却。该解决方案不仅实现了高效率和简单性，而
且电机的重量和尺寸都很小。PMSM电机由发动机控制器（频率驱动
器）控制，即可作为发动机，也可作为发电机。各种电机与控制器的
完美结合可以实现紧凑的安装系统，并在任何操作阶段实现轻松的管
理和高效性。

绿色能源和燃油经济的HM系列产品
结合船舶和工业传动中的标准产品开发
有益于生态持续发展的超低排放（气体和噪音）
节省燃油
连接SAE标准的发动机和SAE标准的传动装置
节省空间
改造船只成本低
纯电动、发动机驱动和助推模式

HM560混合动力模块
SAE 4到SAE 4的间距 = 305 mm
最大输入功率：180 kW @ 3800 rpm
最大电机输入总功率：
35 kW @ 3000 rpm

HM2000混合动力模块
SAE 3到SAE 3的间距 = 483 mm
最大输入功率：435 kW @ 3000 rpm
最大电机输入总功率：
2x75 kW @ 3000 rpm

HM3350混合动力模块
SAE 1到SAE 1的间距 = 593 mm
最大输入功率：620 kW @ 2300
rpm 最大电机输入总功率：
2x100 kW @ 3000 rpm

HM6300混合动力模块
SAE 1到SAE 0的间距 = 791 mm
最大输入功率：1100 kW @ 2100 rpm
最大电机输入总功率：
2x100 kW @ 3000 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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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Y
TRANSFLUID S.p.A
Via Guido Rossa, 4
21013 Gallarate (VA)
Ph. +39.0331.28421
Fax +39.0331.2842911
info@transfluid.it
中国
传斯罗伊（北京）贸易有限公司
101300 北京
电话：+86.10.60442301-2
传真：+86.10.60442305
info@transfluid.cn
FRANCE
TRANSFLUID FRANCE s.a.r.l.
38110 Rochetoirin
Ph. +33.9.75635310
Fax +33.4.26007959
tffrance@transfluid.it
GERMANY
TRANSFLUID GERMANY GmbH
D-48529 Nordhorn
Ph. +49 5921.7288808
Fax +49 5921.7288809
tfgermany@transfluid.it
RUSSIA
TRANSFLUID OOO
143100 Moscow
Ph. +7.495.7782042
Mob. +7.926.8167357
tfrussia@transfluid.it

www.transfluid.eu
www.buy-transflui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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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
U.S.A. TRANSFLUID LLC
Auburn, GA 30011
Ph. +1.770.8221.777
Fax +1.770.8221.774
tfusa@transfluid.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