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交轴减速电机

4系列产品新上市

CC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宜山路1698号
兴迪商务大厦1304室
邮编：201103
电话：+86(21)34627877
传真：+86(21)34627922

杭州分公司
杭州市凤起路78号杭州国际
假日酒店商务楼511室
邮编：310003
电话：+86(571)28909729
传真：+86(571)28909730

福州分公司
福州市五四路71号
国贸广场14层F室
邮编：350001
电话：+86(591)87608527
传真：+86(591)87608617

厦门联络处
厦门市西林路18号502室
邮编：361009
电话：+86(592)5196266
传真：+86(592)5196266

南昌分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胜利路82号
时代广场B座1513室
邮编：330008
电话：+86(791)6761305
传真：+86(791)6560701

沈阳分公司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69号
总统大厦C座1903室
邮编：110003
电话：+86(24)22812030
传真：+86(24)22812032

大连办事处
大连市黄河路677号天兴－罗斯福
国际中心写字楼1712室
邮编：116021
电话：+86(411)84521309
传真：+86(411)84521306

哈尔滨联络处
哈尔滨市中山路172号
常青大厦1011室
邮编：150001
电话：+86(451)82695695
传真：+86(451)82695695

长春联络处
吉林省长春市西安大路616号
国际大厦A座1103室
邮编：130021
电话：+86(431)85949910
传真：+86(431)85949910

呼和浩特联络处
呼和浩特市呼伦贝尔南路119号
东达广场B座1119室
邮编：010020
电话：+86(471)5254681
传真：+86(471)5254680

Asia/Oceania
Koren
Sumitomo(SHI)Cyclo Drive Korea, Ltd. (SCK)
Tel: (82)2-730-0151
Taiwan
Tatung SM-Cyclo Co., Ltd. (TSC)
Tel: (886)2-2595-7275
Singapore
Sumitomo(SHI)Cyclo Drive Asia Pacific Pte. Ltd. (SCA)
Tel: (65)6591-7800
Philippines
SCA Branch Office in Philippines
Tel: (63)2-6800-6500
Vietnam
SCA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Hanoi
Tel: (84)4-3767-2716
Malaysia
SM-Cyclo (Malaysia) Sdn. Bhd. (SMMA)
Tel: (60)3-8061-2909
Thailand
SM-Cyclo (Thailand) Co., Ltd. (SMTH)
Tel: (66)2-670-0998

南京分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中山南路49号
商茂世纪广场16楼A4座  
邮编：210005
电话：+86(25)86890102
传真：+86(25)86890121

无锡分公司
无锡市人民中路摩天360
620室
邮编：214002
电话：+86(510)82735106
传真：+86(510)82722686

合肥联络处     
合肥市长江中路426号
三孝口金川大厦702室
邮编：230001
电话：+86(551)2852400
传真：+86(551)2852401

苏州分公司
苏州新区狮山路88号
金河国际中心2111室
邮编：215011
电话：+86(512)68050638  
传真：+86(512)68050568

济南分公司
济南市二环东路3218号
发展大厦B座3D
邮编：250100
电话：+86(531)88119586
传真：+86(531)88119585

青岛分公司
青岛市山东路40号
青岛广发金融大厦1304-C
邮编：266071
电话：+86(532)86660107
传真：+86(532)86660105

成都分公司
成都市人民南路一段86号
城市之心大厦23楼M座
邮编：610016
电话：+86(28)86203056  
传真：+86(28)86203058

重庆办事处
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68号
大都会商厦1608A
邮编：400010
电话：+86(23)63801662
传真：+86(23)63801660

昆明办事处
昆明市北京路155号附1号
红塔大厦1603室 
邮编：650011
电话：+86(871)3510626
传真：+86(871)3510602

贵阳联络处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溪大道北段
128号灵达花园C幢14层1号
邮编：550003
电话：+86(851)5663525
传真：+86(851)5663525

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0号
凯旋中心C座1806室
邮编：100101
电话：+86(10)84854688
传真：+86(10)84854698

石家庄联络处
石家庄市新华区国泰街39号
园丁小区12号楼4单元202室
邮编：050000
电话：+86(311)83651749
传真：+86(311)83651749

唐山分公司
唐山市开平区现代装备制造工业区
住友重机械(唐山)有限公司SCT营业部
邮编：063021
电话：+86(315)3390889
传真：+86(315)3390939

天津办事处
天津市东丽经济开发区
三经路南头格里森院内
邮编：300300
电话：+86(22)24980378
传真：+86(22)24985406

郑州办事处
郑州市金水路24号
润华商务花园A座501室  
邮编：450012
电话：+86(371)63857861
传真：+86(371)63857222

西安分公司
西安市高新四路1号
高科广场A座605室 
邮编：710075
电话：+86(29)88365200
传真：+86(29)88365202

太原分公司
山西省太原市双塔西街38号
金广大厦620室
邮编：030012
电话：+86(351)4695855
传真：+86(351)7925260

武汉分公司
武汉市汉口建设大道568号
新世界国贸大厦Ⅱ座1008室
邮编：430022
电话：+86(27)85710230
传真：+86(27)85728831

长沙分公司
长沙市黄兴中路88号平和堂
商贸大厦商务楼2208室
邮编：410005
电话：+86(731)84132878
传真：+86(731)84148938

广州分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161-163号
中泰国际A座1208室
邮编：511356
电话：+86(20)38288422
传真：+86(20)38288580

广西联络处
广西南宁市良庆区大沙田
金盛财富广场B806室
邮编：511357
电话：+86(771)2555380
传真：+86(771)4731796

香港办事处
香港九龙青山道476号
百佳商业中心18楼1802室
电话：00852-24601874
传真：00852-24601882

东莞联络处
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常马路
金凯水都凯汇轩3座703室
邮编：523000
电话：+86(769)2168 1598
传真：+86(769)2168 1599

天津制造中心第一工厂
天津市东丽经济开发区
三经路7号
邮编：300300
电话：+86(22)24993501
传真：+86(22)24992437

天津制造中心第二工厂
天津市东丽经济开发区
三经路南头格里森院内
邮编：300300
电话：+86(22)24980378
传真：+86(22)24980370

松江分公司（上海松江组装中心）
上海市松江区华加路99号
11号厂房 
邮编：201600
电话：+86(21)57748280
传真：+86(21)57749428

广州组装中心
广州市永和经济技术开发区
桑田三路32号兴宇物流第1号厂房
邮编：511356
电话：+86(20)82981073
传真：+86(20)32221017

唐山制造中心
唐山市开平区现代装备制造工业区
邮编：063021
电话：+86(315)3390889
传真：+86(315)3390939

Australia
SM-Cyclo (Australia) Pty., Ltd. (SMAU)
Tel: (61)2-8811-6555
India
Sumi-Cyclo Drive India Private Limited
Tel: (91)20-6674-2900

Americas
U.S.A.
Sumitomo Machinery Corporation of America (SMA)
Tel: (1)757-485-8218
Argentina
SM-Cyclo de Argentina S.A. (SMAR)
Tel: (54)11-4765-5332
Brazil
SM-Cyclo Reductores do Brasil, Ltda. (SMBR)
Tel: (55)11-5585-3600
Chile
SM-Cyclo de Chile, Ltda. (SMCH)
Tel: (56)2-892-7000
Mexico
SM-Cyclo de Mexico, S.A. de C.V. (SMME)
Tel: (52)81-8144-5130

Canada
SM-Cyclo of Canada, Ltd. (SMC)
Tel: (1)905-469-1050

Europe
Germany
Sumitomo(SHI) Cyclo Drive Germany GmbH (SCG)
Tel: (49)8136-66-0
Austria
SCG Branch Austria Office
Tel: (43)732-330958
Benelux
SCG Branch Benelux Office
Tel: (32)16 60 83 11
France
SM-Cyclo France E.U.R.L. (SMFR)
Tel: (33)149-929494
Italy
SM-Cyclo Italy Srl (SMIT)
Tel: (39)02-9356-2121
Spain
SM-Cyclo Iberia, S.L. (SMIB)
Tel: (34)944-805389

Sweden
SM-Cyclo Scandinavia AB (SMSC)
Tel: (46)40220030
UK
SM-Cyclo UK Ltd. (SMUK)
Tel: (44)1482-790340



结构更紧凑
许用径向力更大

住友的CYCLO 系列直交轴

 

比同级别其他直交轴齿轮电机相
比，结构更紧凑。
由于采用FCD球磨铸铁箱体，许
用径向力得到大幅提升。

更丰富的速比 维护更便捷

新系列

BBB4系列追加了减速比。
客户可根据需求选择更适合
速比。

（黄色部分为BBB4新增加的速比）

丰富的可选件

输入端采用CYCLO 摆线结构，齿轮
啮合为滚动啮合形式，与渐开线齿
轮相比，抗冲击能力更强，使用寿
命更长。

CYCLO 摆线结构齿
轮的滚动啮合形式

抗冲击能力强
使用寿命更长

由于输入端采用CYCLO 摆线结构，零部件可与CYCLO 6000摆线减速
机通用，所以CYCLO 6000系列丰富的可选件同样可应用于BBB4系列
直交轴齿轮电机，使其适用于更多的场合。

输入部采用摆线结构，零部件
可与CYCLO 6000摆线减速机兼
容且易拆解。零部件标准化程
度高，储备更充足，维护更便
捷。

起重机械 搬运机械 化工 钢铁

 给排水设备
垃圾处理设备

行走机构
横行机构

堆垛机
输送带

搅拌
 泵

统一的润滑方式
保养更方便

BBB4系列的输入段全部采用
脂润滑，输出段全部采用油
润滑。与BBB3系列相比润滑
方式更统一，保养更方便。

可选件示例

环保设备

编码器

耐压防
爆电机

变频电机

高效电机

 伺服电机
(空心轴输入)

力矩限制器

锁紧盘

FCD球磨铸铁
 箱体(标配)

延压机
 辊道

一般同级别直交
轴齿轮电机

渐开线齿轮的啮合
形式

可提供多种规格标准的产品，
以满足全球各地的要求。
并且可在全世界提供维修服务
和备件更换服务。

住友直交轴齿轮电机产品家族

全球化产品
使用更安心

更多的速比，更低的噪音，统一的润滑方式……

与之前产品相比性能得到高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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