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6-3507K /XC6-3514K
徐工徐工 助您成功
XCMG FOR YOUR SUCCESS

伸缩臂叉装机
Telescopic Handlers

ＸＣ６
产品简介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ＸＣ６伸缩臂叉装机是徐工集团经广泛市场及技术调研而自主开发设计的一种新型伸缩臂叉装机。该机型结
构紧凑、操纵灵活、举升灵敏、自动调平，集稳定性与高工效于一身，适合于多种物料搬运环境。荣获国
家级新产品称号和机械工业科学技术进步奖，连续八年引领中国伸缩臂叉装机行业出口和国内高端市场。
ＸＣ６ 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ｉｃ ｈａｎｄｌｅｒ ｉｓ ａ ｎｅｗ 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ｉｃ ｈａｎｄｌｅ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ｂｙ ＸＣＭ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ｎ－
ｓｉｔｉｖｅ ｌｉｆｔｉｎｇ，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ｌｅｖｅｌｉｎｇ，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ｉ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Ｉｔ ｈａｓ ｇａ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ｔｉｔｌ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ｗ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ｗ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ｌｅ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ｉｃ ｈａｎｄｌ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ｈｉｇｈ－ｅ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ｏｒ ｅｉｇｈｔ 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机型特点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全景驾驶室，徐工视觉识别外观设计，时尚美观；
Ｔｈｅ ｐａｎｏｒａｍｉｃ ｃａｂ ａｎｄ ｔｈｅ ＸＣＭＧ’ｓ ｖｉｓｕ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ｇｏｏｄ ｆａｓｈ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ｌｅｇａｎｃｅ．
增压柴油机，动力性好，扭矩储备大，经济性好、燃油消耗和机油消耗低，是专门针对工程机械作业工况
精心设计制造并经过验证的优质产品；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ｃｈａｒｇｅｄ ｄｉｅｓｅｌ ｅｎｇｉｎｅ， ｆｅａｔｕｒｉｎｇ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ｈｉｇｈ ｔｏｒｑｕ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ｇｏｏ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ｌｏｗ
ｆｕｅ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ｗ ｅｎｇｉｎｅ ｏｉ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ａｎｄ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ｌｙ ｆｏ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动力系统采用双向减振技术，全方位弹性悬挂，有效克服动力系统与车架之间的共振，降低噪音及动力系
统的疲劳破坏；
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ｏｍｎ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ｎｏ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ｔｉｇｕ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变速箱，前２后２档位设置，操控方便，可靠、耐用。
Ｔ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ｗｉｔｈ ２ ｄｒｉｖｅ ｇｅａｒｓ ａｎｄ ２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ｇｅａｒ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ｉｓ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ｄｕｒａｂｌｅ．
免维护多片湿式制动桥，弹簧制动，液压释放，环境适应性强，全封闭湿式制动，免维护。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ｆｒｅｅ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 ｗｅｔ ｂｒａｋｅ ａｘｌ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ｓｐｒｉｎｇ ｂｒａｋｉｎｇ，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ｕｌｌｙ ｃｌｏｓｅｄ ｗｅｔ ｂｒ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ｏ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四轮驱动，两轮、四轮及蟹行多种转向模式，具备超强越野能力，适应不同施工场合；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ｗｈｅｅｌ ｄｒｉｖｅ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 ｍｏｄ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ｆｏｕｒ－ｗｈｅｅｌ， ｔｗｏ－ｗｈｅｅｌ， ａｎｄ ｃｒａｂ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
ｍｏｄｅｓ）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ｓｕｐｅｒ－ｓｔｒｏｎｇ ｏｆｆ－ｒｏａｄ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 ｔｏ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具备车架调平功能（ＸＣ６－３５１４Ｋ），场地适应能力强，满足多种工况作业需求；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 ｌｅｖｅｌ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ＸＣ６－３５１４Ｋ） ｒｅａｌｉｚｅｓ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ｓｉｔｅ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ｅｅｔｓ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应用微动寸进控制技术、专用超载控制系统，作业安全可靠；
Ｔｈｅ ｉｎｃｈ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ｏｖｅｒｌｏａ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ｒ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ｈｉｇｈ 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可配置高空作业平台、铲斗、包夹等多种机具，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
Ｔｈｉｓ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ｃａｎ ｂｅ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ｅｒｉ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ｂｕｃｋｅｔ， ａｎｄ ｂａｌｅｃｌａｍｐ，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ｕｓｅｒ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ｅｅｄｓ．

行业地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中国伸缩臂叉装机领跑者。
Ｌｅａｄ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ｉｃ ｆｏｒｋｌｉｆｔ ｌｏａｄｅｒｓ．
中国伸缩臂叉装机行业标准制定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ｅｔｔ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ｉｃ ｆｏｒｋｌｉｆｔ ｌｏａｄ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性能卓越 作业高效 绿色节能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ｈｉｇｈ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ｒｉｅｎｄｌｉｎｅｓｓ
采用德国进口原装泵和马达用于闭式静液压驱动系统，操作简单，响应
快，操作平稳，传动效率高，油耗低，可承受较大负载，制动时基本无
需机械制动。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ｕｍｐ ａｎｄ ｍｏｔｏｒ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ｄ
ｈｙｄｒｏｓｔａｔｉｃ ｄｒ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ｓｉｍｐｌ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ｑｕｉｃｋ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ｈｉｇｈ ｄｒ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ｌｏｗ ｏｉ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ｅａｔ ｌｏａｄ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ａｎ ｅｎｓｕｒｅ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ｎｏ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ｂｒａｋ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ｄａｐｔｓ ｔｏ ｈｉｇｈ ｓｐｅｅ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ｗ－ｓｐｅｅ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微动寸进控制技术，达到厘米级行驶控制。
Ｔｈｅ ｉｎｃｈ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ｓ ｃｅｎｔｉ－
ｍｅｔｅｒ－ｌｅｖｅｌ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ＸＣ６
灵活的转向控制模式：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ｏｄｅｓ

环境舒适 操作简便

Ｃｏｍｆｏｒｔ ｄｒｉｖｅ ａｎｄ ｅａｓ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两轮转向：一般工作及高速转场作业；
Ｔｗｏ－ｗｈｅｅｌ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ｓｉｔ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豪华型全景空调驾驶室，视野开阔，隔音、隔热、减震，造型美观，操作舒适。司机耳旁噪音低；
Ｔｈｅ ｌｕｘｕｒｉｏｕｓ ｐａｎｏｒａｍｉｃ ｃａｂ ｗｉｔｈ Ａ／Ｃ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ｗｉｄｅ ｖｉｓｉｏｎ， ｈａｓ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ＮＶ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ｅａｔ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ｑｕｉｔｅ 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 ｔｏ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ｂ． Ｔｈｅ ｎｏｉｓｅ ｎｅａｒ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ｅａｒｓ ｉｓ ｌｏｗ．
操控系统、仪表开关、操纵杆、座椅均按照人体工程学原理布置，操纵杆、按钮开关触手可及，驾驶人员
一直保持最佳舒适度，作业更轻松。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ｓｗｉｔｃ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ｌｅｖ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ａｔ ａｒ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ｌｙ．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ｌｅｖｅｒ ａｎｄ ｂｕｔｔｏｎ ｓｗｉｔｃｈ ｗｉｔｈｉｎ ｒ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ｅｒ ｃａｎ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ｅａｓｉｌｙ ａｌｗａｙ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ｃｏｍｆｏｒｔ ｌｅｖｅｌ．
配备收放机、储物格、水杯座、点烟器、电风扇、应急锤、灭火器、防滑地板、配前、后、顶雨刮器，充
分体现人性化设计理念。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ｄｉｏ，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ｂｏｘ， ｃｕｐ ｈｏｌｄｅｒ， ｃｉｇａｒ ｌｉｇｈｔｅｒ， ｆａｎ， ｌｉｆｅ ｈａｍｍｅｒ， ｆｉｒｅ ｅｘ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ｒ， ａｂｒａｓｉｖｅ
ｆｌｏｏｒ ａｎｄ ｆｒｏｎｔ， ｒｅａｒ ａｎｄ ｒｏｏｆ ｗｉｐｅｒｓ ｃａｎ ｆｕｌ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ｚｅ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
先导操纵工作液压系统，操纵轻松自如，降低了司机的工作强度．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ａｋ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ａｓｙ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ｅｒ．

四轮转向：满足狭小空间作业。
Ｆｏｕｒ－ｗｈｅｅｌ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Ｆｏ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ｏｗ ｓｐａｃｅｓ．
蟹行模式：满足斜向狭长空间作业。
Ｃｒａｂ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Ｆｏ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ｌａｎｔｅｄ 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ｏｗ ｓｐａｃｅｓ

超强结构 坚固可靠

Ｓｕｐｅｒ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ＸＣ６伸缩臂叉装机关键构件经过２０万次疲劳载荷及超
载试验，确保满足各类恶劣工况。
Ｔｈｅ ｋｅ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ＸＣ６ 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ｉｃ ｈａｎｄｌｅｒ ｈａｖｅ
ｐａｓｓｅｄ ２００，０００ ｆａｔｉｇｕｅ ｌｏａｄ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ｌｏａｄ ｔｅｓｔｓ，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ｅｖｅｒ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ＸＣ６－４５１７Ｋ叉装机通过２０万次疲劳载荷及超载试验
ＸＣ６－４５１７Ｋ ｈａｓ ｐａｓｓｅｄ ｆａｔｉｇｕｅ ｌｏａｄ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ｌｏａｄ ｔｅｓｔｓ ｏｆ ２００，０００ ｔｉｍｅｓ

全面适应各种工况 Ｍｅｅｔ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ＸＣ６－４５１７Ｋ叉装机助阵中法建交５０周年
庆祝活动
ＸＣ６－４５１７Ｋ 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ｉｃ ｈａｎｄｌｅｒ ｂａｃｋ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５０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ｏｆ ａ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ｔ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ｅ

ＸＣ６－３５０７Ｋ 抱夹草包装车
ＸＣ６－３５０７Ｋ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ｇｒａｓｓ ｐａｃｋｉｎｇ

ＸＣ６－３５１４Ｋ 叉装机加蓬某工地施工作业
ＸＣ６－３５１４Ｋ 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ｉｃ ｈａｎｄｌ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ｏｎ 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ｉｔｅ ｉｎ Ｇａｂｏｎ

ＸＣ６－４５１７Ｋ 叉装机参加保定某电厂建设
ＸＣ６－４５１７Ｋ 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ｉｃ ｈａｎｄｌｅｒ ｉｎ ａ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ａｏｄｉｎｇ， Ｈｅｂｅｉ

ＸＣ６
智能科技 作业安全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ａｆｅｔｙ

主要参数

Ｍａｉｎ ｐａｒａｍｅｎｔｅｒ
参数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项目Ｉｔｅｍ
专用超载控制系统，作业情况实时监控，具备声光报警及超载安全保护功能，安全可靠。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ｏｖｅｒｌｏａ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ｎｄ－ｌｉｇｈｔａ－
ｌａｒｍ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ｌｏａ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ｈｉｇｈ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货叉调平采用流量自动补偿技术，实现动臂在变幅过程中，自
动控制货叉水平，保证高位叉举的稳定和安全。
Ｔｈｅ ｆｏｒｋ ｌｅｖｅ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ｄｏｐｔｓ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ｆｌｏｗ ｃｏｍｐｅｎ－
ｓ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ｎｅｓｓ ｏｆ
ｆｏｒｋ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ｕｆｆ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ｍ，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ｋｌｉｆｔｉｎｇ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 ｈｅｉｇｈｔｓ．
具备车架调平功能（ＸＣ６－３５１４Ｋ），场地适应能力强，确保在
不同工况整车水平，作业安全。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 ｌｅｖｅｌ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ＸＣ６－３５１４Ｋ）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ｓ
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ｓ， ｆｅａｔｕｒ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ｓｉｔｅ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ａｆｅｔｙ．

维护方便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ｓ
各种油位检查、油液添加及润滑脂加注等保养点均布置在易于
接近的部位，空滤器滤芯、电气设备等的检修拆换均可方便进
行；
Ｔｈｅ ｆａｎ ｉ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ｅｒ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ｄｕｓｔ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ｔｉｍｅｌ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ｌｅａｎ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ａｔｏｒ，
ｆｅａｔｕｒｉｎｇ ｇｏｏｄ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ｓａｖｉｎｇ．
侧翻式大开启机罩设计，发动机机油滤、柴油滤、空滤等可进
行“一站式”维护保养；
Ｗｉｔｈ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ｓｉｄ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ｌａｒｇｅ－ｏｐｅｎｉｎｇ ｈｏｏｄ， ＂ｏｎｅ－ｓｔｏｐ＂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ｃａｎ ｂｅ ｆｕｌｆｉｌｌ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ｎｇｉｎｅ ｏｉｌ ｆｉｌｔｅｒ， ｄｉｅｓｅｌ
ｆｉｌｔｅｒ， ａｎｄ ａｉｒ ｆｉｌｔｅｒ．
并联结构集成式保险丝盒，集中控制，故障排查便利、高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ｆｕｓｅ ｃａｓｅ ｉｎ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
ｎｉｅｎｔ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ｒｏｕｂｌｅｓｈｏｏｔｉｎｇ．

ＸＣ６－３５０７Ｋ

发动机
Ｅｎｇｉｎｅ

单位ｕｎｉｔ

ＸＣ６－３５１４Ｋ

品牌
Ｂｒａｎｄ

潍柴国ＩＩ
Ｗｅｉｃ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Ｉ

大连道依茨国ＩＩＩ
Ｄａｌｉａｎ Ｄｅｕｔｚ Ｃｈｉｎａ ＩＩＩ

潍柴国ＩＩ
Ｗｅｉｃ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ＩＩ

／

型号
Ｍｏｄｅｌ

WP4G95E221

ＢＦ４Ｍ２０１２－１０Ｔ３Ｒ／４

ＷＰ４Ｇ９５Ｅ２２１

／

70

７４．９

７０

ＫＷ

2200r/min

２３００ｒ／ｍｉｎ

２２００ｒ／ｍｉｎ

ｒ／ｍｉｎ

额定功率
Ｒａｔｅｄ ｐｏｗｅｒ
额定转速Ｒａｔｅｄ
ｓｐｅｅｄ

额定载荷
Ｒａｔｅ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ｌｏａｄ

3500

3500

ｋｇ

工作质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Ｍａｓｓ

7850

10500

ｋｇ

最大起升高度（至货叉上平面）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ｆｔｉｎｇ ｈｅｉｇｈｔ （ｔｏ ｕｐｐｅｒ ｐｌａｎｅ ｏｆ ｆｏｒｋ）

7150

13700

ｍｍ

最大起升高度时的有效载荷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ｌｏａｄ 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ｆｔｉｎｇ ｈｅｉｇｈｔ

2000

3100

ｋｇ

最大前伸距（臂水平，载荷中心至轮胎前端）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ｒｅａｃｈ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ｒｍ ｌｅｖｅｌ， ｌｏａｄ ｃｅｎｔｅｒ ｔｏ ｆｒｏｎｔ ｅｎｄ ｏｆ ｔｉｒｅ） 3600

9600

ｍｍ

最大前伸距时的有效载荷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ｌｏａｄ 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ｒｅａｃｈ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1250

635

ｋｇ

载荷中心距
Ｌｏａｄ ｃｅｎｔｅｒ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600

600

ｍｍ

最小离地间隙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ｇｒｏｕｎｄ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400

370

ｍｍ

-3°~ 65°

-4°~ 73°

°

-17.5°~ 90°

-18°~ 90°

°

最高速度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ｐｅｅｄ

30

30

ｋｍ／ｈ

轮胎规格
Ｔｉｒ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16/70-24-14PR

15.5-25-16PR

伸缩臂变幅范围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ｉｃ ｂｏｏｍ
货叉架倾角范围（臂水平）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ｆｏｒｋ ａｒｍ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ａｒｍ ｌｅｖｅｌ）

轴距
Ｗｈｅｅｌｂａｓｅ

2985

２９８０

３２５０

ｍｍ

轮距
Ｔｒｅａｄ

1840

２０６０

１９７０

ｍｍ

最小转弯半径（轮胎外侧）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ｒａｄｉｕｓ （ｔｉｒ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3880

≤４７５０

≤４２３８

ｍｍ

最大牵引力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70

≥５５

≥７０

ｋＮ

制动距离
Ｂｒａｋｉｎｇ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12.5

≤８

≤８．３

ｍ

整机外形尺寸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ｅｔ

5065×2250×2470

６３８０×２５００×２７４０ ６２９１×２５００×２６００

ｍ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