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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铲斗系列

装载机铲斗根据所装载物料密度不同，分为A、B、C、D、E五种工况，各工况典

型物料描述及参考密度如下：

工况系列 参考密度（kg/m3) 典型物料描述

E ≤1150 煤、矿渣等轻质物料

D ＞1150～1400 干的粘土、无烟原煤及细粘土等较轻质物料

C ＞1400～1660 沙、土等一般密度物料

B ＞1660～2100 坚实的矿渣、碎石、湿沙及紧密的土壤等较重物料

A ＞2100～2900 原石、大石块及铁矿石等重质物料



普通铲斗 加强铲斗

1.内部增加加强板。

2.主刀板采用耐磨材料。

岩石铲斗

1.内部增加加强板。

2.主刀板采用耐磨材料。

3.标配小块耐磨板及护套。

4.斗壁增至8mm。

普通铲斗、加强铲斗、岩石铲斗（3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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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铲斗 岩石铲斗

1.内部增加加强板；

2.标配小块耐磨板、护套；

3.斗齿采用焊接镶套式；

4.部分位置局部加强。

普通铲斗、加强铲斗、岩石铲斗（5吨）

2018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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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斗系列

产品平台 斗容（m3) 订货号
参数

备注 适用工况
斗宽 卸载高度 卸载距离

L916

0.6 1690300038 2084 2520 800 焊接式斗齿
B、C、D、E

0.8
1690300017 2084 2457 848 焊接式斗齿
1690300032 2084 2457 848 螺栓连接式斗齿

1.0 1690300039 2320 2407 898 加大斗 D、E

L920

1.0
1690300015 2150 2510 920 标准斗

C、D、E
1690300084 2140 2510 920 耐磨板

1.2
1690300027 2150 2454 976 标准斗

D、E
1690300085 2140 2454 976 加强斗

1.4 1690300001 2320 2408 1016 加大斗 E

L93X

1.5 1690200003 2510 3006 996 岩石斗 A、B、C、D、E

1.6
1690200031 2520 2980 1002 标准斗

B、C、D、E
1690200142 2516 2980 1002 耐磨板

1.8
1690200030 2520 2950 1050 标准斗

C、D、E
1690200141 2516 2950 1050 耐磨板
1690200067 2560 2910 1081

2.2 1690200002 2915 2937 1066 D、E
2.5 1690200001 2915 2880 1124

E
3.0 1690200009 2915 2725 1238

L946

2.0 1690000011 2790 2951 1049 岩石斗 A、B、C、D、E

2.3
1690000006 2766 2950 1050 标准斗

C、D、E1690000029 2762 2950 1050 耐磨板
2.5 1690000007 2766 2915 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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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斗系列（续）
产品平台 斗容（m3) 订货号

参数(标准机型)
备注 适用工况

斗宽 卸载高度 卸载距离

L952D

2.4 1690100285 3093 3240 1295 岩石斗 A、B、C、D、E

2.5 1690100343 3024 3275 1235 铲入型、平主刀板 B、C、D、E

2.7
1690100243 3024 3220 1295 标准斗、配斗齿

C、D、E
1690100330 3016 3220 1295 标准斗、配耐磨板

3.3 1690100257 3300 3220 1310 加大斗 D、E

L952/L953（F）
/L955F（c）

2.4 1690100249 3093 3060 1120 岩石斗
A、B、C、D、E

2.7 1690100250 3093 3011 1119 岩石斗

2.8

1690100111 3024 3080 1105 斗壁厚度8，斗齿

C、D、E

1690100331 3016 3080 1105 斗壁厚度8，耐磨板

1690100195 3024 3080 1105 斗壁厚度10，斗齿

1690100332 3016 3080 1105 斗壁厚度10，耐磨板

3.0
1690100163 3024 3040 1095 标配斗齿

1690100333 3016 3040 1095 标配耐磨板

3.6 1690100109 3016 3004 1126 加大斗 D、E

4.2 1690100214 3016 2898 1232 加大斗
E

4.5 1690100110 3016 2856 1274 加大斗

L956F（国内）
/L956FH（国
外）/L958F

2.7 1690100251 3093 3110 1100 岩石斗 A、B、C、D、E

2.8

1690100211 3024 3180 1030 配斗齿

C、D、E

1690100334 3016 3180 1030 配耐磨板

1690100202 3060 3110 1100 凸出型刀板

3.0

1690100241 3024 3110 1100 标准斗、标配斗齿

1690100222 3016 3110 1100 标准斗、标配耐磨板

1690100268 3024 3110 1100 国外标准斗、标配斗齿

3.2
1690100313 3024 3100 1120 国外标准斗、标配斗齿

1690100325 3016 3100 1120 国外标准斗、标配耐磨板

3.6 1690100173 3016 3105 1155 加大斗 D、E

4.5 1690100174 3016 2960 1300 加大斗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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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斗系列（续）

产品平台 斗容（m3) 订货号
参数(标准机型)

备注 适用工况
斗宽 卸载高度 卸载距离

L956/LG958L

2.7 1690100049 3060 3180 1090 岩石斗 A、B、C、D、E

2.8 1690100044 3024 3180 1090 标准斗、标配斗齿

C、D、E3.0 1690100043 3024 3120 1130 标准斗、标配斗齿

3.0 1690100335 3016 3120 1130 标准斗、标配耐磨板

3.0 1690100099 3060 3120 1130 岩石斗 A、B、C、D、E

3.0 1690100187 3060 3120 1130 岩石斗 B、C、D、E

3.6 1690100116 3016 3042 1210 加大斗 D、E

4.5 1690100117 3016 2894 1360 加大斗 E

L968F(参数为
大轮胎)

3.0 1690600073 3093 3225 1085 岩石斗 A、B、C、D、E

3.5

1690600059 3038 3270 1070 标准斗、宽3038、斗齿

C、D、E

1690600077 3016 3270 1070 标准斗，宽3016、耐磨板
1690600058 3060 3217 1123 凸出型刀板、斗宽3060
1690600026 3220 3227 1112 凸出型刀板，斗宽3220
1690600046 3200 3280 1053 平刀板，斗宽3200

4.2 1690600075 3016 3144 1196 加大斗
D、E

4.5 1690600065 3016 3105 1235 加大斗

5.0 1690600064 3300 3112 1228 加大斗 E

L978F

3.5 1690700004 3230 3371 1131 岩石斗 A、B、C、D、E
4.2 1690700009 3320 3252 1250 标配斗、凸出型刀板

C、D、E
4.2 1690700011 3170 3256 1246 平刀板、装配斗齿
5.0 1690700006 3170 3132 1370 加大斗 D、E
6.0 1690700015 3170 3005 1497 加大斗

E
7.0 1690700014 3170 2868 1634 加大斗

L989F 4.5 1690700016 3320 3300 1390 标配斗、凸出型刀板 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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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斗0.8×2084（焊
接）

斗宽:2084

最大卸载高度：2457

对应卸载距离:848

机具订货号:1690300017

标准斗0.8×2084（装
配）

斗宽：2084

卸载高度：2457

对应卸载距离：848

机具订货号：1690300032

铲斗外形与简介

加大斗1.0×2320（无
耐磨板）

斗宽：2320

卸载高度：2407

对应卸载距离：898

机具订货号：1690300039

标准斗0.6×2084（焊
接）

斗宽:2084

最大卸载高度：2520

对应卸载距离:800

机具订货号:169030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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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斗外形与简介

标准斗1.0×2150（装
配）

斗宽:2150

最大卸载高度:2510

对应卸载距离:920

机具订货号:1690300015

标准斗1.0×2140（耐
磨板）

斗宽:2140

最大卸载高度:2510

对应卸载距离:920

机具订货号:1690300084

标准斗1.2×2150（装
配）

斗宽:2150

最大卸载高度:2454

对应卸载距离:976

机具订号:1690300027

标准斗1.2×2140（耐
磨板）

斗宽:2140

最大卸载高度:2454

对应卸载距离:976

机具订货号:169030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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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斗1.4×2320（无
耐磨板）

斗宽:2320

最大卸载高度:2408

对应卸载距离:1016

机具订货号:1690300001

铲斗外形与简介

岩石斗1.5×2510（带齿
套）

斗宽:2510

卸载高度 :3006

对应卸载距离:996

机具订货号:1690200003

标准斗1.6×2520（装
配）

斗宽:2520

最大卸载高度:2980

对应卸载距离:1002

机具订货号:1690200031

标准斗1.6×2516（耐
磨板）

斗宽:2516

最大卸载高度:2980

对应卸载距离:1002

机具订货号:169020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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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斗外形与简介

标准斗1.8×2520（装
配）

斗宽:2520

最大卸载高度:2950

对应卸载距离:1050

机具订货号:1690200030

标准斗1.8×2516（耐
磨板）

斗宽:2516

最大卸载高度:2950

对应卸载距离:1050

机具订货号:1690200141

标准斗1.8×2580
（焊接、凸）

斗宽:2560

最大卸载高度:2910

对应卸载距离:1081

机具订货号:1690200067

加大斗2.2×2915（
无耐磨板）

斗宽：2915

最大卸载高度：2937

对应卸载距离：1066

机具订货号：16902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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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斗外形与简介

加大斗2.5×2915（无
耐磨板）

斗宽：2915

最大卸载高度：2880

对应卸载距离：1124

机具订货号:1690200001

加大斗3.0×2915

斗宽：2915

最大卸载高度：2725

对应卸载距离：11238

机具订货号：1690200009

L93X高卸斗（3.0m3）

斗宽：2510

最大卸载高度：4200

对应卸载距离：1523

用途：主要适用于料场、农
场、林场等对较短物料、稻
谷、木材的打堆、装卸作业
和短距离运输，也可以用于
积雪的堆积处理。

机具订货号： 1690200073

岩石斗2.0×2810（带
齿套）

斗宽：2790

卸载高度（标准臂）：2951

对应卸载距离：1049

用途：物料密度≤2.0t/ m³ 的
物料 。

机具订货号：16900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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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斗2.3×2766
（装配）

斗宽:2766

最大卸载高度:2950

对应卸载距离:1050

机具订货号:1690000006

铲斗外形与简介

加大斗2.5×2766
（斗齿）

斗宽:2766

最大卸载高度:2915

对应卸载距离:1085

机具订货号:1690000007

标准斗2.3×2762
（耐磨板）

斗宽:2762

最大卸载高度:2950

对应卸载距离:1050

机具订货号:1690000029

岩石斗2.5×3093（带齿
套）

斗宽:3093

最大卸载高度:

对应卸载距离:

机具订货号:1690100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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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斗2.5×3024

（平斗底）

斗宽:3024

卸载高度（标准臂）:3275

对应卸载距离:1235

机具订货号: 1690100343

铲斗外形与简介（L952D）

岩石斗2.4×3093

（带齿套）

斗宽:3093

卸载高度（标准臂）:3240

对应卸载距离:1295

机具订货号:1690100285

标准斗2.7×3024（装配）

斗宽:3024

卸载高度（标准臂）:3220

卸载距离:1295

机具订货号: 1690100243

标准斗2.7×3016

（耐磨板）

斗宽:3016

卸载高度（标准臂）:3220

对应卸载距离:1295

机具订货号:169010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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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斗3.3×3300

（无耐磨板）

斗宽:3300

卸载高度（标准臂）:3220

对应卸载距离:1310

机具订货号:1690100257

铲斗外形与简介（L95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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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斗2.4×3093

（带齿套）

斗宽:3093

卸载高度（标准臂）:3060

对应卸载距离:1120

机具订货号:1690100249

铲斗外形与简介(L952/L953(F)/L955F(c))

岩石斗2.7×3093

（带齿套）

斗宽:3093

卸载高度（标准臂）:3011

对应卸载距离:1120

机具订货号:1690100250

标准斗2.8×3024（装配）

斗宽:3024

卸载高度（标准臂）:3080

对应卸载距离:1105

机具订货号:1690100111

标准斗2.8×3016

（耐磨板）

斗宽:3016

卸载高度（标准臂）:3080

对应卸载距离:1105

机具订货号:16901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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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斗2.8×3024（装配）

斗宽:3024

卸载高度（标准臂）:3080

对应卸载距离:1105

机具订货号:1690100195

标准斗2.8×3016

（耐磨板）

斗宽:3016

卸载高度（标准臂）:3080

对应卸载距离:1105

机具订货号:1690100332

标准斗3.0×3024（装配）

斗宽:3024

卸载高度（标准臂）:3040

对应卸载距离:1095

机具订货号:1690100163

标准斗3.0×3016

（耐磨板）

斗宽:3016

卸载高度（标准臂）:3040

对应卸载距离:1095

机具订货号:1690100333

铲斗外形与简介(L952/L953(F)/L955F(c))



2018年3月21日

铲斗外形与简介(L952/L953(F)/L955F(c))

加大斗3.6×3016

（无耐磨板）

斗宽:3016

卸载高度（标准臂）:3004

对应卸载距离:1126

机具订货号:1690100109

加大斗4.2×3016

（无耐磨板）

斗宽:3016

卸载高度（标准臂）:2898

对应卸载距离:1232

机具订货号:1690100214

加大斗4.5×3016

（无耐磨板）

斗宽:3016

卸载高度（标准臂）:2856

对应卸载距离:1274

机具订货号:16901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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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斗外形与简介(L956F(国内)/L956FH/L958F)

岩石斗2.7×3093

（带齿套）

斗宽:3093

卸载高度（标准臂）:3110

对应卸载距离:1100

机具订货号:1690100251

标准斗2.8×3024（装配）
斗宽:3024

卸载高度（标准臂）:3180

对应卸载距离:1030

机具订货号:1690100211

标准斗2.8×3016（耐磨板）

斗宽:3016

卸载高度（标准臂）:3180

对应卸载距离:1030

机具订货号:1690100334

标准斗2.8×3060（凸、焊接）
斗宽:3060

卸载高度（标准臂）:3110

对应卸载距离:1100

机具订货号:169010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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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斗外形与简介(L956F(国内)/L956FH/L958F)

标准斗3.0×3024（装配）

斗宽:3024

卸载高度（标准臂）:3110

对应卸载距离:1100

机具订货号:1690100241

标准斗3.0×3016

（耐磨板）

斗宽:3016

卸载高度（标准臂）:3110

对应卸载距离:1100

机具订货号:1690100222

标准斗3.0×3024（装配）

斗宽:3024

卸载高度（标准臂）:3110

对应卸载距离:1100

机具订货号:1690100268

标准斗3.2×3024（装配）

斗宽:3024

卸载高度（标准臂）:3100

对应卸载距离:1120

机具订货号:169010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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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斗3.2×3016

（耐磨板）

斗宽:3016

卸载高度（标准臂）:3100

对应卸载距离:1120

机具订货号:1690100325

铲斗外形与简介(L956F(国内)/L956FH/L958F)

加大斗3.6×3016

（无耐磨板）

斗宽:3016

卸载高度（标准臂）:3105

对应卸载距离:1155

机具订货号:1690100173

加大斗4.5×3016

（无耐磨板）

斗宽:3016

卸载高度（标准臂）:2960

对应卸载距离:1300

机具订货号:1690100174



2018年3月21日

铲斗外形与简介(L956/LG958L)

岩石斗2.7×3060（带
齿套、平刀板）

斗宽:3060

卸载高度（标准臂）:3180

对应卸载距离:1090

机具订货号:1690100049

标准斗2.8×3024
（装配）

斗宽:3024

卸载高度（标准臂）:3180

对应卸载距离:1090

机具订货号:1690100044

标准斗3.0×3024
（装配）

斗宽:3024

卸载高度（标准臂）:3120

对应卸载距离:1130

机具订货号:1690100043

标准斗3.0×3016
（耐磨板）

斗宽:3016

卸载高度（标准臂）:3120

对应卸载距离:1130

机具订货号:169010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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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斗3.6×3016

（无耐磨板）

斗宽:3016

卸载高度（标准臂）:3042

对应卸载距离:1210

机具订货号:1690100116

加大斗4.5×3016

（无耐磨板）

斗宽:3016

卸载高度（标准臂）:2894

对应卸载距离:1360

机具订货号: 1690100117

岩石斗3.0×3060（带
齿套、平刀板）

斗宽:3060

卸载高度（标准臂）:3120

对应卸载距离:1130

机具订货号:1690100099

岩石斗3.0×3060

（装配、平刀板、齿套）
斗宽:3060

卸载高度（标准臂）:3120

对应卸载距离:1130

机具订货号:1690100187

铲斗外形与简介(L956/LG958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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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斗外形与简介(L968F)

岩石斗3.0×3093

（带齿套）

斗宽:3093

卸载高度（标准臂/大轮
胎）:3225

对应卸载距离:1085

机具订货号:1690600073

标准斗3.5×3038

（装配）

斗宽:3038

卸载高度（标准臂/大轮
胎）: 3270

对应卸载距离:1070

机具订货号:1690600059

标准斗3.5×3016

（耐磨板）

斗宽:3016

卸载高度（标准臂/大轮
胎）: 3270

对应卸载距离:1070

机具订货号:1690600077

标准斗3.5×3060
（凸、焊接、耐磨板、
带齿套）

斗宽:3060

卸载高度（标准臂/大轮胎）: 
3217

对应卸载距离:1123

机具订货号:169060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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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斗3.5×3220
（凸、焊接、耐磨
板、带齿套）

斗宽:3220

卸载高度（标准臂/大轮
胎）: 3227

对应卸载距离:1112

机具订货号:1690600026

标准斗3.5×3200

（装配）

斗宽:3200

卸载高度（标准臂/大轮
胎）: 3280

对应卸载距离:1053

机具订货号:1690600046

加大斗4.2×3016

（无耐磨板）

斗宽:3016

卸载高度（标准臂/大轮
胎）: 3144

对应卸载距离:1196

机具订货号:1690600075

加大斗4.5×3016

（无耐磨板）

斗宽:3016

卸载高度（标准臂/大轮
胎）: 3105

对应卸载距离:1235

机具订货号:1690600065

铲斗外形与简介(L96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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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斗5.0×3300

（无耐磨板）

斗宽:3300

卸载高度（标准臂/大轮
胎）: 3112

对应卸载距离:1228

机具订货号:1690600064

铲斗外形与简介(L96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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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斗外形与简介(L978F)

岩石斗3.5×3230

（带齿套、平刀板）

斗宽:3230

卸载高度（标准臂）:3371

对应卸载距离:1131

机具订货号:1690700004

标准斗4.2×3320

（凸、焊接、耐磨板、
带齿套）

斗宽:3320

卸载高度（标准臂）:3252

对应卸载距离:1250

机具订货号:1690700009

标准斗4.2×3170

（耐磨板）

斗宽:3170

卸载高度（标准臂）:3256

对应卸载距离:1246

机具订货号:1690700011

加大斗5.0×3170（无
耐磨板）

斗宽:3170

卸载高度（标准臂）:3132

对应卸载距离:1370

机具订货号:16907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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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斗6.0×3170（无
耐磨板）

斗宽:3170

卸载高度（标准臂）:3005

对应卸载距离:1497

机具订货号:1690700015

加大斗7.0×3170（无
耐磨板）

斗宽:3170

卸载高度（标准臂）:2868

对应卸载距离:1634

机具订货号:1690700014

铲斗外形与简介(L978F) 铲斗外形与简介(L989F)

标准斗4.5×3320

（凸、焊接、耐磨板、
带齿套）

斗宽:3320

卸载高度（标准臂）:3300

对应卸载距离:1390

机具订货号:16907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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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斗外形与简介(特殊订单斗）

L953(F)/L955F(c))

专用斗2.0×1600(超窄)

斗宽:1600

用途:适于铲装比重小的松
散物料。

机具订货号:169010350

L955F

专用斗4.5×3300(筛斗)
斗宽:3300

用途:俄罗斯甜菜专用

机具订货号:169010352

L956F

加大斗3.6×3300（加高
臂超高臂专用）斗
宽:3300

用途:适于铲装比重小的松
散物料

机具订货号:169010349

L956F

加大斗4.5×3300

宽:3300

用途:适于铲装比重小的松
散物料

机具订货号:169010348



2018年3月21日

铲斗外形与简介(特殊订单斗）

L953N

夹木叉铲斗

斗宽:2380

用途:适于铲装比重小的松
散物料。

机具订货号:169020127



2018年3月21日

2、抓草叉系列

机具说明：

抓草叉上下叉齿多，叉尖交叉，方便草料抓持，主要用于造纸

厂、生物发电厂等草料的装卸与运输。

序号 机型 机具代码
叉宽
(mm)

最大开口(mm)

最小夹持直径

备注

(mm)

1 LG92X

1690300069 1960 1870 850 加强型抓草叉，适用于专用平台

1690300070 1960 1870 850 超高臂专用

2 LG93X

1690200130 2400 2560 1170 加强型抓草叉，适用于普通平台

1690200112 2400 2380 820 加强型抓草叉，适用于专用平台

3 LG95X

1690100277 2960 3175 1330 加强型抓草叉,适用于专用平台

1690100293 2960 3175 1300 出口特殊订单，快换抓草叉,ISO接口，翻叉力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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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20抓草叉(宽1960，
最小夹持直径850，开
口1870）

收叉角：24° 卸料角：39°

卸载高度：2590（加高臂）

卸载距离：1385（加高臂）

用途: 用于造纸厂草料的装运

机具订货号:1690300069

备注：加强型抓草叉，适用于
专用平台。

L920抓草叉(宽1960，
最小夹持直径850，开
口1870）

收叉角：32°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3300（超高臂）

卸载距离：1834（超高臂）

用途: 用于造纸厂草料的装运

机具订货号:1690300070

备注：超高臂专用。(外形尺
寸与1690300069一样）

抓草叉（L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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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33抓草叉（宽2400，最小夹
持直径1170，开口2560）

收叉角：20°卸料角：39°

卸载高度：2850（加高臂）

卸载距离：1765（加高臂）

机具订货号:1690200130

用途: 用于造纸厂草料的装运

备注：加强型抓草叉,面积同1690200005，
适用于普通平台。

L933抓草叉(宽2400，
最小夹持直径850，开
口2380）

收叉角：30°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3064（加高臂）

卸载距离：1437（加高臂）

用途: 用于造纸厂草料的装运

机具订货号:1690200112-主推

备注：加强型抓草叉,适用于
专用平台。

抓草叉（L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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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草叉（L933）

抓草叉
φ850×3000×2420

收叉角：30° 卸料角：32°

卸载高度：3510（超高臂）

卸载距离：1515（超高臂）

用途: 用于树皮，木屑的装卸。

机具订货号:1690200162

备注：加强型抓草叉,适用于
2915002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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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草叉（L933）

抓草叉φ1050×2430×2400
（四上五下）

（临沂费县）

最小夹持直径:1050

收叉角：23°卸料角：40°

卸载高度：2670（标准） 2950（加高）

卸载距离：1530（标准） 1550（加高）

用途:用于造纸厂草料的装运。

机具订货号:1690200154

适用区域：临沂造纸厂。

备注：专用平台。

抓草叉
Φ1160×2560×2400（五
上六下）

抓草叉（临沂）

最小夹持直径:1160

收叉角：20°卸料角：35°

卸载高度：2940（加高）

卸载距离：1850（加高）

用途:用于造纸厂草料的装运。

机具订货号:1690200159

适用区域：临沂。

备注：普通平台、专用平台，结构
同1690200130，下叉齿伸出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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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草叉（L933）

抓草叉φ650×1740×2517(
三上四下)

（淄博天源）

最小夹持直径:650

收叉角：30°卸料角：40°

卸载高度：3080（加高）

卸载距离：1385（加高）

用途:用于废旧进出抓取。

机具订货号:1690200158

适用区域：淄博天源废旧金属用户。

备注：专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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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草叉（L933）

抓草叉φ970×2250×1802（五
上五下）

抓草叉（昆明）

最小夹持直径:970

收叉角：20°卸料角：35°

卸载高度：2950（加高）

卸载距离：1750（加高）

机具订货号:1690200140

适用区域：昆明。

备注：普通平台。

抓纸叉φ970*2250*2272（五上
五下）

抓纸叉（泰安）

最小夹持直径:970

收叉角：25°卸料角：40°

卸载高度：2870（加高）

卸载距离：1665（加高）

机具订货号:1690200138

适用区域：泰安。

备注：专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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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93X快换抓草叉（宽2400，开
口2380）

快换抓草叉（河北）

最小夹持直径:850

收叉角：25°卸料角：65°

卸载高度：2620（加高）

卸载距离：1020（加高）

用途:用于草料的装运。

机具订货号:1690200137

适用区域：河北。

备注：通用快换平台。

抓草叉（L933）-快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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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抓叉（L933）

LG93X抓斗(宽2510，斗容2.1m3）

收斗角：40° 卸料角：45°

卸载高度：2690（标准） 2970（加高）

卸载距离：1320（标准） 1340（加高）

机具订货号:1690200118

适用工况：内蒙用户养殖场清理牛粪和碎草
的混合物。

备注：普通平台。

抓管叉Φ0×1480×2424-错齿

收叉角：38°卸料角：40°

卸载高度： 3050（加高）

卸载距离： 1395（加高）

机具订货号:1690200147

适用区域：滨州地区

备注：专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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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955N抓草叉（宽2960，最小
夹持直径1330，开口3175）

收叉角：26°卸料角：39°

卸载高度：2980（加高臂）

卸载距离：1990（加高臂）

机具订货号:1690100277

适用工况：吉林泉德、山东泉林生态农业。

备注：加强型抓草叉,适用于专用平台。

抓草叉（L955）

抓树枝叉
φ1220×3220×2952-（上四
下四）

收叉角：25°卸料角：40°

卸载高度：2930（加高臂）

卸载距离：1870（加高臂）

机具订货号:1690100347

用途: 用于造纸厂草料的装运

备注：江西大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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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95X快换抓草叉(宽2960，最
小夹持直径1300，开口3175）

收叉角：37°卸料角：53°

卸载高度：2160（普通臂）

卸载距离：1735（普通臂）

机具订货号:1690100293

用途: 用于造纸厂草料的装运

备注：进出口特殊订单，快换抓草叉,ISO
接口，翻叉力较小。

抓草叉（L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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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55抓管叉(宽2420，开口1620）

（冀东油田）
最小夹持直径:90

收叉角：24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3240（加高）

卸载距离：1600（加高）

用途:冀东油田夹持油管。

机具订货号:1690100312

适用区域：冀东油田。

备注：通用平台。

特殊抓叉（L955）

抓管叉Φ1165×2230×2452-对齿
最小夹持直径:1165

收叉角：26 °卸料角：38°

卸载高度：3130（加高）

卸载距离：1760（加高）

用途:用于油田钢管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100359

适用区域：河南康发。

备注：专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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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抓叉（L955）

抓管叉Φ0×2080×2424-错齿

最小夹持直径:0

收叉角：32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3170（加高）

卸载距离：1590（加高）

用途:用于油田钢管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100361

适用区域：淄博美沃。

备注：专用平台。

抓铜叉φ1250×3000×2204-(五上
五下)

收叉角：22°卸料角：39°

卸载高度：3050（加高）

卸载距离：1760（加高）

机具订货号:1690100371

适用区域：深圳

备注：普通平台



2018/3/21

特殊抓叉（L955）

专用斗2.8×3016（带抓草叉）

收斗角：45 °卸料角：45°

卸载高度：3400（加高）

卸载距离：1150（加高）

用途:安徽马鞍山用户抓废旧金属。

机具订货号:1690100372

适用区域：安徽马鞍山。

备注：普通平台。

夹板叉φ840×2230×2302-对齿

收叉角：22°卸料角：25°

卸载高度：3190（标准）

卸载距离：2140（标准）

机具订货号:1690100376

适用区域：大庆油田

备注：区域专用工作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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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抓叉（L955）

夹管叉φ760×1890×2330-对齿

收叉角：22°卸料角：50°

卸载高度：2580（标准）

卸载距离：1340（标准）

机具订货号:1690100377

适用区域：大庆油田

备注：普通工作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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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抓叉（LG953N）

LG953N抓叉(宽2198，开口3000）

收叉角：22°卸料角：40°

卸载高度：2700（标准） 3030（加高）

卸载距离：1715（标准） 1825（加高）

机具订货号:1690100314

适用区域：越南区域

备注：专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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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68F抓草叉(宽2960，开口3280）

（临沂费县）
最小夹持直径:1465

收叉角：24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3000（标准） 3400（加高）

卸载距离：1595（标准） 1735（加高）

机具订货号:1690600092

适用区域：临沂造纸厂。

备注：专用平台。

抓草叉（L96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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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夹木叉系列

机具说明：

夹木叉分上叉与下叉两部分，上下叉的结构由于工况的不同也有所差别，根据

上叉可分为分叉与合叉，不同的工况对其最大开口和最小夹持直径有不同的要求。

夹木叉被广泛应用于伐木场，码头及各种有夹持柱状物料的场合。



青岛/
日照:

956F:1690100254

太仓:
955F：1690100220

955F:1690100315

漳州/
莆田: 955F:1690100247

南京鲁祥:
93X:1690200089

南通山诺:
955F：1690100308

满洲里: 93X:1690200096

956F:1690100233

956F:1690100232

956F:1690100248

岚山港:

佳木斯: 955F:1690100281

呼市临工:

955:1690100291

唐山: 955:1690100299

956F:1690100306

968F:1690600072

968F:1690600084

968F:1690600090

93X:1690200132

93X:1690200136

济南:

93X:1690200149

玉溪:

93X:1690200135

广东:
93X:1690200143

河北: 93X:1690200126

海口:
955F:1690100336

955F:1690100337

968F:1690600095

968F:1690600097

金鼎鑫:
93X:1690200157

营口:
955F:1690100366



夹木叉（920）

L920分叉错齿夹木叉（宽
1467，开口1770）

分叉错齿

最小夹持直径:895

收叉角：28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2272（加高）

卸载距离：1707（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
夹。

机具订货号:1690300063

备注：专用平台。

L920分叉错齿夹木叉（宽1133，
开口1830）

分叉错齿

最小夹持直径:895

收叉角：28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2272（加高）

卸载距离：1707（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300061

备注：专用平台，与1690300063主要区别
是宽度较窄。



夹木叉（920）

L920分叉对齿夹木叉（宽1161，
开口2020）

分叉对齿

最小夹持直径:1000

收叉角：28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2420（加高）

卸载距离：1500（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300062

备注：专用平台。



夹木叉（93X）

L93X夹木叉（合叉，宽1800，开
口1590）

合叉

最小夹持直径:400

收叉角：29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3100（加高）

卸载距离：1365（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200122

备注：专用平台、通用平台。

L93X夹木叉（合叉，宽1800，开
口1590）

合叉

最小夹持直径:400

收叉角：18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2820（标准）

卸载距离：1340（标准）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200123

适用区域：俄罗斯。

备注：标准臂，通用平台。



夹木叉（93X）

L93X夹木叉（合叉，宽1592，开
口1760）

合叉

最小夹持直径:420

收叉角：30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3080（加高）

卸载距离：1385（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200132

适用区域：唐山。

备注：专用平台、通用平台。

L93X夹木叉（合叉，宽1592，开
口1700）

合叉（青岛）

最小夹持直径:380

收叉角：30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3080（加高）

卸载距离：1385（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200136

适用区域：青岛。

备注：专用平台、通用平台，5吨钢管。



夹木叉（93X）

L93X分叉错齿夹木叉(宽1600，
开口1740）

分叉错齿

最小夹持直径:420

收叉角：27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3000（加高）

卸载距离：1485（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200129

备注：专用平台、通用平台。

夹木叉Φ420×1740×1921-错齿
分叉错齿

最小夹持直径:420

收叉角：27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3050（加高）

卸载距离：1430（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200151

备注：专用平台、通用平台，日照样机认
可后切换。



夹木叉（93X）

L93X分叉错齿夹木叉(宽1600，
开口1740）

分叉错齿

最小夹持直径:420

收叉角：27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3000（加高）

卸载距离：1485（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200129

备注：专用平台、通用平台。

夹木叉Φ420×1740×1921-错齿
分叉错齿

最小夹持直径:420

收叉角：27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3050（加高）

卸载距离：1430（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200151

备注：专用平台、通用平台，日照样机认
可后切换。



夹木叉（93X）

夹木叉φ420×1740×1600-合叉
（三下）

分叉错齿

最小夹持直径:420

收叉角：18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2780（标准）

卸载距离：1390（标准）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200161

备注：通用平台。

L93X分叉错齿夹木叉(宽1600，
开口1740）

分叉错齿

最小夹持直径:420

收叉角：27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3000（加高）

卸载距离：1485（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200129

备注：专用平台、通用平台。



夹木叉（93X）

L93X夹木叉（分叉，宽1700，开
口1900）

分叉对齿

最小夹持直径:940

收叉角：30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2740（标准）3025（加高）

卸载距离：1400（标准）1420（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200093

备注：专用平台、通用平台。



2018/3/21

夹木叉（93X）-特殊订单

L93X分叉对齿夹木叉（宽1700，
开口1840）

分叉对齿（云南玉溪）

最小夹持直径:940

收叉角：30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3025（加高）

卸载距离：1420（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200135

适用区域：云南玉溪。

备注：专用平台、通用平台。

夹木叉φ930×1590×1800-合叉
（三下）

合叉（广东）

最小夹持直径:930

收叉角：28 °卸料角：37°

卸载高度：3330（超高）

卸载距离：1505（超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200143

适用区域：广东。

备注：适用超高连杆机构2915001830，加
第三齿后最小夹持圆变大。



夹木叉（93X）-特殊订单

LG93X快换夹木叉（合叉，宽
1722，开口1760）

合叉

最小夹持直径:420

收叉角：30 °卸料角：60°

卸载高度：2375（标准）

卸载距离：1090（标准）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200131

备注：普通平台，快换合叉夹木叉。

L93X快换夹木叉（宽1928，开口
1800）

分叉错齿

最小夹持直径:400

收叉角：34 °卸料角：52°

卸载高度：2845（超高）

卸载距离：1470（超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200126

适用区域：河北。

备注：普通平台，快换分叉错齿夹木叉。



夹木叉（93X）-特殊订单

夹木叉（快换）
Φ940×1840×1704-对齿

最小夹持直径:940

收叉角：33°卸料角：58°

卸载高度：2640（加高）

卸载距离：1210（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200157。

适用区域：内蒙古。

备注：专用平台。



夹木叉（955F）

L955F夹木叉（分叉，宽2068，
开口2220）

分叉对齿（江苏太仓）
最小夹持直径:1070

收叉角：23 °卸料角：39°

卸载高度：2850（标准）3170（加高）

卸载距离：1515（标准）1620（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100220

适用区域：江苏太仓。

备注：专用平台。

L955F分叉对齿夹木叉（对齿，
宽2122，开口2230）

分叉对齿（漳州、莆田）
最小夹持直径:1165

收叉角：23 °卸料角：39°

卸载高度：2880（标准）3210（加高）

卸载距离：1520（标准）1630（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100247

适用区域：漳州、莆田。

备注：专用平台。



夹木叉（955F）

L955F分叉错齿夹木叉(宽2250，
开口2000）

分叉错齿（青岛、日照）
最小夹持直径:440

收叉角：26°卸料角：39°

卸载高度：3150（加高臂）

卸载距离：1630（加高臂）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100315

适用区域：青岛日照。

备注：专用平台。

夹木叉φ450×2250×1928-合叉
合叉（海口）
最小夹持直径:450

收叉角：26 °卸料角：39°

卸载高度：3230（加高）

卸载距离：1560（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100336

适用区域：海口。

备注：专用平台。



2018/3/21

L955F分叉对齿夹木叉(宽2452，
开口2230）

分叉对齿（南通山诺）
最小夹持直径:1165

收叉角：23 °卸料角：39°

卸载高度：2880（标准）3210（加高）

卸载距离：1520（标准）1630（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100308

适用区域：南通山诺。

备注：专用平台。

夹木叉（955F）-特殊订单

夹木叉φ1070×2220×2080-对
齿

分叉对齿（深圳）
最小夹持直径:1070

收叉角：23 °卸料角：39°

卸载高度：3250（加高）

卸载距离：1540（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100370

适用区域：深圳。

备注：普通平台。



2018/3/21

夹木叉（955F）-特殊订单

夹木叉φ1165×2310×2452-对
齿（三下）

分叉对齿（四川临沃）
最小夹持直径:1165

收叉角：23 °卸料角：39°

卸载高度：2790（标准）3120（加高）

卸载距离：1635（标准）1745（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100373

适用区域：四川临沃。

备注：专用平台，下叉比1690100367加长
150mm。

夹木叉φ1165×2230×2452-对
齿（三下）

分叉对齿（四川临沃）
最小夹持直径:1165

收叉角：23 °卸料角：39°

卸载高度：2880（标准）3210（加高）

卸载距离：1520（标准）1630（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100367

适用区域：四川临沃。

备注：专用平台。



2018/3/21

夹木叉（955F）-特殊订单

夹木叉φ440×2000×2250-错齿
（三下）

分叉错齿（广州）
最小夹持直径:440

收叉角：26°卸料角：39°

卸载高度：3150（加高臂）

卸载距离：1630（加高臂）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100337

适用区域：广州。

备注：专用平台。



2018/3/21

夹木叉（955F）-特殊订单

L955F夹木叉（分叉错齿，宽
2236，开口1900）

分叉错齿（唐山）
最小夹持直径:550

收叉角：28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3150（加高）

卸载距离：1620（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100299

适用区域：唐山。

备注：专用平台。

夹木叉φ440×2000×2250-错齿
分叉错齿（营口）
最小夹持直径:440

收叉角：20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2810（标准）

卸载距离：1560（标准）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100366

适用区域：营口。

备注：普通平台。



2018/3/21

夹木叉（955F）-特殊订单

夹木叉φ450×2250×1928-合叉
合叉（俄罗斯）
最小夹持直径:450

收叉角：18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2930（标准）

卸载距离：1465（标准）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100317

适用区域：俄罗斯/斯里兰卡。

备注：普通平台。

夹木叉(快换
)φ450×2250×1928-合叉

合叉（越南）
最小夹持直径:450

收叉角：25 °卸料角：65°

卸载高度：2340（标准）

卸载距离：890（标准）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100357

适用区域：越南。

备注：普通平台。



2018/3/21

夹木叉（955F）-特殊订单

夹木叉φ450×2250×1928-合叉
合叉（内蒙古）
最小夹持直径:450

收叉角：23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3250（加高）

卸载距离：1520（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100368

适用区域：内蒙古。

备注：普通平台。



夹木叉（955F）-特殊订单

L955F夹木叉（合叉，宽2072，
开口2140）

合叉（佳木斯）
最小夹持直径:1120

收叉角：29 °卸料角：50°

卸载高度：3010（加高）

卸载距离：1350（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100281

适用区域：佳木斯。

备注：佳木斯专用平台。

L955F夹木叉（合叉，宽2072，
开口2140）

合叉（呼市临工）
最小夹持直径:1120

收叉角：18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2865（标准）

卸载距离：1415（标准）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100291

适用区域：呼市临工。

备注：普通平台。



夹木叉（956F）

L956F分叉错齿夹木叉（宽2040
，开口2000）

分叉错齿（青岛、日照）
最小夹持直径:440

收叉角：23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2920（标准）3320（加高）

卸载距离：1510（标准）1565（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100233

适用区域：青岛、日照。

备注：专用平台。

L956F分叉对齿夹木叉（分叉，
叉宽2068，开口2220）

分叉对齿（江苏太仓）
最小夹持直径:1070

收叉角：23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2950（标准）3350（加高）

卸载距离：1480（标准）1525（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100232

适用区域：江苏太仓。

备注：专用平台。



夹木叉（956F）

L956F叉对齿夹木叉（对齿，宽
2136，开口2230）

分叉对齿（漳州、莆田）
最小夹持直径:1165

收叉角：23 °卸料角：39°

卸载高度：2980（标准）3390（加高）

卸载距离：1480（标准）1535（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100248

适用区域：漳州、莆田。

备注：专用平台。

L956F合叉夹木叉(合叉，宽1900
，开口2580）

合叉（日照）
最小夹持直径:980

收叉角：23 °卸料角：39°

卸载高度：2860（标准）3245（加高）

卸载距离：1620（标准）1660（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100254

适用区域：日照。

备注：专用平台。



夹木叉（956F）

L956F夹木叉（合叉，宽1960，
开口2550）

合叉（岚山港）
最小夹持直径:600

收叉角：34 °卸料角：38°

卸载高度：3320（加高）

卸载距离：1565（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100306

适用区域：岚山港。

备注：专用平台，上叉单板结构。



夹木叉（956F）-特殊订单

夹木叉(快换
)φ450×2250×1928-合叉

合叉（东南亚）
最小夹持直径:450

收叉角：29 °卸料角：60°

卸载高度：2500（标准）

卸载距离：970（标准）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100342

适用区域：东南亚。

备注：普通平台。



夹木叉（956L）-特殊订单

LG956L合叉夹木叉（宽1300，开
口1640）

合叉（俄罗斯）
最小夹持直径:420

收叉角：45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4160（超高）

卸载距离：1500（超高）

用途:俄罗斯区域用来装卸火车。

机具订货号:1690100300

适用区域：俄罗斯。

备注：超高臂，普通平台。

LG956V分叉错齿夹木叉(叉宽
2140,开口2017)

分叉错齿（广东）
最小夹持直径:720

收叉角：24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3520（超高）

卸载距离：1550（超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100271

适用区域：广东。

备注：超高臂，普通平台。



夹木叉（956L）-特殊订单

LG956L合叉夹木叉（宽1818，开
口2550）

合叉
最小夹持直径:600

收叉角：18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2835（标准）

卸载距离：1635（标准）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100305

适用区域：俄罗斯。

备注：普通平台（图纸资料未完善）。

L956L分叉错齿夹木叉（宽2140
，开口2010）

分叉错齿（临沂）
最小夹持直径:440

收叉角：26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3210（加高）

卸载距离：1720（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100309

适用区域：临沂。

备注：通用平台。



夹木叉（968F）

L968F分叉错齿夹木叉（宽2040,
开口2303）

分叉错齿（青岛、日照）
最小夹持直径:894

收叉角：23 °卸料角：38°

卸载高度：3065（标准）3435（加高）

卸载距离：1585（标准）1700（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600072

适用区域：青岛、日照。

备注：专用平台。

L968F夹木叉(宽2200,开口2620)

分叉对齿（太仓）
最小夹持直径:1130

收叉角：23 °卸料角：38°

卸载高度：3020（标准）3495（加高）

卸载距离：1570（标准）1620（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600084

适用区域：太仓。

备注：专用平台。



夹木叉（968F）

夹木叉
φ1130×2620×2200-对齿

分叉对齿（广东晟昆）
最小夹持直径:1130

收叉角：30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3510（加高）

卸载距离：1540（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
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600097

适用区域：广东晟昆。

备注：普通平台。

夹木叉
φ900×2490×2702-对齿
分叉对齿（宁波）
最小夹持直径:900

收叉角：22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3120（标准）

卸载距离：1485（标准）

用途:用于转运原始森林砍伐圆木，
单根木头较重，每次转运一根。

机具订货号:1690600098

适用区域：宁波。

备注：普通平台。



夹木叉（968F）

L968F夹木叉（合叉，宽1960，
开口2420）

合叉（岚山港）
最小夹持直径:600

收叉角：35 °卸料角：39°

卸载高度：3430（加高）

卸载距离：1720（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600104

适用区域：岚山港。

备注：专用平台，上叉单板结构。

夹木叉φ600×2750×1960-合叉

合叉（岚山港）
最小夹持直径:600

收叉角：32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3270（加高）

卸载距离：1850（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600095

适用区域：岚山港。

备注：普通平台，面积比1690600090大35%。



夹木叉（968、968V）-特殊订单

LG968V夹木叉(合叉,宽1883,开
口2880)

合叉（水利部贸易、黑河）
最小夹持直径:1240

收叉角：25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3430（加高）

卸载距离：1480（加高）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物料的装夹。

机具订货号:1690600082

适用区域：水利部贸易公司、黑河。

备注：专用平台。



夹木叉（978）

夹木叉
φ900×2490×2702-对齿
分叉对齿（宁波）
最小夹持直径:900

收叉角：25 °卸料角：40°

卸载高度：3080（标准）

卸载距离：1645（标准）

用途:用于转运原始森林砍伐圆木，
单根木头较重，每次转运一根。

机具订货号:1690700030

适用区域：宁波。

备注：普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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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型 机具代码 斗容（m3)

1 L918 1690300007 0.9

2 L93X 1690200010 1.8

3 LG958L 1690100068 3.0

4、多功能斗系列

机具说明：

多功能斗为能实现多种作业的机具，主要用途有：

1、做普通铲斗用

2、对少量的杆状物料装夹

3、做简单的推平作业

4、做高卸斗用

该铲斗适用于工作强度不大，但需要多种工作频繁切换的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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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18多功能铲斗（
0.9m3)

斗宽:2128

最大卸载高度:2505

对应卸载距离:930

用途:

1、做普通铲斗用

2、对少量的杆状物料装夹

3、做简单的推铲

4、做高卸斗用 卸高:3027

机具订货号:1690300007

L93X多功能铲斗(1.8m3)

斗宽:2528

最大卸载高度:3460

对应卸载距离:1000

用途:

1、做普通铲斗用

2、对少量的杆状物料装夹

3、做简单的推铲

4、做高卸斗用 卸高:3575

机具订货号:1690200010

LG958L多功能铲斗
（3.0m3）

斗宽: 3000

卸载高度：3150

卸载距离：1090

用途:

1、做普通铲斗用

2、对少量的杆状物料装夹

3、做简单的推铲

4、做高卸斗用 卸高:4450

机具订货号:1690100068

机具外形及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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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型 机具代码 有效长度（mm）
两叉齿外侧之间
最大宽度 （mm）

1 L918 1690300008 1000 1545

2 L936 1690200024 1800 1780

3 L953(F)/L955F(c)) 1690100131 1250 2310

4 L953(F)/L955F(c)) 1690100256 1800 2310

5 L956/LG958L 1690100037 1250 2310

5、货叉系列

机具说明：

货叉能够替代叉车做一些对平移性要求

不高的叉装作业及一些简单的吊装作业，两

叉齿之间宽度可调。



2018年3月21日

L918平叉

最大卸载高度:2590(标准臂）

对应卸载距离:1580

用途:

1、能够替代叉车做一些对平移

性要求不高的叉装作业

2、做一些简单的吊装作业

机具订货号:1690300008

L936平叉

最大卸载高度:2550（标准臂）

对应卸载距离:2200

用途:

1、能够替代叉车做一些对平移

性要求不高的叉装作业

2、做一些简单的吊装作业

机具订货号:1690200024

L953(F)/L955F(c)
)平叉

最大卸载高度:3170 （标
准臂）

对应卸载距离:1790

机具订货号:1690100131

机具外形及简介

L953(F)/L955F(c)
)平叉

最大卸载高度:3160 （标
准臂）

对应卸载距离:2430

机具订货号:169010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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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56/LG958L平叉

卸载高度：3260 （标准臂）

卸载距离：1850

用途:

1、能够替代叉车做一些对平
移性要求不高的叉装作业。

2、做一些简单的吊装作业

机具订货号:1690100037

机具外形及简介

L956L大理石平叉

叉齿长度2450，叉宽2500

载荷中心距：1200

单根货叉额定起重量：5000

机具订货号：169010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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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侧卸斗系列

机具说明：

侧卸铲斗主要用于隧道、矿井等狭窄场地物料的铲装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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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具外形及简介

L920侧卸斗0.6m3
斗宽:1908

侧卸高度:2800

用途:

主要用于隧道等狭窄场地的

松散物料作业

机具订货号:1690300058

L93X侧卸斗

斗容:1.4 m³ 

斗宽:2530 

侧卸高度 :3500

用途:

主要用于隧道等狭窄场

地散装物料的铲装作业

机具订货号:1690200108

LG955FC侧卸铲斗

斗容：2.5 m³

斗宽:3076

侧卸高度:4125

用途:

主要用于隧道等狭窄场

地散装物料的铲装作业

机具订货号:1690100316

LG955FC侧卸铲斗

斗容：2.3 m³

斗宽:3076

侧卸高度:4125

用途:

主要用于隧道等狭窄场

地散装物料的铲装作业

机具订货号:169010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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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具外形及简介

LG946侧卸铲斗

斗容：1.8 m³

斗宽:2760

侧卸高度:3925

用途:

主要用于隧道等狭窄场

地散装物料的铲装作业

机具订货号:169000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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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除雪装置系列

序号 机型 机具代码 备注 水平面摆动角 推板高度*宽度（mm）

1 L918 1690300005 轻型 左右28° 940*3015

2 L933/L936

1690200007 重型 左右30° 1100*3500

1690200008 轻型 左右28° 1100*3600

3
L953(F)/L955

F(c))

1690100006 重型 左右30° 1100*3500

1690100217 重型 左右30° 1100*3800

1690100007 轻型 左右28° 1300*3670

4 L956/LG958L 1690100014 重型 左右30° 1100*3500

机具说明：

除雪装置为推板结构，可分为重型和轻型，重型又称为壁障型，可

在行进过程中躲避障碍。其主要用于清除积雪，轻型除雪装置亦可

用于松散物料打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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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18除雪装置

推板高度:940

推板宽度:3015

推板水平面摆动角:左右28°

用途:

1、主要功用是清除积雪

2、做松散物料的打堆

机具订货号:1690300005

L933/L936除雪机

推板高度:1100

推板宽度:3500

推板水平面摆动角:左右30°

用途:主要功用是清除积雪。

机具订货号:1690200007

L933/L936轻型除雪机
推板高度:1100

推板宽度 :3600

推板水平面摆动角:左右28°

用途:主要功用是清除积雪做松

散物料的堆装。

机具订货号:1690200008

L953(F)/L955F(c))

重型除雪装置

推板高度:1100

推板宽度:3500

推板水平面摆动角:左右30°

用途:主要功用是清除积雪

机具订货号 1690100006

机具外形及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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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53(F)/L955F(c))

轻型除雪装置

推板高度:1300

推板宽度:3670

推板水平面摆动角:左右28°

用途:主要功用是清除积雪

机具订货号:1690100007

L956/LG958L除雪机

推板高度:1100

推板宽度:3500

推板水平面摆动角:左右30°

用途:主要功用是清除积雪

机具订货号:1690100014

机具外形及简介

L953(F)/L955F(c))

重型除雪装置

推板高度:1100

推板宽度:3500

推板水平面摆动角:左右30°

用途:主要功用是清除积雪

机具订货号 169010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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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快换系列

序号 机型 快换机具 机具代码 机具参数

1 L918/920

快换标准斗 1690300086 1.0(斗容)×2140(宽度)

快换加大斗 1690300088 1.5(斗容)×2320(宽度)

快换加大斗 1690300089 1.5(斗容)×2140(宽度)

快换多功能铲斗 1690300011 0.9(斗容)×2128(宽度)

快换推雪装置 1690300064 940(高度) ×3015(宽度)

快换起重臂 1690300075

快换平叉 1690300009 1000(叉齿长)×1545(两叉齿最外宽度)

2 L93X

快换标准斗 1690200080 1.8(斗容)×2516(宽度)

快换加大斗 1690200077 2.5(斗容)×2915(宽度)

快换加大斗 1690200153 2.5(斗容)×2510(宽度)

快换多功能铲斗 1690200064 1.8(斗容)×2528(宽度)

快换平叉 1690200061 1250(叉齿长)×2130(两叉齿最外宽度)

快换平叉 1690200062 1500(叉齿长)×1780(两叉齿最外宽度)

机具说明：

快换附具由快换装置和快换机具组成，快换机具包括快换铲斗、

快换平叉、快换夹叉、快换除雪装置等。

快换装置可以快速的更换附具，主要用于需要频繁的切换附具

的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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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型 快换机具 机具代码 机具参数

2 L93X

快换平叉 1690200102 1800(叉齿长)×2140(两叉齿最外宽度)

快换夹木叉 1690200131 Φ42(最小夹持直径420×1760(开口尺寸)×1722(宽度)

快换除雪装置 1690200134 重型

3 LG946L
快换标准斗 1690000014 2.3(斗容)×2766(宽度)

快换加大斗 1690000019 3.4(斗容)×3016(宽度)

4 L953(F)/L955F(c))

快换标准斗 1690100203 3.0(斗容)×3016(宽度)

快换加大斗 1690100355 3.6(斗容)×3016(宽度)

快换加大斗 1690100166 4.5(斗容)×3016(宽度)

快换平叉 1690100167 1250(叉齿长)×2310(两叉齿最外宽度)

快换平叉 1690100225 1800(叉齿长)×2310(两叉齿最外宽度)

产品平台 斗容（m3) 订货号
参数（配标准臂）

备注 适用工况
斗宽 卸载高度 卸载距离

L918/920

0.8 1690300080 2140 2420 1125 耐磨板、滑移接口快换标准斗
B、C、D、E

1.0
1690300086 2140 2504 940 耐磨板
1690300079 2140 2498 1207 耐磨板、volvo小装接口快换

1.5
1690300089 2140 2291 1295 耐磨板、滑移接口快换加大斗

D、E
1690300088 2320 2398 1397 耐磨板、volvo小装接口快换

L93X
1.8 1690200080 2516 2800 1245 标准斗 C、D、E

2.5
1690200077 2915 2719 1325 加大斗

D、E
1690200153 2510 2636 1411 加大斗

LG946L
2.3 1690000014 2766 2816 1218 标准斗 C、D、E
3.4 1690000019 3016 2614 1359 加大斗 D、E

L953(F)/L95
5F(c)

3.0 1690100203 3016 2845 1360 标准斗,标配耐磨板 C、D、E
3.6 1690100355 3016 2835 1375 加大斗,标配耐磨板 D、E
4.5 1690100166 3016 2690 1520 加大斗,标配耐磨板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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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具外形及简介

标准斗1.0×2140（快
换、耐磨板）

斗宽:2140

最大卸载高度:2504

对应卸载距离:940

机具订货号:1690300086

L918F滑移快换铲斗
（0.8m3）

斗宽:2140

最大卸载高度:2420

对应卸载距离:1125

机具订货号:1690300080

(滑移接口快换标准斗0.8方）

加大斗1.5×2140（快
换）

斗宽:2140

最大卸载高度:2291

对应卸载距离:1295

机具订货号:1690300089

(滑移接口快换加大准斗1.5方）

标准斗1.0×2140（快
换、耐磨板）

斗宽:2140

最大卸载高度:2498

对应卸载距离:1207

机具订货号:1690300079

(VOLVO L35小装快换接口快换
标准斗1.0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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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18快换多功能铲斗
(0.9m3)

最大卸载高度:2505

对应卸载距离:930

用途:

1、做普通铲斗用

2、对少量的杆状物料装夹

3、做简单的推铲

4、做高卸斗用 卸高 3027

机具订货号:1690300011

L918快换平叉

最大卸载高度:2906

对应卸载距离:1705

两叉齿之间宽度可调

用途:

1、能够替代叉车做一些对平移
性要求不高的叉装作业

2、一些简单的吊装作业

机具订货号:1690300009

机具外形及简介

加大斗1.5×2320（快
换）

斗宽:2320

最大卸载高度:2398

对应卸载距离:1357

机具订货号:1690300088

(VOLVO L35小装快换接口快换
加大斗1.5方）

L918快换除雪装置

推板高度:940

推板宽度:3015

推板水平面摆动角:左右28°

用途:

1、主要功用是清除积雪

2、做松散物料的打堆

机具订货号:169030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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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具外形及简介

L918快换起吊臂

额定载重量：1000kg

臂长：1570

宽度：1132

用途:

1、物料的吊装与转运

机具订货号:1690300075



2018年3月21日

快换加大铲斗

斗宽:2510

最大卸载高度:2636

对应卸载距离:1411

机具订货号1690200153

机具外形及简介

LG93X快换多功能铲斗
(1.8m3）

卸载高度:2745

卸载距离:1145

用途：

1、做普通铲斗用

2、对少量的杆状物料装夹

3、做简单的推铲

4、做高卸斗用 卸高 3360

机具订货号:1690200064

标准斗1.8×2516（快
换、耐磨板）

斗宽:2516

最大卸载高度:2800

对应卸载距离:1245

机具订货号:1690200080

加大斗2.5×2915（快
换、防落料）

斗宽:2915

最大卸载高度:2719

对应卸载距离:1325

机具订货号:169020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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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3X快换平叉

最大卸载高度:2365

对应卸载距离:1705

用途:

1、能够替代叉车做一些对平

移性要求不高的叉装作业

2、做一些简单的吊装作业

机具订货号:1690200061

L93X快换平叉

最大卸载高度:2220

对应卸载距离:1880

用途:

1、能够替代叉车做一些对平

移性要求不高的叉装作业

2、做一些简单的吊装作业

机具订货号:1690200062

机具外形及简介

L93X快换平叉

最大卸载高度:1980

对应卸载距离:2130

用途:

1、能够替代叉车做一些对平

移性要求不高的叉装作业

2、做一些简单的吊装作业

机具订货号:1690200102

L93X快换夹木叉

最小夹持直径：420

卸载高度：2370（61゜）2570（45゜）

卸载距离：1070（61゜）1435（45゜）

用途:用于圆木、杆状及管状长 物料
的装夹，主要用于东北市场对上叉 的
动作要求一致的情况

机具订货号:169020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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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3X重型快换推雪板

推板高度:1100

推板宽度:3500

推板水平面摆动角:左右30°

用途:主要功用是清除积雪

机具订货号:1690200134

机具外形及简介

标准斗2.3×2766（快
换、装配）

斗宽:2766

最大卸载高度:2816

对应卸载距离:1218

机具订货号:1690000014

加大斗3.4×3016（快
换、防落料）

斗宽:3016

最大卸载高度:2614

对应卸载距离:1359

机具订货号:1690000019

LG946L（标准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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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具外形及简介

L958F/956FH快换平叉

卸载高度：2310

卸载距离：1940

用途:

1、能够替代叉车做一些对平移

性要求不高的叉装作业。

2、做一些简单的吊装作业。

机具订货号:1690100225

L953(F)/L955F(c)（标准臂）

标准斗3.0×3016（快
换、耐磨板）

斗宽:3016

最大卸载高度:2845

对应卸载距离:1360

机具订货号:1690100203

加大斗3.6×3016
（快换）

斗宽:3016

最大卸载高度:2835

对应卸载距离:1375

机具订货号:1690100355

加大斗4.5×3016（快
换）

斗宽:3016

最大卸载高度:2690

对应卸载距离:1520

机具订货号:1690100166



2018年3月21日

机具外形及简介

L958F/956FH快换平叉

卸载高度：2700

卸载距离：1540

用途:

1、能够替代叉车做一些对平移

性要求不高的叉装作业。

2、做一些简单的吊装作业。

机具订货号:1690100167

L953(F)/L955F(c)（标准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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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8F铲斗外形与简介

加大斗6.8×3300（无
耐磨板）

斗宽:3300

最大卸载高度：3350

对应卸载距离:1780

机具订货号:1690600105



2018/3/21

L946重型推雪铲

推板高度:1100

推板宽度:3500

推板水平面摆动角:左右30°

用途:主要功用是清除积雪。

机具订货号:1690000033

机具外形及简介

平叉2000*1796

最大卸载高度:2145

对应卸载距离:2105

用途:

1、能够替代叉车做一些对平

移性要求不高的叉装作业

2、做一些简单的吊装作业

机具订货号:169000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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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加高臂、超高臂系列

机具说明：

加高臂与超高臂适用于标准动臂不能满足的较大卸载高度的工况。

由于加大卸载高度的同时也增加物料的载荷中心距，因此加高臂、超高臂需配较小的

铲斗或者铲装密度较小的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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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容(m3) 编码 名称说明 斗宽 主刀板形式 铲斗标配 是否带耐磨板 斗齿或耐磨板编码
2915001655
（标准）

2915001870
（加高）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0.6 1690300038 标准斗 2084 直线型 焊接斗齿 否 不能安装 2515 800 2840 835
0.8 1690300017 标准斗 2084 直线型 焊接斗齿 否 不能安装 2450 860 2780 890
0.8 1690300032 标准斗 2084 直线型 螺栓连接斗齿 否 不能安装 2450 860 2780 890

1.0 1690300039 加大斗 2320 直线型 无斗齿 能加装
2917003597（LG918加
大斗耐磨板模块）

2400 910 2730 940

L916

斗容
(m3)

编码 名称说明 斗宽
主刀板
形式

铲斗
标配

是否带
耐磨板

斗齿或耐磨板编
码

2915001447
（标准）

2915001344
（加高）

2915001384
（超高）

2915002549
（超高）

2915002351
（超高）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1.0 1690300015 918标准斗 2150 直线型
螺栓
连接
斗齿

能替换

去除斗齿可选装
2917004206

（LG918普通斗三
块耐磨板模块）

2510 930 2800 890 2995 985 3250 1220 3640 1470

1.0 1690300035 918标准加强斗 2220 凸出型
焊接+
镶套
斗齿

能加装

2917003595
（LG93X岩石斗耐
磨板模块）减一

块耐磨板

2490 940 2800 900 2980 995 3235 1230 3630 1485

1.2 1690300027 920标准斗 2150 直线型
螺栓
连接
斗齿

能替换

去除斗齿可选装
2917004206

（LG918普通斗三
块耐磨板模块）

2450 990 2760 950 2940 1040 3200 1280 3590 1535

1.2 1690300034 918加强斗 2220 凸出型
焊接+
镶套
斗齿

标配
2917003595（岩
石斗耐磨板模块）
减一块耐磨板

2420 1010 2730 975 2910 1070 3170 1305 3560 1560

1.2 1690300036 920标准加强斗 2220 凸出型
焊接+
镶套
斗齿

能加装

2917003595
（LG93X岩石斗耐
磨板模块）减一

块耐磨板

2420 1010 2730 975 2910 1070 3160 1305 3560 1560

1.4 1690300001 加大斗 2320 直线型 无 能加装
2917003597

（LG918加大斗耐
磨板模块）

2410 1030 2715 990 2900 1085 3160 1325 3550 1580

L918\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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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容
(m3)

编码
名称说

明
斗宽

主刀板
形式

铲斗标
配

是否带
耐磨板

斗齿或耐磨
板编码

2915000876 2915000450 2915001830 2915002584 2915002567
2915001399
（超高）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1.2 1690200048
印度岩
石斗

2510 凸出型
焊接+
镶套斗

齿
标配

2917003595
（LG93X岩石
斗耐磨板模

块）

3060 930 3340 950 3545 1075 3740 1020 3890 1180 4260 2205

1.4 1690200071 普通斗 2510 直线型 无 能加装

2917004209
（LG93X普通
斗三块耐磨
板模块）或
螺栓连接斗

齿

3048 936 3328 955 3519 4055 3710 1000 3862 1164 4230 2181

1.5 1690200078 普通斗 2510 直线型
螺栓连
接斗齿

能替换

去除斗齿可
选装

2917004209
（LG93X普通
斗三块耐磨
板模块）

2998 986 3278 1005 3470 1105 3665 1054 3816 1218 4187 2236

1.5 1690200003 岩石斗 2510 直线型
焊接+
镶套斗

齿
标配

2917003595
（岩石斗耐
磨板模块）

3003 989 3283 1008 3492 1134 3690 1082 3841 1246 4212 2267

1.6 1690200031 标准斗 2520 直线型
螺栓连
接斗齿

能替换

去除斗齿可
选装

2917004209
（LG93X普通
斗三块耐磨
板模块）

2985 1009 3263 1026 3452 1120 3650 1073 3801 1236 4171 2258

1.6 1690200072 加强斗 2580 凸出型
焊接+
镶套斗

齿
能加装

2917003595
（LG93X岩石
斗耐磨板模

块）

2964 1018 3244 1037 3436 1137 3635 1090 3785 1253 4156 2275

L93X



2018年3月21日

斗容
(m3)

编码
名称说

明
斗宽

主刀板
形式

铲斗标
配

是否带
耐磨板

斗齿或耐磨
板编码

2915000876 2915000450 2915001830 2915002584 2915002567
2915001399
（超高）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1.8 1690200030 标准斗 2520 直线型
螺栓连
接斗齿

能替换

去除斗齿可
选装

2917004209
（LG93X普通
斗三块耐磨
板模块）

2956 1038 3232 1050 3424 1149 3623 1103 3773 1265 4146 2289

1.8 1690200082 岩石斗 2555 直线型
可拆卸
式斗齿

标配

2917003595
（LG93X岩石
斗耐磨板模

块）

2956 1038 3232 1050 3424 1149 3623 1103 3773 1265 4146 2289

1.8 1690200067 加强斗 2580 凸出型
焊接+
镶套斗

齿
能加装

2917003595
（LG93X岩石
斗耐磨板模

块）

2897 1085 3174 1100 3369 1204 3574 1161 3725 1325 4097 2348

1.9 1690200092

标准斗
(防落
料)

2620 直线型
螺栓连
接斗齿

能替换
去除斗齿可
选装耐磨板-
-没形成模块

2914 1023 3192 1038 3385 1140 3584 1097 3736 1261 4134 2320

1.9 1690200097

标准斗
(防落
料)

2616 直线型 耐磨板 标配
去除耐磨板
可选装3T螺
栓连接斗齿

2914 1023 3192 1038 3385 1140 3584 1097 3736 1261 4134 2320

2 1690200070
伊拉克
加强斗

2580 凸出型
焊接+
镶套斗

齿
标配

2917003595
（LG93X岩石
斗耐磨板模

块）

2897 1085 3134 1140 3329 1244 3538 1206 3688 1369 4061 2393

2.2 1690200002 加大斗 2915 直线型 无 能加装
2917003242
（加大斗耐
磨板模块）

3932 1062 3211 1079 3424 1210 3629 1163 3781 1328 4153 2350

2.5 1690200001 加大斗 2915 直线型 无 能加装
2917003242
（加大斗耐
磨板模块）

2976 1119 3155 1136 3371 1270 3582 1228 3702 1355 4104 2413

2.5 1690200050
印度加
大斗

2915 凸出型
焊接+
镶套斗

齿
能加装

2917003595
（LG93X岩石
斗耐磨板模

块）

2855 1140 3134 1157 3350 1292 3562 1250 3683 1378 4086 2437

L9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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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容
(m3)

编码
名称说

明
斗宽

主刀板
形式

铲斗标
配

是否带
耐磨板

斗齿或耐磨
板编码

2915000876 2915000450 2915001830 2915002584 2915002567
2915001399
（超高）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2.5 1690200081 加大斗 2510 直线型 无 能加装

2917004209
（普通斗三
块耐磨板模
块）或螺栓
连接斗齿

3790 1203 3069 1220 3289 1358 3507 1322 3624 1446 4034 2512

3 1690200009 加大斗 2915 直线型 耐磨板 标配
2917003242
（加大斗耐
磨板模块）

2791 1203 3069 1220 3289 1358 3506 1322 3624 1446 4034 2512

L93X

L953F
斗容
(m3)

编码
名称说

明
斗宽

主刀板
形式

铲斗标
配

是否带
耐磨板

斗齿或耐磨板
编码

2915001226 2915001814 2915001417 2915002556 2915002576 2915002385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2.4 1690100114
新型岩
石斗

3060 凸出型
焊接+
镶套斗

齿
标配

2917008042
（新型岩石斗
耐磨板模块）

3111 1066 3428 1170 3648 1067 3826 1279 4228 1590 4461 1794

2.4 1690100169 岩石斗 3093 直线型 耐磨板 标配
2917004215
（普通斗三块
耐磨板模块）

3180 994 3496 1097 3717 995 3893 1205 4290 1512 4486 1663

2.4 1690100249 岩石斗 3093 凸出型
焊接+
镶套斗

齿
标配

2917008042
（新型岩石斗
耐磨板模块）

3066 1112 3384 1217 3603 1112 3783 1326 4187 1639 4420 1844

2.7 1690100207 岩石斗 3060 直线型
焊接+
镶套斗

齿
标配

2917008042
（新型岩石斗
耐磨板模块）

3083 1095 3400 1200 3620 1095 3800 1308 4202 1620 4436 1825

2.7 1690100250 岩石斗 3093 凸出型
焊接+
镶套斗

齿
标配

2917008042
（新型岩石斗
耐磨板模块）

3014 1164 3333 1270 3551 1164 3733 1380 4140 1695 4375 1902

2.8 1690100111

标准斗
（斗底
板提高）

3024 直线型
螺栓连
接斗齿

能替换

去除斗齿可选
装2917004215
（普通斗三块
耐磨板模块）

3083 1095 3400 1200 3620 1095 3800 1308 4202 1621 4437 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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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53F
斗容
(m3)

编码
名称说

明
斗宽

主刀板
形式

铲斗标
配

是否带
耐磨板

斗齿或耐磨板
编码

2915001226 2915001814 2915001417 2915002556 2915002576 2915002385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2.8 1690100122 标准斗 3016 直线型
螺栓连
接斗齿

能替换

去除斗齿可选
装2917004215
（普通斗三块
耐磨板模块）

3083 1095 3400 1200 3620 1095 3800 1308 4140 1621 4436 1825

2.8 1690100150 加强型 3060 凸出型
焊接+
镶套斗

齿
能加装

2917008042
（新型岩石斗
耐磨板模块）

3014 1167 3332 1273 3550 1167 3737 1383 4178 1698 4374 1904

2.8 1690100176 加强型 3024 凸出型
螺栓连
接斗齿

否
不能安装（凸

出刀板）
3056 1125 3374 1230 3593 1125 3773 1339 4204 1653 4412 1857

2.8 1690100182 加强型 3024 直线型
螺栓连
接斗齿

能替换

去除斗齿可选
装2917004215
（普通斗三块
耐磨板模块）

3085 1096 3402 1200 3621 1097 3800 1310 4176 1622 4437 1827

2.8 1690100190

标准斗
（斗底
板提高）

3024 凸出型
螺栓连
接斗齿

否
不能安装（凸

出刀板）
3055 1123 3373 1228 3592 1124 3772 1338 4202 1651 4410 1857

2.8 1690100195

标准斗
（斗底
板提高）

3024 直线型
螺栓连
接斗齿

能替换

去除斗齿可选
装2917004215
（普通斗三块
耐磨板模块）

3083 1095 3400 1200 3620 1095 3800 1308 4202 1621 4436 1825

2.8 1690100198

标准斗
（斗底
板提高）

3024 凸出型
螺栓连
接斗齿

否
不能安装（凸

出刀板）
3055 1123 3373 1228 3592 1124 3772 1338 4176 1651 4411 1857

3.0 1690100163

标准斗
（斗底
板提高）

3024 直线型
螺栓连
接斗齿

能替换

去除斗齿可选
装2917004215
（普通斗三块
耐磨板模块）

3040 1137 3359 1242 3577 1138 3758 1352 4164 1667 4399 1873

3.0 1690100205

加强型
（斗底
板提高）

3060 凸出型
焊接+
镶套斗

齿
标配

2917008042
（新型岩石斗
耐磨板模块）

3040 1137 3359 1242 3577 1138 3758 1352 4164 1667 4399 1873

3.6 1690100109
新型加
大斗3m

3016 直线型 无 能加装
2917004215
（普通斗三块
耐磨板模块）

3008 1172 3327 1277 3545 1172 3727 1388 4135 1704 4370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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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53F
斗容
(m3)

编码
名称说

明
斗宽

主刀板
形式

铲斗标
配

是否带
耐磨板

斗齿或耐磨板
编码

2915001226 2915001814 2915001417 2915002556 2915002576 2915002385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卸高 卸距

3.6 1690100144
老结构
3.3m

3300 直线型 无 能加装
2917003244(
加大斗耐磨板

模块）
3045 1121 3363 1226 3582 1121 3762 1335 4167 1650 4400 1855

4.2 1690100165 加大斗 3300 直线型 无 能加装
2917003244(
加大斗耐磨板

模块）
2954 1214 3274 1320 3491 1214 3674 1431 4084 1750 4318 1956

4.2 1690100214 加大斗 3016 直线型 无 能加装
2917004215
（普通斗三块
耐磨板模块）

2902 1278 3223 1385 3439 1278 3625 1497 4038 1818 4275 2026

4.5 1690100110
新型加
大斗3m

3016 直线型 无 能加装
2917004215
（普通斗三块
耐磨板模块）

2860 1320 3182 1428 3397 1320 3584 1541 4000 1865 4237 2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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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3X推煤板

机具前伸长度:2980

推板高:320

推板宽:1000

用途：山西煤厂用于从拉
煤的货车箱侧面窗口
卸煤

机具订货号:1690200038

机具外形及简介

LG938LCE 起重臂

额定起重量：1000/1500/2000

用途:用于简单的吊装工作。

机具订货号:1690200065

L93X起重臂

机具外形尺寸

长4125宽1200高1200

用途:用于简单的吊装工
作。

机具订货号:1690200114

10、其它机具

L953(F)/L955F(c)起重臂（乌克兰
，臂长6米）
用途:吊装。

适用区域：乌克兰。

机具订货号:169010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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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具外形及简介

大理石平叉铲斗（3.5m3)

铲斗宽度: 3200

铲斗高度：1230

机具订货号:1690700020

大理石平叉铲斗（3.6m3)

铲斗宽度: 3170

铲斗高度：1204

机具订货号:1690700022

LFT30大理石焊接平叉

平叉宽度: 1415

平叉高度：1285

叉齿长度：1645

机具订货号:1690700019

地面收叉角17°

最高位置卸料角20°

最大举升高度3150mm

LFT22平叉（扭王

字块叉装专用）

机具订货号：169060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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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耙

用途:废旧物资回收厂，扒开
料堆，将废旧物资分类处理。

LG953N推土铲

推板高度:1100

推板宽度:3500

推板水平面摆动角:左右30°

机具订货号 ：16901001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