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效、节能、环保

洋马 4TNV98T 涡轮增压环保型发动机

根据工况选择作业模式

配备自动降速功能，有效控制燃油消耗

输出功率大、燃烧效率更好、有效减少

高原地区功率下降

轴向柱塞泵

持续压力高

具有良好的自吸性能

可靠性高，使用寿命长

快速的控制响应

低脉动、低噪音

流量共享多路控制阀

高效、节能的负载敏感液压系统

复合动作操纵性更好，效率高

精确的控制，微动性好

压损小，油耗低

动臂、斗杆防自然下降功能；斗杆

再生功能

高可靠性、便捷的保养

工作装置：更简约、更强、更耐久

强化动臂、斗杆：在厚板材一体化结构上，进

一步采用了大截面的高强度结构

强化铲斗：侧板和背板进一步强化

行走装置整体强化

行走各部位进行了整体加强，大大提高了

可靠性

标配推土铲

一台机器可高效完成挖掘、

装载、填埋、平整作业



安全舒适的驾驶体验 /

新型驾驶室、噪音更低、操作环境更舒适、有效减轻操作人员驾驶疲劳

前方和后方均具有良好的视野、实现安全、可靠的作业

大功率空调、可调式座椅，工作更舒适

燃油预滤器 : 兼具油水分离功

能，其水分离能力更强，储水

容量更大，保护燃油系统

便捷的维护保养 /

液压油箱增设呼吸阀，防止杂质

进入液压系统

易清洁的冷却防尘装置：采

用并列式冷却系统，可轻松

完成清洁以及拆卸和安装

空调出风口 / 水杯座 多功能监控系统 冷暖空调 /USB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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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型 Model ME80.9

重 量 (T)  Total weight (T) 8
铲斗容量 (m3)  Bucket capacity(m3) 0.34
发动机型号  Engine model YANMAR 4TNV98T
功率 (kw/r/min)  Power(kw/r/min) 54.3/2200
燃油箱容积 (L)  Volume of fuel tank (L) 130
行走速度 (km/h)  Traveling speed (km/h). 5.1/2.7
回转速度 (r/min) Slew speed  (r/min) 10
爬坡能力 (%) Gradeability(%) 70
铲斗挖掘力 (KN)  ISO   Bucket excavating force (KN)  ISO 60
斗杆长度 (mm)  Bucket rod length(m) 1650
动臂长度 (mm)  Length of swing arm (m) 3710
接地比压 (KPa)  Ground pressure(KPa) 30
液压油箱容积 (L)  Hydraulic oil tank volume (L) 90

机 型 Model ME80.9

A- 总长 (mm)  Overall length (mm) 6100
B- 总宽 (mm)  Overall width (mm) 2300
C- 总高 ( 动臂顶 )(mm) Total height(Swing arm top)(mm) 2515
D- 总高 ( 驾驶顶 )(mm)  Total height(Cab roof)(mm) 2680
E- 配重离地间隙 (mm) Counterweight ground clearance (mm) 760
F- 最小离地间隙 (mm)   Min. ground clearance (mm) 380
G- 尾部回转半径 (mm) Turning radius of vehicle tail(mm) 1755
H- 履带接地长度 (mm) Ground contact length of track(mm) 2150
J- 履带长度 (mm) Track shoe length (mm) 2760
K- 轨距 (mm)  Track gauge(mm) 1700
L- 履带宽度 (mm)  Track shoe width (mm) 2150
M- 履带板宽度 (mm)  Track shoe width(mm) 450
N- 转台宽度 (mm)  Rotary table width(mm) 2198

机 型 Model ME80.9

O- 最大挖掘高度 (mm)  Maximum excavating height(mm) 7165
P- 最大卸载高度 (mm)  Maximum unloading height(mm) 5065
Q- 最大挖掘深度 (mm)  Maximum excavating depth(mm) 4038
R- 最大垂直壁挖掘深度 (mm)  Maximum vertical wall excavating depth(mm) 3505
T- 最大挖掘距离 Maximum excavating distance 6330
U- 在地平面的最大挖掘距离 (mm)  
Maximum excavating distance at ground level(mm) 6180

V- 最小回转半径 (mm)  Minimum turning radius(mm) 1795
W- 最小回转半径时最大高度 (mm)  
Maximum height at minimum turning radius(mm) 5500
X- 回转中心至后端部的距离 (mm)    
Distance between the center of gyration and the rear end side(mm) 1755

Z- 配重高度 (mm)  Counterweight height(mm) 1725
A1- 接地长度 ( 运输时 )(mm) Ground contact length(during transportation)(mm) 3700

性能参数

整机尺寸

作业范围

注：随技术不断改进，参数会有所变动，恕不通知，以实际样车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