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构强劲

工作装置采用高强度钢板，结构更加

强劲；并进行有限元分析，仿真挖掘

机实际工况，验证负载强度，杜绝设

计缺陷

动臂、斗杆宽度增加 20%，前后支

撑采用铸钢件，根据工作中的受力方

向和大小进行了强化设计，强度大大

改善。 

铲斗采用欧式耐磨岩石斗，减少

挖掘阻力，提升作业效率，从而

降低油耗

领先的产品设计、制造、试验标准，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标准，保证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原装进口发动机：

满足三阶段排放标准的环保型、

经济型发动机，实现高作业效率

的同时降低了燃油消耗。 为提高

机器对国产燃油的适应能力，符

合中国国情，标配原装大型油水

分离器，延长了发动机使用寿命。

主泵功率控制系统 

采用国际一流的液压系统，随

着手柄的操纵，流量能自动进

行调节，执行装置的速度能够

实现比例控制，减少功率损失。 

主阀

主阀经过全面优化设计，改

善了整机操作性，优化了内

部通道，减少主阀压力损失，

有效的节省了燃油消耗。

主泵流量加大，工作效率提升10%
整机工作压力由 31.4MPa提高到 34.3Mpa，

挖掘力提升11%，更加适应坚硬岩石工矿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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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焊接部件均采用机器人焊

接，焊接件均进行无损探伤检测。

提高了结构件的强度和可靠性 , 

重型焊接 X 架和国内一流品牌四

轮一带，确保了更加坚实、稳定

的平台

管路优化 

重新优化设计的先导和工作

装置管路，加快了复合动作

响应速度，减少了液压冲击，

大幅提升了操作柔和性、提

升了整机工作的稳定性。

再生功能

在动臂下降和斗杆回收时，主控制阀上的流量再生阀工

作，使部分油液回流，确保动作平稳快速，实现节能。 

保持系统

主控制阀上的保持阀，能将控制阀泄露引起的液压油缸

的自然下降量控制在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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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人机工程学设计原理，低振动、低噪音设计，工

作环境更加安全舒适，驾驶室下方 6 个硅油减震器，

有效的减少了驾驶员操作的疲劳感 

独立液压油散热器、水散热器、中冷器并联横向布置，

散热效果好，易清理。电源总开关可便捷操作，通过切

断负极来切断总电源，起到保护机器的作用。

安装位置合理的燃油主滤清器和
机油滤清器，保养维护更便捷；
通过优化滤芯材料，保养周期
可大幅延长

继电器、保险等电器件集
成在智能控制电器盒内，
可以快速查找故障位置并
快速维修。

配 备 燃
油 加 注
泵， 燃
油 加 注
工 作 方
便快捷。



5 6

机 型 Model ME520.9

重 量 (T)   Total weight (T) 49.5

铲斗容量 (m3)  Bucket capacity(m3) 2.8

发动机型号  Engine model 五十铃 6WG1

功率 (kw/r/min)  Power(kw/r/min) 300/1800

燃油箱容积 (L)  Volume of fuel tank (L) 650

行走速度 (km/h)  Traveling speed (km/h). 4.8/3.0

回转速度 (r/min)  Slew speed  (r/min) 8.6

爬坡能力 (%)  Gradeability(%) 70

铲斗挖掘力 (KN)  ISO  Bucket excavating force (KN)  ISO 276

斗杆长度 (mm)  Bucket rod length(m) 2550

动臂长度 (mm)  Length of swing arm (m) 6560

接地比压 (KPa)  Ground pressure(KPa) 86

液压油箱容积 (L)  Hydraulic oil tank volume (L) 335

机 型 Model ME520.9

A- 总长 (mm)  Overall length (mm) 12180

B- 总宽 (mm)  Overall width (mm) 3340

C- 总高 ( 动臂顶 )(mm)  Total height(Swing arm top)(mm) 3640

D- 总高 ( 驾驶顶 )(mm)  Total height(Cab roof)(mm) 3280

E- 配重离地间隙 (mm)  Counterweight ground clearance (mm) 1300

F- 最小离地间隙 (mm)   Min. ground clearance (mm) 720

G- 尾部回转半径 (mm)  Turning radius of vehicle tail(mm) 3845

H- 履带接地长度 (mm)  Ground contact length of track(mm) 4360

J- 履带长度 (mm)  Track shoe length (mm) 5390

K- 轨距 (mm)  Track gauge(mm) 2740

L- 履带宽度 (mm)  Track shoe width (mm) 3340

M- 履带板宽度 (mm)  Track shoe width(mm) 600

N- 转台宽度 (mm)  Rotary table width(mm) 3045

机 型 Model ME520.9

O- 最大挖掘高度 (mm)  Maximum excavating height(mm) 10000

P- 最大卸载高度 (mm)  Maximum unloading height(mm) 6660

Q- 最大挖掘深度 (mm)  Maximum excavating depth(mm) 6260

R- 最大垂直壁挖掘深度 (mm)  Maximum vertical wall excavating depth(mm) 5620

T- 最大挖掘距离  Maximum excavating distance 10580

U- 在地平面的最大挖掘距离 (mm)  Maximum excavating distance at ground level(mm) 10360

V- 最小回转半径 (mm)  Minimum turning radius(mm) 4825

W- 最小回转半径时最大高度 (mm)  Maximum height at minimum turning radius(mm) 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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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5

Z- 配重高度 (mm)  Counterweight height(mm) 2360

A1- 接地长度 ( 运输时 )(mm)  Ground contact length(during transportation)(mm) 6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