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代
轮式装载机
产品简介



以创新、奉献和优质客户服务为
核心

美国得克萨斯州朗维尤

久益环球在得克萨斯州朗维尤设立了一家先进的制造工厂；数十年来一直扎根此地，设计

和制造轮式装载机。这一切始于行业先驱

R. G. LeTourneau，从一开始他就在运土机

中采用柴电混合动力设计。他的创新精神

激励着朗维尤团队在2002年将SR技术引入

轮式装载机，此后，对JOY SR混合动力系

统进行改进，并应用于所有机型。 

朗维尤工厂的制造面积超过100万平方英

尺，专门制造业内技术最先进的轮式装载

机。我们大力投入人才开发，鼓励他们利

用自身技能，在以下增值核心流程中提升

制造水平：

 • 切割

 • 机加工

 • 热处理

 • 重工制造

 • 涂漆 

 • 装配

我们当地的钢厂可为轮式装载机生产线提

供优质钢板：

 • 钢板在我们的钢包冶金站进行加工后底

注到锭模中，进一步提升质量

 • 由我们的轮式装载机专家设计和测试的

专用钢种

 • 不间断供应和最短的交付周期

久益环球朗维尤工厂坚持零伤害原则和提

供优质产品。

想要提高生产率？功能性？燃料效率？ 
答案就在第2代轮式装载机。

简而言之，你找不到产品种类比P&H第2代轮式装载机更齐全的高

科技轮式装载机。

更多选择，更高的净载重量，更加全面的功能性，P&H轮式装载机

绝对是你最佳的采矿设备选择。 从灵活的L-950轮式装载机到世

界上最大的L-2350轮式装载机，久益环球的第2代轮式装载机能满

足你特定的采矿要求。

第2代轮式装载机设计能长时间运行，因为其采用坚固耐用的结构

设计和模数化部件。JOY SR混合动力技术的能量再生功能，确保燃

料消耗保持最低水平，此机器还配备经过主要的采矿业安全委员

会认证，能满足全球各国要求的最新的安全装置。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P&H轮式装载机专为矿场而生，是解决

各种开采挑战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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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世界级的采矿业绩 

我们对客户的核心承诺是：通过我们独有

的直接服务网络提供世界一流的解决方案。

该网络使我们能与客户协作，共同开发创

新部件、产品、消耗品和系统，从而帮助

客户降低总拥有成本，同时最大限度实现

安全生产。

 

我们注重精益运营，由此推动我们致力于

提供优质可靠的服务。我们利用久益精益

运营原则，消除浪费、简化流程、实现自

动化操作以及保护人员免受伤害。

服务领导者

零伤害

每吨成本最低生产率最高

每一位客户都是鉴证者  

世界级的采矿业绩

TM

P&H轮式装载机：

•• 首选的装载工具，适用于煤炭、铁矿

和其他硬岩石开采等多种应用。

•• 无需辅助设备清理开采面。此项任务

可以由用作主要的矿场装载工具的同

一台轮式装载机完成。

 • 灵活性优于竞争对手的主要的装载工

具，而且非常适用于混矿应用。  

 • 在爆破或开采过程中需要设备改变位

置或经常来回移动的作业，会从轮式

装载机的灵活性中受益，因为它们可

以更加快速地重新投入作业。



确保P&H第2代轮式装载机是最佳的采矿机器的特
点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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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于维护

和其他轮式装载机不同，P&H轮式装载机周

身有多个便于维护的检修点。我们的设计确

保轻松维护发动机、散热器、Klenz过滤系

统、液压泵和软管、空压机和机器的SR动力

转换系统以及牵引电动机。

除了这些易于维护的模数化部件外，第2代

机器还在单独的机箱中配备单独的的高低

压系统，此类机箱还配备单独的中央空气阀

柜，以便于维护和确保安全。 所有上述特

点和装置能帮助你节省宝贵的时间和提高

生产率。

1.• 挖斗

所有P&H挖斗均符合SAE标准，也就是说，它们可

以达到规定的挖斗容量，并最终根据SAE标准提供

最大的净载重量。多种挖斗尺寸可供选择：不论是

采煤、采岩还是同时开采二者，你都能找到合适的

挖斗。此外，还提供多种斗唇和GET选件。

2.• 车架和提升臂

整个车架结构由具有极佳的焊接特性和低温属性的

高强度、低合金钢制成。焊接结构的关键位置采用

高强度铸件和锻件，以减少应力和延长结构使用寿

命。 前轴固定不动，是车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后

摆动轴设计的摆动幅度为11度（11.0，L-2350上的后

摆动轴可摆动12.50度）。独立的动力模块支架系统

置于后车架中的三点隔离系统旁边的托架上。

3.• Klenz空气过滤系统

Klenz空气过滤系统是世界上效率最高、最省钱的

空气过滤系统。设计效率为99.9%，可去除小到0.3
微米的颗粒。自动清洗设计可以使过滤器寿命延长

到5,000小时和以上，比传统过滤系统长15倍。

4.• JOY™ SR混合动力系统

SR动力系统能独立控制所有四个车轮的速度，是所

有第2代轮式装载机的标准配置。简单、性能可靠的

电动机/发电机效率非常高，无需维护。转子上面没

有电刷、换向器，也没有铜线圈。••

5.• 球窝接头

P&H轮式装载机使用球窝接头连接车架关节、提升

臂和支撑提升机构油缸和后轴摆动支点。此工作装

置使用寿命长，维护少，在所有P&H轮式装载机上

面专门用于吸收和分散多个方向的应力，性能远优

于传统的维护量大的销和U形夹系统。持续的自动

润滑系统确保机器使用寿命长。

操作人员舒适性
操作员环境的重要性。

我们深知，提高操作员效率，也就是提高

生产率。 我们致力于简化操作，为此，

所有第2代轮式装载机的驾驶室都配置

一系列体贴入微、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

的装置：

 • 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的操作手柄

 • 双门出入口

 • 简化仪表板布局

 • 清晰易读的液晶显示屏幕

 • 提供温度保护和进一步降低噪音的隔

热的驾驶室

 • 11向可调空气悬浮式座椅

 • 无与伦比的操作员视野

 • 增压和过滤的驾驶室空气

 • 即使在最苛刻的条件下，空气调节和供

暖系统也能确保驾驶室内部舒适

6.• LINCS II数字控制系统

独有的LINCS II控制和监控系统为操作员提供

简单、响应快和半自动控制界面，快速对车辆

进行故障诊断。为维护人员提供交互式离线工

具，提供无比快速的机器诊断数据下载。

7.• •柴电混合动力系统恒定转速

除了确保延长发动机寿命和降低燃油经济性

外，使发动机以恒定转速运行，还能对液压泵

的性能产生有利影响，确保在需要时始终能获

得最大液压流量。

8.• 液压装置

液压系统采用变量轴向柱塞泵，通过流量和

压力补偿实现最佳性能、低成本运行和出色的

可靠性。液压泵齿轮箱由轴驱动，采用自动润

滑方式。齿轮箱的管线过滤器能去除小到10微

米的颗粒，绝对过滤精度高，整个系统持续增

压的润滑油输送网络有助于延长无故障使用

寿命。

9.• 行星传动

P&H四级行星传动坚固耐用，其特点是全合成

油润滑和持续循环过滤，使用寿命长，而且不

出现故障。

10.• 增压轴箱

P&H增压轴箱可提高可靠性，因为其能为牵引

电动机和盘式行车制动器保持一个凉爽、无灰

尘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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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 SR混合动力系统： 
第2代机器的核心部件

P&H第2代轮式装载机燃料效率优异，在

某些情况下，燃料消耗比大小相当的机械

驱动装载机燃料少45%，因为它们的设计

可实现以最高的燃料效率运行。•独有的

JOY SR•混合动力系统是关键所在。

JOY SR混合动力系统采用成熟的开关磁阻

技术，性能可靠，使产生的能量能够完全再

生，从而使轮式装载机运行非常得高效。 

在制动或减速时，电动机成为发电机，将能

量回送给和发动机连接的发电机。 最终

使发电机作为电动机来转动柴油机。 JOY 

SR混合动力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电

力电子装置、电动机/发电机、控制系统和

齿轮系。

旨在节省时间和金钱

 • 减少制动或再生模式下的燃料消耗

 • 使发动机可以恒定的额定转速运行的先

进系统

 • 在速度下降到零（包括零速）时能保持高

扭矩，在零速时实施完全控制

 • 重心低，电力传动装置稳定性优异是其

固有的特点

 • 减少操作员疲劳，缩短周期时间 

 • 显著加快响应速度，提升牵引控制和减

少轮胎打滑，延长轮胎磨损寿命

 • 业内最高的马力重量比

旨在超越竞争产品

竞争产品需要在整个发动机转速范围内加速

和减速，而且在装料过程中需要换档，以便

跟随发动机扭矩曲线变化而变化。和它们不

同，P&H轮式装载机具有以下特点：

 • 不会产生能量损耗的扭矩变换器

 • 没有三级档变速器

 • 没有变速箱

 • 没有差动齿轮

 • 没有传输能量的万向接头

 • 需要的机载油液极少

结果是提高了生产率，降低了维护成本和实

现出色的稳定性。

最好在正常的轮式装载机装料周期，收集每个装料过
程中出现多次制动时的再生能量。不过电力传动本身
提供能量再生，而在装料过程中第2代 JOY SR 混合动
力系统可以100%的收集和利用所有制动能。

简单、坚固耐用的定子和转子设计 

转子•

•• 惯性小•– 减少对齿轮

装置的冲击应力。扭矩

惯性比高，响应速度

加快。

•• 开关频率低于交流系统，因此

延长电力电子装置和电动机绝缘

材料寿命

•• 简单、坚固耐用的设计•– 完成由一堆铁

心硅钢叠片组成。

•• 没有绕组、转子铜条、磁铁或任何类型的

接头

•• 低温运行•– 损耗集中在定子中

 

定子

•• 体积小•– 线圈端部短，使得

电力传动装置的扭矩/体积

比高

•• 性能可靠•– 单独缠绕的线圈

没有重叠的部分

•• 良好的散热管理•– 废料容易

排向外部环境

即使在非常苛刻的重型设备应用环境

下，P&H第2代轮式装载机也能持续提供行

业最高的燃料效率和可靠的性能。

6 | 久益环球 | 第2代轮式装载机产品简介 第2代轮式装载机产品简介 | 久益环球 | 7 

久益环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家轮式装载机制造商，
所有轮式装载机机型均采用先进的电力传动系统。 
每个电驱动车轮和其他位置的车轮完全独立，是轮
式装载机行业唯一真正的独立四轮驱动系统。 



尺寸更多。灵活性更强。功能更全面。

在采矿行业，没有一款能绝对满足所有应用的机器。 因此，久

益环球提供种类最齐全、功能最全面和技术最尖端的电力驱动

轮式装载机，这些机器能给75吨卡车直至400吨以上的拖运卡

车装料。 事实上，P&H轮式装载机在全球的煤炭、铁矿、铜矿

和其他许多硬岩石开采应用中多次证明其优势。 每一台机器的设计

都让人大为惊叹，使21世纪的开采作业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得灵

活。

卡车载重量（吨）  

375 375

325 325

275 275

225 225

175 175

125 125

75 75

0 0

发动机 1715 kw (2300 hp) 1491 kw (2000 hp) 1193 kw (1600 hp) 899 kw (1205 hp) 783 kw (1050 hp)

净载重量 净载重量

标准 kgs 72,574 54,431 标准 kgs 40,823 34,473 24,494

lbs 160,000 120,000 lbs 90,000 76,000 54,000

高举升 kgs 68,039 49,895 高举升 kgs 38,102 31,751 21,773

lbs 150,000 110,000 lbs 84,000 70,000 48,000

超高举升 kgs 54,431

lbs 120,000

320 - 400吨以上

240 - 360

200 - 260

120 - 200

75 - 150

巨大的P&H L-2350是目前世界上体积最大的

轮式装载机，能轻松地向多台400吨以上的

超级卡车集中装料。P&H L-2350的周期时间

非常短，生产率极高，初期投资成本只及大

型挖掘机的一小部分。这款燃料效率极高的

轮式装载机提供满足客户对P&H轮式装载机

所期望的多功能性和灵活性。

P&H L-1850性能优异，是P&H轮式装载机系

列的主打产品。P&H L-1850提供优异的生产

率和出色的可靠性，操作成本低。该机器在

全球煤矿和硬岩石矿场证明了它的工作性

能，是衡量轮式装载机可靠性、生产率和燃

料效率的标杆。

P&H L-1350轮式装载机是一款历经时间考

验、能适应高强度工作、燃料效率高的机

器，SR牵引电动机于2004年率先应用于此款

轮式装载机，随后推广至所有P&H L-1350。

这款采矿机器周期时间短，能轻松装满符合

SAE标准的挖斗，生产效率非常高。

P&H L-1150配备先进的JOY SR混合动力系

统的后，最多可比同类机械驱动装载机节省

45%的燃料。P&H L-1150的周期时间更短，

生产率极高，操作成本低，所需的液压油/

液较少。它是同类产品中最环保的轮式装载

机。

•

P&H L-950是同类产品中动力最强劲、效率最

高的轮式装载机。它速度快，反应敏捷，采用

非常高效的JOY SR混合动力系统驱动，确保

高性能、低燃料消耗。P&H L-950的性能在所

有竞争产品中异常突出。 

卡车载重量（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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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革新开采方式的高科技产品

久益环球的LINCS II网络控制系统旨在帮助操作员应对最苛刻的表层采矿应用挑战。

安装在仪表板中心的LINCS II交互式触摸

显示屏提供：

 • 即时和实时的反馈，为操作员提供大量

的信息，以根据不同条件调整操作。

 • 重要的统计数据，例如挖斗高度和角度、

每斗净载重量、每个装料周期所需的时

间和运送的总吨数、可用燃料、车辆速

度、冷却剂温度等

 • 简单易懂的图表格式，可以使用触摸显

示屏，根据个人喜好轻松进行重新配置。

此外，LINCS II可防止操作员执行错误的命

令，提高安全性。 例如，在松开驻车制动

器时，LINCS II会阻止启动第2代轮式装载

机。 然后LINCS II将在交互式数据屏幕上

显示原因。 这样，操作员可以轻松无误的

立即采取纠正措施。

数据转化为信息，进而转化为知识： 

PreVail远程运行状况管理(RHM)系统借助电

气控制系统强大的通信和控制能力，将其提

供的信息数据加以转化，使其变得更加精炼

和更有价值，然后提供给操作和维护管理团

队。 可以获取多种形式的信息，包括KPI（

关键绩效指标）仪表板、图形分析工具以及

预测模型和报告工具等。

更多选择，更高的净载

重量，更加全面的功能

性，P&H轮式装载机绝对

是你最佳的采矿设备选

择。 

PreVail RHM系统通过LCM， 
帮助降低每吨/每米成本

久益环球为在全球作业的数百台P&H机器提供支持服务。PreVail RHM系统分析人员能获

取全球所有久益环球机器的信息，这意味

着，PreVail RHM知识库已初显规模，而且还

在迅速地扩充。

因此，可以更快的速度发现和分析问题。 

正在研究出解决方案和应用于提高效率。 

性能基准和“业内最佳”标准正在持续改

进。 

久益环球正在全球投入建设越来越多的智

能服务中心，以便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始终

更好的机器监控服务、更高的可靠性和生产

率。

P&H轮式装载机模拟器

通过使用虚拟仿真培训模拟器，操作员可以在没有接触真正的电铲前，快速安全地学会机

器控制装置的操作，掌握整个操作流程。 培训模拟器有助于缩短停机时间，减少事故和提

高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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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P&H轮式装载机的更多信

息，请联系久益环球服务代表

或访问www.joy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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