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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信机械
Trust Machinery 
基础专家服务中国



朗信机械
Trust Machine町

集团简介
主理E 翩 幢 棍.. 蟹 团有限公司
SHANGHAI TRUST MACHINERY GROUP CO..L TD. 

上海朗信是 家专洼于基础施工设备制造、销售及服务的现代新型企业.

是国内产昂技术最专业、产晶质量最可靠、产品系列最齐全的基础施工设备提

供商. 集团由三个独立的专业公司组
上海朗信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朗信基础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朗信道路机幡技术服务育限公司

朗信秉承"朗为人本、信为商本"的宗旨 l 以"基础专家服务中国"为使

命以成为行业内最优秀企业"为愿景 ，以1509001 : 2000国际质量体系和
15014001 : 2004环境管理体系为核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1 以一切为了窑户
满意为己任. 朗信的产晶和服务赢得了大量的国内外害户，产晶远销海内外，

冥中包1'"美国、英国、俄罗斯、中东和东南亚、非洲等国家相地区.

Shanghai T rust Group is dedicated to supply foundation ∞nstruction machinery 
and servi国S 刷th profe臼 onal techno 吨 y， reliable and ∞mprehensive produd 
ranges. The group is ∞mposed of three independent ∞mpanles 

Shanghai T rust Machinery 1m四川& Export Co. , Ltd 
Shanghai Trust Foundation Equipment Manufacture Co. , Ltd 
Shanghai T rust Road Machine叩 Service Co. , Ltd 

Shanghai TI阳st takes r TI阳st is key to Business J as its principle, r Servi国
Chinese Client with Know-how technology J as its mission, r Be∞me the leading 
∞币。ration in the field J as its 国rget. The ∞mpany ∞mplies with IS09001 :20∞ 

Intemational Quality System and ISO 14001 :2004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develops itself based on r Marketorien国tion J and r A11 f4町 customer

satisfaction J . Our products and se向四s have won a large number of domestic 
and intemational clients and are well sold both locally and abroad 叭 th overseas 
clien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Russia, the Middle East, South east As闹!
Africa and other countries-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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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流的镜挖机技术

德国岩威锐挖机(原英国维阳挖机)

ROCKHEEL镜挖机具有多种用途可更快， 更精准的开挖沟渠， 撬开混凝土掩体， 井使碎料成为粉束。

还可为楼宇翻新通过手动操作进行修重、平整处理工作噪声小于传统工方法。

+ 7J<下3口未可直接施工。

· 中国完善的销售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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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运用于1t~651的挖掘机。

· 及时完善的技术支持、备件服务。

独有特性

· 保护环境

. i~噪音和低振动
· 离扭矩输出

· 无泄油曹

· 可对沟渠 隧道和表面精确修型

. 对周围建筑危害小

· 适古大范围应用

· 镜挖材料可直接回填

· 采用牢固的从动轴轴章和密封军统结构

· 采用密封结构设计 ， 可至30未深水下使用

· 部件更换方便 l 维修时间短

挖斗式镜挖机可进行挖掘、 碎粒、 ~ti古石科掘出， 无需换料可进行回填。

根腥的细黯啦料， 可直接回收利用。

钱挖机、深挖斗和，时斗器组成为一自机。

对于平地和地面惨整是最经济的解决方案 适用于钮阿粘度的生泥浆到坚硬的石材。

通过镜挖机挖斗的输送军统，可将粘古材料， 如石灰， 渤脐峨眉体矗过计量后，

输送jlJ j罩料斗中。

若您想要特另蹄韧的修整或者有效的铲平地面， 可使用平地铁挖机。

吁 平地镜剧在用于水平 垂直 阳架空作业晴捕。
挖掘机和挖掘装载机适合当做载运设备使用。

这科概挖圳稍1届古窄小的沟渠开挖。

在沟渠和曹道施工中可进行精细修整。

适用范围
· 采矿

· 隧道工程

. 水利水电

· 河道修整

. 沟槽开挖

· 障碍物拆除
. 边坡修整

· 冻土施工

. 凿井

· 树墩镜挖
· 道路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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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 kwhe el 锐挖机可根据不同用途

进行调整。 因此 ， 您将会获得最佳

的锐削性能。

切副主k
配合使用吉适的刀头。

破碎滚筒
用于岩石层和植被生长覆盖层。

整形滚筒

用于细小的切割和表面平整处理。

拆除滚筒
用于混凝土捣碎作业。

转接摄

精在正确转接。

我们为任何挖掘机和任何快换系统提供相应的转接板。

旋转单元

扩大作业半径。

如果使用转动/旋转单元Rockwheel镜挖机 ，

可实现360度作业半径。

镜挖机的旋转能准确的完成轮廓锐削 ，
还能按角度进行精，佳作业。

防尘解决古熏

除尘设备

用于建筑物内使用

防尘喷水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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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挖机刀齿

用于破碎不同的材料。
调整镜挖刀齿的掘进可确保最佳的松土性能，而且磨损
小。 为达到最高质量要求 ， 每个刀齿采用吉盘钢制造 ，
配有焊接链接的硬质合金刀齿。

标准镜挖机刀齿

用于款到中等硬度的沥青 ， 例如岩石、盐和居质岩。

重型镜挖机刀齿

用于中等硬度到非常坚硬的岩石 ， 例如石灰岩、雇凝土。

耐磨镜挖机刀齿

用于非常粗糙的岩石，如石灰岩、炉渣。

树木镜削刀齿

用于树桩镜削。

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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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盟.1挖机盹位

... 缸….. 画."矗矗监幽幽... 山…""监温..''1'-.且温…·画也-..量.. 
3 2.6 5-10 7-15 12-18 15-25 26-38 45-55 45-65 

液压劝率 kw 26.5 33.5 22 44 29 41 70 110 140 220 

.量 kg 137 139 181 200 426 595 1170 1444 3000 3300 

最六压力 Bar 280 280 300 300 400 400 400 450 400 400 

工作压力 B" 50-280 50-280 180-300180-300180-400180-400180-400180-450180-400180-400 

'隆大油量 I/min 100 125 65 130 112.5 132 320 46C 640 640 

最佳油量 I/min 25 40 40 BO 60 12C 220 320 440 560 

滚简直径 mm 270 270 340 340 423 475 646 67B 7BO 7BO 

滚筒宽度 mm 487 487 405 405 743 B32 1058 1161 1250 1250 

滚筒间距 mm 70 70 82 B2 103 118 143 143 220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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