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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J5721QA 全地面起重机专用底盘

技术规格书
ZLJ5721QAV3/27Z

1 基本参数

1.1 一般参数

驱动型式：12×8

1.2 尺寸参数

外型尺寸（长×宽×高）：15672×3000×2784mm

轴距：1650+3200+1650+2600+1650mm

前轮距：2580 mm

后轮距：2580 mm

前悬：2468 mm

后悬：2454 mm

1.3 质量参数

设计最大总质量：72000 kg

单轴最大设计轴荷：12000 kg

底盘整备质量：28000 kg

底盘重心距一桥距离：5736mm

1.4 使用参数

最高车速：72km/h

最大爬坡度：≥50 %

最小转弯直径：≤24 m

接近角：≥20 °

离去角：≥16°

最小离地间隙（车桥处）：≥355mm

燃油箱容量：400 L

百公里油耗： 87 L

制动距离（初速度为 30 km/h 时）：≤10 m

2 总布局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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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部件结构及性能

3.1 发动机

型 号：OM502LA.III/5

型 式：八缸水冷、V型、四冲程増压中冷柴油机

气缸直径：130 mm

活塞行程：150 mm

排 量：15.93 L

额定功率/转速：420kW/1800r/min

最大输出扭矩/转速：2700N.m/1300r/min

曲轴旋转方向（从前端看）：顺时针

燃 料：柴油

排放限值：符合 GB17691-2005(欧Ⅲ标准)、GB3847-2005 标准

3.2 离合器及操纵

进口离合器为单片干式，摩擦片直径 430mm。该离合器采用电子控制气助力操作, 自

动操纵控制。

3.3 变速器及操纵

本机采用德国 ZF 公司 16AS2602 变速器。有 16 个前进档，2个倒档。该变速器为机械

自动变速器。

3.4 分动箱

采用德国 Kessler 公司 2档分动箱,配装应急转向泵,电控气换档。

3.5 传动轴

本车共有七根传动轴总成，均为开式传动。

3.6 车 桥

六桥底盘，一、三、五、六桥驱动，一、二、三、五、六桥转向，一、三、五、六桥

带轮间差速器锁止装置，第三桥带轴间差速器锁止装置，第五桥带脱开驱动装置，可操纵

控制脱开第六桥驱动。

3.7 车轮及轮胎

进口米其林轮胎，所有桥都装单胎。

轮胎型号: 385/95R25

充气压力: 0.9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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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辋型式: 9.5-25/1.7 CR

轮胎螺栓拧紧力矩: 650～700N.m

3.8 转向系统

采用德国 ZF公司双油道转向器，循环球齿条齿扇式转向机构及高灵敏度的整体滑阀

式分配阀,维护方便，安全可靠。带应急转向系统。

3.9 悬架装置

本底盘采用油气悬架。

3.10 制动系统

行车制动: 双回路气制动，作用在 12个轮毂上。

驻车和紧急制动器: 弹簧制动，作用在二桥至六桥 10个轮毂上。

辅助制动: 发动机带压气缓速制动、排气缓速制动，第四桥带电涡流缓

速制动。

制动系统： 装有 ABS。

3.11 电气系统

本底盘使用 N200 铅酸蓄电池, 两只串联 (每只电压为 12V) 采用单线制，负极经电源

总开关搭铁, 组成 24V 输出电压。蓄电池符合 GB/T5008.1-2005《起动用铅酸蓄电池 技术

要求和试验方法》要求。标准发电机为整体、调压一体式交流发电机，输出功率为 2.8kW。

3.12 驾驶室

低置式全宽驾驶室，全金属焊接结构，软塑内饰，驾驶室整体外形具有现代流线型风

格，外形美观，操纵方便，乘坐舒适，视野开阔。方向盘可调整，带风窗洗涤装置，左右

两侧门窗为电动窗，安装大型反光镜。配有豪华仪表工作台，工作台上安有各式仪表（包

括电子式车速里程表）、指示灯、控制开关、点烟器、VCD机等设备，安装有可调节的暖

风除霜装置与单冷空调装置，驾驶室内装有倒车可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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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序号 部件名称 生产厂家 备注

1 驾驶室总成 湖北省齐星汽车车身股份有限公司

2 发动机 MTU 亚洲(中国)有限公司

3 燃油箱（400L） 重庆三工机电

4 消声器总成 美国唐纳森过滤器有限公司

5 中冷器进气管

长沙昊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6 中冷器出气管

7 管

8 排气尾管

9 管段焊接

10 出水管

11 回水管

12 进气管

13 散热器总成 爱克奇换热技术(太仓)有限公司

14 膨胀水箱 新乡明达液压配件厂

15 空滤器 美国唐纳森过滤器有限公司

16 变速器 德国 ZF 公司

17 分动箱 德国 KESSLER

18 传动轴总成 许昌远东传动轴有限公司

19 悬架油缸 成都油缸厂/中联特立液压

20 推力杆总成 采埃孚销售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21 轮胎 米其林(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22 转向贯通驱动桥

德国 KESSLER
23 转向驱动桥

24 转向从动桥

25 刚性承载桥

26 方向机总成 德国 ZF

27 空气干燥器 山东威明汽车产品有限公司

28 再生储气筒总成 长沙鸿天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29 三通活门 芜湖盛力制动有限责任公司

30 四回路保护阀 山东威明汽车产品有限公司

31 二位三通电磁阀 威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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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减压阀 费斯托（中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33 尼龙压力管 长沙博恒机械有限公司

34 铅酸蓄电池 肇庆市长青蓄电池有限公司

35 组合尾灯
株洲湘火炬汽车灯具有限责任公司

36 侧标志灯

37 电控箱 长沙汇洋科技有限公司

38 压力滤油器 长沙高行液压设备有限公司

39 强力卡箍 长沙昊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40 蓄能器 长沙行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41 应急转向阀 德国 ZF 公司

42 压力表 西德福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43 双联齿轮泵 济南液压泵有限责任公司

44 电源总开关 中国贵航集团天义电工厂武汉经营部

45 盆形电喇叭 电气配套部

46 车用空调 新乡豫新车辆换热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47 控制阀组Ⅰ

北京点球液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48 控制阀组Ⅱ

49 控制阀组Ⅲ

50 控制阀组

51 控制阀组 中山市钜通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52 插入式双向液压锁 德国布赫液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