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操作更清洁，运行时间更长
■■ 只有2根油管和4个接头，可靠性更高，所需维护减少
■■ 凭借超高效电力驱动，实现双倍工作周期
■■ 运行更安静，适合于声音敏感区域和应用

更高载重，更大平台
■■ 44英寸×98.5英寸（1.12米×2.50米）大尺寸平台
■■ 最大载重可达1,000磅（约454公斤）
■■ 延伸平台部分最大可载重250磅（约113公斤）
■■ 窄型系列可穿过出入口，在狭窄过道中行驶
■■ 宽型系列可通过更宽的甲板和更长的平台延伸而提供更多作业空间

灵活机动，用途广泛
■■ 前轮驱动和前轮转向，确保紧凑的转弯半径
■■ 坚固耐用的防滑铝制甲板
■■ Sky® 附件工具包中的选配工作站有效提高了作业效率

特点
根据操纵杆的行程深浅，按比例调控起升、
    运行速度。
领先业界的工作周期
可调节通过高度的平台入口门1

电瓶状态指示灯
平台中220伏交流电源线
可折叠护栏2

自动牵引力控制 (ATC)
20安自动SCR充电器
滑出式电瓶托盘
所有动作警报器
喇叭
工作时间计时器
手动下降装置缆线
36 英寸（91 厘米）滑出式甲板延伸3

50 英寸（1.27 米）滑出式甲板延伸4

带有栏杆安装托架的可移动、可拆卸平台控制台
安全绳固定点
免润滑剪叉臂衬套
剪叉维护支柱
机械式凹坑保护系统
粉末喷涂
镀镍销
机器定位绑扎孔，以便安全运输
配备叉装孔，可使用叉车从侧面或后面叉装
4个6伏、220安时的长周期电瓶
倾斜警报器与警告灯
机上诊断/电瓶充电状态LED指示灯
1. 1930ES 上不包括。
2. 可在1930ES上选配。
3. 1930ES、2030ES 和 2630ES。
4. 2646ES 和 3246ES。

附件及选项
弹簧加压门
琥珀色警告闪烁灯
245 安时电瓶5

1,000瓦交流逆变器
起吊凸耳
UL® EE 防火花额定标准6

平台衬垫
带有接近开关的平台衬垫
Quick Welder焊接工具包7

1/2英寸气管
Nite Bright 夜间工作灯8

220 安时AGM电瓶9

专用液压油
附件工具包：

电工工具包
管道工工具包
车间维护工具包
面板托架附件5

管架附件5

Quick Welder® 工具包
JLG® 工作站

5. 1930ES 上不可用。
6. 使用 AGM 电瓶时不可用。
7. 包括用于焊机和灭火器的电源线。
8. 包括 2 个安装在平台上的工作灯。
9. 不适用于EE 防火花额定标准的设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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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总宽 
1930ES/2030ES/2630ES 30 英寸 (76 厘米)
2646ES/3246ES 46 英寸 (1.17 米)

G. 总长 
1930ES 6 英尺 1.5 英寸 (1.87 米)
2030ES/2630ES 7 英尺 6.5 英寸 (2.3 米)
2646ES/3246ES 8 英尺 2.5 英寸 (2.5 米)

H. 轴距 
1930ES 5 英尺 3 英寸 (1.6 米)
2030ES/2630ES 6 英尺 2 英寸 (1.88 米)
2646ES/3246ES 6 英尺 10 英寸 (2.09 米)

I. 离地间隙
1930ES/2030ES/2630ES 3.5 英寸 (8.8 厘米)
2646ES/3246ES 5 英寸 (12.7 厘米)

平台载重 
1930ES 500 磅 (227 千克)
2030ES 800 磅 (363 千克)
2630ES 500/800 磅 (227/363 千克)
2646ES 1,000 磅 (454 千克)
3246ES 700/1,000 磅 (318/454 千克) 

平台延伸部分载重  250 磅 (113 千克)
升/降时间

1930ES 26/30 秒
2030ES 28/40 秒
2630ES 33/37 秒
2646ES 41/50 秒
3246ES 55/62 秒

行驶时最大允许高度 可升至最高
重量*

1930ES 2,685 磅 (1,218 千克)
2030ES 3,830 磅 (1,737 千克)
2630ES 4,815 磅 (2,184 千克)
2646ES/ 3246ES 4,945 磅 (2,243 千克)

地面承载力
1930ES 109 psi (7.66 千克/厘米2)
2030ES 81 psi (5.69 千克/厘米2)
2630ES 90 psi (6.32 千克/厘米2)
2646ES/ 3246ES 87 psi (6.11 千克/厘米2)

底盘
行驶速度－升高状态  0.5 英里/小时 (0.8 公里/小时)
行驶速度－降低状态 

1930ES 3.0 英里/小时 (4.82 公里/小时)
2030ES/2630ES 2.75 英里/小时 (4.43 公里/小时)
2646ES/3246ES 2.50 英里/小时 (4.00 公里/小时) 

爬坡度 25% 
转弯半径（内侧） 零
转弯半径（外侧）

1930ES 69 英寸 (1.75 米)
2030ES/2630ES 81 英寸 (2.06 米)
2646ES/3246ES 95.1 英寸 (2.41 米)

轮胎尺寸/类型
1930ES 12.5 x 4 英寸无痕固体轮胎
2030ES/2630ES/2646ES/3246ES 

16 x 5 英寸无痕固体轮胎
刹车 电动，摩擦式

动力源
电瓶  4 x 6V伏, 220 安时
充电器  20 安自动 
泵  固定排量齿轮泵
液压油箱

1930ES/2030ES/2630ES 1.25 加仑 (4.73 升)
2646ES/3246ES 1.7 加仑 (6.4 升)

驱动 24伏电力驱动 (8 马力)
*部分选项或国家标准可能导致整车重量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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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平台高度－升高状态 

1930ES  18 英尺 9 英寸 (5.72 米) 
2030ES  20 英尺 (6.10 米)
2630ES 25 英尺 6 英寸 (7.77 米)
2646ES 26 英尺 (7.92 米)
3246ES 31 英尺 9 英寸 (9.68 米) 

A. 平台高度－降低状态
1930ES 34 英寸 (0.86 米) 
2030ES 43.5 英寸 (1.10 米)
2630ES 48.5 英寸 (1.23 米)
2646ES 49.5 英寸 (1.26 米)
3246ES 49.5 英寸 (1.26 米) 

B. 平台栏杆高度 43.3 英寸 (1.10 米)
C. 总高度－栏杆降低状态

1930ES 未使用 
2030ES 5 英尺 11.5 英寸 (1.80 米)
2630ES 6 英尺 4.5 英寸 (1.94 米)
2646ES/3246ES 6 英尺 5.5 英寸 (1.97 米) 

D. 平台尺寸
1930ES 30 x 73.5 英寸 (0.76 x 1.87 米)
2030ES/2630ES 30 x 90.5 英寸 (0.76 x 2.3 米)
2646ES/3246ES 44 x 98.5 英寸 (1.12 x 2.5 米)

E. 平台延伸
1930ES/2030ES/2630ES 35.5 英寸 (0.9 米)
2646ES/3246ES 50 英寸 (1.27 米)

规格

JLG“1和5”保修
JLG有限公司为我们的产品提供了独有的“1和5”保
修承诺。我们所有产品整机保修一 (1) 年，所有规定
主要结构部件保修五 (5) 年。价格、规格和/或装备若
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中建锦程机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移动热线：13472411713
办公室电话：021-61111068
企业邮箱：info@ccbflift.com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盈港东路6400号

全国服务热线
400-015-0055
（销售 租赁 培训 维修 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