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底盘移动圆锥式破碎设备

MOBICONE MCO 90(i) EVO2

A WIRTGEN GROUP COMPANY

技术参数 I 履带底盘移动圆锥式破碎设备

备件
设备的经济性施工还需要选择正确的磨损件。克磊镘原厂备件可理想地满足用户和设备的要求。使用寿命长、质量优异、完好率高、安装便捷，这些特点使
它们广受赞誉。我们通过向客户提供应用专业知识以及建设性的建议，帮助客户为其具体应用选择最合适的磨损件。

满足应用需求的磨损件
动锥

类型：

定锥衬板

类型：

标准型
短头型
标准细腔型
标准中腔型
标准粗腔型

短头细腔型
短头中腔型
短头粗腔型

两种类型可选：> 含 18% 锰 的 XPERT，> 含 20% 锰的 XTRA
标准中腔型 (SM)

标准粗腔型 (SC)

19 – 38 mm

130 – 142 mm

www.kleemann.info

16 – 32 mm

短头中腔型 (SHM)

短头粗腔型 (SHC)

13 – 25 mm

116 – 131 mm

138 – 157 mm

179 – 192 mm
25 – 38 mm

标准细腔型 (SF)

短头细腔型 (SHF)

99 – 111 mm
10 – 22 mm

71 – 80 mm
10 – 19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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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CONE MCO 90(i) EVO2

履带底盘移动圆锥式破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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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状态

技术亮点

MOBICONE MCO 90(i) EVO2

大行程、底部固定式的圆锥式破碎主机，拥有强大的破碎能力，可确保
优异的成品质量

高效而强劲的柴油机 — 直接驱动，配备根据负载而调节的风扇
简单而直观的 SPECTIVE 操控理念

连续喂料系统 (CFS) 确保了破碎主机理想的喂料效果

与其它克磊镘设备的电气互锁（选配）

创新的过载保护系统可确保理想的设备完好率

MCO 90 (i) EVO2 技术参数
喂料装置

喂料能力约达 (t/h)1)
最大喂料尺寸 (mm)

270
200

喂料高度约 (mm)

2,680

料斗容量约 (m³)

6.6

装备料斗延伸件的喂料高度约 (mm)
装备料斗延伸件的料斗容量约 (m³)
宽 x 长约 (mm)

3,240
8.3
2,780 x 3,000

终筛分装置（选配）
型式

宽 x 长 (mm)

超尺寸骨料回料皮带机尺寸约 (mm)
细料皮带机卸料高度约 (mm)
不含终筛分装置的运输尺寸
运输长度约 (mm)

筛分装置的运输重量约 (kg) 5)

标准配置
单层振动筛分机
1,350 x 4,000
500 x 9,000
3,500
16,050
6,100

装备料斗延伸件的宽 x 长约 (mm)

3,700 x 3,500

基本配置运输重量 — 最全配置运输重量 (kg)

宽 x 长 (mm)

1,000 x 6,400

含筛分装置的运输长度约 (mm)

20,200

运输高度约 (mm)

3,400

喂料皮带机
破碎机

圆锥式破碎机型号

破碎机锥径 d= (mm)

破碎机重量约 (kg)

破碎机驱动方式 / 功率约 (kW)

成品为 0 – 32 mm 时的破碎能力约 (t/h)

成品为 0 – 63 mm 时的破碎能力约 (t/h)
主卸料皮带机
宽 x 长 (mm)

卸料高度约 (mm)

动力总成

破碎机驱动理念

斯堪尼亚柴油发动机驱动功率 (kW)
发电机 (kVA)

KX 250
970
8,900
direct, 185
190 – 220
245 – 270
800 x 9,100
3,300
diesel-direct 2)
287 – 2893)
88 (1354))

含终筛分装置的运输尺寸
运输宽度约 (mm)

基本配置运输重量 — 最全配置运输重量约 (kg)
闭路循环破碎
2)
所有辅助驱动，均为电驱动
3)
取决于各自的排放标准
4)
终筛分装置发电机（选配）
5)
含吊装系统
1)

MOBICONE MCO 90(i) EVO2 作为移动式生产线中二级和三级破碎阶段强有力的一员，在硬岩破碎施工中的表现令人赞叹不已。通常使用圆锥式破碎设备
只为获得高质量成品，而通过 MCO 90(i) EVO2，我们既可获得高质量成品，也可确保更高产量。拥有多种不同破碎副可选，并且破碎主机无需为更换破碎
副进行额外的转换工作。该圆锥式破碎设备的出口开度设置范围广泛，可达 6 – 45 mm，因此，施工应用范围也更加广泛。该设备以其理想的经济性、简单的
操作以及创新的过载保护系统而备受关注。

34,000 – 37,000

3,240
43,500 – 46,500

KRS（克磊镘耐磨钢）制料斗，料斗容量约 6.6 m³

SPECTIVE 控制理念：菜单导向式用户界面，12“ 触摸屏，多种操作模式
可进行切换和锁定，防尘、隔振

喂料皮带下方的金属探测器可保护圆锥式破碎主机免受不可破碎材料
的破坏

用于降尘的喷洒系统

频率控制的喂料皮带机，借助 CFS 连续喂料系统，可自动控制破碎主机
料位
遇到不可破碎材料时，机械破碎机过载保护系统可打开破碎腔

SPECTIVE 遥控：有线和无线遥控，可在地面对设备进行完整的设置

考虑周全的照明理念，可确保安全的施工

智能的过载探测系统（“跳锥检测”）可保护破碎主机免受破坏，两种
模式可选
磨损指示界面用于检测破碎副的当前磨损程度

选择配置

SPECTIVE CONNECT 可实现所有设备重要信息均直接显示在智能手
机上
料斗延伸件，使料斗容量增至 8.3 m³

便于从后方喂料的料斗扩展件：喂料进口宽度 3,700 mm
可分离铁制品的除铁器

柴油加油泵：包含油泵的软管系统，可从独立柴油箱给设备加油

摄像系统，用于从地面监控喂料装置和破碎主机，可配备无线扩展口
小型无线遥控，可控制最重要的操作功能
加长型主卸料皮带机，可液压折叠

主卸料皮带机罩（标准型和加长型）和细料皮带机
主卸料皮带机和细料皮带机上额外的刮板
主卸料皮带机和细料皮带机皮带秤

配超大尺寸骨料回料皮带的终筛分装置，可确保生产出尺寸符合要求的
成品骨料

可摆动超大尺寸骨料回料皮带，可使超大尺寸骨料闭路循环破碎，或将
皮带摆出，将材料侧向堆料
温度套包：高温型和低温型

为电气装置供电的插座：16 A：230 V / 400 V；32 A：400 V
带有压力监控的水泵

发动机进气口改进，减少了灰尘吸入
与其它克磊镘设备的电气互锁
额外带锁储存柜

高级照明套包可扩大照明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