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动三轮平衡重叉车
EFG 110-115
提升高度: 2300-6500 mm / 额定载荷: 1000-1500 kg



最灵活的电动叉车
.
外部紧凑，内部宽敞。

1系列极其紧凑且易于操作的电动平衡叉车是在室内和室外快速处理货物的最经济的解决方案。它们将高效率和灵活性与最大可靠 
性相结合。 其紧凑的设计和单引擎后轮驱动可在现场实现180°转弯，实现最大的机动性。这使得快速和精确的操纵成为可能 - 即 
使在狭小的空间内也能获得最佳性能，尤其是在装载和卸载叉车时。此外，久经考验的铅酸电瓶可确保高性能数据和耐用性。驱动 
和起升电机采用免维护的三相交流技术和符合人体工程学的驾驶舱，全方位可视，确保安全操作和最佳工作条件。驱动程序的各 
个适应选项构成了在任何存储环境中高效且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工作的基础。

优势概览:

• 单引擎后轮驱动，实现最大机动性

• 结构紧凑，宽度仅990 mm

• 全景提升门架具有出色的全方位视野

• 宽敞的工作场所，高效工作

• 直接拿取，易于维护电瓶



您的Jungheinrich电动叉车
可为客户带来较大利益。

效率 安全 个性化
使用较高效的叉车实现较高效 
率。

安全工作的最佳前提。 一种可以根据您的业务需求进行 
个性化调整的叉车。

低生命周期成本，强大的性能数据和符 
合人体工程学设计的驾驶员座椅可确保 
最高效率和低环境影响。

我们的叉车知道去哪里，因为智能辅助 
系统和各种安全选项增加了仓库的安全 
性。

多样化的设备选项和可单独调整的控制 
装置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应每个驾驶员和 
工作档案 - 就像高效的工作任务一样。

行驶与提升
• 交流电技术保证最佳的性能。
• 能量回充系统。
• 无需马达散热器。
• 大大延长应用时间，并相应减少电 

瓶更换次数。
• 先进的下降制动阀保证了下降速度 

不受荷载影响。

高效的交流电机
• 免维护行程和起升电机采用三相交 

流技术，无碳刷。
• 全密封的电机，防尘防水防潮，电 

子元件防护等级达IP 54。
• 出色的热平衡（不需要风扇）。

降低维护费用
• 整体式金属外壳可轻松迅速打开带 

有2个手柄的电瓶舱。
• 维护时间间隔更长，每1,000工时 

或每12个月。
• 液压转向采用全密封的嵌齿轮系 

统。
• 采用三相交流电技术的电机无需维 

护并且无磨损。

安全装备
• 由于出色的稳定性，EFG 115上的 

满载能力可达4,500 mm，EFG 
110k / 110/113上的满载能力可达 
5,000 mm。

• 通过可选的curveCONTROL转弯时 
自动降低行驶速度。

符合人体工学原理的工作区
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设计的驾驶舱可在 
进行长时间作业时确保轻松、无疲劳的 
工作：
• 标配舒适型的高顶棚，更多的顶部 

空间。
• 凭借全景提升门架和清晰的货叉 

架，可提供更好的视野，提高安全 
性。

• 液压使转向（以180°的转向范围， 
转动5.2圈）更轻松。

创新型控制技术
• 交流脉冲控制使得转向更灵敏。
• 参数可调节，以适应各种工况。
• 五种驾驶程序可选（选配）。
• 组合利用转向/液压操纵杆soloPILOT 

或multiPILOT（选配）使操作更简 
便。

soloPILOT（标配）
• 集起升/下降、行驶方向选择和报警器 

功能于一个控制杆中。
• 执行其它功能：前倾/后倾、侧移（选 

配）和辅助液压等功能（选配）可直 
接在原有手柄旁加装新的操作手柄即 
可。

multiPILOT（选配）
• 集所有行驶和液压功能于一个中央控 

制杆中。
• 所有功能尽在“掌握”。
• 理想符合人体工学设计的手柄。
• 液压功能的多次操作。



型号概览
适合您应用场景的型号：

型号 额定载荷/负载 提升高度（最大） 空载行驶速度 工作通道宽度， 
800x1200托盘 
（1200沿货叉放 
置）

空载起升速度

EFG 110k 
soloPILOT

1000 kg 5500 mm 12.5 km/h 3020 mm 0.5 m/s

EFG 110k 
multiPILOT

1000 kg 5500 mm 12.5 km/h 3020 mm 0.5 m/s

EFG 110 
soloPILOT

1000 kg 6000 mm 12.5 km/h 3074 mm 0.5 m/s

EFG 110 
multiPILOT

1000 kg 6000 mm 12.5 km/h 3074 mm 0.5 m/s

EFG 113 
soloPILOT

1250 kg 6500 mm 12.5 km/h 3182 mm 0.5 m/s

EFG 113 
multiPILOT

1250 kg 6500 mm 12.5 km/h 3182 mm 0.5 m/s

EFG 115 
soloPILOT

1500 kg 6500 mm 12.5 km/h 3236 mm 0.5 m/s

EFG 115 
multiPILOT

1500 kg 6500 mm 12.5 km/h 3236 mm 0.5 m/s

 

 

位于德国诺德施泰特和慕 斯堡的生产工厂 
均通过 ISO 9001/14001 „认证  

“CE标识”永恒力叉车均 符合欧洲安全法规 
认证  

永恒力叉车(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绥德路2弄12号楼

邮编: 200331

电话: 86-21-2602 0300

传真: 86-21-2602 0301

咨询热线: 800-820-2370

info@jungheinrich.cn  
www.jungheinric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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