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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永远第一

伴您走向成功

吉尼始终以关注客户需求为己任。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以满足您的

需要为中心。我们致力于为您提供安全高效的产品， 带您到达更高处。

自 1966 年成立以来，我们不断地改进产品来解决您施工时遇到

的难题。我们的产品经理和工程师团队设计研发最新技术的产品以满

足不同工况的需求。我们工厂按严格的标准进行生产不断提高产品质

量，降低产品成本并为您提供无以伦比的价值。

提供非凡价值

我们的承诺不仅仅止于销售订单的完成。吉尼服务团队每天 24 小

时一年 365 天，随时在您最需要时为您提供支持。我们庞大的零部件

网络也将在 24 小时内发货。简而言之，我们始终致力于将您的工作时

间价值最大化，并助您更加成功。

“在适当的时间，做适当的事”是吉尼服务用户的目标。这不仅

是我们的行动准则，更是吉尼精神的体现。所以，告诉我们您的需求，

我们将洗耳恭听。

新一代设计语言诠释吉尼产品优势

吉尼产品以高质量，可靠和安全的特性为行业设立了标准。这些

设备操作直观明了，维修简便。吉尼的产品通过工程学设计接触点完

美地阐述了这些设计理念。

从 2014 年开始，您会感受到吉尼产品外观及产品设计上的改变，

全新的设计语言不仅让吉尼设备的外观，颜色看起来更美观、更现代化，

同时也提升吉尼产品一贯的特性：高质量，高可靠性和便于维修。

粗糙地面叉装机型号
GTH™-5519 GTH™-636 GTH™-844 GTH™-1056 GTH™-1256 GTH™-1544



带您到达更高处

您可以买一系列机器，用于提升，搬移和安置物料，或者您可以省下一大笔钱，只需购买一台十分先进的多用途

工具─吉尼叉装机。吉尼叉装机具有业内领先的设计和性能，他们的全面功能可满足您所有的工地需求。吉尼有六种

型号供您选择，提供您在进入空间有限的区域中施工所需的生产力。加之一系列附件，更使吉尼叉装机成为您各种工

作的完美之选。

凭借其多功能性，吉尼叉装机提供非凡的价值。

使您投资的回报率增加

多用途生产力



工地的

理想工具
Genie® GTH ™ 5519 具有

很强的灵活性。它经常是第一

个到达新的工地现场最后一个

离开。全新的设计让这款设备

性能达到新的水准。 

令人刮目相看的多功能性

带有倾斜转向装置的宽敞驾驶室，大大提升
了操作者的舒适性。GTH-5519 在狭窄的空
间内依然可以自如地装卸货物，运输工具及
进行场地清理工作。这款新的型号不仅在驾
驶舱设计上进行了升级，安装了 Tier4 发动
机， 并且在装载重量及机身紧凑设计上引领
了行业发展。



带您到达更高处

叉装机┃ GTH ™ -5519

满足新的标准

GTH-5519 这款新型设备不仅满足了客户在狭窄
工地施工的要求，而且配备了 Deutz TD 2.9 L4 
Tier 4 发动机，大大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性能。
不需要增加 DEF 液压油，GTH-5519 符合完全
符合排放标准，并提供了额外的动力。

改进后让维修更方便简易

更新后的防撞垫增加了设备的耐久性， 重新设
计后的底盘让服务人员更容易接近发动机，液压
系统配件及空气阀组件， 大大提高了服务的便
理性， 让维修保养更为迅速。

操作体验更为舒适和方便

驾驶室升级后加了黑色的全新设计的仪表盘，
能清楚地显示每个控制系统信息。全新的 GTH-
5519 配备有除霜功能，通风设备，扶手靠椅及
更宽敞的储藏空间。加上 Quick Attach™ （快
速附件安装）系统能让操作员更为灵活和迅速地
更换附件。



扩大

您的选择
无需购买其他机型，您可得到更多干得更多，只需在您的机器上增加一个，两个或更多的可用附件，您便可提升

吉尼紧凑型粗糙地面叉装机的生产力。附件可提高灵活性和工作效率。

通用连接运配组件

这个选项允许您在数秒内拔起并插
在几乎任何工业标准的连接件上，
降低您所有设备的成本并提高您工
作场地的多功能性。

工业用抓钩铲斗

这个抓钩铲斗以钳子转紧抓住负
载，确保在运输难以处理的物料过
程中的简易性和安全性。

重载型多用途铲斗

装备外挂槽刃后，可挖开坚硬地
面，多用途铲斗可优化您的工地生
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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桁架伸臂

桁架伸臂提供额外的 6 英尺
（1.83 米）伸展范围，可将
诸如桁架及大体积物料等物
提升至高处，是高空提升工
作的完美解决方案。

全封闭式驾驶室

增加操作的舒适度，清洁，
干燥，安静的驾驶室将减
小操作者的疲劳度。标配
有挡风玻璃喷水器，雨刮
器，以及用于寒冷气候的
加热器，和除霜装置。左
边和后面窗户均能打开保
证驾驶室内流通空气。可
选装空调。

工作灯组件

在驾驶机器运行至工作地点
时，头灯和尾灯的工作灯选
项可提高可视度，从而在亮
度低的环境中提升生产力。

路灯组件

路灯组件包括转向指示灯和
车头灯，一个倒车灯和两个
尾灯可作为刹车，转向和尾
灯功能。

叉装机┃ GTH ™ -5519 选项和附件

其他选项和附件

• 驾驶室配有空调

• 泡沫轮胎

• 半充气实心粗糙地面轮胎

• 闪烁信号灯

• 可调节悬挂式座椅

附件和选项的可用性视机型和 / 或国家标准而定



紧凑

但坚固
根据市场及客户对设备更为稳固坚实的需

求，吉尼叉装机系列又增添了一款全新的 GTH-

636 型号。这款型号在设计上并没有依靠缩短

油缸来将一台 8,000 磅设备的搭载结构来变成

6,000 磅设备，而是优化了臂架和底盘来降低整

机重量，承载能力达 2,722 公斤（6,000 磅）。

良好的延伸性能

GTH-636 向前延伸尺寸可达 6.7 米（22 英尺），转弯半
径 13 英尺，可延伸至三层楼的高度，它是民用住宅建筑
理想的选择，适应于崎岖的地面，而且移动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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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后的可视性及多功能性

GTH-636 配备了广受欢迎的发动机侧置和高枢轴点设计，
让操作员的视野更为宽阔，维修起来也更为方便。这款设
备符合 Tier 4i 排放标准，发动机为 2.9 涡轮增压柴油机，
动力有 74 马力，无需增加新的 DEF 液压油，适用于各种
工况应用，并且更为经济环保。

操作体验更为舒适和方便

在全新设计的宽敞的驾驶室中，您可以体验到非凡的操作
性和舒适性。驾驶室标配备有空调，可调整的悬挂式座椅
及方向盘。Quick Attach™（快速附件安装）系统能让操
作员更为灵活和迅速地更换附件。

叉装机┃ GTH ™ -636



被重新定义的

高性能
客户告诉我们 Genie® GTH™ -844 正是一款完全能满足

他们需求的叉装机。这台设备从头到尾主要结构都进行了全新

设计，性能及效率都显著提升。具有 8000 磅（3629 公斤）

承载能力的高延伸型粗糙地面叉装机最大提升高度为 44 英尺

（13.41 米），能发挥最大的设备稳定性和持久性。这款型号

用途广泛，效率卓越，大大降低了设备拥有者的成本。

符合人体工学的操作员控制台

吉尼在设计中考虑到 GTH-844 操作员的舒
适和生产效率。全新设计的符合人体工学
的操作员控制台的特色是一个倾斜的方向
盘，全新设计的单杆手柄控制器和仪表和
开关组件。一个较低的仪表盘和侧置发动
机也增强了能见度。这些所有加起来得到
了一个较好的工作环境，改善了每个工作
的生产效率。 

设计紧凑，便于维修

GTH-844 宽 96 英尺（2.43 米），高 94 英寸（2.93
米）。能轻松地通过狭窄的门道，不受限高限宽的
条件限制。加上它紧凑的宽度，全新的轮轴设计能
让这台设备在工地上轻松驾驶和操控。外侧转向半
径仅 13 英尺 9 英寸（4.19 米）。

通过高效地运输材料，吉尼叉装机能显著
提升施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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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了符合 Tier 4i 排放标准的发动机

GTH-844 配置了环保的符合 Tier 4i 排放标准的 Deutz
和 Perkins 发动机，安装在叉装机的右侧。

出色的举升能力

GTH-844 唯一没有被更新的一处就是它出色的举升
能力。最大提升高度时可承载 6000 磅（2721.5 公斤）
的重量，最大延伸长度时的承载力为 2000 磅（907.2
公斤）GTH-844 能适用于所有的工地应用，是装载，
卸载，移动和放置物件的理想选择。它也同样适用
于工地的清理维护和准备工作。

出色的简易维修设计

发动机安装在设备一侧更便于接近维修点，可以对通
用维修部件和零配件轻松检修。这意味着可以在工地
上节省更多的设备维护时间。

卓越的装载功能

凭借四轮驱动，四轮转向以及使用方便的三速前进 /
后退档位，叉装机可轻松爬上山坡或供以动力通过粗
糙地面。门架调平底盘容许机器在斜度高达 10°的
侧斜面上装载或卸载。

叉装机┃ GTH ™ -844



强劲的性能

轻型的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和四轮驱
动提高这些机型的不同地面适用性和

整体的性能。其他发动机选项包括 TierIII 
Perkins 123 马力和 TierIII John Deere 125
马力发动机。门架水平装置具有边到边 10°

的调平能力，可在斜坡上保持底盘水平，允
许您在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下工作。

增加您的

延伸性
Genie® GTH™ -1056 承载能力达 10,000 磅（4536 公斤），

在苛刻施工中具有优秀的延伸性和性能。

这些机型提供给您 56 英尺 10 英寸（17.32 米）的提升高度，

同时宽敞的驾驶室和反应灵敏的控制器加强操作者的舒适感。

双枢轴配置稳定器

当使用门架摇摆控制器时，双枢轴配置稳定器
可加强您的提升能力。安置方便的稳定器允许
您从舒适的驾驶室对其进行部署。

GTH-1056可在最大举升高度为42英尺（12.8米）时提升高达3,000磅（1361公斤）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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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者的舒适操控

在全新设计的宽敞驾驶室中，您可以体验到非凡的操控
性和舒适性。简易而具有逻辑性的控制器可回应您的每
一个指令。操纵简单的多功能操纵手柄和综合摇摆控制
器，允许您仅通过操纵手柄即可控制臂杆并使机器进行
边对边的 10°调平。高效率操作是通过使用简单的控制
器，故障诊断器和操纵者想要达到的承载图表来完成的。
无论你是坐在标准的开放式驾驶室还是配备有更换方便
的玻璃的封闭式驾驶室，您都可享受到广阔的视野。

在大举升高度的情况下提升承载能力

这些高延伸型粗糙地面伸缩式叉装机可毫不费力地承载
诸如钢铁，砖石和砖块等的负载。GTH ™ -1056 可在最
大延伸情况下承载 3,000 磅（1,361 公斤）的重量，允
许您承载大量负载横跨过高达 42 英尺（12.8 米）高空
障碍物。

出色的简易维修

通用部件和直接接近维修点的特点，使得吉尼高延伸型粗糙地
面伸缩式叉装机维修和管理方便。检压头位于阀块上。一个人
可以从舒适的驾驶室轻松检查检测液压功能。

紧凑的移动性

造型流畅，设计紧凑的和 GTH ™ -1056 提供 13 英尺 3 英寸
（4.04 米）的外侧转向半径，使您在狭窄工作空间内灵活操
作机器，帮助您的机器充分发挥其延伸和承载能力。三种不
同的转向方式（蟹行，前轮和联动）和出色的离地间隙扩大
您的选择范围，使您精确定位到您所需的工作点。

高延伸型粗糙地面机型
GTH™-636 GTH™-844 GTH™-1056 GTH™-1256 GTH™-1544

叉装机┃ GTH ™ -1056



非同一般的实用性

GTH-1256 是吉尼 56 英尺系列叉装机中具备延伸高度最高，
装载能力最大的一款型号。提升高度达 56 英尺，转弯半径 14
英尺 7 英寸，举升能力 1200 磅。军用级别的地盘适用于大型
建筑项目，例如能源行业中对石油天然气设备的保养和维护。

到达

新的高度
高延伸型叉装机系列增添了 GTH-1544 和 GTH-1256，满足了不同行业对物料搬运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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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服务

正如贯穿 Genie 系列的所有产品特点一样，GTH-1256 非常
便于服务后置的维修口罩盒，可轻松接近检测油缸及链条，
并进行维修；使得服务人员的工作更轻松，并节省了大量时
间与成本。

强劲的驱动力

GTH-1256 配备有侧置型 Deutz 4.1TCD Tier 4 涡轮增压柴油机，
154 马力，节能环保适用于各种工地应用。加上配备的可调流量
液压泵能确保设备更为平稳，高效地行驶。

注重操作者的安全与舒适性

低枢轴点设计的臂杆结构能让操作员在运输物料的同时看到臂架
的工作起伏，不会影响到视线。GTH-1256 为全封闭驾驶室，可
配有空调，人性化配置例如可调整的悬挂型座椅及倾斜式方向盘，
Quick Attach™ （快速附件安装）系统能让操作员更为灵活和迅
速地更换附件。

叉装机┃ GTH ™ -1256



在行业中领先的提升能力

当客户谈及到设备的高效率和耐用性，GTH-1544 是
当之无愧的翘楚。没有任何一台叉装机的承载重量可
以超过它的。它可以承载着 15000 磅（6802 公斤）的
重物到达最高处，最大水平延伸长度的载重量达 3500
磅（1591 公斤），这两点无疑于为提升、搬移以及放
置重型物料设备领域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

智能化工作

更舒适的设备操作环境有利于更有效地工作。符合人体工
学的操作台拥有顺畅的流线，欧式倾斜方向盘，全新单杆
手柄控制器以及一目了然的开关组件。 除此之外较低的
仪表盘和侧置发动机也加强了操作的舒适性，大大提高了
工地的生产效率。

新一代

全新设计
全新的吉尼 GTH ™ -1544 是同类型产品中第一台高延伸型叉

装机，它的承载能力高达 15000 磅（6803 公斤），最大提升高度

为 44 英尺（13.4 米）。是工业领域，矿业、石油业、天然气业，

建筑业及码头工作的理想之选。如今，它已成为性能最可靠、最耐

用和最有效率的叉装机型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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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的设备操作性

凭借着 20 英尺 4 英寸（6.2 米）的车身长度和经过周详考虑的转向角度，
GTH-1544 极大地提高了灵敏度，可以更自如地移动，把物料准确的放在
任何你需要的地方。96 英寸的宽度（243.8 厘米）可以轻松地穿过狭窄
的门道，不受特殊宽度的限制。

环保节能

GTH-1544 还配备了一个排放级别 4I 的涡轮增
压柴油机引擎， 在持续工作时也能降低废气的
排放。

让服务维修更为方便

引擎安装在设备右侧，方便工程师维修设备和
接近维修点，大大节约了维修时间，让设备在
第一时间内恢复工作。

牵引和转向

粗糙地面对 GTH-1544 来说并不是一个
问题。四轮驱动、三种转向模式和静液
压传动让 GTH-1544 适用于任何工地。
门架 10°侧向调平能力还能帮助你在斜
坡上保持底盘水平。

叉装机┃ GTH ™ -1544



全封闭式驾驶室

全封闭式驾驶室适用应各种天气情况下的操作。配备
的挡风玻璃喷洗器和刮水器确保雨天的可见度。标配
的防结冰 / 除霜装置，使驾驶员在寒冷天气中保持舒
适感。驾驶室两侧的玻璃可打开，从而增加空气流通。
（可选择安装或不安装空调）。

增加多功能

增加收益
吉尼高延伸型粗糙地面叉装机的无限灵活性仅仅是个开始。如果您增加一个，两个或更多的附件，您可以从容面

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工地状况，从而您将在单一机器上提高生产力，并提高您的最终受益。

桁架伸臂

14 英尺（4.27 米）的可调节桁架伸臂，可提供额外的垂直和水
平延伸，用于提升和放置诸如支持屋顶的三角形桁架，框架和
横梁等的大体积负载。

锥形货盘叉

标配的 48 英寸（122 厘米）的货盘叉和支架，可方便运输负载。
选择 60 或 72 英寸（152 厘米或 183 厘米）的货盘叉或 60 英
尺（152 厘米）的锥形货盘叉能适应您的现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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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叉门架

用铲叉门架来处理大体积物料和装载货盘上的负载从而提高您
的工作效率。选择 48，60 或 72 英寸（122，152，183 厘米）
带轮转宽门架（视不同机型而定）。

旋转车架

允许车架正时针和逆时针旋转 10°，提取货或放置负载在不平
整表面上。

高延伸型粗糙地面机型
GTH™-636 GTH™-844 GTH™-1056 GTH™-1256 GTH™-1544



驾驶室

• 全封闭驾驶室配备有全天窗，加
热器，除霜鼓风机，雨刮器，清
洗器及双侧门 

• 全封闭驾驶室配有空调 
• 前后窗玻璃
• 右侧屏风 *
• 双操纵杆控制

* 开放式驾驶室的附件

工作灯

卤素工作灯选项可安装于驾驶室顶部充
当头灯，从而提高在低光亮工作环境中
的生产力。这一选项以及倒车灯和尾灯
是标配的。

道路灯

该选项可照亮您的道路，其中包括配置在
驾驶室前方的两个灯，两个前转向信号灯，
倒车灯和尾灯适用于拥挤的工作区域。

附件

• 闪光灯
• 泡沫粗糙地面轮胎
• 灭火器
• 工作灯
• 道路灯

发动机

• 99 马力（73.8 千瓦）Perkins 涡轮增压柴油
发动机（仅适用于 GTH ™ -844）

• 99 马力（73.8 千瓦）Detuz 涡轮增压柴油发
动机（仅适用于 GTH ™ -844）

• 125 马力 John Deere 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
（仅适用于 GTH ™ -1056）

• 123 马力（91.72 千瓦）Perkins 涡轮增压柴
油发动机，符合 Tire 4 排放标准（仅适用于
GTH ™ -1056）

• 154 马力（115 千瓦））Detuz 涡轮增压柴
油发动机，符合 Tire 4 排放标准

• 147 马力（110 千瓦））Perkins 涡轮增压柴
油发动机，符合 Tire 4 排放标准

• 进空气预热器

其他

选项和附件

叉装机┃高延伸型粗糙地面叉装机的选项和附件

* 附件和选项根据机型和 / 或国家标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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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型 最大承载能力 最大提升高度 最大向前延伸 操作重量 *

英制 公制 英制 公制 英制 公制 英制 公制

紧凑型粗糙地面叉装机

GTH™-5519 5,500磅 2,500公斤 19英尺 5.79米 11英尺 3.35米 10,360磅 4,700公斤

高延伸型粗糙地面叉装机

GTH-636 6,000磅 2,722公斤 36英尺 10.97米 21英尺11英寸 6.68米 17,600磅 7,983公斤

GTH-844 8,000磅 3,629公斤 44英尺 13.41米 27英尺 8.23米 22,500磅 10,206公斤

GTH-1056 10,000磅 4,536公斤 56英尺10英寸 17.32米 42英尺 12.80米 30,000磅 13,608公斤

GTH-1256 12,000磅 5,443公斤 56英尺 17.07米 42英尺 12.80米 36,675磅 16,206公斤

GTH-1544 15,000磅 6,804公斤 44英尺 13.41米 27英尺 8.23米 33,686磅 10,206公斤

0 英尺

10 英尺

20 英尺

30 英尺

40 英尺

50 英尺

60 英尺

* 重量根据选项 / 或国家标准而不同

叉装机┃规格

规格

叉装机

GTH-5519 GTH-844GTH-636 GTH-1056 GTH-1544GTH-1256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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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详细信息，请与当地分销商或吉尼销售部联系。产品价格和产品规格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本手册上的照片与图片仅作示意。为正确使用机器，请参照正确的操作手册说明。使用我们的机器时，未能遵

守操作手册说明或其它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能会导致重伤或死亡。接受特定产品和销售的标准书面保修证书。吉尼不做其它的保修承诺。产品和服务可能有商标，服务标记或 TEREX 公司或其它美国或其它国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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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电话：400 106 9900 吉尼微信公众平台吉尼公司网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