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EREX® 拖车式灯塔

为了一个更明亮
的工地

符合 ANSI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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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非凡价值

特雷克斯“一切皆为您”不仅仅只是品牌宣传口号，它代表着您可以信赖

我们在全球上千名特雷克斯团队成员随时为您提供业务支持的承诺。

不管您是需要挖掘，处理和运输物料，需要高空作业或将物料提升至一定

高度，我们总有一款产品适合您。我们为您提供高质量，高性能的设备，

适用于建筑业，基础设施建设，采石，采矿，航运，运输，能源，提取加

工业和公共事业。我们制造安全，稳定，性价比高的设备， 旨在使您的投

资回报率最大化。

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特雷克斯品牌灯塔是通过特雷克斯高空作业平台事业部来进行的销售和服

务。专业的服务团队1年365天，每天24小时随时在您最需要时为您提供支

持。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您提高投资回报率。

这些不仅仅是口头承诺，在工地，在您看得到特雷克斯灯塔的地方，您将

会亲自感受到这一切。

卓越品质：在所有的特雷克斯品牌灯塔的桅杆系统上都配制了超高分子聚
乙烯侧垫，来延长桅杆的使用寿命，减少摩擦并提高耐腐蚀性
以消除金属桅杆之间的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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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的设计和耐用的部件使得
特雷克斯品牌灯塔是您工地上照明的最佳之选。

照明选择
工地照明
特雷克斯提供的重载型灯塔几乎可以满足任何照明需求—从建筑工地和体育赛事场地到采矿和石油勘探工

地。并且不同功能和选项确保每台设备生产力最大化地用在您的工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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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

角色
从高速公路施工到运动场馆建设，Terex® RL4灯塔以其高性价

比、坚固耐用的可靠性能，在行业内享有极高声誉。专为方

便运输的设计改进，可用48英尺的标准拖车装载17台灯塔。

结构紧凑的设计不但意味着您运输时的成本的降低，同时将

运输效率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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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安装时间

使用单个自动制动的绞盘，可快
速便捷的升降、展开灯塔。同时，
垂直桅杆的设计可以最大限度的
降低运输过程中的损坏。灯塔可
升高至 23.4 英尺（7.13 米），
359 度不连续旋转，可快速进行
设备和灯具定位，提供精准照明。

更长的使用时间

RL4 搭载 45 加仑（170 升）的燃油箱，
可连续使用 90 小时。可选装自动启动
装置，与您的手机或计时器相连，在定
时后自动启动、关闭，无需靠近手动启
动。

多种选装件及附件可选

为了适应您不同工况的需求，RL4 灯塔
可选装不同型号的发动机和拖钩。同时，
吉尼系列产品的配色方案可为您量身定
制您所需的设备颜色。另外，可选装寒
冷天气组件，确保您全年的设备投资回
报率都处于峰值状态。

特雷克斯灯塔  |  RL 4

可选机型
R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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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载型设计

结实的镀锌桅杆和支腿的防锈设计，可承受恶
劣的使用环境，AL4 具有更坚固的车轴和底车，
轮胎更大，直径达到 38 厘米。即便是在最崎
岖的道路上行进，也可以为设备提供最佳的稳
定性和移动性。

高性价比和

性能
Terex® AL™ 4灯塔是工地照明的坚固耐用，高性价比的产品之选。这些重载型

灯塔非常适用于实际生活中的任何需求——从建筑工地，体育赛事，矿业到石

油领域的应用。灯塔可升高至9.14米，4000瓦照明，359度不连续旋转，可提

供精准的照明定位。AL4灯塔帮助您在预算成本内准时完成施工，它们是性能

和价值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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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机型
AL4

特雷克斯灯塔  |  AL 4

强大的生产力

AL4 灯塔标准配备了一个业内认可耐用的 Kubota®

发动机和一个 6 千瓦的发动机，每次运作都可以提供
可靠的电力。我们的每台设备可升至 23 英尺（7 米）
的高度，噪音仅达 71 分贝，并可连续节能运行 60
个小时。

便利服务

快装的灯具连接卡具及配重箱，便于快捷的故障诊断、
服务及维修，同时也意味着更短的服务时间，更高的
出租率。标准配置的发动机保护装置可在您需要时自
动关停设备，保障您的投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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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选项

高达 20 千瓦的发电机选项，使您可同时使用电源
插座和照明灯，也是为额外工具供电的理想之选。
AL5 的附加选项包括 6 灯配置和机械自动空气切断
系统。

持久的保护

耐风雨的机壳，可锁的罩盖和内部灯箱储存系统能保护 AL5 在
恶劣的工作环境中工作。与此同时，大型的机壳门和快拆式灯具
以及整流器提供了绝佳的可服务性能。发动机室的照明改善了夜
间维修和操作的能见度。

运输简单，使用方便

拖车式灯塔 AL5HT 可以非常方便的从一个工
地拖到另外一个工地标准卡车可以运 5 台这样
的灯塔。易懂的标识和方便的操控使得设备使
用简便易行。

垂直高度达8.5米并且水平延伸至6.1米，Terex AL5HT是采矿领域的完美配置。

灵活性和

动力
Terex® AL  5灯塔可旋转359度，可选装20千瓦发电机，灯塔高度可达9.1米，为您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灵活

便利性。您对灯塔还有更多的需求吗？特雷克斯现在提供的AL5HT，无论从高度，通过性能和精确性定位

来说正是您的场所需要的照明。这种高适应性的照明方案是矿山，铁路，大型建筑工地及更多地方的理想

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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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用设计

AL5 拥有镀锌桅杆，可 359°
旋转精确定位灯光。配置预设
定位限制的镀锌支腿，可在现
场快速、精准定位空间。另外，
内部灯箱储存系统提供运送过
程中的妥善保管和保护。

通用，坚固耐用的桅杆选项

AL5 灯塔配备了可快速安装的垂直桅杆，为工地施工提供了更精准的定位，更
高效、安全。AL5 采用了电动绞盘而非液压绞盘，紧邻控制箱旁的开关即可操
作桅杆在 30 秒内升至全程，无论在收藏状态还是在升起时，均可 350 度旋转，
便于对灯具进行精准定位。

AL5 灯塔均标准配置重载型镀锌桅杆和支腿防腐蚀，适用于恶劣工作环境，内
置的贮藏箱在运输状态时可保护灯具，最大限度的提高了设备的可靠性，减少
了故障时间。

出众的灯光定位

AL5 HT 灯塔配置了可旋转、液压伸缩的
桅杆系统，可灵活的向前、后及侧面伸出。
灯闩可倾斜 180 度，只需一个简单的弹
簧夹即可将每个灯头单独在不同方向上
定位。

可选机型
AL5 AL5 HT

特雷克斯灯塔  |  AL 5  &  AL 5 HT



10

特雷克斯灯塔  |  规格

规格

灯塔
型号 灯塔高度 收藏宽度 收藏长度 净重

英制 公制 英制 公制 英制 公制 英制 公制

特雷克斯灯塔

RL 4 23.4 英尺 7.13 米 59 英寸 150 厘米 85 英寸 216 厘米 1,461 磅 663 公斤

AL 4 30 英尺 9.14 米 61 英寸 155 厘米 179 英寸 455 厘米 1,950 磅 885 公斤

AL 5 30 英尺 * 9.14 米 81 英寸 203 厘米 183 英寸 465 厘米 2,239 磅 1,016 公斤

AL 5 HT 28 英尺 9 英寸 8.76 米 81 英寸 206 厘米 98 英寸 249 厘米 2,605 磅 1,182 公斤

35 英尺

30 英尺

25 英尺

20 英尺

15 英尺

10 英尺

5 英尺

0 英尺

35 英尺

30 英尺

25 英尺

20 英尺

15 英尺

10 英尺

5 英尺

0 英尺

RL4 AL4 AL5 AL5 HT

* AL5 可选装垂直桅杆，25 英尺，7.62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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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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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商标。吉尼是特雷克斯美国南达科塔公司的注册商标，吉尼是特雷克斯旗下的一个品牌。Terex 2016 年版。1K 备件号码：109303UK/CN。生效日 2016 年 11 月。

特雷克斯（常州）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沪闵路 6088 号 18 层凯德龙之梦广场    邮编：201199
电话：+86-21-3470 2998 传真：+86-21-3470 2855
网址：www.geniechina.com 电邮：info.awp@terex.com

服务热线电话：400 106 9900 吉尼微信公众平台吉尼公司网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