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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G® ULtra系列臂式
高空作业平台



 

JLG® uLtra臂式高空作业平台

站更高，看更远
钢铁厂、化工厂、机场、会议中心、船坞和重型建筑。	

JLG®	 Ultra系列臂式高空作业平台设计用于需要立足更

高、触及更远的作业场所。四十年的丰富经验，JLG熟知

这一领域。您需要动力、可靠性、多用性来完成每天的工

作。日复一日，始终如一。

JLG	Ultra系列臂式高空作业平台为您满足所需！采用屈

服强度	100,000	psi	的钢材制造－－强度比竞争产品高

出40%，拥有1,000磅载重，使其成为业内最强劲的臂式

高空作业平台。

当您置身十层楼的高处，您需要一台机器让您自信完

成工作；展示卓越性能，应对一切挑战－－这就是JLG	

Ultra系列。

“如此高度，如此距离，没有	

任何其他机器可以媲美。”

站更高，看更远，
工作效率无与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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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往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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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更大的平台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空间	

用于容纳工具和工人。”

最大高度，
最远距离，
最强动力
如果您的工作对于作业高度和距离有较高的要求，不妨考虑	

JLG®	 1250AJP型。1250AJP的跨越高度60英尺，水平伸距

63英尺，是登高应用中的理想选择。自动平台调平功能可以

在125英尺平台高度上为操作员提供最佳的舒适度。独创的

QuikStik®主臂设计带来了更快的起升下降速度－－从地面升

至最大高度仅115秒，助您更快、更高效地完成工作。JLG®	

Ultra系列臂式高空作业平台是同级别产品中唯一采用平衡轴

的高空作业平台，为您带来无与伦比的移动性。

无可匹敌的工作覆盖范围
跨越高度达60英尺6英寸（18.44米），	
水平伸距达63英尺2英寸（19.25	米），
1250AJP让您的工作随心所欲。

可展开车轴
油缸展开式车轴可以允许这些臂
式高空作业平台从8英尺2英寸的
运输宽度增大至16英尺6英寸的
宽度，且保持无与伦比的坚固和
稳定。2

U l t r a  系列
曲 臂 式 高 空 作 业 平台



JibPLUS®

JibPLUS可以为Ultra系列机型提供
最大180度的水平机动性，同时带
来更加卓越的多用性和更高的工作
效率。

四轮转向
我们的所有Ultr系列臂式高
空作业平台均提供3种转向模
式，用于满足多种多样、不段
变化的作业现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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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l t r a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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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 PSI 强力钢
主臂的高质量钢材确保了更高
的耐用性和稳定性。

作业范围更大
作业范围超过50英尺，操作
更灵活。

U l t r a  系列
直 臂 式 高 空 作 业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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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摆动轴
Ultra臂式高空作业平台标配
平衡轴和全时四轮驱动，提供
卓越牵引力。

SkyPower®
7,500瓦车载发电机带
给您所需的更多动力。

“大容量平台大幅提升了我们的

工作效率和工作水平。”

更高高度，	 	 	
更高效率
JLG® Ultra系列，一览众山小。当作业高度成为

一种挑战，您需要一台超越日常所需的坚固设

备。坚固耐用的大臂让您自信操控1,000磅载

重。独有的弧线控制可以在作业范围的边缘位

置调整速度，确保您在所有位置都感觉速度平

稳，从而提高舒适性。

U l t r a  系列
直 臂 式 高 空 作 业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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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额定载重
1000/500	磅双载重，平台可容纳
更多工人、工具或材料。

更远伸距
JibPLUS® 臂增加了30英尺的伸
距。*

*	小臂侧摆模式下，额定载重限制在500	磅
（227	千克）以内。JibPLUS	用于运输仅
限	1500SJ。

让1500SJ助您
延伸所及
1500SJ型是JLG推出的最大自行式伸缩臂高空作业平

台之一－－第一款不需要超尺寸许可的150英尺直臂式

高空作业平台（公路运输时需要超重许可）。1500SJ

配备伸缩小臂，作业范围更灵活，伸出距离更远。

“在150英尺高度，我希望自己可以

自信地专注于我的工作。Ultra系

列让我得偿所望。”

U l t r a  系列
直 臂 式 高 空 作 业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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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机动性
全时四驱，助您应对复杂地形。

方便运输
不需要超规格负载许可。

U l t r a  系列
直 臂 式 高 空 作 业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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崭新底盘
每根车轴均配备一个线性传感
器，与旋转传感器配合工作，使
转向轮保持在正确位置。

无需许可
运输方便快捷，无需超规格装
载许可（高速公路运输时需超
重许可）。

以185英尺（56.56米）
高度自信到达	
无人所及之处
为市场引入有史以来最高高度的自行式直臂高空作业平

台。1850SJ拥有19层楼的工作高度，并且配备崭新设计

底盘。1850SJ可以更快升至最大高度，操作员可以缩短

高空作业平台的定位时间，从而将更多时间专注于工作。

车轴仅需约1分钟即可完成伸展或收缩。它们能够以枢轴

方式转入或转出，而不是像其他Ultra系列臂式高空作业

平台一样的伸缩方式。

更大作业范围

可伸缩小臂和5节主臂可以提供8.2万立方米的作业区

域，跨越作业能力也更胜一筹。此外，操作员可以只移动

小臂，而不是整个机器，因而机动性更强，定位更精确。

“我从未像在这样一台实力超群的

机器上一样，如此自信地工作。”

U l t r a  系列
直 臂 式 高 空 作 业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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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 显示屏
LCD显示屏可以为操作员显示
当前在作业范围中所处的位置
以及其他相关的有用信息。

行驶和爬坡
允许在平台最大高度状态下
行驶，爬坡度最大为40%。

U l t r a  系列
直 臂 式 高 空 作 业 平台



Workstation in  
the sky® 附件
采用	Sky®	附件工作站，可以让您

的发动机驱动高空作业平台成为

综合作业装备。这些套装旨在为

您提高工作效率，节约平台空间，

改善作业条件。

SkyPower ® 组件
采用SkyPower®系统的机器

自带一台7500瓦连续输出

发电机和一根电源电缆，

并在动力导轨上安装有一

根进气/进水管路。同时自

带110伏交流、220伏交流

和三相电源，用于运转其他

附件和手动工具。

SkyCutter® 组件
SkyCutter®配备车载Miller®	

Spectrum	 375	 Cutmate等

离子切割机，切割更快、更

清洁，可有效减少容器和

垂挂软管的危险。

Nite Bright® 组件
该套装包括一个40瓦照明

灯，用于为施工现场及底

盘四周提供照明，以提高

可视性。适用于隧道或矿

区应用、夜间作业或任何

光线不足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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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welder® 组件
Sk yPower平台中藏有一台	

280安Miller®	CST	280焊机，

有效节省了空间，同时可进

行条焊和TIG惰性气体保护

焊。SkyWelder®组件解决了

悬挂在栏杆上的潜在危险，

以前配备独立焊机和电源的

购置成本。

Skyglazier® 组件
首个也是唯一一个通过工厂

认证的玻璃和板材托盘。它

可以为板材提供保护，提高

工作效率，同时减轻操作员

的疲劳度。凭借JLG®1,000	

磅的载重，工作筐可容纳多名

工人和更大的玻璃板。

Skyair® 组件
借助集成的车载空气压缩

机，SkyAir®附件套装可提

供最大压力125psi、流量

为9.3立方英尺/分的压缩空

气。有了它，就不再需要依

赖地面压缩机，工作效率也

就随之提高。

管架附件
制造商认可的管架提供了有效的

材料摆放手段，同时，存储于

平台外部有助于防止损坏栏

杆以及扩大作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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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l t r a  系列
直 臂 式 高 空 作 业 平台



■■ 售后零部件
 原装更换零件、配件、附件、改装件以及各种零部件，	
确保设备以最佳状态运行而这些均来自唯一供应商	
――捷尔杰。

■■ 培训
 全面了解设备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我们的指导课程可以
给您获得成功所必需的实际操作时间。

■■ 服务中心
	 在您需要时，在您的运行时间，从修理、修复到当日零件
供应以及更多服务，捷尔杰致力于满足您的一切所需。我
们随时候命，给您全力支持！

 

工作高于一切
JLG®	客户支持想您之所想：工作效率、利润率、运行时间。

从您采购第一台设备到后续培训、零件和维护。

J L G ®  现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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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0AJP

Ultra 系列曲臂式高空作业平台
工作距离规格
平台高度  125	英尺（38.1	米）
水平伸距  63	英尺	2	英寸（19.25	米）
 跨越高度  60	英尺	6	英寸（18.44	米）
转台转动   360°连续
工作平台载重	-	受限  1,000	磅（454	千克）
工作平台载重	-	不受限  500	磅（227	千克）
平台旋转  180°
JibPLUS® 长度 8	英尺（2.44	米）
  水平动作1 125°
  垂直动作 130°(+75/-55)

尺寸数据
A. 平台尺寸  36×96	英寸（0.91×2.44	米）
B. 总宽 轮轴收缩 8	英尺	2	英寸（2.49	米）
 总宽 轮轴伸出 12	英尺	6	英寸（3.81	米）
C. 甩尾  3	英尺（91厘米）
D. 收藏高度  10	英尺（3.05	米）
E. 总长度 小臂收藏 37	英尺	7	英寸（11.45	米）
    总长度 小臂展开 47	英尺	6	英寸（14.48	米）
F. 轴距  12	英尺	6	英寸（3.81	米）
G. 离地间隙 车轴 12	英寸（30厘米）
  底盘 25.5	英寸（65厘米）
重量2  44,000	磅（19,958	千克）

底盘
最大地面承压*  100	psi	(7.03	kg/cm2)
行驶速度   3.25英里/小时（5.2公里/小时）
爬坡度  45%
转弯半径（内侧） 轮轴收缩 14	英尺	5	英寸（4.39	米）
  轮轴伸出 8	英尺（2.44	米）
转弯半径（外侧） 轮轴收缩 22	英尺	6	英寸（6.86	米）
  轮轴伸出 19	英尺	4	英寸（5.89	米）
蟹行转向比例3  1:1
平衡轴摆动  8英寸（20厘米）
轮胎/类型  445/50D710	泡沫填充

动力源
柴油发动机          道依茨	TCD2.9L4	Tier	4	Final 74.2马力（55.4千瓦）
燃油箱容量  31加仑（117升）
液压油箱  53加仑（200升）
辅助动力	 	 12伏直流

*地面承压适用于标准轮胎。
1.	当JibPLUS水平延伸时，载重限制为500磅（227千克）。
2.	部分选项或国家标准可能导致整车重量增加。
3.	向前行驶和横向行驶的比例。

标准配置
平台：36	×	96	英寸		 			
				（0.91	×	2.44	米）侧入式

8英尺（2.44米）JibPLUS®	臂

可选载重作业范围

180°液压旋转平台

平台中的交流插座
1/2	英寸空气管路连接至平台

5度倾斜报警器/指示灯

所有动作报警器

摆出式发动机托盘

12伏直流辅助电源

工时表

ADE®	控制系统

全时四轮驱动

3种可选转向模式

可伸展车轴

平衡摆动轴

全比例控制

鸥翼式机罩

445/50D710	泡沫填充轮毂保护	
				凸纹胎面轮胎

工作平台控制台机器状态指示灯	
				面板*

起吊/捆绑凸耳

发动机故障警告/关机－可通过	 		
				JLG分析仪选择

可用选项
SkyPower®	组件
				7500瓦发电机
          • 240/120伏单相
          • 240伏	3相

平台：36	×	72	英寸		 		
				（0.91	×	1.83	米）侧入式

防坠落平台：36	×	96	英寸	 	
				（0.91	×	2.44	米）侧入式

自闭式门

灯具套装1

闪烁警告灯

软接触系统平台6英尺/8英尺	 	
				（1.83米/2.44米）

Clearsky（仅限美国、加拿大）

低温启动2

恶劣环境套件3

顶部栏杆防护网

操作员工具托盘
1.	包括平台安装工作灯和行车/倒车灯。

2.	包括电热塞、蓄电池加热器和液压油
箱加热器。

3.	包括控制台保护罩、主臂刮除器以及
油缸波纹管。

附件套装
SkyWelder®

SkyCutter®

SkyGlazier®

Nite Bright®

Pipe Racks （管架）

完整规格敬请访问 www.jlg.com

*	在工作平台控制台上提供系统故
障、燃油油位、燃油不足、5度倾
斜以及脚踏开关状态指示灯。

U l t r a  系列
规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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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规格敬请访问 www.jlg.com

   1200SJP

Ultra 系列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
工作距离规格
平台高度  120	英尺（36.58	米）
水平伸距  75	英尺（22.86	米）
 跨越高度  —
转台转动   360°连续
工作平台载重	-	受限  1,000	磅（454	千克）
工作平台载重	-	不受限  500	磅（227	千克）
平台旋转马达  180°
JibPLUS® 长度 8	英尺（2.44	米）
  水平动作1 180°
  垂直动作 130°(+75/-55)

尺寸数据
A. 平台尺寸  36×96	英寸（0.91×2.44	米）
B. 总宽 轮轴收缩 8	英尺	2	英寸（2.49	米）
			总宽 轮轴伸展 12	英尺	6	英寸（3.81	米）
C. 甩尾  5	英尺	6	英寸（1.67	米）
D. 收藏高度  10	英尺（3.05	米）
E. 总长度 小臂收藏 34	英尺	11	英寸（10.64	米）
 总长度 小臂展开 44	英尺	10.25	英寸（13.67	米）
F. 轴距  12	英尺	6	英寸（3.81	米）
G. 离地间隙 车轴 12英寸（30厘米）
  底盘 25.5英寸（65厘米）
重量2  40,900	磅（18,552	千克）

底盘
最大地面承压*  99	psi	(7.0	kg/cm2)
行驶速度   3.25英里/小时（5.2公里/小时）
爬坡度  45%
转弯半径（内侧） 轮轴收缩 14	英尺	5	英寸（4.39	米）
  轮轴伸出 8	英尺（2.44	米）
转弯半径（外侧） 轮轴收缩 22	英尺	6	英寸（6.86	米）
  轮轴伸出 19	英尺	4	英寸（5.89	米）
蟹行转向比例3  1:1
平衡轴摆动  12英寸（30厘米）
轮胎/类型  445/50D710	泡沫填充

动力源
柴油发动机          道依茨	TCD2.9L4	Tier	4	Final 74.2马力（55.4千瓦） 
燃油箱容量  31加仑（117升）
液压油箱  55加仑（208升）
辅助动力	 	 12伏直流

*地面承压适用于标准轮胎。
1.	当JibPLUS水平延伸时，载重限制为500磅（227千克）。
2.	部分选项或国家标准可能导致整车重量增加。
3.	向前行驶和横向行驶的比例。

标准配置
平台：36	×	96	英寸		 		
				（0.91	×	2.44	米）侧入式

8英尺（2.44米）JibPLUS®	臂

可选载重作业范围

180°液压旋转平台

平台中的交流插座
1/2	英寸空气管路连接至平台

5度倾斜报警器/指示灯

所有动作报警器

摆出式发动机托盘

12伏直流辅助电源

工时表

ADE®	控制系统

全时四轮驱动

3种可选转向模式

可伸展车轴

平衡摆动轴

全比例控制

鸥翼式机罩

445/50D710	泡沫填充轮毂保护	
				凸纹胎面轮胎

工作平台控制台机器状态指示灯	
				面板*

起吊/捆绑凸耳

发动机故障警告/关机－可通过	 	
				JLG分析仪选择

可用选项
SkyPower®	组件
				7500瓦发电机
          • 240/120伏单相
          • 240伏	3相

平台：36	×	72	英寸		 		
				（0.91	×	1.83	米）侧入式

防坠落平台：36	×	96	英寸	 	
				（0.91	×	2.44	米）侧入式

自闭式门

灯具套装1

闪烁警告灯

软接触系统平台6英尺/8英尺	 	
				（1.83米/2.44米）

Clearsky（仅限美国、加拿大）

低温启动2

恶劣环境套件3

顶部栏杆防护网

操作员工具托盘
1.	包括平台安装工作灯和行车/倒车灯。

2.	包括电热塞、蓄电池加热器和液压油
箱加热器。

3.	包括控制台保护罩、主臂刮除器以及
油缸波纹管。

附件套装
SkyWelder®

SkyCutter®

SkyAir® (仅限	1200/1350SJP)
SkyGlazier®

Nite Bright®

Pipe Racks （管架）

*	在工作平台控制台上提供系统故
障、燃油油位、燃油不足、5度倾
斜以及脚踏开关状态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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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G

E

D

B

C

   1350SJP

Ultra 系列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
工作距离规格
平台高度  135	英尺（41.15	米）
水平伸距  80	英尺（24.38	米）
 跨越高度  —
转台转动   360°连续
工作平台载重	-	受限  1,000	磅（454	千克）
工作平台载重	-	不受限  500	磅（227	千克）
平台旋转  180°
JibPLUS® 长度 8	英尺（2.44	米）
  水平动作1 180°
  垂直动作 130°(+75/-55)

尺寸数据
A. 平台尺寸  36×96英寸（0.91×2.44	米）
B. 总宽 轮轴收缩 8	英尺	2	英寸（2.49	米）
			总宽 轮轴伸出 12	英尺	6	英寸（3.81	米）
C. 甩尾  5	英尺	6	英寸（1.67	米）
D. 收藏高度  10	英尺（3.05	米）
E. 总长度 小臂收藏 38	英尺	11	英寸（11.86	米）
 总长度 小臂展开 48	英尺	10.25	英寸（14.89	米）
F. 轴距  12	英尺	6	英寸（3.81	米）
G. 离地间隙 车轴 12英寸（30厘米）
  底盘 25.5英寸（65厘米）
重量2  45,000	磅（20,411	千克）

底盘
最大地面承压*  107	psi	(7.52	kg/cm2)
行驶速度   3.25英里/小时（5.2公里/小时）
爬坡度  45%
转弯半径（内侧） 轮轴收缩 14	英尺	5	英寸（4.39	米）
  轮轴伸出 8	英尺（2.44	米）
转弯半径（外侧） 轮轴收缩 22	英尺	6	英寸（6.86	米）
  轮轴伸出 19	英尺	4	英寸（5.89	米）
蟹行转向比例3  1:1
平衡轴摆动  12英寸（30厘米）
轮胎/类型  445/50D710	泡沫填充

动力源
柴油发动机          道依茨	TCD2.9L4	Tier	4	Final 74.2马力（55.4千瓦）
燃油箱容量  31加仑（117升）
液压油箱  55加仑（208升）
辅助动力	 	 12伏直流

*地面承压适用于标准轮胎。
1.	当JibPLUS水平延伸时，载重限制为500磅（227千克）。
2.	部分选项或国家标准可能导致整车重量增加。
3.	向前行驶和横向行驶的比例。

标准配置
平台：36	×	96	英寸		 			
				（0.91	×	2.44	米）侧入式

8英尺（2.44米）JibPLUS®	臂

可选载重作业范围

向内摆动门

180°液压旋转平台

平台中的交流插座
1/2	英寸空气管路连接至平台

5度倾斜报警器/指示灯

所有动作报警器

摆出式发动机托盘

12伏直流辅助电源

工时表

ADE®	控制系统

全时四轮驱动

3种可选转向模式

可伸展车轴

平衡摆动轴

全比例控制

鸥翼式机罩

445/50D710	泡沫填充轮毂保护	
				凸纹胎面轮胎

工作平台控制台机器状态指示灯	
				面板*

起吊/捆绑凸耳

发动机故障警告/关机－可通过	 			
				JLG分析仪选择

可用选项
SkyPower®	组件
				7500瓦发电机
          • 240/120伏单相
          • 240伏	3相

平台：36	×	72	英寸		 		
				（0.91	×	1.83	米）侧入式

防坠落平台：36	×	96	英寸	 	
				（0.91	×	2.44	米）侧入式

自闭式门

灯具套装1

闪烁警告灯

软接触系统平台6英尺/8英尺	 	
				（1.83米/2.44米）

Clearsky（仅限美国、加拿大）

低温启动2

恶劣环境套件3

顶部栏杆防护网

操作员工具托盘
1.	包括平台安装工作灯和行车/倒车灯。

2.	包括电热塞、蓄电池加热器和液压油
箱加热器。

3.	包括控制台保护罩、主臂刮除器以及
油缸波纹管。

附件套装
SkyWelder®

SkyCutter®

SkyAir® (仅限	1200/1350SJP)
SkyGlazier®

Nite Bright®

Pipe Racks （管架）

完整规格敬请访问 www.jlg.com

*	在工作平台控制台上提供系统故
障、燃油油位、燃油不足、5度倾
斜以及脚踏开关状态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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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SJ

Ultra 系列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
工作距离规格
平台高度  150	英尺（45.7	米）
水平伸距  80	英尺（24.38	米）
 跨越高度  —
转台转动   360°连续
工作平台载重	-	受限  1,000	磅（454	千克）
工作平台载重	-	不受限  500	磅（227	千克）
平台旋转  180°
小臂 长度 15英尺2英寸－25英尺	 	
	 	 	 （4.62米－7.62米）
  水平动作1 仅用于运输
  垂直动作 120°(+75/-45)

尺寸数据
A. 平台尺寸  36×96	英寸（0.91×2.44	米）
B. 总宽 轮轴收缩 8	英尺	2	英寸（2.49	米）
 总宽 轮轴伸出 12	英尺	6	英寸（3.81	米）
C. 甩尾  5	英尺	6	英寸（1.67	米）
D. 收藏高度  10	英尺（3.05	米）
E. 总长度 小臂收藏 43	英尺（11.45	米）
 总长度 小臂展开 61	英尺	9	英寸（18.82	米）
F. 轴距  12	英尺	6	英寸（3.81	米）
G. 离地间隙 车轴 12英寸（30厘米）
  底盘 25.5英寸（65厘米）
重量2  48,000	磅（21,773	千克）

底盘
最大地面承压*  113	psi	(7.94	kg/cm2)
行驶速度   3.0英里/小时（4.8公里/小时）
爬坡度  40%
转弯半径（内侧） 轮轴收缩 14	英尺	5	英寸（4.39	米）
  轮轴伸出 8	英尺（2.44	米）
转弯半径（外侧） 轮轴收缩 22	英尺	6	英寸（6.86	米）
  轮轴伸出 19	英尺	4	英寸（5.89	米）
蟹行转向比例3  1:1
平衡轴摆动  12英寸（30厘米）
轮胎/类型  445/50D710	泡沫填充

动力源
柴油发动机          道依茨	TCD2.9L4	Tier	4	Final 74.2马力（55.4千瓦）
燃油箱容量  31加仑（117升）
液压油箱  55加仑（208升）
辅助动力	 	 12伏直流

*地面承压适用于标准轮胎。
1.	当JibPLUS水平延伸时，载重限制为500磅（227千克）。
2.	部分选项或国家标准可能导致整车重量增加。
3.	向前行驶和横向行驶的比例。

标准配置
平台：36	×	96	英寸		 		
				（0.91	×	2.44	米）侧入式

8英尺（2.44米）JibPLUS®	臂

可选载重作业范围

180°液压旋转平台

平台中的交流插座
1/2	英寸空气管路连接至平台

5度倾斜报警器/指示灯

所有动作报警器

摆出式发动机托盘

12伏直流辅助电源

工时表

ADE®	控制系统

全时四轮驱动

3种可选转向模式

可伸展车轴

平衡摆动轴

全比例控制

鸥翼式机罩

445/50D710	泡沫填充轮毂保护	
				凸纹胎面轮胎

工作平台控制台机器状态指示灯		
				面板*

起吊/捆绑凸耳

发动机故障警告/关机－可通过	 		
				JLG分析仪选择

可用选项
SkyPower®	组件
				7500瓦发电机
          • 240/120伏单相
          • 240伏	3相

平台：36	×	72	英寸		 		
				（0.91	×	1.83	米）侧入式

防坠落平台：36	×	96	英寸	 	
				（0.91	×	2.44	米）侧入式

自闭式门

灯具套装1

闪烁警告灯

软接触系统平台6英尺/8英尺	 	
				（1.83米/2.44米）

Clearsky（仅限美国、加拿大）

低温启动2

恶劣环境套件3

顶部栏杆防护网

操作员工具托盘
1.	包括平台安装工作灯和行车/倒车灯。

2.	包括电热塞、蓄电池加热器和液压油
箱加热器。

3.	包括控制台保护罩、主臂刮除器以及
油缸波纹管。

附件套装
SkyWelder®

SkyCutter®

SkyAir® (仅限	1200/1350SJP)
SkyGlazier®

Nite Bright®

Pipe Racks （管架）

完整规格敬请访问 www.jlg.com

*	 在工作平台控制台上提供系统故障、燃油油位、燃油不足、5度倾斜以及脚踏开关
状态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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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0SJ

Ultra 系列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
工作距离规格
平台高度  185	英尺	7	英寸（56.56	米）
水平伸距  80	英尺（24.38	米）
转台转动   360°连续
工作平台载重	-	受限  1,000	磅（454	千克）
工作平台载重	-	不受限  500	磅（227	千克）
平台旋转  173°液压
小臂 长度 13	英尺（3.96	米）
  水平动作1 仅用于运输
  垂直动作 120°(+75/-45)

尺寸数据
A. 平台尺寸  36×96英寸（0.91×2.44	米）
B. 总宽 轮轴收缩 8	英尺	2	英寸（2.49	米）
 总宽 轮轴展开 16	英尺	6	英寸（5.03	米）
C. 甩尾  7	英尺	7	英寸（2.32	米）
D. 收藏高度  10	英尺（3.05	米）
E. 总长度 小臂收藏 47	英尺	9.5	英寸（14.57	米）
 总长度 小臂展开 63	英尺	10	英寸（19.45	米）
F. 轴距  17	英尺	7	英寸（5.36	米）
G. 离地间隙 车轴 13.5英寸（34厘米）
  底盘 16.25英寸（41厘米）
重量2  59,930	磅（27,184	千克）

底盘
最大地面承压*  119.6	psi	(8.41	kg/cm2)
行驶速度   2.8英里/小时（4.5公里/小时）
爬坡度  40%
转弯半径（内侧） 轮轴收缩 23	英尺	4	英寸（7.12	米）
  轮轴展开 7	英尺	7	英寸（2.3	米）
转弯半径（外侧） 轮轴收缩 31	英尺	3	英寸（9.52	米）
  轮轴展开 21	英尺	8	英寸（6.6	米）
蟹行转向比例3  1:1
轮胎/类型  445/50D710	泡沫填充

动力源
柴油发动机  道依茨	TD3.6L 99.8马力（74.4千瓦）
燃油箱容量  52.8加仑（200升）
液压油箱  75.1加仑（284.2升）
辅助动力	 	 12伏直流

*地面承压适用于标准轮胎。
1.	当JibPLUS水平延伸时，载重限制为500磅（227千克）。
2.	部分选项或国家标准可能导致整车重量增加。
3.	向前行驶和横向行驶的比例。

完整规格敬请访问 www.jl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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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lb - 227 kg

1,000 lb - 454 kg

1850SJ

1850SJ

80°

标准配置
平台	36	×	96	英寸			 		
				（0.91	×	2.44	米）侧入式平台

可选载重作业范围

可伸展车轴

173度液压旋转平台

平台中交流插座

倾斜指示灯与报警器

摆出式发动机托盘

12伏直流辅助电源

工时表

ADE®	控制系统

全时四轮驱动

3种可选转向模式

全比例控制

鸥翼式转台罩

445/50D710	泡沫填充轮毂保护		
				凸纹胎面轮胎

工作平台控制台机器状态指示灯	
				面板*

起吊/捆绑凸耳

发动机故障警告/关机－可通过	 			
				JLG分析仪选择

所有动作报警器

电热塞

操作员工作平台控制台上的LCD	
				面板

可用选项
36	×	72	英寸（0.91	×	1.83	米）	
				工作平台

内开自关闭式摆动门

防坠落平台	36	×	96	英寸	 	
				（0.91	×	2.44	米）后入式5

防护网安装至上方扶手，螺栓固定，	
				铝制，6英尺5

防护网安装至上方扶手，螺栓固定，	
				铝制，8英尺5

灯具套装1

软接触系统

低温启动套件2

恶劣环境套件3

琥珀色警告灯

Cold	Package	Plus4寒冷组件

工具托盘

专用液压油
1.	包括平台安装工作灯和行车/倒车灯。

2.	包括蓄电池加热器和液压油箱加热器。

3.	包括控制台保护罩、主臂刮除器以及
油缸波纹管。

4.	包括严寒机油、燃料调节器、发动机
缸体加热器、电池胶毯、电热塞、液
压油箱加热器以及超尺寸脚踏开关。	
极端低温液压油单独定价。

5.	并非所有市场均有提供。

附件套装
SkyWelder® 组件 2

Nite Bright® 组件 2

SkyCutter®

SkyGlazier®

Pipe Rack （管架）

*	 在工作平台控制台上提供系统
故障、燃油油位、燃油不足、5
度倾斜、脚踏开关状态以及
SkyPower®组件2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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