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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发电机组-基本参数 >>>点击免费咨询技术了解更多<<<

型号 Model GF-400

主用功率：400KW 备用功率：440KW
额定转速 Rated speed 转（r/min） 1500

相数 / 线数 phases /lines / 3 相 4 线

噪音 Noise limit 分贝(db) ≤105

最大输出电流 Maximum output current 安培（A） 702

满载燃油消耗率 Fuel Consumption at 100% 升/小时（L/H） ≤210

机组外型尺寸 Gensets Dimensions 毫米（MM） 2900*1167*1600

机组重量 Gensets weight 千克（KG） 3100

柴油机-基本参数 熊猫电源技术在线答疑

型号 Model 6M33D484E200

发动机品牌 Engine brand 博杜安

生产厂家 Manufacturer 博杜安(潍坊)动力有限公司

额定功率 Rated power 千瓦（KW） 440

1h 功率 1-hour power 千瓦（KW） 484

发动机型式 Engine type 立式、直列、水冷、四冲程

燃油喷射形式 Injection Type 直喷 Direct Injection

进气方式 Intake way 增压中冷 Turbocharged Inter-cooled

发动机气缸数 No. of Cylinders 6

缸径行程 piston stroke 毫米（MM） 150/150

总排量 Displacement 升（L） 15.9

压缩比 Compression ratio 15:01

机油容量 Oil capacity 升（L） 50

机油消耗率 Oil consumption g/(kw.h) ≤0.5

排放 Emission T2

启动方式 Starting way 24V 直流电启动

调速方式 Governor Type 电子调速 Electronic

适用海拔高度 Applicable altitude 米(M) ≤2500

外形尺寸 Engine dimension 毫米（MM） 2262*1224*1551

重量 Engine Dry Weight 千克（KG） 1600

水箱散热器 Water tank radiator 铝散热芯、40℃或者 50℃环境温度发电机-基本参数 免

费获取机组报价资料

可选择发电机品牌：无锡斯坦福、上海马拉松、兰电、苏州德锋（凯捷利）、上海斯坦福、

江苏恒久、广州英格、利莱森玛、西门子发电机、江苏中捷、江苏领驭、爱尔马、等。

发电机品牌：中捷发电机

发电机生产厂家：江苏中捷动力设备有限公司

发电机产地：扬州

发电机型号：ZJ-400

励磁方式：无刷自励磁

主用功率：400(kw)

连接方式：柔性盘片链接

备用功率：440(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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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0.1 毫米高精度全密封免维护轴承

额定电压：400/230(v)

定转子材质：宝钢硅钢片 铜制绝缘线绕组

绝缘/防护等级：H/IP23

控制器-基本参数（品牌可自选）免费获取机组对比报价资料 免费获取机组对比报价资料

型号：DSE6120

制造厂：英国深海

显示模式：液晶显示

原产地：英国

发电机监控项目：相电压 380V、线电压 220V、频率、电流、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素、

视在无功功率

柴油机监控项目：转速、水温、油压、充电机电压

自动功能：自动检测市电、自动启动、自动停机

语言类型：支持 16 国家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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