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规格数据 功率

根据挖掘机负荷循环特点

设计最佳低油耗区

整车油耗可降低 15% 以上

优于同级别发动机

基于康明斯久经考验的经典 B 系列平台

( 仅工程机械用保有量已超 300 万台 )
根据挖掘机应用特点进行二次开发

专用油水分离器，分离效率高

滤芯容量更大

无需加装废气再循环 (EGR) 系统，适应中国油品质量现状

燃油系统采用革新性纳米技术（两级油水分离器 + 精滤），油水分离效率高，燃烧更充分，使用寿命更长

海拔 4,500 米以上作业性能稳定

排量大，功率储备充足

电控系统可根据海拔高度自动调整功率

动态响应快

省时又省力

整车效率可提升 5%

智能电子控制

降噪显著

操作更舒适

发动机噪音可降低 50%

四气门，进排气损耗小

多次喷油，燃烧更充分

智能控制多种电子特性，如：多功率曲线、可变调速率等

活塞、喷油器、增压器等关键部件性能提升，缸内燃烧效果更加优化

独特的节油电控特性，降低油耗

可选配电控无级变速风扇， 减少功率损耗，进一步降低油耗

超高可靠性，满足康明斯全球统一质量标准，通过严苛的台架及道路测试

电控诊断、监测、保护能力强

采用纳米滤清器，保持高效过滤的时长比普通介质提高 10 倍，有效保护高压

共轨燃油系统，燃烧效率更高，使用寿命更长，无需采用废气再循环（EGR）

系统，油品适应性更强

多次喷油，缸内峰值压力低，部件损耗小，寿命长

超强动力，同等级别挖掘机排量大，工作省时

功率和扭矩提升，低速扭矩大

采用高压共轨燃油系统，低速运行效率提升

动态响应快，掉速小

保养周期长，可达 500 小时

智能电控，工作转速低，降低噪音

整体式缸体，采用新型高强度设计，坚固耐久，噪音低

采用高压共轨燃油系统，多次燃油喷射，燃烧更加充分，过程更加柔和，噪音

更低

中置喷油器配对称碗形燃烧室，改善气流，使燃油喷射更均匀，降噪显著

齿轮室后置，噪音更低

选配电控无级变速风扇，集成式护风圈，风扇噪音低

康明斯挖掘机用发动机

型号            QSB7

排量 6.7 升

额定功率 165~227 马力 (124~169 千瓦 ) 

最大扭矩 895 牛·米

最低比油耗 190 克 / 千瓦时

进气方式 增压空空中冷

排放
中国第 III 阶段
欧洲 Stage IIIA 排放

长 1143 毫米

宽 940 毫米

高 1088 毫米

湿重 485 千克

性能曲线 额定功率 / 转速
hp (kW) @ rpm

最大扭矩
N·m/rpm

FR96795 227 (169 ) @ 2050 895@1250

FR96796 188 (140 ) @ 2050 800@1250

FR96797 165 (124 ) @ 2050 650@1250

超强节油

可靠耐用

高效节省

超低噪音

油品适应性好

高原适应性强



智能电控系统

采用康明斯新一代电控模块
CM2880，具有独特节油电控特
性，显著降低油耗，工作转速低，
降噪效果好，自我诊断、监测、
保护能力强。与主机控制系统实
现无缝信息传输，易操控，可根
据应用需求量身定制
发动机规格，调整技
术参数，实现远程监
控与管理。

飞轮

大转动惯量飞轮，减小转速波动，主机
工作更平稳，更易操控。

曲轴

高强度曲轴箱，更加坚固耐久，使用寿
命长。

整体模块化设计

零件总数较同类机型少 40%，
性能更加稳定，故障率低，易于
维护。

缸体

整体式缸体，采用新型高强度设计，大
排量，高扭矩，动力充沛，坚固耐久，
噪音低，有效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

凸轮轴

加宽的凸轮工作型面以及挺杆耐磨表
面，可承受更高工作负荷，增强了耐久
性和可靠性。

齿轮室后置

振动小，噪音低。

涡轮增压器

采用高效的康明斯废气旁通式涡
轮增压器，瞬态响应快，低转速
下增压更顺畅，高转速下功率输
出更平稳，有效改善发动机的燃
油经济性，提高输出功率，动力
更加强劲，高原作业能力强。

发动机子系统

高度集成 
拥有康明斯独特的发动机关键子
系统高度集成优势，实现从设计
到制造的全流程系统优化。

冷却系统

选装电控硅油离合风扇，功率损
耗少，节油性好，采用集成式护
封圈，噪音更低。

康明斯智能电子产品

康 明 斯 动 力 配 套 软 件 
(PowerMatch) 和 安 装 指 导 软
件 (Advisor) 是实现发动机与整
机完美匹配的最佳智能软件。
QuickCheck III 软件，配合 Palm
掌上电脑等手持设备，能够方便
迅捷地读取康明斯电控柴油机的
运行数据，还可以记录故障代码，
与康明斯 INSITE ™ 服务软件相
结合获取维修指导信息，便于快
速服务。

高压共轨燃油系统 
实现多次燃油喷射，最高喷油压力
（1600 巴）使得燃烧更充分，不同转
速下瞬态响应更迅速，燃烧效率更高。

中置喷油器配

对称碗形燃烧室

改善气流，使燃油喷射更均匀，功率提
高，4 气门瞬态响应更优异，油耗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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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装

动力包，包括空滤、风扇、消音器 ; 发
动机集成式风扇护封圈，降低噪音，降
低风扇燃油损耗 ; 集成式呼吸器过滤器，
杜绝滴机油现象。

C-LINK TM

选装康明斯 C-LINK 智能管理系统，有
利于改善操作习惯，降低油耗，提升使
用效率，降低成本，实现设备集群的实
时智能化统一管理。

油底壳

中置大油底壳，换油周期长，便于安装。

机滤

可选装远程机滤，便于维护。

燃滤

可选装远程纳米滤清器，油水分离效率
高，蓄水容量大，全生命周期内净化效
率更好，有效保护燃油系统，最大限度
延长使用寿命，便于维护。

缸内燃烧技术 
适应中国工况环境，无需加装 EGR 或
其他后处理装置即可满足第 III 阶段排放
标准，油品（含硫量）适应性强。

本刊所载内容不作为产品订货和验收依据 , 产品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详情请咨询

康明斯中国区非公路用发动机市场部 86-10-8454 8888, 或拨打服务热线 400 810 5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