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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行程圆锥破碎机确保了
更大的破碎能力
高效而强劲的 4
柴油机 — 直接驱动
2 CFS 连续喂料系统
宽大而结实的 6
主卸料皮带机

得益于菜单导向的触摸 5
屏，使操作更加简单

1 得益于简单的滑动机
构，可进行快速设置

拥有超大筛分面积的高效终筛分机 (MCO 9 S) 7

A 互锁：电驱动确保了与其它克磊
镘设备理想的电气互锁

B 产量：实际破碎能力高
达 270 t/h

高产、高效的 MCO 9 EVO，是配套 MC 110 EVO 移动
颚式破碎设备的理想机型。

C 设计：合理的整体设计，使其部
件均易于接近，方便维护保养

01 喂料装置
得益于方便的滑动机构，可进行快速设置，部件无需
拆卸运输
滑动机构使破碎机的卸料效果可进行调节
位置合适的除铁器和金属探测器（均为选配）确保了
最大施工安全性
皮带输料机下部的滑动元件，确保了理想的密封性及
稳定性

02 连续喂料系统 CFS

03 破碎主机

通过 CFS 提高破碎主机的利用率
1 通过超声波传感器监控料位
2 根据破碎机料位，频率控制的喂料皮带机输料量
		 得到相应调节

04 驱动系统

大行程圆锥破碎机确保了最大的破碎能力；3 臂破碎机
结构提高了破碎产量

高效、强劲的柴油机 — 直接驱动，使每吨成品骨料的
能耗更低

稳固的破碎机设计及强大的驱动功率确保了更高的破碎比

高效的电驱动皮带机及终筛分机 (MCO 9 S) — 能耗
低，无液压系统漏油风险

配有过载保护系统，以防遇到诸如木头或金属等不可破
碎材料而进行保护（“释铁系统”）

效果：连续的理想料位，确保了破碎机的更高产量以
及优异的成品质量

无需浇注粘结介质的动锥衬板快速更换 — 不必考虑周围
环境温度

螺栓连接的卸料梁及破碎机活门不仅保护皮带，并且
在喂料过程中提供理想的材料导向

05 控制系统
得益于可视化及菜单导向的触摸屏，使操作更加容易
用于所有 EVO 系列设备的相似的克磊镘操纵理念 — 无
需从头再来

液力偶合器使其具有极高的运行可靠性

所有部件及功能均为可控，并且显示所有部件状态，例
如：速度、温度、压力等等

所有重要部件，均易于接近，方便维护保养

快速故障诊断，显示详细信息

拥有三种排放标准 (Tier 3/Stage IIIA, Tier 4f/Stage
IV, LRC)

防尘、隔振电控柜为控制元件提供了理想的保护
通过电控柜的单独活门，使操作面板易于接近
所有主要部件均使用无线遥控

MOBICONE

螺钉固定的选配的料斗延伸件以及基本配置的料斗均
采用耐磨钢制造

CFS 确保了理想料位

全自动破碎机出口开度设置和零点探测
高效的润滑油加热，确保了较短的预热时间
配备卸料梁的喂料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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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0
–
* 闭路循环破碎

筛分装置的运输重量约 (kg)

32,500 (40,000)

3,240
3,000

29,500
不含（含）筛分装置的运输重量约 (kg)

运输宽度约 (mm)

16,600 (20,770)

3,600
3,400

16,100
不含（含）筛分装置的运输长度约 (mm)

运输高度约 (mm)

950

200
200
最大喂料尺寸 (mm)

245*
270

950
破碎机锥径 (mm)

喂料能力约达 (t/h)

技术参数

MCO 9 EVO

MCO 9 S E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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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圆锥式破碎设备 MCO 9 | MCO 9 S

高效、强劲的柴油机 — 直接驱动

06 主卸料皮带机
宽大、结实的主卸料皮带机
加长型主卸料皮带机提供了更高的卸料高度，可液压折
叠，便于运输（选配）

电控柜的单独活门，使操作面板易于接近

07 配备回料皮带的终筛分机
(MCO 9 S)
拥有超大筛分面积的单层振动筛分机，可用于粒径小于
30 mm 骨料的有效筛分

电驱动确保了多个破碎筛分环节的理想材料流动：
1 根据下游破碎阶段圆锥式破碎主机的料位，控制初级
		 破碎设备的输料速度
2 输料系统不会完全关闭，并且当破碎机卸载后，能够
		 立即恢复材料输送

B

产量及完好率
破碎机及材料流动的特殊创新，使实际的破碎能力高达
270 t/h：
1 强劲、低损耗的直接驱动，确保了更高的驱动功率

C

设计
合理的结构，巧妙的设计
部件易于接近，方便维护保养，尤其是驱动区域及破碎
机区域

2 稳固、性能优化的破碎机外壳
3 同档设备中行程最大的圆锥破碎机

3 所有破碎筛分环节均可紧急停止
4 输送高度与其它克磊镘设备兼容
5 独立的回料皮带能够与后续筛分设备构成闭路循环回
		 料系统（例如：克磊镘 MOBISCREEN MS 16 D）

巧妙的整体设计

最大卸料高度确保了更大堆料量或理想转料，以便进行
后续的破碎或筛分工作
动力总成下部的标准皮带机罩，选配的加长型皮带机罩

回料皮带机使超尺寸骨料闭路循环破碎
o

超尺寸骨料回料皮带机可摆动 100 ，便于侧向卸料
MCO 9 S 拥有强劲的驱动装置，更长的行走机构及加
强型底盘
得益于集装箱型紧凑尺寸（宽度 < 3 m），使终筛分机
可简单拆卸，便于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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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电气互锁
与其它克磊镘设备理想地电气互锁

位于滑道上的终筛分机，可用吊挂系统快速装载

mobicone 移动圆锥式破碎设备

A

重量轻，易于运输

除铁器和金属探测器确保了理想的操作可靠性

高完好率：
1 除铁器和金属探测器（选配）
2 释铁系统（过载保护）
3 清理功能（人工提起破碎机定锥）
4 无需浇注粘结介质的动锥衬板快速更换

输送下游筛分设备上的超尺寸骨料的选配的辅助回料皮
带机，可安装到左右任一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