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一移动反击式破碎站
SCIM1213RC6

中国湖南长沙经济开发区三一工业城

电话  400 010 3311

售后服务热线 0731-84031976

由于技术不断更新，技术参数及配置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图片上的机器可能包括附加设备，本画册仅供参考，以实物为准。 

版权为三一筑工所有，未经三一筑工书面许可，本目录任何部分的内容不得被复制或抄袭用于任何目的。

    印刷版本   2021V1

三一筑工科技有限公司

www.sanypce.com

筑工装备微信公众号 筑工官方抖音号



高效节能 
让破碎更高效

三一移动反击式破碎站
SCIM1213RC6

      高可靠性
通过超 1000 小时耐久测试
■■ 进口核心部件
■■ 超级耐磨易损件
■■ 高强度全工况耐久测试

      高产出
每小时可生产 300 吨混凝土级别骨料

■■ 智能给料
■■ 超大筛分与输送
■■ 破碎主机直驱

      低能耗
同等工况下，油耗比行业低 20%

■■ 动力直驱系统
■■ 机电驱动破碎生产
■■ 行走 /工作动力分离系统
■■ 系统自适应节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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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核心技术 破碎
■■ 高精度转子系统；■维护安全；
智能防堵；■骨料自适应调整

行走
■■ 挖机底盘；■无线遥控；■无极调速；

    微移动转场

控制
■■ 专利控制平台；■定制软件服务；■人性化操作

液压技术
■■ 进口液压元器件；■专利液压系统；■品质保障

易维讯软件服务 系统操作界面

进口柴油机及液力耦合器

动力技术
动力直驱系统，传输可靠，传递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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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
砂石料场 矿山开采 隧道洞渣 白改黑建筑回收

序号 主要参数 单位 数值 备注

1

给料系统

受料斗公称容积 m³ 6 标准配置

最大给料粒度 mm 600 -

最大给料能力 t/h 400 取决于原材料特性

预筛筛网层数 层 2 重型，创新筛孔

2

动力系统

品牌 - - 斯堪尼亚/沃尔沃

排放等级 - - 国Ⅲ

额定功率 KW/rpm 371/1800 整机最大功率

3

破碎系统

处理量 t/h 150-300 取决于原材料特性

转子尺寸（直径×宽） mm Φ1200×1300 -

出料粒径 mm 0-80 液压调整出口大小

4

行走系统

额定功率 KW 55 -

行走速度（高/低） Km/h 1/0.3 平地/爬坡最大速度

最大爬坡能力 - 7° 不含终筛分系统时，最大爬坡角度7°

履带轮距×左右中心距 mm 4100×2600 三一挖机履带底盘

5

操作方式

操作屏 - 触摸屏 -

遥控器 - 有线/无线 带显示器

远程在线升级 - 配备 含在线服务、在线故障诊断

6

运输参数

长×宽×高 mm 21800×3250×3850 含终筛分系统

运输整机重量 吨 63 含筛分系统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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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

售后服务热线：0731-84031976

12127 服务承诺
■■ 1 刻钟电话微信回复
■■ 2 小时线上解决问题
■■ 1 天内恢复临时生产或线下解决问题
■■ 2 天内常用配件到货或线下解决问题
■■ 7 天内解决特殊问题

序号 名称 型号 生产厂家 数量
1 发动机 13L 斯堪尼亚SCANIA(瑞典) 1

2 液力偶合器 KPTO 传斯罗伊Transfluid(意大利) 1

3 发电机 ECP34 美奥迪Meccalte (意大利) 1

4 同步带 14MGT 盖茨GATES(美国) 1

5 振动电机 MVE系列 欧力卧龙OLI-WOLONG（意大利） 2

6 行走变量泵 A11系列 力士乐Rexroth(德国) 1

7 马达 MSF KYB （日本） 2

8 减速机 GT80 三一（挖机同款） 2

9 破碎主机 SI1213RC6.7 三一 1

10 电控系统 SEHC控制器 三一（挖机同款） 1

型号 SCIM1213RC6移动反击式破碎站

基本配置 破碎功能整机（发动机、反击式破碎主机、受料斗、给料机、主皮带、除铁器和其它）

选配1 终筛分系统（终筛分机、终筛分皮带机、过渡皮带机、返料皮带机）

选配2 预筛皮带机

产品配置

关重零部件配置

三一移动反击式破碎站
SCIM1213R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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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集团 品牌保障
三一集团是全球领先的装备制造企业，是中国最大、全球第三的工程机械制造

商，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混凝土机械制造商。2015年被工信部评定为中国“智能制

造” 首批试点示范企业。 

智能制造 精益生产
三一设备的精髓在于高可靠性，引入全球领先的精益制造，执行的是万分之一的

偏差淘汰标准，每一道工艺精益求精，让每一件产品都至臻完美。

全球顶尖 研发实力
三一每年将销售收入的7%左右用于研发，拥有国家级技术开发中心和博士后流动

工作站，申请专利数量居行业第一，公司先后五次荣获国家级科技大奖。

营销服务 遍布全球
三一业务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国拥有30多个营销服

务公司、500多个营销服务网络点、6000多名销售精英。

全产业链 金融服务
三一金融可为购买三一新机设备的客户提供按揭贷款服务，一站

式、全流程的金融服务体系，解决您的后顾之忧。

客户至上 完美服务
为提高产品安装交付质量，提升客户满意度，三一为客户专门制

定“完美交付”方案。

选择三一  一生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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