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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A100 全地面起重机 
一、 产品亮点 

 
 
XCA100 采用 4 桥全地面起重机底盘，三桥驱动，全桥转向，

七节 U 形主起重臂，1 节独立臂头，2 节桁架式副起重臂，两节

7m 起重臂加长节。起重性能和行驶性能全面领先，产品作业范围

广、起重性能强大，使用更加方便、安全和可靠，可快速投入桥

梁吊装、城市改造、交通运输、港口、油田、工矿企业等场所。 
 
• G 一代百吨级全地面产品，起重性能和行驶性能全面领先 
• 阀控负载敏感液压系统，效率高，微动性好，复合动作性

能领先 
• 发动机极限功率匹配技术，对发动机进行过载保护，节省

燃油 
• 双动力变幅，散热器实时控制，高效节能 
• 全新动力平台，高性能与低油耗完美融合 
• 国际领先的起重机轴荷监控系统，为用户行驶保驾护航 
• 原创设计的智能臂架技术，为用户提供舒适的智能操作体验 
• 多工况行驶模式选择技术，行驶工况适应性更好 
• 轿车级别的人机交互系统，操纵更轻松、便捷 
• G 一代全新外观，彰显现代感与科技感，庄重大气 

 

 

二、主要技术参数 

项目 单位 参数 

最大额定总起重量 t 100 

起重臂长度 
基本臂 m 11.7 

最长主臂 m 60 

最长主臂+副臂 m 88.2 

最高行驶速度 km/h 80 
最大爬坡能力 % 60 
下车发动机型号 -- ISME 420 30 ISM11E4 440 ISM11E5 440 
发动机额定功率 kW /(r/min) 306/1900 318/1900 318/1900 

注：出于产品不断改进的需要，我们保留对产品型号、参数、配置进行变更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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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建协大型机械装备协作网起重机械 

安全管理及吊装技术培训班在石家庄圆满闭幕 

2018 年 4 月 13 日 

2018年4月11日由中电建协大型机械装备协作网举办的起重机械安全管理及吊装

技术培训班在石家庄如期开班，共计参加培训学员近八十人。 

开班仪式由中国电建集团河北工程有限公司培训学院院长周智同志致欢迎词，中

电建协大型机械装备协作网副秘书长、中国电建集团电工事业部项目处处长罗明全同

志发表讲话。中电建协大型机械装备协作网秘书长王红燕同志希望参加本次培训班的

学员能够认真学习培训内容，真正达到学有所悟、学有所获、将培训成果带回到各自

单位学以致用。 

培训班为期三天，邀请了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专家、中国能建浙江省火电建设

公司项目管理处副处长程建棠同志、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张燕秋同志分别为大家带

来《起重机械法律法规体系及起重机械安全管理、吊装等重点标准规范解读》和《建

筑起重机械事故原因及典型案例分析》精彩讲授；中电建协大型机械装备协作网副秘

书长、中国能建天津电力建设公司蓝巢吊副总经理兼总工张永良同志与中国电力建设

企业协会专家、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湖南火电建设有限公司机械化工程公司经理杨建平

同志就《起重机械安全使用及吊装方案实施安全控制重点》和《起重吊装基础知识及

大件吊装、起重机械使用安全注意事项》做了详尽讲解；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专家、

中国电建集团核电工程公司安全总监田福兴同志与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专家、原江

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原徐成同志就《常用起重机械现场检查重点及如何

检查、起重机械典型事故案例剖析》和《起重机械事故案例分析》做了详细阐述。通

过各位专家的现场讲解，学员们对起重机械安全管理及吊装技术等有了充分的了解和

提高，培训内容受到了大家一致认可，学员表示感受颇深受益匪浅。 

本次培训班在中电建协大型机械装备协作网的精心组织和中国电建集团河北工程

有限公司培训学院的大力支持下圆满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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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降低 3600 吨大吊车伸缩套筒保险销故障率的研究 

周丽强  徐祖康 

摘要：CAP1400 型压水堆核电机组是在消化、吸收、全面掌握我国引进的第三代先

进核电 AP1000 非能动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再创新开发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功率

更大的非能动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机组。目前我国所建的示范电站位于山东威海市荣

成石岛湾厂址，拟建设 2 台 CAP1400型压水堆核电机组，设计寿命 60 年，单机容量 140

万千瓦。 

3600吨大吊车（全称为“SCC36000A 履带起重机” ，以下简称“大吊车）是上海

三一科技有限公司为国核压水堆示范工程建造安装定制化设计制作，是国核压水堆示

范工程首次使用的国产 3000 吨级别履带起重机。大吊车将承担国核压水堆示范工程 1

号和 2 号机组的蒸汽发生器、反应堆压力容器、钢安全壳、CA01、CA03、CA20、穹顶

等约 90 件核岛大件设备的吊装就位工作。本文主要通过对 SCC36000A 履带起重机整机

载荷试验、转场期间大吊车伸缩套筒安全销故障分析和提出解决措施，保证核岛大件

设备吊装进度。 

关键词：SCC36000A履带起重机整机伸缩套筒安全销故障  

1.大吊车伸缩套筒保险销相关介绍 

1.1.保险销位置 

保险销位于后撑杆（连接主机和超起配重小车）和伸缩套筒之间连接处，见图 1 保

险销位置图。 

 
图 1 保险销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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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筒与后撑杆之间通过主销连接，后撑杆可视为是固定的，则套筒以主销为铰点

可左右旋转。为消除套筒左右旋转的自由度，使用一根小连杆固定，将可以左右旋转

的结构变成固定三角形结构，使套筒与后撑杆形成一个整体（见图 1）。 

套筒和后撑杆理论应该在一条直线上，但因为小连杆处销轴与销轴孔的配合间隙，

套筒与安装架之间的安装间隙，通过套筒长度（6 米）的放大，两者之间形成的夹角会

比较明显，在实际回转时，后撑杆销轴处会产生下图中的效果（为表示效果，此处放

大了夹角），见图 2 套筒和后撑杆位置图。 

 
图 2 套筒和后撑杆位置图 

1.2 保险销功能 

因大吊车的控制策略是主机主动回转，超起配重小车跟随，两者之间的回转速度

要相互匹配，在实际回转时，两者之间的适时调整，假设主机的速度恒定，若超起配

重小车速度慢，后撑杆处会受到超起配置小车提供的拉力，若超起配重速度快，后撑

杆处会受到超起配重小车提供的压力，实际回转过程中是在不断重复该过程，从而保

证超起配重小车的随动；见图 3 大吊车控制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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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大吊车控制系统图 

因小连杆处的力臂很短，故销轴处受力会放大, 为防止其他机械结构部分的损坏，

特意设置了此销轴，该销轴命名为“缓冲装置（保险销）”吸收超起配置小车对后支

撑杆产生的拉压作用力。 

1.3 超起撑杆后角度γ介绍 

站在超起配重小车后面，面向主机尾部，小车伸缩套筒和小车横梁之间位于右侧

的夹角。见图 4γ介绍： 

 
图 4  γ角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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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γ变化规律：小车横梁绕套筒绞点处顺时针旋转，角度减小，反之角度增大； 

γ数值显示示例：见图 6，二连杆和超起配重横梁垂直，γ=90°。 

1.4 超起撑杆拉绳长度 L 介绍 

SCC36000A 履带起重机动作时，主机先动作，超起配重小车随动，导致超起撑杆出

现伸缩，超起撑杆伸缩的变化值为超起撑杆拉绳长度 L。 

2 大吊车伸缩套筒保险销故障可能原因及原因确定 

2.1 大吊车伸缩套筒保险销故障可能原因 

结合大吊车转场期间伸缩套筒保险销发生故障情况，对故障发生的可能原因进行汇总

如下： 

①保险销强度大于保险销周边结构强度； 

②大吊车整机不能及时自动调整γ和拉伸长度 L，超出其设计值，致使伸缩套筒保险销

轴发生故障； 

③首台 SCC36000A履带起重机操作说明书按照理论设计编制，未详尽包含大吊车在现

场使用时的全部状况； 

④操作手未严格按照操作说明书操作大吊车； 

⑤地面水平度不满足大吊车现场作业要求； 

2.2 原因确定 

2.2.1 大吊车整机不能自动调整γ和拉伸长度 l，超出设计要求。超起小车回转

不同步，超起撑杆后角度γ的显示值与实际值存在一定的偏差，当出现超起撑杆后角

度γ的实际偏差值超出设计值要求γ又未及时自动调整，致使保险销异常受力而被

剪切断裂，见图 5保险销剪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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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保险销剪断图 

结论：在小车绕主机自动回转时，γ值变化±5°及以上，在变化过程中，整机不能及

时自动调整γ，导致安全销受到横向剪切力，达到安全销强度极限，安全销被剪断，

是故障发生的主要原因。 

2.2.2 安全销轴强度大于周边结构强度。在保险销受力过程中会将其所受的挤压应

力传递至与其配套连接的安装耳板甚至是伸缩套筒箱体，造成安装耳板外侧被撕裂和

伸缩套筒焊缝开裂等损伤，见图 6安全销周边结构损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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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安全销周边结构损坏图 

结论：保险销强度过大致使与其相连的结构件受到破坏性损伤，是该故障发生的

主要原因。 

2.2.3 操作过程操作手未按操作要求操作。经现场核查，在大吊车执行回转和行走

动作时，操作手均严格按照操作说明书要求操作，主操作手和副操作手实时通报大吊

车各项参数（超起撑杆后角度γ 、拉伸长度ｌ、回转半径差值△R 等），各数值均在

说明书要求范围内。 

结论：为故障发生的次要原因。 

2.2.4 场地水平度不满足大吊车现场作业需求。根据大吊车转场有关工作程序及大

吊车操作说明书要求，大吊车水平度要求为 1%，而核岛吊装场地及重件道路的水平度

为 3‰，（ 3‰ ＜ 1% ）场地满足大吊车作业需求。 

结论：为故障发生的次要原因。 

2.2.5 首台 SCC36000A 履带起重机操作说明书按照理论设计编制，未详尽包含大吊

车在现场使用时的全部状况。 

结论：为故障发生的次要原因。 

3 采取的措施 

针对以上可能导致大吊车伸缩套筒安全销轴发生故障的原因，采取以下措施： 

① 规范、细化大吊车回转等操作流程，确保大吊车伸缩套筒保险销处于最佳受力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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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改善大吊车伸缩套筒保险销强度，确保收到异常剪力时，保险销断，其他构件无异

常； 

3.1  规范、细化大吊车回转等操作流程 

a）主机原地回转前准备工作 

在操作室显示仪表上检查超起撑杆后角度 γ以及超起撑杆拉绳长度 L，如图 7 γ和

L 显示图所示。 

 
图 7 γ和 L显示图 

注：其正常范围为：89°＜γ＜91°；-300mm＜L＜+300mm。 

b）小车位姿调整 

i）通过操作超起变幅落臂，直到 58°左右（偏差为±1°），超起拉板受力约 370t，

主变幅左右拉板受力约 11 t，见图 8； 

按照大吊车制造厂家复核，大吊车正常行走的臂架角度约 65°，超起拉板受力约

220t，经厂家总部测算臂架角度为 58°时，超起小车对地压力小于臂架角度约 65°时

超起小车对地压力，为大吊车原地超起小车回转的最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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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ii）用无线遥控分别调整调整超起小车 1 和超起小车 2 的角度至行走角度（根据

实际情况而定），调节时，需要重点监测超起撑杆后角度γ和超起撑杆拉伸长度 L，在

89°＜γ＜91°，-300mm＜L＜+300mm范围内，见图 9；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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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主机原地回转 

i）操作超起变幅起主臂至约 70°，此时超起拉板受力约为 176t，主变幅左右拉

板受力约 11t；见图 10。 

 
图 10 

ii）起主变幅卷扬，当主变幅左右拉板受力约 18t 时，停止起主变幅卷扬，此时

超起拉板受力约 110t；见图 11。 

 
图 11 

iii）通过调整小车 1和小车 2姿态，保证超起撑杆后角度γ在90°±1°范围内，

超起撑杆拉绳长度 L 在±350mm 以内；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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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iv) 主机角度调整到位后，放主变幅卷扬，使主变幅左右拉板受力约 11t，超起桅

杆拉板受力约 176t，至此，主机原地回转到位;见图 13。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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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优化伸缩套筒与后撑杆连接保险销构造 

3.2.1 原保险销和更换后安全销对比（如图 14 所示 ）： 

 
图 14  

3.2.2 保险销轴性能对比 

保险销对比

项目 
原保险销 新保险销 

材质 Q345 Q345 

规格 
长 18cm，外径 8cm，内径 2cm（上

端封闭） 

长 18cm，外径 8cm，内径

4.5cm 

强度 大 小 

导致结果 

其强度比安装耳板和伸缩套筒与

后撑杆连接处强度都强，导致保

险销异常受力时，保险销不断，

安装耳板、伸缩套筒等处拉断或

开裂 

其强度比安装耳板和伸

缩套筒与后撑杆连接处

强度都弱，保险销异常受

力时，保险销断开，安装

耳板等结构无损坏 

故障发生次

数 
1 次 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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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后续影响和巩固措施 

4.1 后续影响 

i)从首个大件设备吊装到最后一个大件吊装结束需用时约 42个月，高峰时期大件

就位吊装密集，时间间隔最少的为 3-6 天，大吊车转场的速度直接影响到大件设备模

块的吊装就位工作。伸缩套筒与后撑杆连接保险销一旦发生断裂故障将至少耽误 0.5

天～1 天的施工工期，耽误工期的累积将严重影响核岛主要大件结构模块安装关键点与

里程碑的顺利完成； 

ii)自 2016 年 5 月下旬更换新保险销并严格按照主机原地回转操作流程执行回转

操作至今，大吊车在国核示范现场进行了 4 次转场作业，未发生伸缩套筒与后撑杆连

接保险销断开事件。大吊车伸缩套筒与后撑杆连接保险销的安全性，为我们确立并固

化了 SCC36000A 履带起重机在示范电站现场转场时间，这为核岛大件设备模块吊装的

顺利进行和完成提供了技术保障。 

4.2 巩固措施 

①每次 SCC36000A 履带起重机转场、调试、试验及吊载作业前，在γ显示值为 90°的

条件下，检查保险销安装的松紧度，确保保险销处于不受力状态后实施作业。 

②施工现场增加新保险销（空心）备件，加强观察，在空心销轴变形较大时（10mm 左

右），立即更换新保险销。 

③ SCC36000A 履带起重机主机原地回转时，严格按照《主机原地回转操作流程》执行

操作。 

参考文献： 

[1] 魏俊明,刘琼,孙坤. 第三代压水堆核电机组 AP1000的模块化施工分析[J] . 电力

建设 2008 (4) .第 29 卷第四期 64页 

[2] SCC36000A 操作手册-第 1篇操作说明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浙江火电建设有限公司   

                                               2018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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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力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境外可出租起重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可出租时间 
国家及 
地区 

备注 

1 50t 圆筒吊 FZQ1250 上海电力机械厂 长期 越南 1 台 

2 80t 圆筒吊 FZQ2000 上海电力机械厂 2018 年 4 月可以出租 越南 2 台 

联系人：肖文彬联系电话：13719340605 

E-MAILl:184213273@qq.com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施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天津蓝巢特种吊装工程有限公司境外可出租起重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可出租时间 
国家及 
地区 

备注 

1 履带吊 QUY250 抚挖 2018 年 5 月 巴基斯坦  

2 履带吊 QUY250 抚挖 2018 年 5 月 巴基斯坦  

3 履带吊 SCC6300 三一科技 2018 年 4 月 巴基斯坦  

4 履带吊 CKE2500 日本神钢 随时 伊拉克  

5 平臂吊 ZSC70240 南京中昇 随时 伊拉克  

联系人：蔺伊联系电话：13752273879 

E-MAILl: 94184331@qq.com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施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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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建设集团黑龙江火电三公司境外可出租起重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可出租时间 
国家及 
地区 

备注 

1 履带式起重机 SCX2000 日立住友 2018 都可 土耳其  

2 履带式起重机 CC2200 德马格 2018 都可 俄罗斯  

3 履带式起重机 SCC1800 三一 2018 都可 俄罗斯  

4 履带式起重机 SCC1500 三一 2018 都可 俄罗斯  

5 履带式起重机 SCC800 三一 2018 都可 俄罗斯  

6 履带式起重机 SCC500 三一 2018 都可 俄罗斯  

7 附着式塔式起重机 FZQ2400 郑州科润 2018 都可 俄罗斯  

8 汽车式起重机 QY50K 徐工 2018 都可 俄罗斯  

9 汽车式起重机 NK400E 加藤 2018 都可 土耳其  

10 汽车式起重机 QY25K5 徐工 2018 都可  俄罗斯  

联系人：尹树胜联系电话：15945173951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施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石家庄安捷联运有限公司境外可出租起重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可出租时间 
国家及 
地区 

备注 

1 汽车吊 160 吨 中联 2018.4 
巴基斯坦 
卡拉奇 

 

2 汽车吊 70 吨 中联 2018.4 
巴基斯坦 
卡拉奇 

 

3 汽车吊 70 吨 中联 2018.4 
巴基斯坦 
塔尔 

 

4 汽车吊 55 吨 中联 2018.4 
巴基斯坦 
塔尔 

 

联系人：陈经理联系电话：18633095428 

E-MAILl:ajlycw@sina.com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施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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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建一公司境外可出租起重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可出租

时间 
国家及 
地区 

备注 

1 附着自升塔式起重机 FZQ1650 
山东丰汇设备技

术有限公司 
2018.4 

巴基斯坦萨

希瓦尔 
 

2 门式起重机 MDG40/10-42A3 
山东丰汇设备技

术有限公司 
2018.4 

巴基斯坦萨

希瓦尔 
 

3 门式起重机 MDG40/10-42A3 
山东丰汇设备技

术有限公司 
2018.4 

巴基斯坦萨

希瓦尔 
 

4 门式起重机 MDG40/10-42A3 
山东丰汇设备技

术有限公司 
2018.4 

巴基斯坦萨

希瓦尔 
 

5 门式起重机 MDG40/10-42A3 
山东丰汇设备技

术有限公司 
2018.4 

巴基斯坦萨

希瓦尔 
 

6 塔式起重机 STT293 
抚顺建筑机械科

技有限公司 
2018.4 

巴基斯坦萨

希瓦尔 
 

7 门式起重机 MDG40/10-42A3 
山东丰汇设备技

术有限公司 
2018.4 印度巴考  

8 门式起重机 MDG40/10-42A3 
山东丰汇设备技

术有限公司 
2018.4 印度巴考  

9 门式起重机 MDG40/10-42A3 
山东丰汇设备技

术有限公司 
2018.4 

印度塔尔万

迪 
 

10 门式起重机 MDG30/10-32A3 
山东丰汇设备技

术有限公司 
2018.4 

印度塔尔万

迪 
 

11 门式起重机 MDG30/10-32A3 
山东丰汇设备技

术有限公司 
2018.4 

印度塔尔万

迪 
 

12 施工升降机 SC200/200 
山东丰汇设备技

术有限公司 
2018.4 

巴基斯坦萨

希瓦尔 
 

联系人：杨政联系电话：18615198327  0531-88609377 

E-MAILl:yz@sepco1.com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施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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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浦瑞德国际机械设备股份公司 

可出租起重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可出租时间 国家及地区 备注 

1 汽车吊 80 吨 中联 随时 坦桑尼亚 3 台 

2 汽车吊 70 吨 中联 随时 坦桑尼亚 3 台 

3 汽车吊 130 吨 中联 随时 坦桑尼亚 1 台 

4 履带吊 160 吨 中联 随时 坦桑尼亚 1 台 

5 汽车吊 20 吨 中联 随时 越南 4 台 

6 汽车吊 25 吨 中联 随时 越南 5 台 

7 汽车吊 50 吨 中联 随时 越南 2 台 

8 汽车吊 70 吨 中联 随时 越南 3 台 

联系人：段维 

联系电话：17600085777 

E-mail： duanwei@zprayder.com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施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中国电建集团四川工程公司境外可出租起重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可出租时间 国家及地区 备注 

1 龙门式起重机 40T/10T×40M 成都畅越 半年 委内瑞拉  

2 龙门式起重机 60T/10T×40M 成都畅越 半年 委内瑞拉  

3 塔式起重机 JP6020B 锦城建机 半年 委内瑞拉  

4 施工电梯 SCC200/200 重庆红岩 半年 委内瑞拉  

联系人：屈湘萸联系电话：028-68681275 E-MAILl:qq407071907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施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http://www.so.com/link?url=http%3A%2F%2Fpslbeng.chinacrane.net%2F&q=%E4%B8%AD%E6%B5%A6%E7%91%9E%E5%BE%B7&ts=1483950722&t=ba7c504a9647b260abcf50e10a87cb4&src=haos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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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丰中国境外可出租起重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可出租时间 国家及地区 备注 

1 塔式起重机 M125-50t 沈阳三洋 2018.05 印尼爪哇岛 2 台 

2 塔式起重机 ST8075-50t 抚顺永茂 2018.05 印尼爪哇岛 2 台 

3 塔式起重机 STT553-24t 抚顺永茂 2018.05 印尼爪哇岛 3 台 

4 塔式起重机 TC7052-25t 中联 预计 2018.05 
印尼苏门答腊

岛 
1 台 

5 塔式起重机 Q7022-16t 徐工 预计 2019.03 
印尼加里曼丹

岛 
3 台 

6 塔式起重机 Q7022-16t 徐工 预计 2019.03 印尼爪哇岛 3 台 

7 塔式起重机 TC6517B-10t 中联 随时 印尼爪哇岛 7 台 

8 塔式起重机 Q6022-12t 徐工 随时 印尼爪哇岛 4 台 

9 塔式起重机 Q7030-16t 徐工 随时 印尼爪哇岛 1 台 

10 塔式起重机 Q5522-12t 徐工 随时 印尼爪哇岛 2 台 

11 塔式起重机 Q6516-12t 徐工 随时 印尼爪哇岛 3 台 

联系人：张迎春 

联系电话：18939906897 

E-mail：stefaniezhang@tathongchina.com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施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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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建集团湖北工程有限公司境外可出租起重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可出租时间 
国家及 
地区 

备注 

1 250t 履带吊 LS368RH/250T 日本住友 现在 巴基斯坦  

2 汽车式起重机 JQZ50KA 徐州重型机械厂 现在 巴基斯坦  

3 履带式起重机 SCC2500/250T 上海三一科技有限公司 现在 巴基斯坦  

4 龙门式起重机 MQ642/60T 江苏电力四处 现在 巴基斯坦  

5 龙门式起重机 MG4042/40T 南京锡能电力机械厂 现在 巴基斯坦  

6 履带式起重机 LS368RH/250T 日本住友建机公司 现在 伊拉克  

7 履带式起重机 SCC2500 上海三一科技有限公司 现在 伊拉克  

8 履带式起重机 SCC508B/50T 上海三一科技有限公司 现在 伊拉克  

联系人：田晓峰     联系电话：18672363098  027-836400301 

   联系人：朱筱麟     联系电话：15994254383  

E-mail：1298985018@qq.com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施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湖南火电建设有限公司 

境外可出租起重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可出租时

间 
国家及 
地区 

备注 

1 40t 平臂吊 FHTT730/90m 
山东丰汇设备

技术有限公司 
2018.4.28 马来西亚  

2 龙门式起重机 MDG40t/42m 
山东丰汇设备

技术有限公司 
2018.4.28 马来西亚  

3 龙门式起重机 MQ30t/32m 自制 2018.4.28 越南  

4 
外用附墙升降

机 
SC200/200  H=96m 

廊坊凯博建设

机械科技有限

公司 
2018.4.28 马来西亚  

联系人：李轩联系电话：15271215417 

E-MAILl:651344693@qq.com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施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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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建设集团东电一公司境外可出租起重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可出租时间 
国家及 
地区 

备注 

  1 塔式起重机 QTS-31500/125t 鞍山铁塔厂 长期 菲律宾  

  2 履带式起重机 CKE—2500  250t×4.0m 日本神冈 长期 菲律宾  

  3 履带式起重机 QUY—50A   50t×3.7m 
抚顺挖掘机

械厂 
长期 菲律宾  

  4 履带式起重机 QUY—70 70t×3.7m 
抚顺工程机

械厂 
长期 菲律宾  

  5 塔式起重机 STT553B/25t 
抚顺永茂建

筑机械有限

公司 
长期 菲律宾  

  6 塔式起重机 ST7027/16t 
抚顺永茂建

筑机械有限

公司 
长期 菲律宾  

  7 
施工升降机（施工电

梯） 
SC200/200 

廊坊凯博建

设机械公司 
长期 菲律宾  

  8 
施工升降机（施工电

梯） 
SC200/200 

廊坊凯博建

设机械公司 
长期 菲律宾  

联系人：贺怀鹏联系电话：15041399476 

E-MAILl:*hehuaipeng8888@163.com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施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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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建集团河北工程有限公司境外可出租起重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可出租时间 
国家及地

区 
备注 

1 650 履带吊 神钢 7650 型 日本神钢 2018 年 6 月 巴基斯坦   

2 50t 平臂吊 FFTT1000 型 山东丰汇 2018 年 5 月 巴基斯坦   

3 1#40t 龙门吊 MDG40t/42m—II 型 山东丰汇 2018 年 7 月 巴基斯坦   

4 2#40t 龙门吊 MDG40t/42m—I 型 山东丰汇 2018 年 12 月 巴基斯坦   

5 18t 塔吊 STT293 型 抚顺永茂 2018 年 6 月 巴基斯坦   

6 50t 履带吊 KH180-3 型 日本日立 2018 年 12 月 巴基斯坦   

7 100t 履带吊 神钢 7100 型 日本神钢 2018 年 10 月 巴基斯坦   

8 25t 汽车吊 STC250S 型 三一重工 2018 年 12 月 巴基斯坦   

联系人：尚立圣 18031166585、孙彦振 00923463808038（巴基斯坦号） 

E-mail：2823933852@qq.com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施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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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力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可出租起重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可出租时间 目前地点 备注 

1 1600 吨履带吊 SCC16000 三一 长期 广东珠海  

2 900 吨履带吊 SCC9000 三一 长期 广东珠海  

3 680 吨履带吊 M4600-RING 马尼托瓦克 长期 广东惠州  

4 630 吨履带吊 SCC6300 三一 长期 广东茂名  

5 600 吨履带吊 CC2800-1 德马格 长期 广东阳江  

6 500 吨汽车吊 QAY500 中联 长期 广东广州  

7 400 吨履带吊 SCC4000-A 三一 长期 海南洋浦  

8 400 吨履带吊 SCC4000-B 三一 长期 上海  

9 400 吨履带吊 SCC4000-C 三一 长期 广东惠州 风电专用工况 

10 350 吨履带吊 M4600 马尼托瓦克 长期 广东惠州  

11 260 吨履带吊 QUY260 中联 长期 广东广州 地铁专用工况 

12 272 吨履带吊 M2250 马尼托瓦克 长期 广东四会  

13 272 吨履带吊 M250 马尼托瓦克 长期 广东四会  

14 250 吨履带吊 P&H5250 P&H 长期 广东韶关  

15 180 吨履带吊 IHI1500-3 石川岛 长期 广东珠海  

16 150 吨履带吊 IHI1500-HD 石川岛 长期 广东雷州  

17 55 吨履带吊 ZCC550 中联 长期 广东广州 5 台 

联系人：肖文彬联系电话：13719340605 

E-MAILl:184213273@qq.com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施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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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动态/Equlpment  Dynamlc 
 

2018年 3月-4月（总第 32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浙江火电有限建设公司 

可出租施工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可出租时间 目前地点 备注 

1 
 

 

 

 

塔式起重机 

FZQ2400-100 郑州科润 2018年 4月起 河南南阳  

2 FZQ2000-80 郑州科润 2018年 4月起 山西朔州  

3 FZQ2000-80 郑州科润 2018年 4月起 河南焦作  

4 QTZ630/32t 中联重科 全年 浙江绍兴 动臂变幅塔机 

5 QTZ315 江麓 全年 绍兴、宁波 4台 

6 门式起重机 MDG40/10-42 华业钢构 全年 越南 2台 

7 门式起重机 MDG40/10-42 华业钢构 全年 银川宁东  

8 门式起重机 MDG40/10-42 华业钢构 全年 山西朔州  

9 门式起重机 MDG40/10-42 华业钢构 全年 贵州  

10 门式起重机 MDG40/10-42 昆明 全年 昆明 3台 

11 履带起重机 LR1750 LIEBHERR 2018年 4月起 湖北十堰  

12 履带起重机 CC2500-1 DEMAG 全年 广西贺州  

13 履带起重机  LR1400/2 LIEBHERR 2018年 4月起 河南焦作  

14 履带起重机 SCC4000 SANY 全年 云南、浙江  

联系人：宁波：王陈乐、徐汉勇电话：0574-51104472 
传真：0574-51104462 

杭州：童先生电话：0571-51214219，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大型机械协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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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动态/Equlpment  Dynamlc 
 

2018年 3月-4月（总第 32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浙江火电有限建设公司 

可出租施工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可出租时

间 
目前 
地点 

备注 

15 履带起重机 250t DEMAG、神钢、抚挖 全年 
浙江、云南、山

东 
多台 

16 履带起重机 7150 神钢 全年 云南  

17 履带起重机 150t LS248、SC1500 全年 浙江 塔式工况 

18 履带起重机 QUY50C 抚挖 全年 阿克苏  

18 履带起重机 SCC500D 三一、神钢、抚挖 全年 
浙江、贵州、云

南 
多台 

19 塔式起重机 FZQ1250 上海电力机械厂 全年 云南  

20 塔式起重机 FZQ1250 上海电力机械厂 
2017 年 11 月

起 
银川宁东  

21 
动臂变幅塔式起重

机 
FZQ1250 上海电力机械厂 全年 印尼  

22 施工升降机 2t, 60m/s 上海宝达 全年 越南  

23 
一台 600MW 机组中

小型施工机械设备

及仪器 
各类 知名品牌 全年 越南  

联系人：宁波：王陈乐、徐汉勇电话：0574-51104472 
传真：0574-51104462 

杭州：童先生电话：0571-51214219，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大型机械协作网 

 



 
 

 
 

28 

设备动态/Equlpment  Dynamlc 
 

2018年 3月-4月（总第 32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浙江火电有限建设公司 

求租施工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求租计划时间 
目前 
地点 

备注 

1 
小车变幅塔式

起重机 
D1100-63 中联重科 2018.4 浙江宁波 2 台 

2 履带起重机 400t  2018.4 浙江 4 台 

3 塔机 10-18t 知名品牌 2018.4 印尼爪哇岛 多台 

4 门式起重机 40t  2018.4 
印尼加里曼

丹、苏门答

腊 
4 台 

5 履带起重机 250t  2018.4 印尼爪哇岛 1.5 年 

6 平头塔机 2000t.m  2018.4 山西长治  

联系人：宁波：王陈乐、徐汉勇电话：0574-51104472 

传真：0574-51104462 

杭州：童先生电话：0571-51214219，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大型机械协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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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动态/Equlpment  Dynamlc 
 

2018年 3月-4月（总第 32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中国电建集团河南工程公司可出租起重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可出租时间 目前地点 备注 

1 100t 塔吊 DBQ3000 郑州水工机械厂 长期 新疆阿克苏  

2 40t 附着吊 FZQ660 郑州机械研究所 长期 内蒙古霍林郭勒  

3 125t 塔吊 DBQ4000 吉林水工机械厂 长期 新疆昌吉五彩湾  

4 63 吨履带吊 CKT631 俄罗斯 长期 新疆新疆昌吉五彩湾  

5 40 吨龙门吊 HDMH40T×42M×13M 开封宏达 长期 新疆奎屯  

6 50 吨履带吊 KH180-3 抚挖 长期 新疆奎屯  

7 84 吨平臂吊 D1400-84 中联 长期 河南濮阳  

8 80 吨附臂吊 FZQ2000 郑州科润 长期 河南平顶山  

9 125T 塔吊 BTQ-2900  长期 河南濮阳  

10 40 吨龙门吊 LMQ40-42 郑州水工机械厂 长期 河南周口  

11 250 吨履带吊 M250 马尼托瓦克 长期 内蒙古五间房  

12 40 吨龙门吊 LMQ40-42 开封宏达 长期 内蒙古五间房  

13 40 吨龙门吊 QM40/42 型 40t 郑州江河 长期 河南濮阳  

14 250 吨履带吊 M250-S2 272t 马尼托瓦克 2108.6 河南郑州  

15 500 吨履带吊 CC2500-1/500t 德马格 2108.6 河南周口  

16 150 吨履带吊 SCC1500/150t 三一 2108.6 河南周口  

联系人：屈桂芳   联系电话：0371-63332057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施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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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动态/Equlpment  Dynamlc 
 

2018年 3月-4月（总第 32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黑龙江火电三公司境外可出租起重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可出租时间 目前地点 备注 

1 塔式起重机 QTZ40 章丘市工程机械厂 2018 伊敏项目部  

2  
塔式起重机 QTZ40B 山东华夏集团有限

公司 
2018 伊敏项目部  

3 塔式起重机 CKP-2200 俄罗斯 2018 黑龙江大庆  

4 塔式起重机 QTZ40B 章丘市工程机械厂 2018. 公司  

5 
塔式起重机 QTZ630B 辽源市东岳建筑机

械厂 
2018. 哈尔滨  

6 
履带式起重机 QUY55 抚顺工程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 
2018. 山东邹平  

7 
汽车式起重机 PY5450JQE65H 湖南浦沅工程机械

公司 
2018. 哈尔滨  

8 龙门式起重机 LQ5T/18M 吉林水工机械厂 2018. 山东邹平  

9 龙门式起重机 KC50-42B 俄罗斯 2018. 哈尔滨  

10 
龙门式起重机 MH5-10A3 山东省淄博生建机

械厂 
2018. 山东邹平  

11 
龙门式起重机 MH5-10A3 山东省淄博生建机

械厂 
2018 山东邹平  

联系人：尹树胜联系电话：15945173951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施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广西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可出租起重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可出租

时间 
目前地点 备注 

1 格鲁夫起重机 GTK1100-1 
马尼托瓦克起重集

团德国工厂 
2018-4-8 

国内及国

外国家 

最大起重量

1100吨 

2 牵引汽车 天将雄狮 TGS40.540 
德国曼商用车辆股

份公司奥地利厂 
2018-4-8 

国内及国

外国家 
两辆 

联系人：庞惠声联系电话：15077169027 

E-MAILl:pangxie-011@qq.com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施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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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动态/Equlpment  Dynamlc 
 

2018年 3月-4月（总第 32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湖南火电建设有限公司 

可出租起重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求租计划时间 
目前 

地点 
备注 

1 750t履带吊 M18000 
美国马尼托

瓦克 
2018.11.10 广西柳州  

2 450t履带吊 CC2500 德国德马格 2018.11.10 辽宁大连  

3 400t履带吊 SCC4000 
上海三一科

技有限公司 
2018.11.10 广东湛江  

4 250t履带吊 CKE2500 日本神钢 2018.11.10 湖北武汉  

5 
50t 塔式起重机（圆筒

吊） 
FZQ-1250  

上海电力机

械厂 
2018.11.10 湖南攸县  

6 25t建筑吊 
TC7052/1

09m 

中联科发展

股份有限公

司 

2018.11.10 湖南攸县  

7 110t附壁吊 FZQ2400 
郑州科润机

电公司 
2018.11.10 广东茂名 

租赁期限

需协商 

8 40t平臂吊 ZSC800 

中昇建机（南

京）重工有限

公司 

2018.11.10 
新疆天山铝

业 
 

9 龙门式起重机 
MQ60t/42

m 
自制 2018.11.10 湖南攸县  

10 龙门式起重机 
MQ30t/42

m 
自制 2018.11.10 广东茂名 

租赁期限

需协商 

联系人：李轩联系电话：15271215417 

E-MAILl:651344693@qq.com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施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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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动态/Equlpment  Dynamlc 
 

2018年 3月-4月（总第 32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中国电建集团湖北工程建设公司可出租起重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可出租时间 目前地点 备注 

1 80t 平臂吊 ZSC70240 南京中昇 现在 湖北武汉  

2 100t 附臂吊 
FZQ2400t.m 
A4/100T 

郑州科润机电工程

有限公司 
现在 湖北武汉  

3 60t 平臂吊 ZSC60140 南京中昇 现在 新疆昌吉  

联系人：朱筱麟     联系电话：15994254383  

E-mail：1298985018@qq.com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施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中国能建集团山西电建有限公司可出租起重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可出租时间 目前地点 备注 

1 附着式塔吊 FZQ1250 上海电力机械厂 不限 内蒙包头   

2 附着式塔吊 FZQ1380 山东丰汇 不限 山西大同 2 台 

3 附着式塔吊 ZSC70240 中昇建机 不限 山西朔州   

4 附着式塔吊 S560K25 沈阳三阳 不限 山西保德   

5 附着式塔吊 TCP5613/38 中联重科 不限 山西大同   

6 履带式起重机 cc2500-1 德马格 不限 徐州沛县   

7 履带式起重机 7300-2 神钢 4 月底之后 山西介休   

8 履带式起重机 QUY50 抚挖 不限 山西朔州   

9 履带式起重机 QUY70 抚挖 不限 安徽宿州   

联系人：梁剑波联系电话：13934602102   

E-mail：worksx@163.com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施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mailto:works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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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动态/Equlpment  Dynamlc 
 

2018年 3月-4月（总第 32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湖南火电建设有限公司 

可出租起重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可出租时

间 
目前地点 备注 

11 龙门式起重机 MQ30t/42m 自制 2018.11.10 湖南攸县  

12 龙门式起重机 MQ10t/26m 自制 2018.11.10 广东茂名 
租赁期限需

协商 

13 龙门式起重机 MDG40t/42m 
山东丰汇设备技术

公司 
2018.11.10 

新疆天山

铝业 
 

14 龙门式起重机 MDG40t/42m 
山东丰汇设备技术

公司 
2018.11.10 新疆奎山  

15 龙门式起重机 MDG40t/42m 
山东丰汇设备技术

公司 
2018.11.10 广东茂名 

租赁期限需

协商 

16 50t汽车吊 QY50V 
中联重科浦沅分公

司 
2018.11.10 广东茂名 

租赁期限需

协商 

17 25t汽车吊 QY25 北京起重机厂 2018.11.10 湖南株洲  

18 16t汽车吊 QY16 徐州重型机械厂 2018.11.10 湖南株洲  

19 液压提升装置 
GYT-100D/40

0t 

国电电力建设研究

所 
2018.11.10 湖南株洲  

20 液压提升装置 GYT-200D  柳州欧维姆 2018.11.10 湖南株洲  

联系人：李轩联系电话：15271215417 

E-MAILl:651344693@qq.com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施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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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动态/Equlpment  Dynamlc 
 

2018年 3月-4月（总第 32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建一公司境外可出租起重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可出租时间 目前地点 备注 

1 附着自升塔式起重机 FZQ1380 
山东丰汇设备技

术有限公司 
2018.4 库尔勒项目  

2 附着自升塔式起重机 FZQ2200 
山东丰汇设备技

术有限公司 
2018.4 奇台项目  

3 动臂行走自升塔式起重机 FHTD800 
山东丰汇设备技

术有限公司 
2018.4 鸳鸯湖二期  

4 附着自升塔式起重机 FZQ1380 
山东丰汇设备技

术有限公司 
2018.4 沾化供热  

5 附着自升塔式起重机 FHFZQ1700 
山东丰汇设备技

术有限公司 
2018.4 鸳鸯湖二期  

6 炉顶式起重机 FHDTQ400 
山东丰汇设备技

术有限公司 
2018.4 十里泉项目  

7 门式起重机 30T/32M 山东电建一公司 2018.4 奇台项目  

8 门式起重机 10T/32M 山东电建一公司 2018.4 奇台项目  

9 门式起重机 30T/32M+8 山东电建一公司 2018.4 奇台项目  

10 门式起重机 30T/32M+8 山东电建一公司 2018.4 奇台项目  

11 门式起重机 MDG40/10-42A3 
山东丰汇设备技

术有限公司 
2018.4 奇台项目  

12 门式起重机 MDG40/10- 
山东丰汇设备技

术有限公 
2018.4 包头  

13 汽车式起重机 TG-500E 
日本多田野(北工

厂) 
2018.4 济南  

14 汽车式起重机 NK-500E 日本加藤公司 2018.4 临清  

15 汽车式起重机 NK500E-3 日本加藤公司 2018.4 沾化供热  

16 汽车式起重机 TG500E 日本多田野公司 2018.4 库尔勒项目  

17 履带式起重机 QUY50A 抚顺挖掘机厂 2018.4 奇台项目  

联系人：杨政联系电话：18615198327  0531-88609377 

E-MAILl:yz@sepco1.com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施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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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动态/Equlpment  Dynamlc 
 

2018年 3月-4月（总第 32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上海腾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可出租起重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编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生产厂家 出厂年月 

1 LX6500001 650吨履带吊 XGC650 徐工 2017 

2 LD4000001 400吨履带吊 CC2400-1 美国特雷克斯 2007.1 

3 LS3000001 300吨履带吊 SCC3000WE 三一重工 2009.8 

4 LS3000003 300吨履带吊 SCC3000WE 三一重工 2009.9 

5 LS3000004 300吨履带吊 SCC3000WE 三一重工 2009.1 

6 LH2800001 280吨履带吊 SCX2800-2 日立住友 2008.1 

7 LH2800003 280吨履带吊 SCX2800-2 日立住友 2009.4 

8 LP2600001 260吨履带吊 QUY260 中联重科 2009.11 

9 LH2500002 250吨履带吊 SCX2500 日立住友 2003.1 

10 LH2500003 250吨履带吊 SCX2500 日立住友 2003.11 

11 LK2500004 250吨履带吊 CKE2500 日本神钢 2003.11 

联系人：李华滨电话：13601820301 

E-MAIL:lliihb@miyuangroup.com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施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mailto:liihb@miyuan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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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腾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可出租起重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编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生产厂家 出厂年月 

12 LH2500005 250吨履带吊 SCX2500 日立住友 2004.1 

13 LH2500009 250吨履带吊 SCX2500 日立住友 2004.4 

14 LH2500010 250吨履带吊 SCX2500 日立住友 2004.1 

15 LH2500011 250吨履带吊 SCX2500 日立住友 2004.1 

16 QD5000003 500吨汽车吊 AC500-2 德玛格 2009.11 

17 QL3000005 300吨汽车吊 LTM1300 德国利勃海尔 2015.8 

18 QP0500032 50吨汽车吊 QY50V 中联重科 2011.4 

19 QP0500034 50吨汽车吊 QY50V 中联重科 2011.4 

20 QP0500036 50吨汽车吊 QY50V 中联重科 2011.4 

21 QP0250029 25吨汽车吊 QY25V 中联重科 2011.3 

22 QP0250030 25吨汽车吊 QY25V 中联重科 2011.3 

联系人：李华滨电话：13601820301 

E-MAIL:lliihb@miyuangroup.com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施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mailto:liihb@miyuan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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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正和工程装备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可出租起重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可出租时间 目前地点 备注 

1 塔式起重机 TC7052-25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随时 华南  

2 塔式起重机 S315K16 沈阳三洋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随时 华东  

3 塔式起重机 K500L 
上海法福克起重工程设备有限公

司 
随时 华东  

4 塔式起重机 S315K16 沈阳三洋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随时 北京  

5 塔式起重机 S315K16 沈阳三洋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随时 北京  

6 塔式起重机 S315K16 沈阳三洋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随时 北京  

7 塔式起重机 S315K16 沈阳三洋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随时 北京  

8 塔式起重机 L500-32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随时 华北  

9 塔式起重机 S650 M32 沈阳三洋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随时 北京  

10 塔式起重机 S560K25 沈阳三洋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随时 北京  

11 塔式起重机 K80/115 沈阳三洋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随时 北京  

12 塔式起重机 TC7052-25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随时 华南  

13 塔式起重机 TC6517B-10E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随时 华东  

联系人：杨士江联系电话：13911728385 

E-MAILl:ysj@zenhe.com.cn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施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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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正和工程装备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可出租起重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可出租时间 目前地点 备注 

14 塔式起重机 
TC6517B-1

0E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随时 华东  

15 塔式起重机 
TC6517B-1

0E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随时 华东  

 16 塔式起重机 
TC6015A-1

0E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随时 华东  

  17 塔式起重机 TC7052-25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随时 华东  

  18 塔式起重机 TC7052-25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随时 华东  

  19 塔式起重机 
TC7525-16

D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随时 华东  

  20 塔式起重机 Q6018 四川强力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随时 华东  

  21 塔式起重机 Q6018 四川强力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随时 华东  

  22 塔式起重机 
TC7525-16

D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随时 西南  

  23 塔式起重机 
TC7525-16

D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随时 西南  

  24 塔式起重机 
TC7525-16

D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随时 华东  

  25 塔式起重机 Q6018 四川强力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随时 西南  

  26 塔式起重机 
TC7525-16

D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随时 华东  

联系人：杨士江联系电话：13911728385 

E-MAILl:ysj@zenhe.com.cn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施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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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安捷联运有限公司可出租起重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可出租时间 目前地点 备注 

1 80 吨塔机 ZSC70240 中昇 2018.4 山东邹平 国内 

2 汽车吊 50 吨 徐工 随时 石家庄 国内 

3 汽车吊 50 吨 中联 2018.4 山西临县 国内 

联系人：陈经理联系电话：18633095428 

E-MAILl:ajlycw@sina.com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施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中国化学工程重型机械化公司可出租起重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可出租时间 目前地点 备注 

1 
1000 吨 

履带式起重机 
CC5800 TEREX-DEMAG 2018.4 以后 安徽阜阳  

2 
600 吨 

履带式起重机 
CC2800-1 TEREX-DEMAG 2018.4 以后 辽宁大连  

3 
260 吨 

履带式起重机 
QUY260 徐工 2018.4 哈尔滨  

4 
160 吨 

履带式起重机 
QUY160 中联 2018.4 哈尔滨  

5 160 吨履带式起重机 QUY160 中联 2018.4 辽宁沈阳  

联系人：刘宏新联系电话：13901159480 

E-MAILl:lhx13901159480@qq.com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施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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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浦瑞德国际机械设备股份公司 

可出租起重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可出租时间 目前地点 备注 

1 汽车吊 25 吨 中联 随时 国内 27 台 

2 汽车吊 50 吨 中联 随时 国内 9 台 

3 汽车吊 80 吨 中联 随时 国内 7 台 

4 汽车吊 180 吨 中联 随时 国内 1 台 

5 汽车吊 260 吨 中联 随时 国内 1 台 

6 汽车吊 350 吨 中联 随时 国内 1 台 

7 履带吊 80 中联 随时 国内 1 台 

8 履带吊 150 中联 随时 国内 1 台 

9 履带吊 260 中联 随时 国内 1 台 

10 履带吊 350 中联 随时 国内 1 台 

联系人：周红兵联系电话：13811503597 

E-MAILl:zhouhongbing@zprayder.com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施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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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丰中国境内可出租起重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可出租

时间 
目前地点 备注 

1 塔式起重机 ST7027-16t 抚顺永茂 随时 中国  

2 塔式起重机 ST7030-12t 抚顺永茂 随时 中国  

3 塔式起重机 STL420-24t 抚顺永茂 随时 中国  

4 塔式起重机 STT553-24t 抚顺永茂 随时 中国  

5 塔式起重机 STL720-32t 抚顺永茂 随时 中国  

6 塔式起重机 M125-50t 沈阳三洋 随时 中国  

7 塔式起重机 ST8075-50t 抚顺永茂 2018.05 中国  

8 塔式起重机 STT2200-80t 抚顺永茂 2018.05 中国  

9 塔式起重机 STT3330-160t 抚顺永茂 2018.08 中国  

联系人：张迎春 

联系电话：18939906897 

E-mail：stefaniezhang@tathongchina.com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施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中国电建集团河北工程有限公司境外可出租起重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可出租时间 目前地点 备注 

1 40t 龙门吊  丰汇 随时 河北、五彩湾 2 台 

2 50t 履带吊  神钢 随时 河北  

3 低架运输车 25t、40t  随时 河北 2 台 

联系人：尚立圣联系电话：180 3116 6585 

E-MAILl: 2823933852@qq.com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施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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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宏源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可出租起重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可出租时间 国家及地区 备注 

1 汽车吊 QAY16 中联重科 随时 福建省 省内 

2 汽车吊 QAY25 中联重科 随时 福建省   省内 

3 汽车吊 QAY50 中联重科 随时 福建省 省内 

4 汽车吊 QAY65 中联重科 随时 福建省 省内 

5 汽车吊 QAY70 中联重科 随时 福建省、省外  

6 汽车吊 QAY80 中联重科 随时 福建省、省外  

7 汽车吊 QAY90 中联重科 随时 福建省、省外  

8 汽车吊 QAY130 中联重科 随时 福建省、省外  

9 汽车吊 QAY150 中联重科 随时 福建省、省外  

10 汽车吊 QAY180 中联重科 随时 福建省、省外  

11 汽车吊 QAY220 中联重科 随时 福建省、省外  

12 汽车吊 QAY260 中联重科 随时 福建省、省外  

13 汽车吊 QAY350 中联重科 随时 福建省、省外  

14 汽车吊 QAY500 中联重科 随时 福建省、省外  

15 履带吊 QUY130 中联重科 随时 福建省、省外  

16 履带吊 QUY180 中联重科 随时 福建省、省外  

17 履带吊 QUY200 中联重科 随时 福建省、省外  

18 履带吊 QUY260 中联重科 随时 福建省、省外  

19 履带吊 QUY350 中联重科 随时 福建省、省外  

20 履带吊 QUY650 中联重科 随时 福建省、省外  

联系人：邱尚苗      联系电话：13960444333 

E-MAILl:QQ869907615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施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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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蓝巢特种吊装工程有限公司可出租起重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可出租时间 目前地点 备注 

1 履带吊 CKE2500 日本神钢 随时 霍林郭勒  

2 履带吊 CKE2500 日本神钢 2018 年 4 月 河北固安  

3 履带吊 CKE2500 日本神钢 2018 年 
新疆五彩

湾 
 

4 履带吊 CKE2500 日本神钢 2018 年 4 月 北京  

5 履带吊 CC1400 德马格 2018 年 4 月 山东聊城  

6 履带吊 CC1400 德马格 2018 年 4 月 锡林浩特  

7 履带吊 SCC4000 三一科技 随时 天津  

8 履带吊 SCC4000 三一科技 2018 年 4 月 广州  

9 履带吊 CC2500 德马格 随时 天津  

10 履带吊 CC2500 德马格 随时 山西朔州  

11 履带吊 CC2800-1 德马格 随时 贵州黔西  

12 履带吊 SCC6300 三一科技 2018 年 4 月 锡林浩特  

13 风电塔吊 QLY1560 郑州新大方 随时 广西  

14 风电塔吊 QLY1560 郑州新大方 随时 贵州桐梓  

15 风电塔吊 ZSTL15850 南京中昇 随时 广西玉林  

16 风电塔吊 ZSTL15800 南京中昇 随时 河南泌阳  

17 平臂吊 ZSC70240 南京中昇 2018 年 4 月 锡林浩特  

联系人：蔺伊      联系电话：13752273879 

E-MAILl: 94184331@qq.com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施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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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建集团四川工程公司可出租起重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可出租时间 目前地点 备注 

1  塔式起重机 FZQ2400 郑州科润 半年 成都 100T 

2 塔式起重机 FZQ2000 上海电力 半年 成都 80T 

 3 塔式起重机 M900 成都建机 半年 成都 50T 

4 履带吊 SCC500B 三一重工 半年 成都 3 台 

5 龙门吊 40/10t-42m 昆明冶金 1年 内江 3台 

6 龙门吊 40/10t-42m 昆钢 1年 内江 1台 

7 混凝土拖泵 HBT50C 1413Ⅲ 三一 1年 内江 2台 

8 履带吊 CC2500-1 德马格 1年 内江 500t 

9 
烟囱液压提模

装置 
YT-16 山东丰汇 1年 内江 1台 

10 
烟囱液压提模

装置 
YT-12 山东丰汇 1年 内江 1台 

11 液压顶升平桥 YDQ20.8tm-7t 廊坊凯博 1年 新疆 

10月份

之后可

出租 

12 液压张力机 WZT40*2-1.5 河南兰兴 1年 贵州 
半年后

可出租 

13 液压牵引机 WQT90-TV 河南兰兴 1年 贵州 
半年后

可出租 

14 
钢索液压提升

装置 
GYT-200 

北京电建研究

所 
1年 内江  

15 
混凝土搅拌运

输车 
SY5290GJB 三一 1年 内江 2台 

16 挖掘机 320B 美国卡特 1年 内江 1m
3
 

17 装载机 ZL50C开拓者 厦工 1年 内江 1台 

联系人：屈湘萸         联系电话：028-68681275 E-MAILl:qq407071907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施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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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建建设集团西北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可出租起重机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家 可出租时间 目前地点 备注 

1 
150T 履带

吊 
LS24812H 日本住友 长期 甘肃兰州  

2 
150T 履带

吊 
7150 日本神钢 长期 陕西榆林  

3 63T 塔吊 D1100-63 中联 长期 陕西渭南  

4 65T 履带吊 BM700 日本神钢 长期 陕西榆林  

5 附着吊 FZQ1650 山东丰汇 一年 广西平果  

6 
250T 履带

吊 
CKE2500 日本神钢 长期 河北保定  

7 
400T 履带

吊 
CKE4000C 日本神钢 长期 河北保定  

8 挖掘机 XE60 徐工 长期 新疆奎屯  

9 轮式装载机 LW300F 徐工 长期 新疆奎屯  

10 塔式起重机 QTZ6041 广西建机 长期 新疆奎屯  

11 塔式起重机 TCT6012 广西建机 长期 新疆奎屯 
8t/60m 
8t/52m 

2 台 

12 压路机 TCC204  长期 新疆奎屯  

13 电梯 SCD200  长期 新疆奎屯  

联系人：李彦林联系电话：15129810619 

E-MAILl: 919943606@qq.com 

其他联系方式可咨询中电建协施工机械专业委员会 
 
 

mailto:919943606@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