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步行式電唧車
（1,500 公斤）

Electric pedestrian truck 
( 1,500 kg )

CBD 15

The CBD 15 is the entry-level model of the electric pedestrian 

pallet trucks. Intended for easy applications in the internal 

material flow and thanks to its compact design, it is especially 

suited for operations in narrow spaces. The maintenance-free 

battery in combination with an on-board charger as part of the 

standard version ensure particularly easy handling.

CBD 15是步行式電唧車的入門級車型，專用於內部物流的簡

單應用工況並憑藉其緊湊型設計而特別適合在狹窄的空間進

行操作。標配的免維護蓄電池和車載充電器確保了極其簡便

的物料搬運操作。



1.2 CBD 15-170J

1.3 電動式

1.4 步行式

1.5 Q 噸 1.5

1.6 c 毫米 600

1.8 x 毫米 870 (1150)/920 (1200)

1.9

型號

驅動

手動、步行式、站駕式、坐駕式、揀選操作

載荷能力/額定載荷

載荷中心距

載荷距離

輪距 y 毫米 1235/1285

2.1 自重 公斤 202

3.1 PU

3.5

輪胎

前/後車輪數量（X=驅動輪） 1/0/4

4.4 h3 毫米 120

4.15 h13 毫米 85

4.19 l1 毫米 1648/1698

4.20 l2  毫米 498

4.21 b1/b2 毫米 570/685

4.22 s/e/l 毫米 73/160/1150 (1200)

4.25 b5 毫米 550/685

4.32 m2 毫米 30

4.33 Ast 毫米 1764/1814

4.34 Ast 毫米 1728/1778

4.35

提升高度

降低高度

總長度

含叉背長度

總寬度

貨叉尺寸

貨叉外邊距

軸距中心離地間隙

撐起卡板時橫向過道寬度1000 × 1200

通道寬度，800 x 1200託盤縱向放置

回轉半徑 Wa 毫米 1414/1464

5.1 行駛速度，滿載/空載 公里/小時 3.5/4

5.2 提升速度，滿載/空載 米/秒 0.03/0.035

5.3 下降速度，滿載/空載 米/秒 0.035/0.03

5.8 爬坡 % 5/7

5.10 行車制動 電磁/再生

6.1 千瓦 0.63

6.2 千瓦 0.8

6.4 伏/安培小時 24/75

6.5

驅動電機功率，S2 60min

提升電機功率，S3 15%

電池電壓/標稱容量

K5電池重量 公斤 44

8.1 驅動控制類型 CURTIS 1212

技術參數表 ( 根據 VDI 2198 )  Technical Data ( According To VDI 21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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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VDI指南2198，本規格表僅提供有關標準叉車的詳細資訊。非標準輪胎、不同門架、選配設備等可能導致數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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