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7 技术参数

特点
洗地系统
清洗宽度

参数 (英制/公制)
26 in / 650 mm

32 in / 800 mm

理论最大值

45,760 ft2/hr – 4,250 m2/hr

56,320 ft2/hr – 5,230 m2/hr

预计工作面积* (传统)

23,760 ft2/hr – 2,210 m2/hr

29,700 ft2/hr – 2,760 m2/hr

预计工作面积* (FaST)

31,680 ft2/hr – 2,950 m2/hr

39,600 ft2/hr – 3,680 m2/hr

13 in / 330 mm

16 in / 410 mm

工作效率 (每小时)

刷子规格 (2 个盘刷)
Hygenic™ 卫生型清水箱

29 gal / 110 liters

Hygenic™ 卫生型污水箱

29 gal / 110 liters

刷转速
刷压 (3 个设定)

225 rpm
80, 120, & 160 lb / 35, 55, & 75 kg

刷马达 (2)

0.6 hp / 0.45 kW

真空风扇

0.6 hp / 0.45 kW

推进系统
运输向前推进速度 (时速可达)

4 mph / 6.4 km/h

工作向前推进速度 (时速可达)

3.6 mph / 5.8 km/h

倒退推进系统 (时速可达)

2.5 mph / 4 km/h

推进马达

1.1 hp / 0.82 kW

速度控制

电子

爬坡能力
–空载爬坡能力

11 deg /19.25%

–重载爬坡能力

6 deg /10.5%

–工作(洗地)时爬坡能力

4 deg /7%

电瓶和充电器选择
标准电瓶 (24-volt)
–最长连续工作时间
可选大容量电瓶 (24 volt)
–最长连续工作时间

235 AH
3.0 hours
335 AH
4.5 hours

*预计工作面积数据取自 2004 ISSA 清洁时间手册，使用实际速度和清空/加水时间标准。

T7 技术参数

安全系统
座椅开关

标准

紧急停止按钮

标准

自动刹车和停车手刹

标准

噪音（操作者位置）

67 dBa

尺寸/重量
长度

60 in / 1520 mm

60 in / 1520 mm

–刷头

31.5 in / 800 mm

36 in / 910 mm

–轮距

29 in / 740 mm

29 in / 740 mm

33.25 in / 850 mm

39.25 in / 1000 mm

68.5 in / 1730 mm

72.5 in / 1840 mm

宽度

–吸水扒宽度
最小走道转弯直径
高度

50 in / 1270 mm

重量
–不包含电瓶

585 lbs / 265 kg

–包含标准电瓶

850 lbs / 386 kg

–包含大容量电瓶

975 lbs / 443 kg

最大轮子压力

主要选配设备
可选择刷子和垫子
洗地刷 (猪鬃类)
洗地垫

保修

175 psi / 1207 kPa or 12 bar
警告灯，工具盘, FaST™—泡沫擦洗技术

耐磨聚丙烯, 软尼龙, 研磨猪鬃
重除污垫(棕色), 洗刷垫 (蓝色),
磨光/抛光垫 (红色), 抛光垫 (白色)
1 年/2000 小时 部件和人工 (不包含电瓶) 保修
10 年旋模聚乙烯水箱保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