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第二包：大跨度举高喷射消防车。

★投标文件中提供整车 3C 认证证书和整车检验报告,或提供承诺书，承诺中

标后交货时提供 3C 认证、整车检验报告,中标后不能履行承诺的,采购人有权取

消其中标资格。

2.2.1 整车基本要求

2.2.1.1 整车外形尺寸不大于 12m×2.5m×4m。

2.2.1.2 最大总重量：≤44000kg。

2.2.1.3 最高车速：≥90km/h。

2.2.1.4 转台旋转范围 0-360°连续回转。

2.2.1.5 臂架节数/型式：六节折叠臂。

2.2.1.6 消防泵额定流量：≥5000 升/分钟。

2.2.1.7 消防炮额定流量：≥3800 升/分钟。

2.2.1.8 排放标准：不低于国Ⅴ。

2.2.2 底盘

2.2.2.1 允许采用原装进口消防车底盘。

2.2.2.2 底盘车架：左侧驾驶。

2.2.2.3 驱动方式：8×4。

2.2.2.4 ★发动机：V6 涡轮增压、中冷、智能控制柴油发动机，最大功率

≥300 千瓦，最大扭矩≥1800 牛米。

2.2.2.5 变速箱：全同步变速箱，16 个前进挡，2个倒档。

2.2.2.6 取力器：断轴式取力器。

2.2.2.7 驾驶室：低顶宽体驾驶室乘员 2 人，底盘原装双门驾驶室，驾驶

室液压翻转装置消防红色，高舒适型空气弹簧司机座椅，电动调节可加热后视镜，

副驾驶员侧可加热广角后视镜，副驾驶员前侧广角后视镜，副驾驶侧下视镜，前

望地镜电动门窗。

2.2.2.8 电瓶：2个，容量每个 12V，免维护。

2.2.3 支腿系统

2.2.3.1 支腿类型： X型支腿。

2.2.3.2 最大展开跨距：≥9m（前）×9m（后）。

2.2.3.3 ★最小展开跨距：≤4m。

2.2.3.4 支腿位置检测系统：前支腿及后支腿均带实时位置检测装置。

2.2.3.5 ★任意位置支撑：支腿全展、单侧及任意位置支撑均可展开进行

灭火作业，不受场地限制。

2.2.3.6 支腿操作方式：自动展开调平和自动收拢，应急状态可以手动操



作。

2.2.3.7 支腿展开及调平时间：≤40s。

2.2.4 臂架及转台

2.2.4.1 臂架节数/型式：六节折叠臂。

2.2.4.2 工作高度：≥45 米。

2.2.4.3 工作幅度：≥40 米。末节臂可向上 30°、向下 60°，可倒勾回

来作业。最小跨距时的最大工作幅度≥25 米。

2.2.4.4 操作方式：不小于 30 米有线遥控、100 米无线遥控、尾部操作面

板近控、手动多路阀操作。

2.2.4.5 转台旋转范围：转台旋转 0~360°连续回转。

2.2.4.6 臂架水泵联动喷射灭火时臂架可任意动作，且不影响喷射流量。

2.2.4.7 臂架展开时间：≤4分钟。

2.2.4.8 臂架末端吊重：≥180kg。

2.2.4.9 臂架末端装有红外定焦摄像头不小于 48 小时连续视频自动储存。

2.2.5 液压系统

2.2.5.1 液压系统采用电液比例控制技术，由上车液压系统和下车液压系

统组成。

2.2.5.2 下车液压系统包括主油泵、油箱、单向阀、切换阀组、支腿控制

阀及应急动力系统组成。支腿控制阀控制支腿伸缩动作。切换阀组实现上、下车

油路互锁机能，可实现顺序控制，确保使用安全。支腿液压系统中支腿多路阀控

制各支腿动作，支腿多路阀采用电比例及手柄两种控制方法，可实现自动及手动

操作支腿。支腿多路阀由多片组合而成，各片之间工作不受其余阀片的影响，从

而保证各支腿间动作相互不受影响，实现支腿自动调平。支腿油缸装配有双向液

压锁，在无操作时，将缸内油腔自动锁死。保证设备安装可靠。

2.2.5.3 上车液压系统由电比例臂架多路阀、臂架油缸伸缩回路及臂架回

转回路组成。臂架多路阀同样采用电比例及手柄两种控制方法，实现自动及手动

操作臂架。臂架油缸装配有平衡阀，在无操作时，将缸内油腔自动锁死。保证设

备安装可靠。

2.2.6 水路系统

2.2.6.1 罐体： 不锈钢材质，内部钝化防腐处理，顶部防滑处理水路系统

完全由防腐材料制成。容积：≥1m³泡沫+2m³水。

2.2.6.2 消防泵：额定流量：≥5000 升/分钟。

2.2.6.3 消防炮：电动遥控炮最大射程：≥80 米（水）≥60 米（泡沫），

可实现仰俯、摆动及直流-喷雾转换，安装臂架尾部（六臂末端）额定流量：≥



2800 升/分钟。

2.2.6.4 ★管路工作压力：≥4MPa 臂架管路可作为 200 米以上高层建筑灭

火供水通道。

2.2.6.5 管路材质：不锈钢管道+钢丝编织高压胶管。

2.2.6.6 外直供接口：底部 2个 DN80、2 个 DN150 外接口，臂架末端 1个

DN80 出口。

2.2.6.7 消防水泵管路设置：车身左侧设有 DN80 出水口 1个、DN150 吸水

口 1个、DN80 水罐注水口 2 个，车身右侧设有 DN80 水罐注水口 2 个。DN150 吸

水口 1个、DN80 外直供液口 2个，臂架末端 DN80 供水口 1个。

2.2.7 安全保护系统

2.2.7.1 设有互锁装置：一旦臂架升离其行车位置，自动安全系统应能防

止任一支腿收回。同理在支腿触地达到其规定压力之前，臂架不能从托架中升起。

2.2.7.2 臂架缓冲保护：极限位置以及突然操作手柄，系统能自动实现加

减速。

2.2.7.3 臂架限幅保护：根据不同的支腿支撑位置，程序自动限制臂架在

允许的工作姿态下运动。

2.2.7.4 支腿偏离保护：当臂架在工作过程中，若支腿出现离地，自动声

光报警，并只允许臂架向安全方向运动。

2.2.7.5 应急功能：所有液压阀都带有应急机械操作；系统带有应急动力

单元，发动机、油泵出现故障时，用于收拢臂架和支腿。

2.2.7.6 支腿收回提示：如支腿未收回到位，驾驶室声光报警。

2.2.7.7 器材箱门提示：如果器材箱门未关，驾驶室声光报警。

2.2.8 电气系统

2.2.8.1 装有专用运动控制器，适应于温度变化范围大、高振动、高冲击、

强电磁干扰等等恶劣的工作环境。

2.2.8.2 视频监视系统：工业级显示屏，坚固、防水抗震，适应高低温环

境等恶劣的作业环境。车尾 15 寸高亮液晶彩色显示屏+遥控器 7寸高亮液晶彩色

显示屏+48 小时本地连续存储。

2.2.8.3 远程数据监控模块：具备实时定位功能，工况数据监控。

2.2.8.4 警灯警报器系统：驾驶室顶全红长排警灯，车尾左边红色、右边

蓝色频闪警灯；警灯警报器在驾驶室内集成操作，警报器具备消防警报声，警笛

声，对外喊话等多种功能。

2.2.8.5 近控操作面板：车身尾部配置近控操作面板，集成水泵、气动阀

组、水炮操作及臂架近控应急操作。



2.2.8.6 照明系统：车辆各操作处及器材箱内均配置照明灯。

2.2.9 车身及箱体

2.2.9.1 材质：骨架采用高强度铝合金专用型材，蒙板为全铝合金板进行

阳极氧化处理。

2.2.9.2 结构：器材箱骨架采用高强度铝合金型材，内藏式，蒙板与骨架

之间采用高强度结构用粘结胶粘结，车身外表面光滑、平整、美观，有效减震，

避免松动。

2.2.9.3 卷帘门：采用带锁铝合金卷帘门，卷帘门可用 1把钥匙开启，启

闭轻便灵活，密封性好，具有防水、防尘功能；每个器材箱内有照明灯，由卷帘

门开闭控制。

2.2.10 喷漆

2.2.10.1 车身颜色：底盘、水罐为消防红，臂架为白色。

2.2.10.2 车身涂料：全部面漆为优质漆喷涂。

2.2.10.3 整车标识：按用户要求标识,部件操作部位配备中文标识。

2.2.10.4、加贴 3M 反光标志条。

2.2.11 随车器材清单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1
使用说明

书
2 份

2
消防吸水

管
4 条

3
消防应急

照明灯
1 具

4 滤水器 1 个

5
消防吸水

管扳手
1 把

6
消防吸水

管扳手
1 把

7
地上消火

栓扳手
1 把

8
地下消火

栓扳手
1 把

9 橡皮锤 1 把

10 集水器 1 个

11 支腿垫板 1 套

12
干粉灭火

器
1 个



13 65 水带 10 盘

14 80 水带 10 盘

15
自动绕线

器
1 个

16

移动式应

急水处理

系统

1 套

系统可每天以≥2500加仑的速度从任何新鲜水源

提供救生净化水，无需燃料或电力，无限扩容。

1.可空投，无需燃料电力；

2.重量轻，模块化，完成组装时间≤30分钟，所有

组件设计可以压缩成紧凑的存储和运输容器；

3.粉末状次氯酸钙进行消毒，并对最终的碳块过滤

进行囊肿除氯。

17

※多功能

电动工具

组

1 套

1、具有剪切，扩张，开缝,破门，牵引、抬升功能，

全部刀头均可互换安装，钳体采用孔式设计。

2、把手可360度调整并可拆卸，以适应狭窄工作环

境。

3、全套（不含电池及充电器）共6件为一组。工作

压力：≥650巴。

4、摇摆型控制按钮,左手及右手在各个位置均方便

操作。

5、设有LED双照明灯系统。

6、省点模式：30秒没有工作自动停机。工作电压：

≥25V。

7、充电电源使用220V交流电，无需使用外部动力

驱动。

8、扩张距离：≥350MM，剪切距离（含挤压功能）：

≥265MM，牵引链条长度≥3700MM，剪切实心圆钢

直径：≥28MM，钢板：≥110MM*10MM，最大剪切力：

≥270KN，F1扩张力：≥1000KN，F2扩张力：≥30KN，

开启力：≥30KN，牵引力≥40KN。

18
手提防爆

照明灯
2 把

额定电压 DC11.1v。额定容量 4000mAh。额定功率

3*3w。光源平均使用寿命≥100000h，外形尺寸：

≤70*170mm（直径*长度）重量≤1kg 外壳防护等

级：IP68.电池使用寿命≥1000 循环。

19 呼救器 30 个

用于消防员遇险报警，具备防水、防爆、耐挤压、

耐高温等性能、静止报警时间 20-30 秒，报警响声

大于 95db，电源可连续使用不低于 15 小时。

20 护目镜 30 个

聚碳酸酯防化护目镜，柔韧的 PVC 镜体，弹性织物

头带。 整片式透明聚碳酸脂镜片防护眼镜一体式

聚碳酸脂鼻梁架、防雾、防冲击、防刮擦。

21 阻燃头套 40 个
用于可燃气体、粉尘、蒸汽等易燃场所、保暖、隔

热，材料为阻燃面料。

22 安全绳 40 条
符合 GA494-2004 标准；用途：消防员灭火救援、

抢险救灾或日常训练。结构：为夹心绳，承重部分



由连续纤维材料制成，强度高、延伸率小、抗冲击

性能好、耐高温。破断强度：20KN；耐高温性能：

在温度 204℃时间 5MIN 环境下，不融熔、焦化。

规格：9.5mm，长度：20m。

23
多功能水

枪
20 把

材料工艺：优质铝合金为主要材料，并经压制而成，

配件为橡塑和不锈钢，铝制部件整体阳极防腐处

理，环形式开关，有枪柄。

长度≤340mm，流量可调 2.5—8L/S 五档可调，直

流射程为≥30m，喷雾角度可调 0－140°，反作用

力≤1.0kg。并有激流功能，进水口径 65mm。

24
红外热像

仪
2 套

非制冷焦平面微热型；像素, 384*288；像元间距,

25μm；波长范围, 8-14μm；采样频率, 50Hz；热

灵敏度, 0.06℃@30℃；

镜头, 视场角, 25°×19°；最近物距, 10cm；调

焦方式, 手动调焦

图像显示, 液晶显示屏, 2.7″TFT LCD，320*240，

彩色

测量, 测温范围, -20℃~+600℃

测温精度, ±2℃或±2%读数范围，取大值

测量模式, 可移动点（最多4点），可移动区域（最

多3区域，可选平均温度测量、最高/最低温度跟

踪），可移动线（最多2线），全屏最高/最低温度

跟踪，显示最多5组数据；等温分析，温差分析，

温度跟踪，温度报警（声音、颜色）

辐射率校正, 0.01至1.0可调（增量为0.01），或

从预定义材料列表中选取

电源系统, 电池, 可充电锂电池，可更换, 电池工

作时间, 连续工作3小时以上

充电时间, 随机充1.5小时大于50%容量

环境参数, 工作温度, -15℃~+50℃；存储温度,

-40℃~+70℃；湿度, ≤90%非冷凝

外形尺寸, ≤110x230x245mm

重量：≤1000g

25
双轮异向

切割锯
2 套

采用大功率发动机，切割深度≥115mm，汽缸排量

≥70CC，缸径≥50mm，无负荷最大转速≥13500rpm，

功率≥3.9kw，燃油箱体积≥0.5L，质量(无燃油、

润滑油、锯片)≤13kg，噪音水平≤104dB，锯片规

格≥315mm。标准配置：锯片二付/4 片,专用工具

箱，护目镜、防护手套、专用工具、加油比例桶等。

26
防盗门破

拆工具组
2 套

用于卷帘门、金属防盗门的破拆作业。包括液压泵、

开门器、小型扩张器、撬棍等工具。其中开门器最

大升限为：≥300mm，最大挺举力为：≥60kN。

★2.3 交车时须提供材料



车辆合格证、随车工具清单、跟踪服务卡、维修手册、零件目录、3C 证书、

检测报告，进口车底盘还需提供中文手册。

2.4 本项目使用单位为青岛市公安消防支队崂山区大队，中标人与采购人、

使用单位签订三方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