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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为消防部门打造的强大装备专为消防部门打造的强大装备

便携式发电机



随时随地， 整装待命……随时随地， 整装待命……

RS 14 系列便携式发电机集卓越的运行性能及现代化的操作理念于一

身。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夜晚，无论遭遇高温，还是严寒，无论地处山

区，还是峡谷，RS 14 和 RS 14 SUPER SILENT 型便携式发电机都能随时

随地确保最佳的电力供应。 

为消防灭火作业提供更强劲的动力为消防灭火作业提供更强劲的动力

RS 14 系列便携式发电机

无以伦比的适应性， 无以伦比的适应性， 

以及适用于重型启动器的优化设计。以及适用于重型启动器的优化设计。

卢森宝亚推出的 RS 14 系列便携式发电机是专门针对

消防灭火作业而设计研发的一款动力单元。与市面上

其他产品不同，该系列发电机及其所配的发电机调速

器均采用了独特的设计，其不仅能够满足最大负荷时

的工况需求，而且还结合重型启动器的运行进行了具

有针对性的优化。 这一设计的优点在于消防人员可

以毫不费力同时对多个设备进行长时间的启动操作 

（例如：同时启动多台潜水消防泵）。 这可以确保所

有设备在整个作业过程中的平稳运行，从而为消防人

员提供安心而有力的保障。 不仅如此，RS 14 系列便

携式发电机还具有快速和高效的特点。

重量之轻，史无前例。重量之轻，史无前例。

另一大亮点：RS 14 系列便携式发电机在轻量化设计方

面已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新高度。与以往的型号相比，

新款机型在重量上足足减轻了 6 千克之多。 这种重量

轻、体积小的紧凑式设计既易于发电机自身的车辆搭

载，同时也有节省了车内空间，从而可以存放更多的

器材装备。轻便的重量使得消防人员可以很容易地实

现发电机的抬放和搬运操作。正因如此，RS 14 系列无

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堪称 14 千伏•安性能级别中

重量最轻的便携式发电机。

无 论 何 时 ， 无 论 何 地 ， 凡 有 需

要，RS 14 系列便携式发电机总能

随时待命，立即投入战斗。该发电

机具有超强的适应性以及出色的耐

用性，即使是在环境温度极高而容

易导致仪表和燃油出现过热现象的

情况下，其表现也毫不逊色，并且

能够自始至终确保运行的可靠性。 
正因为如此，RS 14 系列便携式发

电机已成为消防灭火作业过程中 

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装备。

Rosenbauer – 便携式发电机便携式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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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性能与强大的功能——细节设计尽显匠心卓越的性能与强大的功能——细节设计尽显匠心

RS 14 系列便携式发电机的每一个部件都经过了反复的

检验和严格的测试。 为消防灭火作业配备可靠的动力单

元，这对于作战行动的成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 这款性能可靠、功率强大的燃油喷射式发动机具有许

多突出的优点，例如：高度自动补偿功能、精确的转

速调节功能、安全的热态加油功能、燃油消耗的优化

功能以及不间断的控制器局网（CAN）通信功能等

 ▪ 拥有超强功率的同步发电机及其所配的发电机调速器

可确保获得高启动电流

 ▪ 蓄电池具有容量大且易维护的优点

 ▪ 便于检修的断路器设置

轻型耐冲击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玻璃钢）材质

配备功率强大的燃油喷射式发动机

便携式发电机便携式发电机 – Rosenba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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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 14 系列便携式发电机的操作理念系列便携式发电机的操作理念

极具现代感的外观设计与更加详
尽的信息化显示

一脉相承的操作理念一脉相承的操作理念

RS 14 系列便携式发电机的外观设计延继了简约大气的风格，但在此基础

之上，其显示的信息化程度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虽然产品的显示采用了全

新的设计，但对于消防人员而言却毫不陌生。 该便携式发电机的数控显示

器可以提供设备的利用率、电压、燃油油位等详细的参数信息。 无论是便

携式消防泵，还是 AT 多功能水罐泡沫消防车，抑或是发电机设备，卢森

宝亚的各大产品系列均秉承了品牌一贯的美观大方的经典设计风格，因此

该系列便携式发电机的显示器操作也变得更加直观、统一和简单。

全新的显示屏设计—— 主要功能与特点全新的显示屏设计—— 主要功能与特点

数字显示器：数字显示器： 

数字显示具有更加现代、直观和灵活的特点。

四个主要页面四个主要页面： 

主视图、详细视图、专家视图和检修视图——这些页面不仅可以为用户

提供比以往更多的信息， 而且非常便于用户理解和辨识。

错误和消息显示的改良：错误和消息显示的改良： 

每一项错误提示会以行业标准化的图例进行显示。

Rosenbauer – 便携式发电机便携式发电机

  操作元件 

  报警信号 

  操作模式指示器

前进 | 后退 ECO 模式
（减速运行）

燃油外供接地导线测试装置

启动按钮 停止按钮布局

危险指示灯

页面导航

紧急停止

指示器 
APC：有功功率控制 | EXT：燃油外供 | ECO：ECO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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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具现代感的外观设计与更加详
尽的信息化显示

  显示页面的详细视图显示页面的详细视图

主视图主要用于显示最重要的
概览信息：
- 燃油油位；
- 总利用率；
- 当前电压是否位于容许范围内 
 （绿色=正常；红色=超限）。

详细视图主要用于显示具体的
负载分配，即每一相位的功率
以及电压是否位于容许范围
内。 这一视图对于消防人员而
言尤为重要，因为一旦出现过
载现象，消防人员可通过这一
视图准确地查看导致过载的用
电设备，只需按下一个按钮，
便可立即做出反应。

专家视图主要用于显示已连接
的用电设备的当前状态以及更
多的详细信息。该视图中会
分别显示每个相位的电压、
功率、有功功率和功率因数
（cosφ ）值。 一旦需要，便
可在设备上直接显示单独的计
量仪表。 这一设计更有助于用
户方便地查找导致故障的原因
所在。

检修视图主要用于显示发电机
的运行时数以及绝缘故障的自
动测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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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加油就是如此容易安全加油就是如此容易

发电机的加油区域具有极大的潜在危险性。正因为如

此，卢森宝亚特别重视对发电机加油点部位进行全面的

优化设计，并采用紧凑的结构设计，确保所有的相关元

件在设计上臻于完美。

 ▪ 低位安装式燃油箱

 ▪ 燃油箱的安装定位符合人体工学设计，且配备有大尺

寸的加油口（独立结构及低位安装）

 ▪ 配备了专门用于连接燃油外供装置的插头

 ▪ 安全性极高的燃料箱盖

 ▪ 燃油箱采用了一个高强度的铝合金底壳作为保护装置

 ▪ 可显著降低热负荷

 ▪ 配备的 LED 照明灯可有效改善可视性

 ▪ 配备有光学和声学警告装置

加油点部位的 LED 照明灯

采用全玻璃钢材质的外壳可将工作噪音降至
极低水平

SUPER SILENT——马力全开 静音无噪   ——马力全开 静音无噪   

 

创新技术的采用可以确保此款发电机在不损失性能、功能或安全性的前提

下，实现超低水平的噪音排放：

 ▪ 基于噪音优化技术的尾气排放系统；

 ▪ 全新开发的吸气系统； 

 ▪ 发电机外壳采用全玻璃钢材质，可进一步增强隔音效果；

 ▪ 插座以及燃油箱加油区域皆配有 LED 照明灯，用以提升发电机操作时

的安全性； 

 ▪ 运用世界一流的喷漆技术，确保高品质的饰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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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更小、油耗更低 ——噪音更小、油耗更低 ——ECO 模式  模式 

ECO模式（电子减速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噪音水平，以及减少燃料

的消耗量。如果用电设备处于关机状态，发电机便会自动降低其运行转

速，实现低噪排放。而一旦用电设备处于开机状态，电机则会自动回复

至额定转速，立刻实现全功率输出。 RS 14 系列便携式发电机的所有型

号均可选装 ECO 模式。 

加油系统的创新设计理念加油系统的创新设计理念

RS 14 系列便携式发电机采用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加油系统，这一创新的设

计理念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在此之前，消防人员如果需要对发电机进行

燃油外供操作，必须在借助三通阀的前提下，以手动方式切换到燃油桶

的操作模式。 而如今，这种繁锁的作业方式已然过时。 现在只需按下“

燃油外供”按钮，启动燃油泵，即可直接通过燃油桶向发电机供应燃

油。 这一创新的设计理念无疑具有显而易见的优点：

 ▪ 在无需干预的情况下，发电机的持续运行时间可以延长 30%
 ▪ 在发电机的运行过程中可以同时实现简便而安全的加油操作

 ▪ 燃油的外供操作完全不必受制于发电机自身的燃油箱油位

 ▪ 即使在高温环境下运行亦可确保安全无虞

适用于小型用电设备：适用于小型用电设备：12 伏电源插头伏电源插头

发电机能否提供 12 伏恒压电源，这是一个看似微不

足道，但却非常实用的细节设计，而这正是所有RS 14 
系列便携式发电机前置面板的标准配置。RS 14系列便

携式发电机上所设置的 12 伏电源插头不仅可以用于

连接 RLS1000 和 RLS2000 型 LED 灯头，还可以作为

充电器等小型用电设备的附加电源使用。

12 伏电源插头

ECO 按钮（选装配置）

皆因成功在于细节皆因成功在于细节

经济实用、安全可靠、先进成熟

便携式发电机便携式发电机 –  – Rosenba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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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 14 和 RS 14 SUPER SILENT 
型便携式发电机

选装配置与配件选装配置与配件

绝缘监测系统绝缘监测系统  

绝缘监测系统主要用于监测所有连接在发电机上的用

电设备是否存在绝缘故障，以及是否存在危险的漏电

电流。该监测系统可以对已连接用电设备的地线、

零线以及相线之间的电阻进行测量。在检修视图中有

一个ISO测试按钮，这是一项新增的标准配置。操作

人员可以通过该按钮，对绝缘监测装置进行测试。  

绝缘监测系统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工作方式以供选择：

 ▪ 非自动关机式：系统会发送一个声音警告信号作为

提示。

 ▪ 自动关机式：则一旦发生了绝缘故障，发电机便会

自动关机。

FIRECAN——远程监控接口 ——远程监控接口 

 
作为标准配置，所有的 RS 14 和 
RS 14 SUPER SILENT 型便携式发

电机均配备有一个用于对发电机蓄

电池进行充电的接口。通过这一接

口，即可随时对发电机进行远程监

控以及开关机操作。 而该接口的

连接则是通过控制器局域网总线

（CAN-bus）来实现的。从功能上

而言，由于FIRECAN所采用的标准

化设计具有广泛的兼容性，故而可

以确保全面兼容不同汽车制造厂商

的配置。

功能示例：远程启停、警告、故障指示、降低功率、

燃油油位。 

方便快速运送设备的滚轮组件 方便快速运送设备的滚轮组件 

卢森宝亚的所有便携式发电机均可选配滚轮组件。借助这一滚轮组件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地将

发电机设备搬运和拖动至应急作业现场。由于配备有两个运输滚轮，所以只需短短几秒钟即

可将便携式发电机运抵应急作业现场。

Rosenbauer – 便携式发电机便携式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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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 14 和 RS 14 SUPER SILENT 
型便携式发电机

楼宇供电（应急电源）楼宇供电（应急电源）

RS 14 系列便携式发电机的使用极为便利，其应用的广

泛性还体现在可为楼宇提供应急电源。在遇到因灾害

而导致的电力故障时，使用“直接供电—系统供电”

双掷开关可以将电力从前侧面板上的电源插座切换到

设置于发电机前面板的电源插座。然后使用随机附送

的电源线将发电机上的这一电源插座与楼宇的电力插

口相连接。

“直接供电—系统供电”开关400 伏电源插座 

RS 14 系列便携式发电机通过连接线与目标供电装置相连接

实现这一功能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  发电机必须配备一个集成式“IT - TN”电源开关（位

于熔断器盒盖下方）；

 ▪  位于发电机前端的侧板上必须设置有第三个 400 伏
电源插座（颜色：白色，保护触点位置：1点钟方

向）；

 ▪  须准备一条长度为 10 米的电源线（带故障电流断路

器）；

 ▪  电气设备供电和楼宇供电必须符合标准《DIN 
14684——灭火和防火——便携式发电机》的相关要

求。

便携式发电机便携式发电机 –  – Rosenbauer 

9



  附加配件

夜如白昼：夜如白昼：RLS1000 和和 RLS2000 型灯头型灯头

全新的 RS 14 系列便携式发电机可以选配 RLS1000 和 

RLS2000 型 LED 多功能照明灯头。 这一先进的 LED 
大功率照明技术可以完全满足发电机设备以及作业现

场的照明需求：30 个大功率 LED 灯源，6 档可调节

亮度，5 种颜色的信号闪烁灯，灯头可 360 度全方位

旋转。 

尾气排放偏导装置尾气排放偏导装置

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借助尾气排放偏导装置使发电机

尾气的排放方向发生向上偏转。 这一设计意味着还可

以将 RS 14 系列便携式发电机安装在云梯消防车以及 

举高救援设备之上。 

带实用支架的尾气排放软管带实用支架的尾气排放软管

RS 14 系列便携式发电机配备了一条符合 DIN 14752 标
准要求且带有连接部件的柔性镀锌金属软管，其作用

旨在使排放的尾气远离车辆和操作人员。该金属软管

专门设置了两个具有隔热性能的木质手柄，即使在发

电机运行过程中也可以确保安全地对金属软管进行定

位设置。 

蓄电池温度监测装置蓄电池温度监测装置

为了使蓄电池达到最佳的充电效果，部分充电器需要

将蓄电池的温度传送给车辆系统。这一传输功能是通

过 FIRECAN 接口实现的。针对非卢森宝亚自主生产的

消防车辆，此项选装配置则属于强制性要求。

启动器蓄电池 启动器蓄电池 12 伏 / 伏 / 18 安•时 安•时 

免维护设计，适用于 RS 14 和 RS 14 SUPER SILENT 型
便携式发电机。

CITY 三相插座，三相插座，400 伏 CEE 伏 CEE  

增设的第三个三相插座，安装于发电机的前端侧板。

Magcode 充电插座 充电插座

配备 LED 照明灯

尾气排放软管

400 伏伏 CEE 插座的极性转换开关 插座的极性转换开关 

该极性转换开关设置在一个易于操作位置，使用这一

开关，即可方便地改变 400 伏 CEE 插座的旋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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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技术参数 

概述概述 RS 14 RS 14 SUPER SILENT

用途用途 主要供消防部门或对防护等级有较高要求的用户使用

技术规范技术规范 ÖBFV-RL ET-01 / 8 千伏•安发电机，增强型性能，符合 DIN 14685-1 标准

全套设备全套设备

外形尺寸外形尺寸 820 x 440 x 580 毫米（8 DIN 机架）

整机重量整机重量 144 千克（含运行 1.5 小时所需的燃油） 149.5 千克（含运行 1.5 小时所需的燃油）

性能性能 Pel, 3~ = 13.6 千伏·安 / cos φ = 0.8 / 10.88 千瓦

Pel, 3~ = 4.5 千伏·安 / cos φ = 0.8 / 3.6 千瓦

∑ Pel, 1 ~ = 3 x 4.5 千伏·安 = 13.6 千伏·安

额定电流额定电流 19.7 安 3~ / 29.6 安 1~

线路保护线路保护 16 安 3~ / 16 安 1~

噪音水平（噪音水平（LWA）） 97.7 分贝（A） 94.1 分贝（A）

声压（声压（4  米空载）米空载） 77.6 分贝（A） 74 分贝（A）

防护等级防护等级 IP54

燃油箱容量燃油箱容量 12.0 升

满载运行时间满载运行时间 约 2 小时

喷漆颜色喷漆颜色 RAL 3000（红色）或 RAL 1012（黄色）

外部电源外部电源 用于连接车辆的 12 伏电源插头

发电机发电机

类型类型 带电子控制器的同步发电机

电压电压 230 / 400 伏

电压稳定性电压稳定性 +/- 5 %

频率频率 50 赫兹

功率因数功率因数 cos φ = 0.8

额定电流额定电流 20.3 安 3~ / 30.4 安 1~

发动机发动机

制造：制造： 美国百力通公司（Briggs & Stratton Corporation, USA）

型号型号 23 马力 Vanguard EFI

类型类型 双缸顶置气门四冲程汽油发动机，冷却系统清洗剂

控制性能控制性能 +/- 5 %

点火方式点火方式 电子点火

燃油燃油 无铅汽油（最低标号：辛烷值 ROZ 91）

尾气排放尾气排放 符合 2002/88 EC 尾气排放标准

燃油消耗量燃油消耗量 约 6 升/小时（满载时）

配件配件 手动拉绳启动器、12 伏电动启动装置、蓄电池 12 伏/18 安•时、 

油压监测警告系统（无自动关机功能）、 

燃油外供插头

控制箱控制箱

配件配件 2 x 400 伏耐压防水插座 

3 x 230 伏耐压防水插座 

1 x 交流断路器（16 安，三极，带零线端子和监测装置） 

3 x 交流断路器（16 安，单极，带零线端子和监测装置） 

1 x 12 伏恒压电源

1 x 控制器局域网总线（CAN-bus）插座 FIRECAN，七极（荷电保持能力和远程监测功能）

随机附送随机附送

工具包工具包 2 个火花塞、1 个火花塞扳手、1 把螺丝刀、 

1 根带测试头的地线测试线

用户资料用户资料 含 CE 符合性声明、备件清单和电路图

便携式发电机便携式发电机 –  – Rosenbauer 

11



9 千伏•安（千伏•安（5 DIN 机架机架））

RS 9 型便携式发电机

这款专为消防人员设计的便携式发电机可以全面满

足用户的不同需求。RS 9 型便携式发电机以最紧

凑的外形尺寸实现了最出色的运行性能，并且完全

符合DIN 14685-1 标准的相关要求。经验证明，一

款发电机是否好用，最重要的是取决于其连续运行

时间是否够长，以及各操作元件的使用是否简便。 

而 RS 9 型便携式发电机正好完全满足上述要求。  

 

性能最优化与尺寸最小化性能最优化与尺寸最小化

  ▪▪ 强劲的输出功率强劲的输出功率：功率输出高达 9 千伏•安， 三

相，功率因数 cos φ = 0.8
  ▪▪ 紧凑的外形尺寸紧凑的外形尺寸：RS 9 型便携式发电机可以封装在

小型的 DIN 5 机架中。

  ▪▪ 操作的安全性能操作的安全性能： 操作安全性高，易维护，易检

修，防尘耐脏。

  ▪▪ 配备技术成熟且久经验证的发动机配备技术成熟且久经验证的发动机：百力通（Briggs 
& Stratton）风冷式四冲程工业发动机。

  ▪▪ 承托机架承托机架：坚固耐用的管架式结构，全新设计的承

托支架可确保设备搬运的安全性和舒适性。提手部

位采用防滑设计，且具有良好的隔冷隔热性能。

出色的操作舒适性出色的操作舒适性

 ▪ 所有操作元件全部集中布置 

在发电机的前置面板上

 ▪ 电动启动装置（标准配置）

 ▪ 简洁直观的控制面板—— 

所有信息一目了然

  操作元件 

  报警信号 

  操作模式指示器

燃油箱余量指示器

极性转换开关

运行时数

单相负载

整体负载

电压控制显示

紧急停止

绝缘测试状态显示

测试设备 
绝缘故障

复位按钮

接地导线测试装置

Rosenbauer – 便携式发电机便携式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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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保温材料隔离的提手机构可有效提升
设备搬运的舒适性

三通燃油阀（用于连续运行）

技术参数技术参数 

概述概述 RS 9

用途用途 主要供消防部门或对防护等级有较高要求的用户使用

技术规范技术规范 符合 DIN 14685-1 标准

全套设备全套设备

外形尺寸外形尺寸 700 x 440 x 580 毫米（5 DIN 机架）

整机重量整机重量 130 千克（燃油箱满载时）

性能性能 Pel, 3~ = 9千伏·安 / cos φ = 0.8 / 7 千瓦
∑ Pel, 1~ = 5 千伏·安

噪音水平噪音水平（LWA） 95.3 分贝（A）

防护等级防护等级 IP 44

燃油箱容量燃油箱容量 10.5 升

满载运行时间满载运行时间 约 1.5 小时（全功率运行）

喷漆颜色喷漆颜色 RAL 3000（红色）或 RAL 1012（黄色）

发电机发电机

类型类型 带电子控制器的同步发电机

电压电压 3 x 230 伏 / 2 x 400 伏

电压稳定性电压稳定性 ± 1 %

频率频率 50 赫兹

功率因数功率因数 cos φ = 0.8

额定电流额定电流 11.6 安 3~

防护等级防护等级 IP 54

发动机发动机

制造制造 美国百力通公司（Briggs & Stratton Corporation, USA）

型号型号 16 马力 Vanguard

类型类型 双缸顶置气门四冲程汽油发动机

性能性能 在转速为 3,000 转/分时 10.6 千瓦（DIN 6271 B）

控制性能控制性能 ± 5 %

点火方式点火方式 电子点火

燃油燃油 无铅汽油（最低标号：辛烷值 ROZ 91）

尾气排放尾气排放 发动机符合美国尾气排放标准 CARB 94

燃油消耗量燃油消耗量 约 4.2 升/小时

配件配件 手动拉绳启动器、12 伏电动启动装置

控制箱控制箱

随机配送随机配送 2 个耐压防水插座（CEE，16 安，400 伏） 
 3 个耐压防水插座（CEE，16 安，230 伏）  

1 个交流断路器（16 安，三极，带零线） 
3 个交流断路器（16 安，单极，带零线） 

1 个控制面板（带燃油箱余量、负载、电压、故障、接地导线测试装置、紧急停止按钮、启停开关、充电插座）

配件配件

1 个工具包个工具包 1 个火花塞扳手、1 个接地导线测试线（带测试头）、2 个火花塞

1 本操作手册本操作手册 含电路图、备件清单以及设备符合性声明。

便携式发电机便携式发电机 –  – Rosenba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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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宣传资料中的文字和图片仅供参考，其并不具有约束力。图示中可能包含有需要另行付费的特殊型号。卢森宝亚有可能不定期对本产品进行技术改进。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便携式发电机便携式发电机
专为消防部门打造的强大装备专为消防部门打造的强大装备

订购参数——订购参数——RS 14  型便携式发电机型便携式发电机

319642-001 RS 14

319606-001 颜色选项：红色——RAL 3000

319606-002 颜色选项：黄色——RAL 1012

319606-003 颜色选项：石灰绿

319606-004 颜色选项：白色——RAL 9010

319606-005 颜色选项：宝石红——RAL 3003

订购参数——订购参数——RS 9 型便携式发电机型便携式发电机

840791 RS 9 红色红色（RAL 3000）

84059201 RS 9 黄色黄色（RAL 1012）

选装配置与配件——选装配置与配件——RS 9 型便携式发电机型便携式发电机

84061502 FIRECAN 远程监控系统

84061501 ROSENBAUER 远程监控系统

840612 极性转换开关（适用于 400 伏 CEE 插座）

84061301 绝缘监测系统（带自动关机功能）

840613 绝缘监测系统（功能测试）

840614 Nato 插座

840648 Magcode 充电插座

840639 RAL 定制油漆

871528-002 滚轮组件 （适用于 RS 9 型便携式发电机）

选装配置与配件——选装配置与配件——RS 14 和  和 
RS 14 SUPER SILENT 型便携式发电机 型便携式发电机

319608-001 FIRECAN 远程监控系统

319618-001 远程启停装置（带 5 米连接线缆）

319618-002 远程启停（带 10 米连接线缆）

319610-003 ECO 模式（自动减速装置）

319609-001 极性转换开关（适用于 400 伏 CEE 插座）

319611-001 绝缘监测系统

319611-002 绝缘监测系统（带发动机自动关机功能）

319616-001 蓄电池温度监测系统

319613-001 CITY 三相插座，400 伏 CEE

319615-001 Magcode 充电插座

871528-001 滚轮组件（适用于 RS 14 和 RS 14 SUPER 
SILENT 型便携式发电机）

654425 推车式 DIN-8 机架

319614-001 LED 照明灯头适配器

312307E03 RLS1000 型 LED 照明灯头

312307E01 RLS2000 型 LED 照明灯头

319621-001 USB 电源

319622-001 楼宇供电（应急电源）

通用配件——通用配件——便携式发电机所有机便携式发电机所有机型型

319617-001 尾气排放偏导装置（适用于 RS 14 和 
RS 14 SUPER SILENT型便携式发电机）

847521-001 尾气排放偏导装置（适用于 RS 9 型便携式
发电机）

575079-001 尾气排放转接头 
主要用于对尾气的排放方向进行横向偏转

567978-001 三通燃油阀专用加油组件 
软管长度为 1.5 米，带有卡口接箍，适用于
燃油桶操作

651103 燃油桶，红色，容量：20 升

651300 燃油桶专用加油劲管，带柔性软管 
（长度 300 毫米）

654400 尾气排放软管 
管径：55 毫米，长度：1.5 米

544561-001 尾气排放软管的固定支架

315890 400 伏插座分配器

538272 启动器蓄电池 12 伏/ 18 安•时

可根据客户的具体要求提供其他的电压、频率、专用插座以及 
个性化的定制油漆。

订购参数——订购参数——RS 14 SUPER SILENT 
型便携式发电机型便携式发电机

319643-001 RS 14 SUPER SILENT

319607-001 颜色选项：红色——RAL 3000

319607-002 颜色选项：黄色——RAL 1012

319607-003 颜色选项：石灰绿

319607-004 颜色选项：白色——RAL 9010

319607-005 颜色选项：宝石红——RAL 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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