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11 月在上海举行的第四届 Bauma China 展会上，科勒全球电力集

团表现亮眼。科勒发动机和科勒亚太电力系统共享一个展区，共同为

来自全球的 113,000 名观众展示了其丰富的产品和经验。科勒介绍

了科勒柴油发动机的全新产品：小型水平轴汽油发动机 Courage® 和

科勒国际产品经理 Manny Rumao 说：“科勒柴油发动机和小型

工业发动机对中国市场都至关重要，因此本次展会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来展示这些产品，特别是和电力系统一起。我们能够让科勒成为这个

行业的主要供应商，我们的参展有助于在客户中建立信任，让他们在

经济低迷期努力取得成功。而许多其它发动机供应商为了缩减开支就

不参加类似展会。”

科勒成功亮相 Bauma China 展会
科勒发动机推介新产品

PG 2

2009 冬季刊      第一期      总第十一期

In Action
ENGINES

Kohler 和 Lombardini
展会预告

科勒展会

10 月 6 日 — 10 月 8 日
GIE-Expo Show

路易斯维尔, 肯塔基州

Lombardini 展会

4 月 20 日 — 4 月 25 日
INTERMAT (工程机械)

巴黎，法国

5 月 12 日 — 5 月 14 日
SED (工程机械)
Corby，英国

6 月 21 日 — 6 月 23 日
DEMopARk (草坪护理)

法兰克福，德国

9 月 8 日 — 9 月 10 日
IoG SAlTEx (草坪护理)

皇家温莎，英国

9 月 11 日 — 9 月 13 日
ExpoGREEN Show

博洛尼亚，意大利

10 月 28 日 — 10 月 31 日
SAIE (工程机械)

博洛尼亚，意大利

11 月 2 日 — 11 月 7 日
BATIMAT (工程机械)

巴黎，法国

11 月 10 日 — 11 月 14 日
AGRITEchNIcA (农机)

汉诺威，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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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展会以来，观众人数和展

览区域都增长了 40%，总共有来自 

123 个国家 1600 个参展商。Bauma 

China 在观众数量、展览面积和参展

商参与度方面都创历史新高。这是一

个集工程机械、建材机械、工程车辆

及设备的行业盛会，观众数量排名前

五位的国家分别来自印度，俄罗斯，

日本，韩国和巴西。n

Bauma China 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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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Bauma China 上，科勒

全球电力集团着重展示了 

科勒柴油发动机的全新 

产品线：小型垂直轴汽油 

发动机 Courage 和

Command PRO，以及

新型 Flex-Fuel 灵活燃油的

电子喷射系统产品线。

Bauma China 在观众数量、

展览面积和参展商参与度 

方面都创历史新高。



Walker 制造和科勒

发动机共庆里程碑
特别的合作伙伴

去年夏天，当第 10 万台割草机在 Walker 完工，科

勒发动机和 Walker 一起庆祝这个里程碑式的时刻。

8 月，“Walker 家族聚会”在 Walker 位于柯林斯堡

的总部举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2200 个合作伙

伴、经销商和终端用户。

作为主要赞助商，科勒举办了一个具有威斯康星

风格的广泛参与的聚会，由 Aaron Tippin 和 Pam Tillis 

两位明星表演的专场音乐会，还有美伦美奂的烟花表

演。科勒电力租赁系统为活动提供了超过 410 千瓦

的电力供应，包括一个 180 千瓦机组的主舞台。

1953 年 Max Walker 成立 Walker 公司，他开始在

配备科勒 4 马力发动机的微型履带上投入生产。现

在，总裁 Bob Walker 和首席工程师 Dean Walker 负

责运营这个全球知名的蓬勃发展的家族企业 — 这

个精确型的前置式割草机制造商。

早在 50 年前，科勒和 Walker 就开始了强强联手

的伙伴关系。第一台 Walker 割草机是采用科勒发动

机为动力。今天，大约 70 ％的 Walker 割草机由科

勒 Command 和 Aegis 双缸发动机提供动力。

科勒区域经理 Steve Stenz 说：“科勒和 Walker 

的关系确实很特别。Walker 和科勒一样，也是一个

家族企业，他们对于产品质量感到非常自豪。”

Stenz 曾和 Walker 合作过很长时间。他在服务部

门供职时，开始熟识 Walker 公司。

为了纪念第 10 万台割草机，Walker 生产了一

个特别限量版割草机，配置 28 马力电喷系

统 Command PRO 发动机，并由 Herbert V. 

Kohler 在发动机上亲笔签名。该割草机展示

在 Walker 制造公司总部大堂。由于这个型

号深受市场青睐，科勒生产了 320 台特别版 

28 马力电喷系统 Command PRO 发动机。

该型号在预售时就已被抢购一空。

Stenz 说：“Walker 是一个伟大的合作伙

伴。我们很高兴科勒可以和 Walker 强强联

手，共享成功。我们期待这两个卓越的品牌

能有更长远的发展。”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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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勒隆重推出行业首创 
灵活燃油电子喷射系统发动机

COMMAnD PRO 和 AegiS 双缸标准配置电子喷射系统

高效能、少污染的发动机将很快成为所有科勒 Command PRO® 和 

Aegis® 双缸发动机的标准配置，而不仅仅是个选项。科勒将于今年夏天

推出全新电喷系统发动机，配置Command PRO 25，27 和 29 马力的发

动机。在未来的两年中，科勒将整个 Command PRO 风冷和 Aegis 水冷

发动机全部转换配置电子喷射和 Flex-Fuel 灵活燃油技术。

科勒与全球领先的移动电子产品

和交通系统供应商德尔福合作设计了 

Flex-Fuel 灵活燃油电喷系统技术，这

个全新的专利技术将大量节省燃油、

提高性能和降低排放。

科勒的 Flex-Fuel 灵活燃油电喷系

统适用于 19-41 马力的 26 双缸型

号，当使用 e - 85 或任何其他的乙醇

混合燃料时，该系统将高效运行，对

发动机不会有过度磨损。它的另一个

优势是即时响应负载。科勒独特的电

喷系统，使发动机在改变海拔高度和

负载要求的情况下，都能有绝佳的性

能，表现卓越。

科勒也将这个新的发动机设计运

用到 Command PRO 和 Aegis 型号

中，这样，OeM 无需改变终端设备

的设计，就可轻易的适应最新的科勒

发动机。

科勒独有的集成嵌入式电喷设

计：只有一条燃油管道，而无需另一

条配备特殊绑扎带的回油管线。燃油

模块，电子控制单元和传感器都固定

在发动机机身上。

科勒 Command PRO 
Flex-Fuel 灵活燃油电喷系统发动机

水平轴（29 马力）

科勒 Command PRO 
Flex-Fuel 灵活燃油电喷系统发动机

垂直轴（29 马力）

根据不同的应用， 

终端用户可以节省

17 ％到 28 ％的油耗。

根据不同的应用，终端用户可以

节省 17 ％到 28 ％的油耗。科勒将很

快通过美国 ePA 三级/CARB 三级的排

放标准，HC 碳氢化合物和 nOx 氮氧

化物的含量极低。相比在柴油机上运

行，发动机在 e – 85 上排放水平进一

步降低。

此外，科勒发动机的“闭环系统”

将继续成为这些新型发动机的标准 

特性。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科勒是

第一个推出闭环电喷系统的小型发动

机制造商。电喷系统只作为一个选项

配置用于某些风冷和水冷型号之上，

比常规的化油器配置的价格更高。从

那时起，科勒将这个常年在汽车行业

运用的电喷技术，设计出多个马力水

平，并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推出市

场。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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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勒新型小型水平轴发动机
为消费者、工用/商用提供动力

全新小型 Command PRO 发

动机为市场提供了 7 马力，9.5 

马力和 14 马力更多的马力选择，

以及卓越的技术特点，包括 

Quad-Clean™四级过滤，它是

重型四级旋风式空气过滤器， 

在以上产品系列中均为标准配 

置，无需额外费用。

新款发动机的商用和工业应用

范围包括出租户外装备、小型混凝

土搅拌机、泵、削木机/粉碎机、

手推式抹光机、地面捣固机，混凝

土切割机，便携式发电机及空气压

缩机。由于竞争对手和 Command 

PRO CS，Command PRO 可以直

接更换，无需为了更换发动机而重

新设计现有设备。

Command PRO 专利保护的 

Quad-Clean 四级过滤技术不仅是

科勒的创新之举，而且是行业的第

一个四级空气过滤系统。创新的设

计使 Command PRO 发动机成为

在恶劣的天气和工作条件下的理想

选择。Quad-Clean 四级过滤技术

保持发动机畅通，减少维修和清洁

工作。此外，空气过滤器加大一

倍，使其成为一个温暖的空气进气

系统，在寒冷的气候下也能运行卓

越。将 Command PRO 上空气过

滤器的旋转一个角度，发动机能够

在 15 秒内回收消声器的热量，而无

需任何工具或配件。

科勒发动机市场经理 Cam Litt 

说：“我们生产这些小型水平轴发

动机是为小型发动机提供更高的马

力，并将这些功能特点作为这条产

品线的标准，以提供给那些选择科

勒发动机作为他们设备动力的 OeM 

厂商更显著的竞争优势。”

7 马力型号现在已经可以订购，

其余型号将于 2009 年第三季度前

推出。

科勒新款 Courage® 水平轴小型

发动机将是第一个具有以下功能特

点的发动机：双重空气过滤器通常

只配备在专业级发动机上，但却配

备在科勒该款发动机 6.5 马力，9.0 

马力和13 马力型号上。6.5 马力是

现在可供订购，其余型号将于 2009 

年第二季度推出。

Litt 说：“科勒凭借其小型发动

机创新的设计，继续在行业中提高

市场份额。全新科勒 Courage 小型

发动机提供可靠的动力、卓越的性

能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而这些正

是我们的终端客户真正需要的。”

新发动机的应用范围包括微耕

机、轧边机、便携式发电机、高压

清洗机、修剪器、吹叶机和其他户

外电力设备。n

科勒 Command PRO 
小型水平轴发动机 (7 马力)

KOHLeR® Courage 
小型水平轴发动机 (6.5 马力)

 	 Command	Pro	
	 								马力	 型号

 7.0 马力 CH270

 9.5 马力 CH395

 14.0 马力 CH440

 	 Courage	
	 								马力	 型号

 6.5 马力 SH265

 9.0 马力 SH390

 13.0 马力 SH430

科勒新型水平轴 Command PRO® 和 Courage® 发动机，继续推进其在小

型商用发动机市场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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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勒发动机自动阻风门技术 

适用于手推式割草机
COuRAge® XTR-7 依然适用电启动

新一代科勒 Courage XT 系列汽油发动机，针对推割草机草坪市场，通过

新的功能特性，加强终端用户的体验。

科勒专利的自动阻风门技术对于 Courage XT- 6 、 XT- 7 是一种全新

的选择。Courage XTR- 7 是基于 XT- 7 的设计，加上一个额外的旋转钥

匙作为电启动选项。

自动阻风门技术无需手动加浓，降低气体溢出发动机的风险。用户只

需轻拉 Courage XT- 6，XT- 7 的反冲起动，或转动 XTR-7 电启动钥匙。

自动阻风门和化油器自动调节燃油需要来启动发动机，为用户节省了一

个步骤。

2007 年，Courage XT 手推系列诞生，秉承超凡性能和简易操作的

设计初衷。顶置气门的设计为了高效的燃烧和强劲的性能，以达到最少

的油耗和排放。为了提高发动机的使用寿命，科勒在两个型号上都采用

了商用级别、铸铁缸径的配置标准。作为新款科勒随行式发动机的一部

分，锻造（非铸造）曲轴提供了优异的拉伸强度和性能，尤其适用于重

载荷和恶劣的割草条件。

最后，独一无二的性能，就是宽直径的储气罐开口，更易加油，降低

气体溢出的风险。

发动机其他的详细信息包括：

n 风冷汽油发动机

n 四冲程，单缸发动机

n 垂直轴

n Courage XT-6 型号：

  5.9 英尺磅的净峰值扭矩 @2,400 rpm 

 3.5 净马力 @3600 RPM 

  2.6 千瓦

n Courage XT-7 型号：

  7.0 英尺磅的净峰值扭矩 @2,400 rpm 

 4.5 净马力 @3600 RPM 

  3.5 千瓦

n Courage XTR-7 model: 

  7.0 f英尺磅的净峰值扭矩 @2,400 rpm

 4.5 净马力 @3600 RPM 

  3.5 千瓦（选择电启动时）

Courage XT- 6 XT- 7 和 XTR-7 型号通过美国 ePA 和美国 CARB 排放

标准认证，达到或超过汽车工程师学会小型发动机 J1940 测试的马力

要求。n

KOHLeR® Courage XT-6 
自动阻风门技术

KOHLER ENGINES IN ACTION 由科勒发动机印制，供经销商和 OEM 参考。
欢迎投稿。请联系编辑：Stephanie Dlugopolski, Communications MS 019, 444 Highland Drive, Kohler, WI 53044

920-457-4441 ext. 70098  /  stephanie.dlugopolski@kohler.com

自动阻风门和化油器

自动调节燃油需要来

启动发动机，为用户

节省了一个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