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源产品

UNIVIB® 2 (PLS-334)
特点
•

全新震源底盘设计适合中小型震源野外采集作业

•

机动灵活的底盘可安装预应力支柱结构（ＰＬＳ）振动器

•

车辙较小更加便于在环境敏感区域行驶

•

高达３４，０００ ｌｂｓ（１６吨）的峰值出力

•

可完全集成ＩＮＯＶＡ的Ｖｉｂ ＰｒｏＴＭ震源控制器，提供更出色

•

震源作业控制、同步精度、质量控制和低畸变输出。

•

预应力支柱结构（ＰＬＳ）设计延长了部件的使用寿命

•

铰接式转向方式

•

高效液压散热系统

技术指标—ＰＬＳ－３３４振动器
振动模式：			 Ｐ波振动器； ＰＬＳ－３３４

伺服阀：			

Ａｔｌａｓ ６０ＦＣ， １３０， ２００Ｈ， ２４０Ｈ

峰值出力：			 １５１ ｋＮ （３４，０００ ｌｂｆ）

				

（安装ＤＲ阀）

活塞面积：			 ５５．７ ｓｑ ｃｍ （８．６４ ｓｑ ｉｎ）

先导阀：			

ＭＯＯＧ

重锤质量：			 １，１８４ ｋｇ （２，６１０ ｌｂ）

过滤系统：		 伺服滤油器，过滤精度３微米；

驱动力：				４５８ ｋｇ （１，０１０ ｌｂ）

				

预冲泵和回油滤油器，过滤精度

有效行程：			 １０．１ ｃｍ （４．０ ｉｎ）

				

１０微米

频率范围：			 １ Ｈｚ 至 ４００ Ｈｚ

散热器：			

铝合金材质，安装在发动机上

满幅度驱动频率：			

７．９７ Ｈｚ ＠ ３４，０００ ｌｂｆ

					

５．６８ Ｈｚ ＠ １７，３００ ｌｂｆ

重锤储能器（２）：			

３．８ Ｌ （１ ｇａｌ．）

液压油箱容积：			

１３２ Ｌ（３５ ｇａｌ）

平板类型：			 ３６” ｘ ５４” ８边形
平板面积：			 １．０２ ｍ２ （１，５８０ ｉｎ２）

提升行程：			 ９７ ｃｍ （３８ ｉｎ）

平板离地距离：			

平衡方式：			 气囊（２）

平板类型：			 ６，８０４ ｋｇ （１５，０００ ｌｂ）

５３．３ ｃｍ （２１ ｉｎ） － ｗ／ｏ ｐａｄ

隔离方式：			 气囊（６）
液压系统：			 闭环式

					

液压系统振动泵：			

					

１１９ ｃｃ （７．２５ ｉｎ３）；

					Ｄｅｎｉｓｏｎ 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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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IB® 2 (PLS-334)
技术指标—底盘

物理指标

发动机：			

Ｊｏｈｎ Ｄｅｅｒｅ ４０４５Ｈ， ４．５Ｌ

车辆长度：		 ７．３９ ｍ （２９１ ｉｎ）

				

（１７３ ＨＰ ＠ ２，４００ ＲＰＭ）

车辆宽度：		 ２．２１ ｍ （８７ ｉｎ） 配备轮胎
总高（最大）：		

２．９７ ｍ （１１７ ｉｎ） 配备轮胎
３．２８ ｍ （１２９ ｉｎ）

空气过滤器：		

水冷散热器。

轴距：			

				

适用于热带环境＋５０°Ｃ（＋１２２°Ｆ），

转弯直径：		 １０．６７ ｍ （４２０ ｉｎ） 外径

				

适用于寒带环境－５０°Ｃ（－５８°Ｆ）。

速度：			

空气压缩机：		

１３ ＣＦＭ

整车重量：		 最小１１，１１３ ｋｇ （２４，５００ ｌｂ）

系统报警装置：		

机油压力过低、发动机水温过高

				

				

以及冷却液液位过低情况下的发

				

动机自动熄火
378 L (100 gal)

驱动泵：			

１００ ｃｃ （６．１ ｉｎ３） 带有电子排量控制

最大＊ １５，４２２ ｋｇ （３４，０００ ｌｂ）

前桥荷重：		 最小 ５，９８７ ｋｇ （１３，２００ ｌｂ）

驱动马达：		 ２５０ ｃｃ （１５．２６ ｉｎ３） 变量输出， ３个前进，
				

最大＊ １６，３２９ ｋｇ （３６，０００ ｌｂ）

静载压重：		 最小 ８，１６５ ｋｇ （１８，０００ ｌｂ）
				

燃油箱容积：		

２２ ｋｍ／ｈｒ （１４ ｍｐｈ）

				

最大＊ ８，３９１ ｋｇ （１８，５００ ｌｂ）

１个后退
后桥荷重：		 最小 ５，１２６ ｋｇ （１１，３００ ｌｂ）

车架：			

高强度、高可靠性的脱氧钢结构

				

车架；铰接转向角度±３３°；液

				

压动力转向；摆动架摆动角度

				

１６．５度。

驱动桥：			

外部行星减速驱动桥，带有封闭

				

式湿式盘式制动器和差速锁以及

				

驻车制动

驾驶室：			

钢结构骨架；视野开阔，配有可

				

调节的驾驶席和乘客席；两条三

				

点式安全带；空调；加热器；雨

				

刷；圆顶灯；侧视镜、除霜装置

				

最大＊ ７，９３８ ｋｇ （１７，５００ ｌｂ）

噪音：			

８１ ｄＢ ＠ ７ ｍ 外

电气系统：		 气＋ １２Ｖ启动；＋１２Ｖ驱动１２０－ａｍｐ交
				

流发电机和一个耐用的＋１２ Ｖ、

				

８Ｄ电瓶；正负极电瓶断开连接开关

* 可通过加减车架上的配重块达到期望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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