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前 10 大推土机（2022 年更新）

建造大型结构或在大型矿山和采石场工作对用于完成艰苦工作的机器的尺寸、性能和可靠性提出了非常高的要

求。而且只有一种设备可以完全满足他们：推土机。确切地说，是世界上最大的推土机。这些在工地上引领潮流的

巨型机器是唯一具备技术装备的机器，可以应对最恶劣的工作条件和许多困难的操作：推动大量土壤、沙子、岩石

或碎片，挖掘、挖掘和平整材料。说到履带式推土机，确实越大越好。大型履带式推土机比任何其他机器都高效得

多。他们每小时推送更多的材料，并且拥有移动或拆除基本上任何阻碍他们的东西所需的一切：巨大的尺寸，超级

强大的发动机和叶片，可以倾斜、提升、倾斜和向前或向后推动，以完成各种困难的任务。但是让这些机器更加特

别的是令人惊叹的三重刀片松土履带，在投入使用时会发挥它的魔力：当刀片将材料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

时，松土器打破地面，使其更易于使用，履带可产生出色的地面保持力和重量分布，防止推土机在困难的地形上卡

住或滑倒。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挖掘工作，并找出了谁拥有有史以来最大、最强大的推土机的称号。根据工作重

量和发动机功率/尺寸，查看我们的世界前 10 大推土机。倾斜并向前或向后推动，以完成各种困难的任务。但是

让这些机器更加特别的是令人惊叹的三重刀片松土履带，在投入使用时会发挥它的魔力：当刀片将材料从一个地方

移动到另一个地方时，松土器打破地面，使其更易于使用，履带可产生出色的地面保持力和重量分布，防止推土机

在困难的地形上卡住或滑倒。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挖掘工作，并找出了谁拥有有史以来最大、最强大的推土机的

称号。根据工作重量和发动机功率/尺寸，查看我们的世界前 10 大推土机。倾斜并向前或向后推动，以完成各种

困难的任务。但是让这些机器更加特别的是令人惊叹的三重刀片松土履带，在投入使用时会发挥它的魔力：当刀片



将材料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时，松土器打破地面，使其更易于使用，履带可产生出色的地面保持力和重量

分布，防止推土机在困难的地形上卡住或滑倒。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挖掘工作，并找出了谁拥有有史以来最大、

最强大的推土机的称号。根据工作重量和发动机功率/尺寸，查看我们的世界前 10 大推土机。但是让这些机器更

加特别的是令人惊叹的三重刀片松土履带，在投入使用时会发挥它的魔力：当刀片将材料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

地方时，松土器打破地面，使其更易于使用，履带可产生出色的地面保持力和重量分布，防止推土机在困难的地形

上卡住或滑倒。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挖掘工作，并找出了谁拥有有史以来最大、最强大的推土机的称号。根据工

作重量和发动机功率/尺寸，查看我们的世界前 10 大推土机。但是让这些机器更加特别的是令人惊叹的三重刀片

松土履带，在投入使用时会发挥它的魔力：当刀片将材料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时，松土器打破地面，使其

更易于使用，履带可产生出色的地面保持力和重量分布，防止推土机在困难的地形上卡住或滑倒。我们也进行了一

些……挖掘工作，并找出了谁拥有有史以来最大、最强大的推土机的称号。根据工作重量和发动机功率/尺寸，查

看我们的世界前 10 大推土机。履带可产生出色的地面保持力和重量分布，防止推土机在困难的地形上卡住或滑倒。

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挖掘工作，并找出了谁拥有有史以来最大、最强大的推土机的称号。根据工作重量和发动机

功率/尺寸，查看我们的世界前 10 大推土机。履带可产生出色的地面保持力和重量分布，防止推土机在困难的地

形上卡住或滑倒。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挖掘工作，并找出了谁拥有有史以来最大、最强大的推土机的称号。根据

工作重量和发动机功率/尺寸，查看我们的世界前 10 大推土机。



1. ACCO 超级推土机 - 183 吨（201 美吨）

2. 小松 D575A-3 SD（超级推土机） - 152.6 吨（168 美吨）

3. 卡特彼勒 D11T CD - 112.72 吨（124.2 美吨）

4. 小松 D475A-8 - 112.62 吨（123.5 美吨）

5. 山推 SD90-C5 - 106.26 吨（117.1 美吨）

6. 菲亚特 Allis HD-41 (FD50) - 80 吨(88 美吨)

7. 利勃海尔 PR 776 Litronic - 73.18（80.7 美吨）

8. 山推 SD60-C5 - 70.63 吨（77.9 美吨）

9. CHETRA T40 - 70.28 吨（77.5 美吨）

10. 卡特彼勒 D10T2 - 70.12 吨（77.3 美吨）





* 特别提及：John Deere 1050K - 稳定而坚如磐石



约翰迪尔 1050 K 可能还没有在我们的世界排名前 10 大推土机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它既稳定又坚如磐石，足

以应对最崎岖和最崎岖的工地的严酷环境。借助可吸收恶劣操作条件引起的振动的悬挂式双转向架起落架，最大的

John Deer 推土机在其 43.2 吨的重量下行驶更平稳，比以前的型号更耐用，工作量更大。John Deere 工程师在

这款大型推土机上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是将驾驶室的峰值振动降低了 75%，这有助于操作员舒适地继续前进，同时

加快移动速度并提高产量。但这还不是全部。1050K 的双路径静液压传动使这款 350 HP 的大型履带式推土机能够

在不损失材料的情况下通过转弯推动满载。

工作重量 43.2 吨

发动机功率 261 千瓦（350 马力）

刀片容量 9.5 立方米

刀片尺寸（宽 x 高） 3.9 米 x 1.6 米

长度 6.6 米

高度 3.4 米

宽度 3.9 米



* 特别提及：锐斯塔 TD-40——67.7 吨纯性能



虽然 TD-40 没有进入我们的排名，但值得特别提及。TD-40 的工作重量为 67.7 吨的纯性能和 515 马力的净

功率，是锐斯塔制造的最重、最强大的履带式推土机。这款大型履带式推土机具有出色的牵引杆拉力和出色的翻土

性能，使其能够承受最具挑战性的磨蚀性任务，因此这台出色的机器在极端负荷的建筑、煤炭和采矿作业现场是宾

至如归的地方。但是，是什么让这台巨型推土机如此耐用？嗯，很多东西：重量分布的优化、模块化结构、一体式

主框架的使用、两速转向驱动和 3 点轨道安装系统。

工作重量 67.7 吨

发动机功率 384 千瓦（515 马力）

刀片容量 18.6 - 39.8 立方米

刀片尺寸（宽度） 4.8 米

长度 5.75 米

高度 4.2 米

宽度 3.1 米



10. Caterpillar D10T2——过去的力量，未来的动力



如果我们的前 10 名是在 1970 年，我们的世界第 10 大推土机 Caterpillar D10T2 将名列前茅。这台美丽的机器带来了过去的

力量和未来的力量 背后有很多怀旧之情。它源于 Caterpillar 工程师的雄心壮志，即想出比其竞争对手当时正在制造的推土机更大、

更强大的推土机，也比以前的型号 Caterpillar D9 还要大。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当 Allis Chalmers 于 1969 年在芝加哥的

Conexpo 上推出 HD-41（391 kW / 524 HP）时，现在的 D10T2 是世界上最大的履带式推土机，也是第一款拖拉机使用高架驱动链轮。

从首次推出到现在，Caterpillar D10T2 经历了许多技术改造，但没有一次让人失望：事实证明，它完全是一款高生产率和多功能机

器，专为要求苛刻的工作而设计，既灵活（用于重型建筑工地）和坚固（用于矿场），每个人都期望它是。这台 70.17 吨的机器非常

适合恶劣的工作条件。耐用的结构、766 马力的发动机和 18.5 立方米容量的铲刀以 Cat 推土机特有的可靠性保持材料移动。

工作重量 70.17 吨

发动机功率 632 千瓦（766 马力）

刀片容量 18.5 立方米

刀片尺寸（宽 x 高） 4.94 米 x 2.12 米

长度 5.6 米

高度 4.4 米

宽度 3.7 米



9. Chetra T40——俄罗斯最强大的推土机



CHETRA T40 在我们的世界前 10 大推土机中排名第 9，是俄罗斯最强大的系列推土机，由重型机械专家 Concern Tractor Plants

制造商为黄金和煤炭开采行业制造。这台强大的机器从履带式推土机的整个系列中脱颖而出，不仅在于其 70.28 吨的重量，而且还在

于转向架式起落架，该底盘专为确保在非常恶劣的工作环境下提供最佳牵引力而开发。结合额定功率为 660 马力的强大发动机和容量

为 21 立方米的超大铲刀，可以在工地上完成工作，CHETRA T40 的技术特性提供了最高的效率，同时保持操作员的安全和舒适在操作

这台大型推土机时。像所有其他 CHETRA 推土机一样，T40 融合了俄罗斯传统的车架和底盘材料可靠性与美国和欧洲供应商的高效液

压元件。并且，由于推土机的流体力学或静液压传动不再需要操作者的体力，今天，CHETRA T40 可以轻松通过指尖控制，这使得这款

超级推土机更加受到操作者的喜爱。

工作重量 70.28 吨

发动机功率 485 千瓦（660 马力）

刀片容量 21 立方米

刀片尺寸（宽 x 高） 4.73 米 x 2.65 米

长度 6.05 米

高度 4.32 米

宽度 3.3 米



8.山推 SD60-C5



我们排名中的第 8 位属于 SD60-C5 - 中国制造商山推的第二大履带式推土机。黄巨人重达 70多吨，搭载康

明斯 QSK19 电控发动机，可提供 450 千瓦/1800 转/分的性能，满足欧 IIIA/国 III 排放标准。山推矿用推土机长 10.4

米，宽近 4.7 米。标准设备包括一个由抗磨材料制成的容量为 18.9 立方米的半 U 型刀片。此外，SD60-C5 可配备

巨大的单齿松土器，具有更强的穿透力。

工作重量 70.63 吨

发动机功率 450 千瓦（600 马力）

刀片容量 18.9 立方米

引擎种类 康明斯 QSK19

长度 10.39 米

高度 4.37 米

宽度 4.69 米



7. 利勃海尔 PR 776 Litronic - 推土机和翻土机的卓越性能



动力和创新技术是利勃海尔履带式拖拉机的标志，PR 776 Litronic 也不例外。事实上，它在推土和裂土作业方面的卓越性能使

其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推土机之一，在我们的前 10 名中排名第 7。无论是用于重型裂土作业、运输材料还是平地， PR 776 是

一款非常强大的推土机，适用于任何应用。73.18 吨的工作重量、强大的发动机、高刀片穿透力和出色的平整属性使这款大型推土机

能够提供最佳生产力，尤其是在重型作业期间。利勃海尔 PR 776 Litronic 的柴油发动机 (598kW / 768 HP) 专为严苛的采矿和提取

作业而设计，并提供足够的能量来应对任何情况。这台巨型推土机的刀片安装在非常靠近主机架的位置。这实现了最大的穿透力并确

保快速填充多达 18.50 m³ 的材料。此外，其应用优化的形状在自粘材料上提供了最佳的材料滚动性能，并在推动重质岩石时提供了

高填充水平。

工作重量 73.18 吨

发动机功率 598 千瓦（768 马力）

刀片容量 18.5 立方米

刀片尺寸（长 x 高） 7.9 毫米 x 2.1 米

长度 5.77 米

高度 4.35 米

宽度 3.72 米



6. Fiat Allis HD-41 (FD50)——卡特彼勒第一款享誉全球的推土机



现在卡特彼勒 D10T2 模型的第一个版本是我们在世界上的第 6 大推土机，在 1969 年芝加哥路展上发布时给市场留下了巨大的

印象，被描述为当时制造的最大的推土机。其惊人的撕裂能力正是大型土方工程、露天采矿和采石场应用的承包商所期待的。重量 80

吨，由 524 HP 康明斯 VT-1710-C 四冲程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动力，菲亚特艾利斯于 1970 年投入生产，提供半 U 型、全 U 型和缓

冲推动液压控制叶片。这台推土机配备了一个变矩器和一个动力换档变速器，具有三个前进档和三个倒档。附件包括最大 20 英尺宽

的半 U 型和全 U 型推土机铲刀，以及用于推动装载刮板的缓冲推块。1970-1974 年间，共生产了 1,900 辆 Fiat-Allis HD-41。与

菲亚特合资后，改进为 1982 年推出的菲亚特艾利斯 41B，后来又改进为 FD50，搭载康明斯 VT28-C 发动机。不幸的是，由于市场原因，

1989 年菲亚特-阿里斯停产，但菲亚特-阿里斯 HD-41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推土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继续为大众所着迷。

工作重量 高达 80 吨

发动机功率 390 千瓦（524 马力）

刀片容量 8.3 立方米

刀片尺寸（宽 x 高） 5.1 米 x 1.8 米

长度 6.1 米

高度 3.1 米

宽度 3.3 米



5.山推 SD90-C5



推土机 SD90-C5 是中国制造商山推最大的矿用推土机，在我们的排名中排名第 5。这款旗舰车型重量超过 106

吨，配备康明斯 QST30 电子控制发动机时可提供 708 kW (962 HP) 的性能。驾驶室的设计注重人体工程学、能见

度和降噪 (80 dB)。SD90-C5 可以配备半 U 型刀片或 U 型刀片附件。第一款工具的挖掘深度为 1,010 毫米，而

单柄单元（裂土器类型）甚至可提供 1,670 毫米的挖掘深度。推土机很大，尺寸为 11.5 x 5.26 x 4.59 米 (lxwxh)。

工作重量 106.26 吨

发动机功率 708 千瓦（962 马力）

刀片容量 39 立方米

刀片尺寸（宽度） 6.46 米

长度 11.5 米

高度 4.59 米

宽度 5.26 米



4. Komatsu D475A-8 -力量与速度的完美结合



这是小松对这台美丽的大型履带式推土机的确切描述，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推土机之一。D475A-8 在我们的前

10 名中排名第 4，是我们排名中日本生产商的第二大推土机型号，这使小松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大型推土机制造商

之一。D475A-8 于 2020 年推出，作为 dash 5 型号的继任者。Komatsu D475A-8 的工作重量超过 112 吨，发动

机功率为 777kW/1040 HP，提供出色的生产力，可能不如它的大哥 Komatsu D575A-3 强大，但肯定是强大到足以

被认可作为市场上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型推土机之一。总长度 11.3 m 和 34。4 m³ 的铲刀容量还有助于这款大型小

松推土机在采矿、重型和大型土木工程中提供出色的技术性能。由于安装了液压驱动的散热器冷却风扇，可确保最

佳转速，同时大幅降低噪音，带来卓越的宁静。最重要的是，自动变矩器锁止系统和电子控制变速器旨在在长推期

间提供更高的效率，使小松 D475A-8 在裂土和推土生产中成为卓越的履带式推土机。第一个装置目前在爱沙尼亚

纳尔瓦附近的一个大型采油场使用。自动变矩器锁定系统和电子控制变速器旨在在长推期间提供更高的效率，使小

松 D475A-8 成为一款出色的履带式推土机，无论是在裂土还是推土生产中。第一个装置目前在爱沙尼亚纳尔瓦附

近的一个大型采油场使用。自动变矩器锁止系统和电子控制变速器旨在在长推期间提供更高的效率，使小松

D475A-8 在裂土和推土生产中成为卓越的履带式推土机。第一个装置目前在爱沙尼亚纳尔瓦附近的一个大型采油场

使用。



工作重量 112.62 吨

发动机功率 777 千瓦（1040 马力）

刀片容量 34.4 立方米

刀片尺寸（长 x 高） 6.21 米 x 2.61 米

长度 11.3 米

高度 4.8 米

宽度 5.43 米



3. Caterpillar D11T CD - 以更少的成本移动更多的推土机



我们排名第三的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推土机之一，而且还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卡特彼勒推土机。是什么让 CAT 11

TCD 如此出色的是内置的耐用性因素帮助这台机器通过了最苛刻的应用程序的测试和时间的考验。根据美国制造商

的说法，CAT 11 TCD 大型履带式推土机以更少的成本移动更多的东西，并且具备做到这一点所需的一切：112.72 吨

的工作重量，695kW/913 HP 的强大发动机和高强度制造的强大刀片抗拉强度钢，具有抗扭曲和抗裂的箱形截面，

可处理高达 43.6 m³ 的材料。因此，看到这台机器使用相同的框架进行了多次改造，只进行了轻微的焊接，这并

不罕见。

工作重量 112.72 吨

发动机功率 695 千瓦（913 马力）

刀片容量 43.6 立方米

刀片尺寸（长 x 高） 6.7 米 x 2.95 米

长度 10.71 米

高度 4.72 米

宽度 3.81 米



2. Komatsu D575A-3 SD（超级推土机）——小松有史以来最大的推土机



世界上第二大推土机被称为 SUPER DOZER 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它的工作重量为 152.6 吨，最重要的是，它由

一台发动机提供动力，在 1.800 时输出功率不低于 858 kW/1150 HP 转。如此强大，小松工程师决定用橡胶垫将其

安装在主框架上，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噪音和振动。这台巨型推土机令人印象深刻的尺寸有时非常具有挑战性：为了

在很长的距离上运输，需要拆卸机器并在多达 8 辆拖拉机拖车中移动！像 Komatsu D575A-3 这样的超级推土机当

然配备了容量不低于 69 立方米（额外保持体积）的超级推土机，其创新设计使其水平推土机的生产率提高了 15%。

这意味着世界上第二强大的推土机可以在相同的土壤阻力下推动更大体积的材料，并且它具有推土的最佳平衡。省

油的小松发动机，加上沉重的机器重量，使小松 D575A-3 超级推土机成为推土机生产中的佼佼者，也是它主要用

于全球最具挑战性的采矿和建筑工地的主要原因。小松有史以来生产的最大推土机和生产力最高的推土机，在 1981

年的 Conexpo 上首次以原型形式推出，并于 1991 年作为生产 Dash 2 模型发布。它于 2002 年正式推出。使小

松 D575A-3 超级推土机成为推土机生产中的佼佼者，也是它主要用于全球最具挑战性的采矿和建筑工地的主要原

因。小松有史以来生产的最大推土机和生产力最高的推土机，在 1981 年的 Conexpo 上首次以原型形式推出，并

于 1991 年作为生产 Dash 2 模型发布。它于 2002 年正式推出。使小松 D575A-3 超级推土机成为推土机生产中

的佼佼者，也是它主要用于全球最具挑战性的采矿和建筑工地的主要原因。小松有史以来生产的最大推土机和生产

力最高的推土机，在 1981 年的 Conexpo 上首次以原型形式推出，并于 1991 年作为生产 Dash 2 模型发布。它

于 2002 年正式推出。



工作重量 152.6 吨

发动机功率 858 千瓦（1150 马力）

刀片容量 69 立方米

刀片尺寸（长 x 高） 7.4 米 x 3.25 米

长度 11.72 米

高度 4.88 米

宽度 7.4 米



1. ACCO Super Bulldozer - 最伟大的推土机，有着最不可思议的故事



根据我们的前 10 名，世界上最大的推土机有着与其令人印象深刻的 183 吨重量和 12 米长的尺寸相匹配的

故事。奇怪但真实的是，即使在它建成 40 年后，这个全世界都钦佩的野兽在它的一生中从未移动过一立方米的材

料。ACCO Super Bulldozer 由 Umberto Acco 公司在意大利北部的 Portogruaro 建造，目的是在 1980 年代初出

口到利比亚。由于美国在 1986 年对该国实施贸易禁运限制（由于当时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上校参与了国际恐怖

主义），ACCO 超级推土机从未被运往目的地并入库。这台有史以来最大的推土机主要由 Caterpillar 零件制成。

以刀片为例，它比 Caterpillar 制造的任何产品都要大：宽 7 m，高 2.7 m。仅世界上最大的推土机的松土器就

高约 3 m，由巨大的液压油缸操作。让这么大的机器运转需要大量的机械能，因此世界上最强大、最大的推土机由

两台水平对置放置的 675 马力（503 千瓦）卡特彼勒发动机提供动力，这并不奇怪输出 1350 马力（1010 千瓦）！

很神奇，对吧？毫不奇怪，世界上最强大、最大的推土机由两台水平对置的 675 HP (503 kW) 卡特彼勒发动机提

供动力，总输出功率为 1350 HP (1010 kW)！很神奇，对吧？毫不奇怪，世界上最强大、最大的推土机由两台水平

对置的 675 HP (503 kW) 卡特彼勒发动机提供动力，总输出功率为 1350 HP (1010 kW)！很神奇，对吧？



工作重量 183 吨

发动机功率 1010 千瓦（1350 马力）（505/675 x 2 发动机）

刀片容量 25.5 立方米

刀片尺寸（长 x 高） 7 米 x 2.7 米

长度 12 米

高度 6.5 米

宽度 7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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