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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尾回转和动臂侧移两大先进功能，系出名门，无障碍施工；

久保田大功率节能环保型直喷发动机，动力更强劲；

智能化三泵合流负载液压系统与发动机最佳匹配，确保整体 动作协调流畅；

强大的铲斗挖掘力和起吊能力，作业性能更优异；

久保田独创的防盗系统和世界标准的ROPS、FOPS驾驶室，让机器更安全、机主更安心；

标准配置预滤器，降低维护成本；

驾驶空间宽敞、舒适、豪华，作业更轻松。

1 2

诠释小挖尖端概念、攀越极限 的脚步从未停息---
KUBOTA Mini Back-hoe



强大的铲斗挖掘力

强劲的吊装能力

KX163-5挖掘机的铲斗挖掘力高达40.1KN；如此大的铲斗挖掘力完全适合各种恶劣工况，在挖掘过程中铲斗切入更快，

工作效率更高。

动臂侧移装置

无尾超小回转

机体前部装备动臂侧移装置，从而真正实现类似墙根地带的直接挖掘工作，

而无须频繁移动机身。配合无尾超小回转结构，狭窄地带的作业应对自如。

KX163-5为无尾超小回转结构，当机体上部回转时其尾部也不会超出车宽，

因此在狭窄地带都能自由作业。

行走、摆动、推土铲、备用管路等操作全部采用液压先导方式，确保

所有动作顺畅自如的同时，提高了操作性。

KX163-5具有良好的稳定性，稳定性的外在体现为强大的

吊装能力，正面最大吊装重量为1145公斤，正面垂直吊装

能力更为惊人，在管道铺设、市政工程中将大显身手。

行走自动减速功能

所有操作均采用液压先导方式

标准配备行走自动减速功能，行走速度高达4.64公里/小时，可以迅速

转场。

同时，2速行走时如承受负载，则自动跳低至1速，提高了行走能力。

通过推土铲手柄的按钮即可手动切换行走速度，操作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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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劲动力，满足并超越客户的需求

在小型产业用柴油发动机(100马力以下)领域，一直以来

久保田发动机的霸主地位无可撼动。久保田发动机能完

全满足美国EPA(环境保护局)Tier3标准、欧洲EU标准，

实现了低振动、低噪声，有益于环境和操作人员。久保

田发动机的魅力不仅来源于非凡的产品科技，更在其80

余年熠熠生辉的传奇历史中。

久保田是为数不多的自主研发自主生产发动机的厂家，

凝聚了近一个世纪的经验和技术。KX163-5采用的

V2607-DI发动机，净额定输出功率达到48.3马力

(35.5千瓦)，排量达到2615毫升，强大的输出功率，

与久保田独有的三泵合流负载感应液压系统相匹配，保证了KX163-5强劲的作业动力，可满足各种严酷场合的作

业。即使在寒冷的早晨也能轻易启动，并且具备低噪音水平和节能的燃油经济性。

No.1

动臂吊装(前端) 1145kg

操作性·作业性

高端技术与强劲动力相结合，令您无往不利

OPERATION&WORKING



三泵合流负载感应液压系统

久保田在深受好评的单泵负载感应液压系统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开发了三泵
合流负载感应液压系统，配置于KX163-5。

根据3泵(P1,P2,P3)原理、前端工作装置、行走、推土铲都能进行独立控制，
使得与作业负荷相应的高效液压控制得到了实现。

三泵合流负载感应液压系统还可以让您在不减速的情况下同时完成多项
任务，比如一边推土一边使用前端工作装置。

作为久保田产品主要特征之一，灵活敏锐的操作性能在KX163-5上更得到了
充分的体现。

此外由于避免了不必要的动力损失，还可以降低燃油成本。

自动怠速=省油

操纵杆停止动作4秒钟，发动机自动转换为怠速运转，操纵杆再次操作，发动机立即回复至原先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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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创性·先进性

ORIGINAL&ADVANCE

独有的先进功能，凝聚了久保田的技术精华

新型智能控制系统

新型数字化液晶监控系统采用先进的信号采集系统、信号处理系统、信号分配

系统，针对这些信号的收集处理分配，可以掌握挖掘机的实时工作状态，以应

对不同条件下的复杂工况。

正常操作时的数据、小时表、燃油、水温、发动机转速等等，均可清晰显示，一旦

有异常故障，也将即可显现，还有90天的工作储存记录功能和保养时间提醒功能。

新一代的监控仪表板前置，液晶背景颜色改变，使操作者在操控挖掘机时更加容

易观察和监控整车状态，各种操作开关集中方便，一目了然。

提醒功能 记录功能 告知功能 警告功能 注册功能

采用中文显示简洁易懂

独创的防盗装置“SS钥匙”

久保田独家研制的“SS钥匙”系统，可锁定电气、液压、燃料等三大系统，在主机和起动钥匙里分别有相对应的一

组编码，起动钥匙只有经主机确认正确后，方可发动机器。如起动钥匙未经确认，机器即时锁定，令人放心。

操作简单

不必进行特别操作。

只需和平时一样插入钥匙并转动。

单钥匙系统

启动、门锁、机罩、

油 箱 盖 等 共 用 一 把

钥匙。

简单注册

万一遗失钥匙，只需插入“注册钥匙(红色)”，
然后再插入“子钥匙(黑色)”，就可以注册新的
钥匙，而遗失的钥匙将无法继续使用。

安全防盗

用形状相同的非注册钥匙，无法起动发动机。如果
试图用非注册钥匙起动，安全系统即刻开始工作，
发出报警声。

NEW

降低燃料消耗及噪音总量



润滑系统

燃油系统

冷却系

进排气

工具箱及黄油枪

蓄电池

液压滤芯

各散热器

A

B
D

C

E

F
GH

全面打开式机罩，维护项目触手可及

KX163-5采用全面打开式机罩，
保养位置集中在后侧和右侧，和
发动机相关的保养位置均集中在
后侧；电器系统和液压系统的维
护集中在挖掘机的右侧。日常保
养集中方便、省时高效，减轻了
驾驶员的作业负担。

A: 空气滤芯

B: 油水分离器

C: 燃油滤芯

D: 电子油泵

标准配备预滤器、防虫网

对应恶劣的作业环境，标准配备

了预滤器和防虫网，更好地保护

发动机，减少外界尘土等对发动

机的损害，延长发动机寿命，降

低了维护成本。

分离式散热器

日常工作需要经常清洁散热器，而散热器组相互空间狭小，清洁不容易

彻底，分离式散热器可以轻松解决此问题。采用分离挂钩，轻松分离散

热器组，使清洁更加快捷方便。

燃油加满报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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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装置加注黄油集中化
KX163-5将前端工作装置周边的黄油加注点统一集中在右侧，

减轻了驾驶员的作业负担，还能防止不经意间遗忘加注点。

机罩、护板防碰撞构造
机罩护板皆位于旋转部位内侧30mm处，

可防止意外碰撞损伤。

独立推土板液压软管
可以更简单、方便地保养和更换软管。

双重空滤构造
双重构造可保障进气系统的清洁。

“X”型车架+半山型履带架
减少泥土附着，从而防止行走部位的故障。

选装件
可选装辅助工作装置管路(SP管路)。

动臂油缸护板
工作时无需担心物料对大臂油缸的损伤。

业内最先采用防水�电器系统
采用带有护套的高水平防水性能的防水电器

接头，对电器系统的故障防患于未然。

工作装置软管内置
防止作业中软管的损伤。

带有管路过滤的�先导系统
配有先导滤芯，防止因先导回路阻塞而造成

故障。

维修性·耐久性

MAINTENANCE&DURABILITY

不断精益求精，实现了领先一步的维修保养 便利性·耐久性

E: 副水箱

F: 机油标尺

G: 机油滤芯

H: 机油加油口

配备燃油加满报警器。

在日常添加燃油过程中，只要按

下此报警器，随着燃油的添加报

警器的报警音会越来越急促，当

达到连续时，表明油箱已满。



ROPS/FOPS驾驶室

豪华悬浮式座椅

采用了世界标准的ROPS/FOPS驾驶室(附带安全带)，提高了操作人员的安全性。

大型冷暖空调

全新设计的大型冷暖风空调带来了更加舒适

的操作空间，出风口多达6个，操作者在如

此舒适的空间内工作，效率更高。

KX163-5采用的高靠背悬浮式座椅，充分考虑到长期作业时驾驶员的

舒适度问题，能够减小应力和减轻操作人员的疲劳感。座椅可以根据

您的坐姿调节倾斜度，并根据体重自动调节，给操作者提供了一个更

舒适豪华的驾驶空间，保证轻松高效的作业。

现场测试

ROPS(Roll Over Protective Structure)，即“颠覆时乘员保护构造”

FOPS(Falling Object Protective Structure)，即“坠落物乘员保护构造”

ROPS和FOPS均进行了应力分析，在现场试验中可满足以下

性能要求

 可满足必需的�能量吸收

 可满足必需的�抗荷载

 可确保乘员安全区域

 无加固构件的�异常(破损、龟裂)

宽敞舒适的驾驶空间使操作者视野开阔，没有阻碍，极大的提高了作业时的安全性。

同时，无尾回转保证了后方视野更为宽阔，驾驶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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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灯位于动臂正下方，夜间作业轻
松无盲点

增加黄油枪架

工具箱

驾驶头灯

变速开关

安全性·舒适性

SAFETY&COMFORT

世界水准的安全性能

蓄能器

保证在非正常停机状态也可以将工作装置降到地面，

极大保护操作者和检查者的人身安全。

人性化的�细节装备

液压安全锁杆

安全锁杆的使用可以避免误操作造成的人身安全问题。

易开的�前窗

只需轻轻扳动窗边的把手并向上滑动即可打开车窗。

气动助力装置使动作轻而易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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