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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roducrt

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 而rbocharger

型号 :TA31       Model∶ TA31
主机厂号 :4988426 4982530 0EM∶ 49884264982530

应用发动机 :康明斯4B Type∶ Cummins 4B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TB31
主机厂

^号 :4988371
应用发动机 :康明斯4B

●

Name∶ 币urbocharger

Model∶ TB31
C)EM∶ 4988371
Type i cummins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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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X30VV
主机厂号 :4051241
应用发动机 :康明斯4B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X30VV
主机厂·̄号 :4040382
应用发动机 :康明斯4B

Name∶ 币urbocharger
Model∶ HX30ˇV
C)EM∶ 4040382
Type∶ cummins 4B

NaITle∶ 币urbocharger
Model∶ HX30ˇV
oEM∶ 4051241
Type i Cummins 4B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1C
主机厂号 :A3919153
应用发动机 :康 明斯6B

Name∶币urbocharger
Model:H1C
(二)EM∶ A3919153
Type∶ cummins 6B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X35
主机厂号 :3528237
应用发动机 :康明斯6B

●

Nalme∶ Turbocharger

lˇ1odel∶ HX35
C)EM ∶3528237
Type∶ cummins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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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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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X35VV
E机厂·̄号 :4050268
应用发动机 :康明斯6B

Name:币urbocharger

Model∶ HX35VV
(:)EM ∶4050268
Type∶ 康明斯6B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X35VV
主栅 ·̄号 :4044947
应用发动机 :康明斯6B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X40VV
主机厂号 :4051343
应用发动机 :康明斯6C

Nalη e∶ Turbochar9er

Model∶ HX35VV
oEM∶ 4044947
Type∶ 康明斯6B

Nalme∶ 币urbocharger
Model∶ HX40`″

C)Elv1∶ 4051343
Type∶ Cummins 6C

胛阳″nump腑肿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1E
主机厂

^号 :4050259
应用发动机 :康明斯6C

Nalme∶ 币urbocharger
Model∶ H1E
OEM∶ 4050259
Type:cummins 6C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X40VV
主机厂·̄号 :4050202
应用发动机 :康明斯6C

Nalme∶ 币urbocharger
Model∶ HX40VV
oEM∶ 4050202
Type∶ cummins 6C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X40VV
主机

`^号

旁:4051185
应用发动机 :康明斯6C

Name∶ Turbochar9er

Model∶ HX40W
(二)EM ∶4051185
Type i Cummins 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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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TBP4
主机厂号 :A3960503
应用发动机 :康明斯6B

Naltle∶ 币urbocharger

Model∶ TBP4
0IEM∶ A3960503
Type∶ Cummins 6B

●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X35VV
主机丿

^号 :A3960454
应用发动机 :康明斯6B

Naltle∶ ηurbocharger

卜√lodel∶ HX35VV
OEM∶ A3960454
Type∶ cummins 6B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X35VV
主机厂

^是
寻:A3960478

应用发动机 :康 明斯6B

Name∶ 币urboCharger

Model∶ TBP4
OEM∶ A3960479
Type:cummins 6B

Name∶ Turbocharger

Model∶ HX35W
oEM∶ A3960478
Type∶ cummins 6B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TBP4
彐三机厂

^号
旁:A3960479

应用发动机 :康明斯6B

slⅡI槲 Ⅲ|Ⅲ ⅢGIⅢ Ⅲl)TRlOIN1⑾”m,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X35W
主机厂号 :4050061
应用发动机 :康明斯6B

Naltle∶ 币urbocharger

Mode|∶ HX35VV
OElv1 ∶4050061
Type∶ cummins 6B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X35W
主.机厂

^号 :2841698
应用发动机 :康明斯6B

Naltle∶ Turbochar9er

Model∶ HX35VV
C)E`/ ∶2841698
Type∶ cummins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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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涡轮上曾压:器       Nalη e∶ 而rbocharger

互些号 :H E211VV.       Mode|∶ HE211W
主机厂号 :3774227 2836258 0EM:37742272836258

应用发动机 :福田康明斯 Type∶ 福田康明斯

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 而rbocharger

型·号 :HE221VV        Model∶ HE221VV
主机厂号 :3772742 2840685 0EM∶ 37727422840685

应用发动机 :福 田康明斯 Type∶ Fot。n Cummins

趾llN P湘R ⅢGI肥 I‖DUsTRIIL 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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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 而rbocharger

型·号 :H E200\∧/G       Model∶ HE200WG
主机厂号 :3773122 2834188 0EM∶ 37731222834188

应用发动机 :福 田康明斯 Type∶ FOton Cummins

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 而rbocharger

型当4号.∶ HX35          Model∶ HX35
圭三和

ˉ
1丿

^号
∶̄4035374    0EM∶ 4035374

应用发动机 :小松康明斯 Type:KOMATSU Cummins

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 币urbocharger

型号 :HX35          Model∶ HX35
彐三机厂

^谔
号:3539698    |C)EM∶ 3539698

应用发动机 :小松康明斯 Type:KOMATSU cummins

i·
·· ●

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 而rbocharger

型号 :HX35W     Model:HX35W
主机厂·̄号 :4035376    (DEM∶ 4035376

应用发动机 :小松康明斯 Type∶ KOMATSU Cum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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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 E221VV

主机厂
^号

旁:4043976
应用发动机 :康明斯ISDe4

Name∶ 币urbocharger

Model∶ HE221VV
oEM∶ 4043976
Type∶ cumminsISDe4

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 而rbocharger

型号 :HE221W        Model∶ HE221VV

主机厂
^号

:4043978    |0|EM∶ 4043978

应用发动机 :康明斯IsDe4 Type∶ cumminsISDe4

ⅢⅧ P湘R ⅢGIⅢ I‖D槲⒕栅 mlDⅢG

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 而rbochar9er

里些号 :HE221VV.       Model∶ HE221VV

主机厂号 :2834302   OEM∶ 2834302

应用发动机 :康明斯ISDe4 Type∶ cumminsISDe4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E351W
主.机厂号 :4043982
应用发动机 :ISDe6

Nalη e∶ Turbocharger

Model∶ HE351W
(∶)EM∶ 4043982
Type∶ ISDe6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 E221VV

圭葑凡厂·̄号 :4047105

应用发动机 :IsDe4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X35VV
主.机厂号 :2841698
应用发动机 :康明斯6B

Nalme∶ Turbocharger

Model∶ HE221VV
C)EM ∶4047105
Type∶ ISDe4

Name∶ 币urbocharger

Model∶ HX35W
(二)EM 1 2841698

Type∶ cummins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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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X40W
主机厂

^号·∶4050206
应用发动机 :康明斯6C

Nal丫 le∶ Turbocharger

Model∶ HX40`″

C)EM ∶4050206
Type:Cummins 6C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X40VV
主机厂号 :4051323
应用发动机 :康明斯6C

NalTle∶ 币urbocharger

Model∶ HX40VV
oEM∶ 4051323
Type∶ cummins 6C

ⅢIIⅢ ⅧlⅢ ⅢGl讯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X40VV
主.机厂焉昌:4029184
应用发动机 :康明斯6C

Nalη e∶ Turbocharger

Model∶ HX40W
C)E`/ ∶4029184
Type∶ cummins 6C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X40VV
主机厂

^号 :2840947
应用发动机 :康明斯6C

Name∶ Turbocharger

0√1odel∶ HX40W
OEM:2840947
Type∶ cummins 6C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X40W
主机厂

^号
寻:4050236

应用发动机 :康明斯6C

l`lame∶ Tiurbocharger

Model∶ HX40W
C)E`/ ∶4050236
Type i cummins 6C

●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X40G
应用发动机 :康明斯6C

NaITle∶ 币urbocharger

Model∶ HX40G
Type∶ 康明斯 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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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X40VV
主机厂

ˉ
墁寻:4051033

应用发动机 :康明斯 L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X40VV
主机

`^号

:4046498
应用发动机 :康明斯L

NarTle∶ Turbocharger

Model∶ HX40W
C)EM∶ 4051033
Type∶ Cummins L

●

Name∶ 币urbocharger
Model∶ HX40W
oEM:4046498
Type∶ cummins L

名称 :涡轮增压器
互些焉寻:HX40W
主机厂

^号
寻:4045076

应用发动机 :康明斯L

sIIⅢ P涮R ⅢGI肥 IⅢⅪ渊IIL l‖Dm.mI溅 ⑾”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X40W
主机厂

^是
寻:2842807

应用发动机 :康明斯 L

●

Name∶ 币urbocharger
Model∶ HX40VV
C)EM∶ 4045076
Type i cummins L

Name∶ Turbocharger

Model∶ HX40`″

C)EM ∶2842807
Type∶ cummins L

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 l Turbocharger
型·号 :HX40W        Model∶ HX40VV
主i凡厂

^4号 :4045054   OEM∶ 4045054
应用发动机 :康明斯ISLe Type∶ cumminsIsLe

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 而rbocharger

型号 :HX40VV     Model∶ HX40VV
主三机厂

ˉ
号 :4045570   OEM∶ 4045570

应用发动机 :康明斯ISLe Type∶ cumminsIs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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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
丛些号 ∶̄HX50       Model
主机厂号 :4050244   0EM∶
应用发动机 :重庆康明斯M11 Type∶

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 而rbocharger

型号 :HX55         1Vlodel∶ HX55
主三杠1J^号 ∶̄3590045    0EM∶ 3590045

应用发动机 :西安康明斯 Type∶ Xilan Cummins

名称 :氵呙轮土曾丿玉器:     Name∶ Turbocharger

互些墁旁:HX50          Model∶ HX50

主机

`^号

: D5010477319 0E,ˇ 1 ∶ D5010477319

应用发动机 :DCI11   Type∶ DCI11

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 而rbocharger

互兰是寻:HT3B          Model∶ HT3B

主机厂
^·

号 :3529040    |C)EM∶ 3529040

应用发动机 :重庆康明斯 Type∶ CCEC

Ⅲ|ER ⅢGIⅢ 栅 mlDⅢG⑴”LIDt

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 而rbocharger

型·号 :HX55W       iVlodel∶ HX55VV

主机厂·̄号 :4046026    |C)EM∶ 4046026

应用发动机 :西安康明斯 Type∶ Xilan Cummins

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 而rbocharger

型号 :HX50         N1odel∶ HX50
三上三i凡∫

^号
寻:D5010412597 OElVl∶ D5010412597

应用发动机 :DCI 11  Type∶ DCI 11

∶币urboCharger

∶HX50

4050244
CCEC M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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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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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GJ90B
主机厂号 :61561110223

应用发动机 :潍柴

Nal丫 le∶ 币urbochar9er
Model∶ GJ90B
C)EM∶ 61561110223
Type:VVeiChai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GJ90C
彐巨机厂

ˉ
虍旁:61561110227

应用发动机 :潍柴

Ⅲ洲田干ER ⅢGlⅢ ⅢⅢ渊姚栅 m.mI帖 ⑴”m,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IF
主机厂号 △ 3030164
应用发动机 :潍柴

Narne:币urbocharger
Model∶ GJ90C
C)EM ∶61561110227
Type∶ VVeiChai

Name∶ Turbocharger

Model∶ HIF
(二)EM ∶ 13030164
Type∶ WeiChai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J65

应用发动机 :潍柴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X50
主杉

.1厂ˉ
谔寻:6156o1110227

应用发动机 :潍柴

Naltle:币urbocharger

Model∶ J65

Type l VVeiChai

Name∶ Turbocharger

lVlodel:HX50
(∶〉EM ∶615601110227
Type:VVieiChai

蜓
躞≡一一一

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 仙rbocharger

互些4号·∶GT42           Model∶ GT42
E机厂

ˉ
乓寻:61560116227 OEM∶ 61560116227

应用发动机 :潍柴    Type∶ WeiC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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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X50VV
主机厂号 :VG1560118229

应用发动机 :重汽

Name∶ 币urbocharger
Model∶ HX50VV
OEM ∶VG156o118229
Type∶ Heavy truck

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 而rbocharger

型号 :HX55W     Model∶ HX55w
主三机丿

^号·∶VG1540110066 0EM∶ VG1540110066
应用发动机 :重汽    Type∶ HeaVy tr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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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而 rbocharger

型号 :HX40W        iVlodel∶ HX40VV
彐E机厂

ˉ
虍寻:`/G1092110096C)EM∶ \/G1092110096

应用发动机 :重汽    Type∶ Heavy truCk

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而 rbocharger

型·号 :HX50VV        Model∶ HX50VV
主机厂

^号
:VG1095110096 0EM∶

`/G1095110096应用发动机 :重汽    Type∶ Heavy truck

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 Turbocharger

型·号 :HX40\Λ/        Model∶ HX40VV
彐三机厂

^号
手 :\/(31092110097 OEM ∶\/(31092110097

应用发动机 :重汽    Type∶ Heavy truCk

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 而rbocharger

型·号 :HX55``V        Model∶ HX55VV
主杠1丿

^ˉ
号 :VG1095110011 0EM|∶ VG1095110011

应用发动机 :重汽    Type:Heavy tr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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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GT45
彐三机厂

^号
寻:612601110925

应用发动机 :潍柴

Nalme∶币urbochar9er

Model∶ GT45
C)EM ∶612601110925
Type∶ VVeiChai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X40W
彐三机厂

^号
寻:612601110960

应用发动机 :潍柴

NaITle∶币urbocharger

Model∶ HX40VV
(l)EM ∶612601110960
Type∶ VVeiChai

胍IⅢ Ⅷ|皿 ⅢGI‖1I删 .Ⅲx肌 槲D TRlOlWG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X50W
主机厂号 :612601110976

应用发动机 :潍柴

Name∶ Turbocharger

lVlodel∶ HX50VV
〈二)EM ∶612601110976
Type∶ VVeiChai

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 Turbocharger

互些号 :HX40、 /V        `/Iodel∶ HX40\/V

主机厂号 :VG6126∞ 118895 0EM∶ VG612600118895

应用发动机 :重汽    Type∶ Heavy truck

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 Turbocharger

型·号 :HX50W       Model∶ HX50\/V

主机厂
^·

号 :612600118928 C)EM∶ 612600118928

应用发动机 :潍柴    Type l WeiChai

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 而rbocharger

型号 :HX40W     Model∶ HX40W
主机丿

^号
∶̄̌G2600118899 0EM∶ VG2600118899

应用发动机 :重汽    Type∶ Heavy tr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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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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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 而rbocharger

刍些.焉寻:TBP4           Model:TBP4
」E和1.厂

^焉
旁:187-1118020 0EM∶ 187-1118020

应用发动机 :玉柴    Type∶ 汕 Chai

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 而rbocharger

型·号 :HX40VV        Mode|∶ HX40VV

主机厂号 :A3533-11181()()0EM∶ A3533-1118100

应用发动机 :玉柴    Type∶ Yu Chai

sII【川‖P讯R ⅢGIⅢ ∶删洲IIL 1‖ 1Ⅲ认DING m,Lm.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X40VV
主机厂号 :A3200ˉ 1118010A

应用发动机 :玉柴

Name∶ 币urbocharger

Modei∶ HX40W
oEM∶ A3200-1118010A
Type∶ Yu Chai

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 而rbochar9er

互些ε≡劳:GT40          Model∶ GT40
主机厂号 :M4200-1118100A OEM∶ M4200ˉ 1118100A

应用发动机 :玉柴 6M Type∶ 响 Chai 6M

啦   睁

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 而rbocharger

圣些号≡劳:GT42          Model∶ GT42
主机厂号 :M36D4-1118100 0EM∶ M36D4-1118100
应用发动机 :玉柴   Type∶ Yu Chai

名称 :涡轮增压器
丛望4号·∶GT22
应用发动机 :玉柴2115

Nalη e∶ Turbocharger

Model∶ GT22
Type∶ Yu Chai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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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 而rbocharger

型号 :sJ50FY         Model:sJ50FY
主机厂号 △5000-1118100A0EM∶ F5000-1118100A

应用发动机 :玉柴   Type∶ 汕 Chai

●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TB31
主机厂号 :GO200ˉ 1118020B

应用发动机 :玉柴

Name∶ Turbocharger

Model∶ TB31
C)EM∶ GO200-1118020B
Type∶ Yiu Chai

sIIll‖ P湘R ⅢGIⅢ ⅧU渊批栅 m.⒑ I‖G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1E
主机厂号 :430-1118010

应用发动机 :玉柴

Naltle:币urbocharger

Model∶ H1E
(I)EM ∶430-1118010
Type∶ 汕 Chai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WH1E
彐三机厂

^号
手:475D-1118010

应用发动机 :玉柴

Name:币urbochar9er
Model∶ WH1E
OEM∶ 475D)-1118010

Type∶ 汕 chai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TBP4
主机厂号 34000-1118010

应用发动机 :玉柴

NaITle∶ Turbocharger
Model∶ TBP4
(1)EM∶ B4000-1118010
Type∶ 响 Chai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TBP4
主机厂号 △3808-1118100A

应用发动机 :玉柴

●

,`lame∶ Tiurbocharger

Model∶ TBP4
0EM∶ J3808-1118100A
Type∶ Yu C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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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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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TB28
主机厂号 △575-1118100

应用发动机 :玉柴

Name∶ 币urbocharger
Model∶ TB28
(:)EM ∶ 1575-1118100
Type∶ Yiu Chai

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 而rbocharger

型·号 :GT25           Model∶ GT25

主机厂号 :E0401-1118100 0EM:E0401-1118100

应用发动机 :玉柴    Type∶ 汕 Chai

胍ll‖ P湘RE‖GIⅢ ⅧU渊⒕栅 mlDI‖G⑾”LID·

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而rbocharger

叁查焉旁:TB25           Model∶ TB25
主i凡厂

ˉ
￡昌̄ ∶ F30SA‘-1118100 0E`/I : F30SA-1118100

应用发动机 :玉柴4F  Type∶ 汕 Chai 4F

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 仙rbocharger

型 号̄ :sJ50FY          l√ lodel∶ sJ50FY

主三机

`ˉ

号̄ :F50JA-1118100 oEM∶ F50JA-1118100

应用发动机 :玉柴    Type∶ 汕 Chai

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 而rbocharger

型号 :TB25           Model∶ TB25
彐巨机厂

ˉ
巧吕̄ ∶F3000-1118100 0EM ∶ F3000-1118100

应用发动机 :玉柴4F  Type∶ 沟 Chai4F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sJ50FY
主机厂号 :F31∞-11181∞

应用发动机 :玉柴

Nalme∶ Turbocharger
Modeli sJ50FY
C)EM ∶ F31oo—1118100

Type∶ Yu Chai

r
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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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TB28
主机厂号 :4102BZ
应用发动机 :朝柴

Nalη e∶ 币urbocharger

Model∶ TB28
oEI√ l∶ 4102Bz
Type∶ Chaocai

Nalme∶Turbocharger

Model:TB28

Name∶ 币urbocharger
Model∶ HX35VV
C)EN/ ∶ 11181V16-010

Type∶ Fengshen

●

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 而rbocharger

型号 :TB28           Model∶ TB28
主机厂

^号
:4100zL10.10-1 (0EM∶ 4100ZL.10.10-1

应用发动机 :朝柴    Type∶ Chaocai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TB28
主机厂号 :4102QBZ
应用发动机 :云 内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X35VV
主.机厂

^号
∶̄1118BF20-Olo

应用发动机 :风神

Name∶ Turbocharger

Model∶ TB28
0EM∶ 4102QBz
Type∶ 汕 nnei

名称
型号

涡轮增压器
TB28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HX35W
主机厂号 △118V16-010

应用发动机 :风神

Namemurb。 charger

Model∶ HX35`/V
(∶)EM∶ 1118BF20-010
Type∶ Feng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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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s2B
应用发动机 :道依茨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s2B

主机厂号 △118010C57D

应用发动机 :道依茨

Narne∶ 币urbocharger

Model∶ s2B
Type∶ Dauiz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Ī S2B

应用发动机 :道依茨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TBP4
彐三机厂

^号
手:2674/\059

应用发动机 :帕金斯

Name∶ Turbocharger

Model∶ s2B
Type:Dauiz

Name∶ 币urbocharger
Model∶ TBP4
0EM∶ 2674A059
Type∶ PARKINs

sIIⅧ P涮RE‖GIⅢ ⅧU渊批 l‖ 1m.拙 I腮

Name∶ 币urbocharger
Model∶ VVs2B
C)E`/l∶ 1118010C57D
Type∶ Dauiz

名称 :涡轮增压器    Name∶ 而rbocharger

型号 :H1E        Model∶ H1E

应用发动机 :大宇200-5 Type∶ Daewoo 200-5

名称 :涡轮增压器
型·号 :TB25
E本凡

`^号

蚤:2874A150
应用发动机 :帕金斯

Name∶ 币urbocharger
Model∶ TB25
0EM∶ 2874A150
Type∶ PERKINs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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