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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机型

超级 1603
轮胎式摊铺机

最大摊铺宽度 6.8 m
最大摊铺能力 600 t/h
运输宽度 2.5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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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固，强劲，易于操作

超级 1603

超级 1603

作为福格勒经典系列机型中的一款全新摊铺机——
超级 1603，其基本配置非常实用。这款机器最显著
的特征便是它的 ErgoBasic 人机交互智能基本型操
控系统。该系统是在久经考验的 ErgoPlus 3 人机
交互智能增强型操控系统的基础上研发的，且专门针
对经典系列机器用户的需求量身打造。同 ErgoPlus 3
一样，ErgoBasic 控制面板的设计也同样清晰，所有
功能可以实现快速掌握和安全的操作。与之匹配的
Niveltronic Basic 自动纵横坡控制系统也是一样。
操作简单、安全，确保获得优异的摊铺效果。
这款轮式摊铺机的其他组件，比如驱动、
底盘、
刮板输
料器和搅龙，都和高配机型是一模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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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超级 1603 摊铺机也是由强劲的柴油发动机提
供驱动力，并且能够轻松地应对各种大中型摊铺项目，
全面展示福格勒顶级摊铺质量。
配备夯锤和振动器的 AB 480 液压伸缩式熨平板，确
保足够的预压实。得益于其坚固的伸缩系统，该熨平
板可以在 2.55 到 4.8 m 的范围内进行液压伸缩，且
操作简单、快捷。通过机械加长块，超级 1603 配备
的熨平板可以液压伸缩到 6.8 m 的最大摊铺宽度。
福格勒摊铺机专注于其核心功能，因此，能够为客户
提供十分高的性价比。
当使用久经考验的技术实现高
质量传统摊铺项目时，这款机器便是理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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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超级 1603
机器亮点

 备额定功率 116kW
装
的发动机，强劲、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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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柴油发动机，实
现经济高效的驱动理念。

理想的输料系统，
确保更高的摊铺
质量。

中心转向功能中的转向
制动，确保更小的转弯半
径。

装配创新、易于掌握的

装备全新、易于使用的

智能基本型操控系统，
实现简单操作。

动纵横坡控制系统。

ErgoBasic 人机交互

Niveltronic Basic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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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维护保养理念，
完全满足车间及维护
保养人员的实际操作
需要。

装备 AB 480 TV 型
液压伸缩式熨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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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理念

驱动理念—高效能、低消耗

福格勒现代化的驱动理念，理想地适应于
这款超级 1603 多功能摊铺机的各种施
工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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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款通用型摊铺机在日常施工中极为灵活，
即使在最大负荷时，依然提供强劲的驱动力。

低输入、高输出 — 所有驱动部件，从柴油发动机
到液压系统，均以最高效率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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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驱动理念

装配强劲的柴油发动机，为福格勒摊铺机提供
驱动力。这款四缸柴油发动机 2,000 rpm 时功
率达 116 kW。省油的 ECO 经济模式能够满足
多数工况的需要，在 ECO 模式下，超级 1603 的
功率为 106 kW。此外，当转速达每分钟 1,700 时，
机器的噪音进一步降低。

大型冷却系统使动力单元保持最大的输出。与创

SUPER驱动理念
1603-3i

超级 1603 的动力总成有三大主要部件：其现
代化、液体冷却的柴油发动机，直接连接在发动
机上的分动箱以及大型冷却系统。

新的空气流动路径一起，使温度保持在理想的状
态下，大大地延长了发动机和液压油的使用寿命。
另外一个优点就是，机器在世界各地的任何气候
条件下，都能够轻松地工作。
所有液压泵直接连接于齿轮箱上。液压泵和阀块
位于中央，这使得维护保养易于接近和操作。用于
熨平板加热的强劲发电机，通过分动箱直接驱动，
免维护。

液压油

冷却液

进气

大型冷却系统由三部分组成。
它使发动机冷却液、发动机进气和液压油保持在合适的温度下，
实现理想的冷却效果。
强劲的发动机，每分钟 2,000 转时功
率达 116 kW。

ECO 模式（106 kW / 1,700 rpm）
，

足以满足多数工况的需要。它不仅降
低了施工成本，而且实现了超静音施工。
强劲的风冷发电机配直接驱动，
确保快速、均匀地加热熨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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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性

 	行走速度达 20 km/h，快速自行转场——
这是超级 1603 的一个显著特点。当选择
“道路行走”模式时，所有摊铺功能自动
关闭。
 	最大化的功率转化，源自独立液压驱动的
两个后轮（全轮驱动为选择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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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理念

超级 1603 轮胎式摊铺机具有高摊铺性能
及转场机动灵活性。这是靠每个驱动轮分
别由单独液压驱动单元实现的，它们保证
了在摊铺状态下足够的牵引力。

 	即使在道路崎岖的工况下，开启驱动辅助也能够保
证理想的驱动效果。
 	仅 3.5 m 极小的转弯半径（外侧）
，确保机器在狭窄
区域施工时，方便、快捷的操作。整机长度较短，即
使在狭窄区域施工，也能够将对操作的需求降到最
低。
 	前轮装在前悬架上。 即使在不平整的路基上进行
施工，它们也能够确保轮胎的永久接地性。

外侧转弯半径：

6.7 m (没有“中心转向”功能)

中心转向功能增强了机器的灵活性：当开启
该功能时，后侧内圈轮胎自动液压减速。
外侧转弯半径：

3.5 m（配有“中心转向”功能）

www.voegele.info

这使外侧转弯半径减小到仅 3.5 m，便于转
场操作和摊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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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料系统

理想的输料系统，
确保更高的摊铺质量

持续的材料流动是连续、高质量摊铺的关键，因此，
我们在设计摊铺机时，特别重视材料的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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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款摊铺机装备高性能液压系统。这些液压组件为
材料输送系统提供精准驱动，因此，该液压系统确保
熨平板前部始终具有理想的料位。

大而坚固的料斗容量达13吨。得益于喂料高度低和
宽大的料斗侧壁，摊铺机的喂料过程变得更加快速、
简单。

www.voegele.info

 别是大型摆动式推辊，使得料车可以方便、无冲击
特
卸料于料斗内，即使在弯道摊铺时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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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铺材料的理想输送及分配，
实现更高的摊铺质量
源自理想的布料，超级 1603 在任何工况下，

正如所有福格勒摊铺机一样，超级 1603 的接料，
干净、安全、快速。

均能够确保熨平板前面具有合适的料位。

1
 3 吨的料斗设计宽大，能够始终储存
足够的材料。对于诸如桥面下摊铺等
困难区域的施工，不存在任何问题。

料斗较低，侧壁更宽并在前部装有结实
的橡胶板，使卸料更加容易。

 别是大型摆动式推辊，使得料车可以
特
方便、无冲击卸料于料斗内，即使在弯
道摊铺时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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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cm

超级 1603 的搅龙高度机械式无级调节，幅度达
15 厘米。这确保了它们能够在整个摊铺宽度上
按照需要的层厚进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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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侧刮板及搅龙，均为强劲的液压独立驱动，

输料系统

大型料斗、易于供料

保证了高达 600 t/h 的产量。

	刮板输料器及搅龙，均为比例控制并得到持
续监视。从而，始终确保熨平板前面具有所
需要的料位。

	大直径搅龙叶片（400 mm）
，即使大宽度摊
铺时，也具有理想的布料效果。
	尺寸易于调节的搅龙通道，确保了厚层摊铺
时理想的材料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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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goBasic

新一代 ErgoBasic
人机交互智能基本
型操控系统

新一代 ErgoBasic 人机交互智能基本型操控系统，
是由久经考验的 ErgoPlus 操作系统发展来的，是专
为满足福格勒经典系列摊铺机用户的需求量身定制的。
研发这个操控系统的目的，是使超级 1603 摊铺机的
操作也能像“-3”系列摊铺机上的 ErgoPlus 3 系统一
样，快速、准确、直观。
福格勒是一家为所有型号摊铺机提供标准操控理念
的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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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goBasic

ErgoBasic
机手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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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手完全掌控摊铺机”
www.voegele.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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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goBasic 机手控制面板
有限的功能元件，不需要显示屏。所有设置的状态
都按比例立刻显示在相关功能的 LED 指示灯旁。

ErgoBasic

驾驶台囊括一切：ErgoBasic 机手控制面板布置
清晰，所有元件均按功能逻辑排列，简单、
实用。使
用的所有控制元件和标识与 ErgoPlus 机手控制
面板上的完全一致。

LED 指示灯还会显示搅龙和压实系统的设定速度

以及燃油箱的油位。

中心转向

用于道路行走的照明系统

在“转场”和“摊铺”模式下，简单地按下按钮，中心转向功能中的转向制动便
被开启。
开启后，当转向时，后侧内轮的速度自动液压减速，这使转弯半径减
小到最低。

作为一个标准特征，所有福格勒轮式摊铺机都装备了一个全欧洲认可的、便于
在公路上行走的照明系统。这些按钮用于指示方向，警示灯、
近光灯和远光灯，
清晰地分布在摊铺机机手控制面板上。

功能元件和状态指示灯

压实效果

功能元件和状态指示灯是指机手能够始终全面掌控机器。比如，他可以直接读
取油箱油位，判断是否存在任何功能性故障。

压实系统的速度可以在机手控制面板上直接设置。0 到 100% 的 LED 条指示
夯锤和振动器的设定速度，允许它们按要求立刻进行调节。

选择摊铺机运转模式

无负荷运转

所有的关键摊铺元件和机器功能元件都可以通过 ErgoBasic 机手控制面板上
独立的按键直接控制。只需按下按键，摊铺机便可以在以下模式之间相互转换：
“摊铺”、
“就位”、
“空档”和“行走”。
并由 LED 灯指示所选模式。转场时，记忆功
能储存下所有摊铺功能的最后设置。
也就是说，当摊铺机转场后，重新开始摊铺
时，这些摊铺数据便立刻自动恢复。

无负荷运转，是为了预热各部分工作装置或清洁刮板输料器、搅龙及夯锤。

夜间的安全施工

搅龙速度

光线暗淡时，机手控制面板自动背景照明，这使得机手在夜间施工
也很安全。

“自动模式”下，未连接超声波传感器，使用“+”和“-”两个按键，使搅龙的最大速
度能够适应摊铺宽度。
设定值按百分比显示在 LED 条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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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goBasic 熨平板边控面板

它的按键按照功能逻辑排列。坚固的设计，能够
很好的抵挡恶劣工况。

操作简单明了，可在短时间内实现直观的学习和
掌握，尤其是使用的这些标识早已在 ErgoPlus 操
作系统上得到了充分证实。ErgoBasic 熨平板边
控面板，能够实现快速、轻松地设置所有摊铺相
关的功能元件。它可以直接接入材料处理系统和
搅龙超声波传感器。

熨平板所有的主要摊铺功能都可以通
过两个便携式熨平板边控面板进行控
制。
易于理解的自解释性中性语言标识，
使机器的操作更加简单、直观。

ErgoBasic

简单、安全地操作熨平板的所有功能，对高质量
的路面摊铺非常重要。
这也正是我们专为全新的
经典系列摊铺机操控系统研发 ErgoBasic 熨平
板边控面板的原因。

1 // 设定: 刮板（自动/手动）
2 // 喇叭

3 // 设定：搅龙（自动/手动）
4 // 熨平板浮动 开/关

5 // 熨平板宽度控制，单侧
6 // 熨平板仰角油缸调节

2

1

4
3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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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veltronic Basic 熨平板边控面板
边控面板可以精确控制纵横坡。
清晰的标识使机器的操作更加
简单、直观。

Niveltronic Basic 边控面板可以根据不同

的施工需要，与各种类型的传感器连接，从
机械式传感器 到非接触式超声波传感器。这
个自动纵横坡控制系统 能够同时与两个纵
坡传感器和一个横坡传感器相连，并且自动
检测使用的传感器类型。

ErgoBasic

福格勒还研发了一个与 ErgoBasic 人机交
互智能基本型操控系统相匹配的自动纵横
坡控制系统：Niveltronic Basic。
它与机器
的控制系统完全集为一体，因此，特别适用
于这款摊铺机。Niveltronic Basic 的另一
个主要优点是它十分简单、直观的操作，这
使得即使没有什么经验的机手也能够轻松
学习并掌握。这款熨平板边控面板为经典
系列摊铺机的施工创造了理想的条件，保证
了摊铺的平整度。
熨平板两侧各有一个独立
紧凑、十分坚固的 Niveltronic Basic 熨平
板边控面板，

各种不同的参照物，如：
地面、
钢丝绳或者横坡，
都可以在这款边控面板上轻松设置。

1 // 与指定值的偏差

2 // N
 iveltronic Basic 开/关
3 // 设定：传感器灵敏度

4 // 选择：找平基准（地面，钢丝绳，
横坡）
5 // 快速设定

6 // 设定：设定值调整
7 // 传感器校正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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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goBasic
1.

3. 

5.

7. 

2.

4.

6.

8.

ErgoBasic 驾驶台

1. 舒适的驾驶台，为机手相对于摊铺机的料斗、
导向标识或熨平板等关键区域，提供了无障
碍视野。它使机手能够容易地监控到摊铺机
的喂料情况，例如从驾驶座椅处观察。

2. 舒适的操作

摊铺机的机手控制面板可以在驾驶台的全宽
度上轻松移动，使机手不论坐在机器的哪一侧，
都能以舒适的位置方便操控。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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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驾驶台囊括一切

流线形的驾驶台布置合理，机手得以充分享
受专业驾驶环境所带来的舒适感。控制面
板带防护盖，有效防止人为损坏。

4. 硬
 顶驾驶蓬提供理想保护
现代化的、玻璃纤维加强的聚酯材料硬顶
驾驶蓬，为机手提供理想的保护。该驾驶
蓬可轻松折叠起来，使摊铺机快速处于运
输状态。

5. 经济、服务友好型设计

机手能够方便的接近机器上的所有保养点。
所有连接在分动齿轮箱上的液压泵，布置清
晰，易于接近，为机手提供了最为便捷的条件。
坚固的元件高度耐磨，不仅延长了使用寿命，
而且将停机时间降到最短。

6. 安全、舒适的登机通道

熨平板踏板和舒适的中间登机通道，确保机
手安全、便捷地通往驾驶台。

www.voegele.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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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简单、安全地操作熨平板的所有功能
ErgoBasic 熨平板边控面板，能够实
现快速、轻松地设置所有摊铺相关的
功能元件。

8. 易于使用的纵横坡控制系统

 平板两侧各有一个独立紧凑、十分
熨
坚固的 Niveltronic Basic 熨平板边
控面板。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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熨平板

AB 480 TV
液压伸缩式熨平板

当摊铺宽度改变或者要求更为优质的摊铺质量时，福格勒
AB 480 液压伸缩式熨平板是理想的选择。使用坚固、精确
的单套管伸缩系统，摊铺宽度可以在 2.55 m 到 4.8 m 之
间液压调节，实现快速、简单的操控。
通过机械加长块，超级 1603 配备的熨平板可以液压伸缩

到 6.8 m 的最大摊铺宽度。

所有压实元件和平滑的熨平板元件均为电加热。熨平板通
过电加热迅速达到工作温度。

30
| VÖGELE
SUPER 1803-3i | universal class
30
通用机型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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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 1603

熨平板

超级 1603 熨平板配置
AB 480 TV

摊铺宽度
无级变宽范围从 2.55 m 到 4.8 m
	可通过装备机械加长块，使最大摊铺宽度达

6.8 m (2 x 75 cm + 2 x 25 cm)

压实系统
装备夯锤和振动器的 AB 480 TV 型熨平板

配置的最大摊铺宽度

AB 480 TV

2,550 mm
4,800 mm
6,800 mm

32 | 通用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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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 1603

一览图

数据

尺寸单位：mm

3730

2980

2020

150

15,6°

动力总成

发动机
制造商
型号
功率
（按DIN标准）
ECO 模式
排放标准
燃油箱容积

4 缸液体冷却柴油发动机
康明斯
QSB4.5-C155

116kW/2,000 rpm
106kW/1,700rpm
EC Stage IIIA, US Tier 3
215 L

14°
2140

2127

4757

2550

6037

3265

底盘

前轮
轮胎型式
轮胎尺寸
后轮
轮胎尺寸
行走驱动
标准配置
选择配置
速度
摊铺
行走
外侧转弯半径

4 个，装在前悬架上 (摆动轴)
实心橡胶轮胎

540/300 – 390mm
2 个充气轮胎，无内胎
14.00 R 25

每侧轮胎独立液压驱动
2 个后轮 (6x2)
2 个后轮加 2 个前轮驱动 (6x4)
无级变速，最大 18m/min.
无级变速，最大 20km/h
最小 3.5 m（配有“中心转向”功能）

料斗

料斗容量
宽度
接料高度
推辊
位置

注：

AB = 液压伸缩式熨平板

34 | | 通用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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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龙及输料器
输料器

2 个，可短时反转，刮板可更换

驱动

两侧输料器独立液压驱动

		

最高达 34 m/min

速度
搅龙
		

直径

驱动
速度

无级变速（手动或自动）
，

2 个，可反转，叶片可更换
搅龙可反转

400 mm

两侧搅龙独立液压驱动
无级变速，最高达 84 rpm

		

（手动或自动）

		
润滑系统
		

（最低位置时，叶片距地面 10 cm）
电驱动黄油泵中央润滑系统，
自动润滑

搅龙高度

机械式无级调节，幅度 15 cm

熨平板

AB 480

		
		
		
摊铺厚度
熨平板加热
电源
尺寸（运输）及重量
长度

AB 480 TV
重量

AB 480 TV

基本宽度
无级变宽范围
最大宽度

熨平板型式

最大 30 cm
熨平板电加热
三相交流发电机

2.55 m
2.55 m 到 4.8 m
6.8 m
TV

主机加熨平板

6.04 m

主机加熨平板
摊铺宽度到 4.8 m

17,000 kg

13 t
3,265 mm
594 mm（料斗底部）

摆动式
能够前移 75 mm 或 150 mm

保留技术改进的权利！

TV = 装备夯锤和振动器

www.voegele.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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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IRTGEN GROUP COMPANY

您的福格勒二维码将
直接带领您进入我们
网站的超级 1603 摊
铺机部分。

®

ErgoPlus、InLine Pave、NAVITRONIC、NAVITRONIC Basic、NAVITRONIC Plus、NIVELTRONIC、NIVELTRONIC Plus、RoadScan、SprayJet、VÖGELE、VÖGELE PowerFeeder、PaveDock、
PaveDock Assistant、AutoSet、AutoSet Plus、AutoSet Basic、ErgoBasic 及 VÖGELE-EcoPlus 是位于德国路德维希港的福格勒公司的公共注册商标。
PCC是位于德国路德维希港的福格勒公司的
德国注册商标。ERGOPLUS、NAVITRONIC Plus、NAVITRONIC BASIC、NIVELTRONIC Plus、SprayJet、VISION、VÖGELE 、VÖGELE  PowerFeeder、PaveDock、PaveDock Assistant、AutoSet、
AutoSet Plus、AutoSet Basic 和 VÖGELE-EcoPlus，是位于德国路德维希港的福格勒公司在美国专利和商标局注册的商标。
不能依据本样本中的资料或图片进行索赔。
图片中可能包含选择配置。
我们保
留技术改进及设计变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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