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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式摊铺机 超级 1803-3(i)
通用机型

技术参数

超级 1803-3(i)

技术亮点
> �最大摊铺宽度�8 m 
>  最大摊铺能力�700 t/h
>  运输宽度�2.55 m 

> 发动机功率: 129 kW / 2,000 rpm



技术参数 超级 1803-3i 超级 1803-3

动力总成
发动机
> 类型 6�缸液体冷却柴油发动机
> 制造商 Cummins

> 型号 B6.7-C173 QSB6.7-C170

功率
> 额定功率 129 kW/2,000 rpm 127 kW/2,000 rpm

> ECO�模式 129 kW/1,700 rpm 116 kW/1,700 rpm

排放信息
>�尾气排放标准 NR4  EC Stage IIIA, US Tier 3

> 尾气排放后处理 柴油氧化催化剂（DOC）,�柴油微粒过滤器（DPF）,  
选择性催化还原（SCR）

>��声功率级 LWA = 108 dB(A)
(2000/14/EG, EN ISO 3744; EN 500-6)

>��在机手操作台上的声压级 LPA ≤ 85 dB(A) 
(EN ISO 11201; EN 500-6)  

燃油箱容积 215 L

底盘
前轮
> 类型 4�个，装在前悬架上（摆动轴）
>�轮胎型式 实心轮胎
>�轮胎尺寸 540/300 - 390 mm

后轮
> 类型 2�个充气轮胎，无内胎
>�轮胎尺寸��� 14.00 R 25

行走驱动
> 类型 每侧轮胎独立液压驱动
>�标准配置 2�个后轮加�2�个前轮驱动
>�选择配置 2�个后轮加�4�个前轮（全轮驱动）
速度
>�摊铺 无级变速，最大�18 m/min

>�行走 无级变速，最大�20 km/h

外侧转弯半径
> 类型 3.5 m�(配有中心转向功能)�
料斗
料斗容量 13 t

宽度 3,265 mm

接料高度 590 mm (料斗底部)

推辊
> 标配 摆动式，与料斗壁一起折叠

位置 能够前移�75 mm�或�150 mm

超级 1803-3(i) – 强劲的轮胎式摊铺机

超级�1803-3(i)�摊铺机是福格勒摊铺机系列中最大的轮式 
机型，具有坚固、可靠的输料系统、达 8 m�的大摊铺宽度、 
优异的机动性及易于自行运输等显著特点。

独立液压驱动的后轮和两个前轮（全轮驱动为选择配置）， 
确保最大化的功率转化。

超级�1803-3(i)  |  技术参数 / 技术说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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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龙及输料器
输料器
>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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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 无级变速（手动或自动），最高达 34 m/min

搅龙
> 类型 2个，可反转，叶片可更换
>�直径 400 mm

>�驱动 两侧搅龙独立液压驱动
>�速度 无级变速（手动或自动），最高达�84 rpm

>�高度 液压式无级调节，幅度�15 cm，最低位置叶片距地面�10 cm

润滑系统 电驱动黄油泵中央润滑系统
熨平板选择 AB 500 AB 600

基本宽度 2.55 m�到 5 m 3 m�到 6 m

最大宽度 8 m (TV, TP1) 8 m (TV)

熨平板型式 TV, TP1 TV

摊铺厚度 最大 30 cm
熨平板加热
> 类型 熨平板电加热
> 电源 三相交流发电机
尺寸（运输）及重量
长度
> 类型 主机加熨平板
> AB 500/600 TV: 6.04 m / TP1: 6.17 m

重量
> 类型 主机加熨平板
> AB 500 TV 最大摊铺宽度�5 m�时: 18,500 kg / 最大摊铺宽度�8 m�时: 21,050 kg

注: DOC = 柴油机氧化催化剂, DPF = 柴油机微粒过滤器, SCR = 选择性催化还原, AB�=�液压伸缩式熨平板, TV�=�装备夯锤和振动器,  
TP1 = 装备夯锤和一个压力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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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列表节选自供货范围的一个摘要。�  标准配置           选择配置
标准配置和选择配置，可能会因销售区域的不同，而有不同。

我们保留技术改进及设计变动的权利。�图片中可能包含选择配置。 © JOSEPH VÖGELE AG 2022 No. 3090267 CN-11/22 – V3

配置 超级 1803-3i 超级 1803-3

>�简单、人性化的�ErgoPlus 3 操控系统
>�带雨刷器的挡风玻璃
> 2�个舒适的驾驶座椅
> 2�个符合人机工程学设计的加热座椅
>�夜间使用的�LED�气球照明灯
>�强劲的油冷发电机
> VÖGELE EcoPlus�节能减排套包
>�喂料助手信息交流系统
>�液压料斗前翻板
>�容量达�13 t�的大型料斗
>�控制搅龙的超声波传感器
> Niveltronic Plus�自动纵横坡控制系统
>�通风系统
>�智能转场模式
>�中心转向功能中的转向制动
> WITOS FleetView�远程信息系统
>�加强版�WITOS�摊铺流程管理解决方案
> WITOS�摊铺文档和摊铺数据记录系统
> VÖGELE�路面扫描沥青温度测量系列

超级 1803-3(i) 亮点
>�强大、经济的驱动理念，确保机器在任何天气条件下，都能够全负荷运行。
> VÖGELE EcoPlus�节能减排套包，大大地降低了油耗和噪音等级。
>�中心转向功能，使外侧转弯半径减小到仅�3.5 m。
>�大型料斗容量达�13 t�，确保了理想的喂料。
>�喂料助手，简化了输料过程中的信息交流。
> ErgoPlus 3 配有许多方便、自动化功能。
>�智能转场模式中的转场功能，便于摊铺机在工地上快速、安全的转场，而摊铺程序，则用于储存不同的摊铺程序。
> Niveltronic Plus 集成式系统，适用于纵横坡自动控制。
>�提供各式传感器，灵活应用于各类施工。
>�这款轮式摊铺机用途广泛，摊铺宽度可达 8 m。
>�装备�AB 500�和�AB 600�液压伸缩式熨平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