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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施工多面手

A WIRTGEN GROUP COMPANY



03

蜂腰式结构的双钢
轮压路机

施工方式

对钢轮边缘具有无障碍
视野 – 得益于压路机的
蜂腰式结构！

在狭窄空间灵活压实
HD 30 – HD 35 小型双钢轮压路机名副其实，以其紧凑的外形
尺寸、强大的压实力和大离地间隙在施工中大显身手。它们能
适用任何工况，即使空间极其狭窄的区域，也能灵活施工，而
这主要得益于其紧凑型的设计。此外，压路机高度低，甚至可
以在净空高度极低的区域进行压实。选装的折叠式 ROPS 遮
阳篷使压路机尺寸更小，十分易于运输。



05

紧凑的机身，优秀的设计元素

除了出色的视觉理念，创新的蜂腰式结构使压路机拥
有更多的优势，例如舒适的座椅位置为机手提供了充
足的活动空间，座椅可前后滑动，同时也能在大机型
上左右滑动。即使座椅移至左右任意一侧时，机手也能
拥有宽敞的腿部空间和手臂操控空间。

机手座椅、转向柱、操纵杆和踏板通过机械式隔振结
构与压路机机架相连，显著降低了振动对驾驶员的影
响，而且即使长时间连续施工，仍然倍感舒适。加之 3 
点铰接机构有效隔振，使机手驾驶 HD 系列小型压路
机时拥有无与伦比的操作舒适性。

为机手提供最大
可能的宽敞空间

HD 系列小型压路机为每一位机手提供了轻
松活动的宽敞空间和理想的人性化工作环境。

驾驶舒适性                                             

在 机 械 隔 振 的 驾 驶 台 上
几乎 感觉不到 机 器 的 振 动
驾驶台十分宽敞，即使高个
子机手也能轻松活动。

中央吊装点同时也
可 以作 为 方 便 的
登车扶手。

在 HD 系列小型压路机中，很多机
型的座椅能从一侧移动至另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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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 30 – HD 35：钢轮 50 mm 的错
轮幅度确保机器非常易于操纵，尤
其是贴边压实作业。

压实性能

大离地间隙 – 整个系列的特点

得益于内置的错轮功能，所有的 HD 系列小型压路机
都具有极高的侧面离地间隙。此外，自重超过 2.5 t 的
压路机（HD 30 – HD 35）具有钢轮双侧悬挂结构。在
错轮模式下，前后钢轮可调节错开距离至 50 mm，便
于贴近墙壁、路缘石和其他建筑结构边线压实作业。

HD 系列小型压路机覆盖了多种机型和钢轮。包括含
两个振动轮的压路机（VV），含一个振动轮和一个振荡
轮的压路机（VO），以及组合式压路机（VT）和充气胶
轮压路机（TT）。

振动、振荡和组合式压路机

3 点铰接机构，高静线压力和大钢轮直径，
即使在狭窄区域，也能确保优异的压实质量。

HD 系列小型压路机具有瞩目的大直径钢轮，超越同
级别其它的机型，有效预防路面壅包或褶皱的形成，
确保了优异的压实质量。

HD 系列小型压路机的另一个出众特点是其超高的压
实力：振动压实过程中强劲的激振力远远超过同级别
竞争对手的机器。此外，所有的机型都具有超高的静线
荷载。

通过前后钢轮均匀的重量分布，3 点铰接机构使机器
拥有更多实用功能。例如出色的方向稳定性和整机稳
定性以及卓越的防侧翻能力。

结果：即使弯道处施工，也具有极高的安全性，并压实
出光滑、不易变形的沥青表面。

紧凑的机身，
超强的压实性能

沿路缘石压实作业时间，可提升的侧
板使机器拥有很高的侧面离地间隙。

压实技术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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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尽收眼底
钢轮边缘和施工工地尽在您掌控

HD 系列小型压路机的驾驶员对钢轮侧面边缘，机器前
后工作区域及两侧区域均具有理想的视野。如此完美的
视野主要源于优秀的设计理念：纵向布置发动机。由此
促成了流线型且为蜂腰式结构的发动机罩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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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的视野
流线型的前部车架和纵向布置的发动机确保了机手对钢轮边缘、
压路机周边和工作环境的理想视野。

  驾驶台扶手
功能二合一：驾驶台扶手也可作为中央吊装点，以便吊装转运压
路机（HD 30 – HD 35）。

  控制面板
无需语言说明的直观操控。可锁定的控制面板罩壳确保了压路机
安全无虞。

  行走操作杆
双行走操作杆便于在两侧操纵机器 。

  防滚翻装置
ROPS 防滚翻装置提供最可靠的安全性。折叠机构确保了机器最
大的灵活性。可选装折叠式遮阳篷。

  水箱和燃油箱
大容量水箱和燃油箱易于加注。

  操作台
隔振良好的操作台提供了最大的操作舒适度。机械式隔绝振动的
驾驶座椅、转向柱、操纵杆和踏板，显著降低了振动冲击。操作台上
配有杯座，12 V 插座，以及存储资料、钱包和其它个人用品的存储
空间。

  活动自由无碍
宽敞的驾驶台具有充足的腿部空间。驾驶座椅能够前后调节。在 
HD 30 - HD 35 机型上，座椅还可以横向移动，确保了对压路机侧
面的最佳视野。

  大直径钢轮
大直径钢轮有效降低了对材料的撕裂和推挤，确保了高质量压实。

  防侧倾风险
得益于巧妙的元件布置和三点铰接机构，机器重心极低，这赋予了
悍马小型压路机强大的抗侧倾能力。

  洒水系统
含自清洁水滤芯、加注口处滤芯和洒水系统前部滤芯的三级过滤
装置，能够在控制面板上直接控制。辅助水喷洒可以通过脚踏开关
控制。位于机器最低点的排放点能够彻底排空水箱。

技术亮点一览

理想的视野
蜂腰式结构和纵向布置的发动机确保了机手
对钢轮边缘、压路机周边和工作环境的完美
视野。

大直径钢轮
大直径钢轮有效降低了对材料的
撕裂和推挤，确保了高质量压实。

易于装卸和运输
使用中央吊装点和捆扎点，
可以快速、安全的装卸机器。

智能型洒水系统
三级过滤装置提供稳定的水源供应；
水 喷 洒 可 以 通 过 脚 踏 开 关 控 制 ；
轻松排空水箱。

紧凑的外形尺寸
压路机外形紧凑，即使在空间
狭窄的场地也能高质量压实。

  振动频率灵活可调
多级调速杆在发动机速度变化时，促进振动频率的改变。

  钢轮种类繁多
可选择两个振动轮（VV），一个振动轮和一个振荡轮（VO）或
用作组合式压路机（VT）。

  先进的发动机技术
久保田 3 缸水冷柴油发动机为机器提供强劲的动力。根据
不同的机型，发动机符合中国第三阶段排放标准，确保机器
低噪音、环境友好型施工。

  照明系统
ROPS 防滚翻支架上装有工作灯（选购），该工作灯采用 
LED 技术，明亮、持久。

  3 点铰接机构
有效的对驾驶过程中的颠簸冲击进行了缓冲，出色的方向稳
定性，转弯处良好的整机稳定性，高度防倾翻能力以及对压路
机前后钢轮重量的均衡分配。

  主电器柜
主电气柜与转向柱集成一体，维护保养快捷便利。

  切边/压边装置
可选装。切边/压边装置包括能够明显标识路径的轨迹指示器

（选装），能够安装在压路机的左侧或右侧，甚至同时安装在两
侧。HD 30 - HD 35 可选装该配置。

  错轮
自重超过 2.5 T 的压路机具有错轮功能，即使贴近路缘石、防
撞护栏和其他障碍物施工时，也具有灵活的机动能力。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得益于大型加注口和易于接
近的保养点，压路机的维护
保养能够非常简单且快速的
完成。

大型液压油加注方便
快速补充液压油。

检查并更换滤
芯易于反掌。

大开度发动机罩壳方便了
保养人员检测。

快速保养

HD 系列小型压路机拥有快速、便捷的服务性。发动机
和液压元件所有重要的保养点被妥善的安置在机器
的一侧。得益于大开度的发动机罩壳，所有保养均易
于识别和接近，无需任何辅助工具。

令人印象深刻的水系统管理

检查滤芯和排空水箱式水系统保养中最重要的任务。
悍马公司为这两种保养项目提供了智能型解决方案：
水箱排水口位于机器的最低点，驾驶座椅下方。仅需
简单的手动操作便能从机器最低点完全排空水箱。大
型自清洁水滤芯直接位于水箱盖后部，分秒之间便能
完成检查。

维护保养 – 简单快速

15服务

操纵 — 简单直观

行走 压实 洒水

控制单元显示

快速掌握 – 无需语言技巧

对于任何机手而言，悍马 HD 系列小型压路机的操作
仅需几分钟便可完全掌握。清晰明确的控制面板使得
操作如此直观明了。悍马公司使用明确的符号和颜色，
即使机手无任何语言技巧，也能很快掌握压路机的操
作原理，从一开始就能实现高质量压实。

也是理想的租赁设备

小型压路机经常被不同的驾驶员轮番操作，这也是
为什么在安全性及经济性方面，HD 系列小型压路机
的直观操纵如此重要。HD 系列小型压路机不仅外形
尺寸紧凑，施工效率高，而且十分易于操纵，深受设
备租赁公司的喜爱。



折叠式刮板

悍马公司充分考虑了所有施工状况，
并提供广泛的选择配置。每一个筑养路
公司都能根据自己的需求找到适用的
选择配置。

理想的边缘

切边/压边装置形成干净的道路边缘。它能够安装在机
器的左侧或右侧，甚至同时安装在机器两侧。压辊和
切轮有多种尺寸和直径可供选择。

折叠式刮板 

折叠式刮板清除刮板上的粘结物，而且能使用脚踏开
关将刮板展开。辅助护板确保洒水系统将水喷洒到钢
轮上部，防止喷洒到钢轮外侧。

快速装卸

悍马公司的精良设计确保了 HD 系列小型压路机方
便转运，可随时随地投入工作：多个固定点可以确保
压路机被安全可靠的固定在运输平板车上。在工地
上卸载压路机也非常轻松。3 t 以下重量的机型的独
有特征是，可以使用驾驶台登车扶手作为中央吊装
点。这也方便了机器被卸载至狭窄沟槽或建筑内进
行压实。

防止人为破坏

许多施工现场的夜间和假期安全保障尚未完善，因此，
悍马小型压路机配备了坚固、可上锁的控制面板罩壳，
有效避免了人为破坏。

17选择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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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折不扣的
压实性能
道路和园林景区最高的压实质量

HD 系列小型双钢轮压路机能轻松应对各种复杂地形地貌的挑战。在公路建设中，
他们能压实辅道，碎石、石屑等非粘结性材料面层，路床，以及所有的标准或特殊
的沥青材料。同时也是压实多孔性沥青混合材料极其理想的选择。即使在敏感的
环境下，振荡压路机也能高效的压实路面。

这个系列的压路机还特别适用于建筑施工压实，例如在大厅内部或多层停车场
压实。得益于其优异的爬坡能力，它们还胜任陡峭坡道的压实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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