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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机器，智能化技术。

2020 年，是中国鼠年的开端。庚子鼠年，五行属金，
因此也称为金鼠年。鼠代表着智慧。在维特根集团，
我们一直努力实现以下两个目标：制造坚固的钢铁
机器设备，以使得中国乃至其它国家的用户受益；
来自中德两国的工程师共同努力，使我们的技术更
加智能化。

本 期《 道 路 新闻》中，维特根 集团在技术实力与
创 新 能 力 方 面 再 一次 得 到 了 有 力 证 实！例 如 ， 
AutoPilot  2.0 帮助维特根  SP  15  侧铺式滑模摊铺机实
现无基准线混凝土滑模摊铺，施工变得更加简单和
高效。维特根持续研发和优化的冷再生工艺，为经济
性施工做出了巨大贡献，有效节约资源，循环利用率
高达  90%。

不仅如此，福格勒全新超级  3000-3i 的优异性能也让
您眼前一亮。这款旗舰机型能够毫不费力地摊铺宽
达  16 m 的道路。另一方面，在压实大坝时，即使面

对陡峭的斜坡，悍马压路机也无惧挑战，保证经济、
安全施工。与福格勒摊铺机强强联手，出色地完成
了  50 cm 大厚度水稳层（CTB）摊铺与压实作业。克
磊镘  PRO 系列破碎设备配套组合使用时，施工效率
也非常惊人！

我们希望您能喜欢第六期的维特根集团《道路新闻》 
（中国篇）。

预祝商祺

 
 

Ulrich Reichert 
总裁兼董事总经理 
维特根（中国）机械有限公司

Roland Schug 主编 ,  Simone Ellner,  Tim Xie |  外国语言管理：Sylvia Naumann,  Christine Gabelmann |  合作方：stodt GmbH –  Agentur fü r Design,  Content und 

Kommunikation,  komplus Projektgemeinschaft fü r Kommunikation und Gestaltung GmbH |  转载及编转文章及照片须经过维特根集团的事先同意。除非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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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路面使用性能
为了确保道路基础设施长期保持正常的功能特性，因
此需要对越来越多的道路进行结构性修复。高产量的
维特根  W 380 CR 冷再生机就是专为满足这些需求而
研发的。

WIRTGEN |  W 380 CR 履带式移动冷再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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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材料 
的充分利用

减少材料 
的废弃

减少运输车辆 
使用量

后出料式冷再生施工 

后出料式冷再生施工时，需要预先撒布水泥。维特根
冷再生机的铣刨和拌合转子用于粒化沥青路面。同
时，喷洒杆通过连接水罐车和乳化 /沥青罐车，将水

和乳化沥青或泡沫沥青喷入拌合仓，与预撒布的水
泥均匀拌合。福格勒摊铺机精确摊铺新的筑路材料
并预压实。然后使用悍马压路机进行终压。



90% 50%

减少人力资源 
投放量

减少粘结剂 
使用量

设备提供的产量数值可以视为最大可能
数值。能否在实际施工中实现最大产量

取决于施工现场的特定情况。

时间是关键

世界各地的道路修复工程需要满足同样的要求：
它们必须经济、高效、环保；最重要的是需要快速
竣工。毕竟，全球各地路网都出现了明显的老化迹
象。局部路面修复施工既不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
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冷再生工艺如今非常普
遍，而且，未来对这种工艺的需求还会持续增长。再
生面层和基层材料是这种工艺的前提。比如就地冷
再生工艺，根据路面损坏程度，沥青层被再生机在全
宽度范围内一次性整体或部分厚度再生，现场拌入
粘结剂，然后被立即摊铺。履带式冷再生机是再生
车队的核心机器。比如，新型  W 380 CR。它采用的
是下切工艺。这项工艺由冷再生领域的先锋  –  维特
根公司多年前研发，作业过程中铣刨和拌合同时进
行。该工艺已成为再生日常施工中非常重要的一种
方法。因为它可以选择性调整所处理材料的粒径，
尤其是对于老旧、破碎的薄沥青路面。

WIRTGEN |  W 380 CR 履带式移动冷再生机



简单的操作是维特根 
冷再生机的显著优势。

采用冷再生工艺修复的道路与采用传统工艺修复的
道路一样，也需要满足同样的耐久性要求。随着自
主研发的实验室设备的发展，在道路修复施工前，
维特根便能制定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修复解
决方案。因此，室内试验不仅可按照回收沥青路面
材料（RAP）的成分进行理想的配比设计，还可分析
再生料的质量和性能。此外，在修复项目启动前，还
可精确地明确泡沫沥青的发泡质量。

泡沫沥青混合料可以形成理想的结构层

冷再生施工，尤其是采用泡沫沥青进行的冷再生施
工，越来越受到公路建设部门和承包商的青睐。该
施工工艺是将泡沫沥青与现有筑路材料一起就地加
工。生成的新沥青混合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  BSM 沥
青稳定材料。最终压实完成后，路面便会在长期内
拥有超高的承载力。从长远角度来看，BSM 沥青稳
定材料还拥有另一大优势：拌入的泡沫沥青会在冷
再生层内选择性裹附，从而防止发生裂缝。作为路面
结构的一部分，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永久结构层为
最终的沥青面层铺设奠定了理想的基础，并且沥青
面层厚度可以更薄。

施工快、成本低

由于铣刨后的材料可以立即再生利用，材料移动又
非常精简，相较于传统的修复工艺，就地冷再生能
够更加快速地完成施工。整个用于修复施工的所
有机器均可在一条车道内施工。对于一条两车道道
路，一条车道在进行再生施工的同时，与施工车道相
邻的另一条车道则可以正常通车。在正常工作时间
以外，整条车道都可使用，因为新再生的路面，一旦
完成压实便可立即开放交通，暂时投入使用。

 耐
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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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集成式摊铺熨平板进行再生施工

维特根  W 240 CR 冷再生机也可配备福格勒  AB 375 T 液
压伸缩式熨平板。使用集成式摊铺熨平板进行再生
施工时，按照施工需求，首先由粘结剂撒布机预先撒
布水泥，其后紧跟水罐车和粘结剂罐车。W 240 CR 
的铣刨和拌合转子用于粒化沥青路面。喷洒杆将水

和乳化沥青或泡沫沥青喷入拌合仓，同时与预撒布
的水泥均匀拌合。通过收料皮带收取再生料并将其
输送到机器后方。然后布料搅龙将福格勒熨平板前
的材料均匀分布，按照规定的轮廓和标高，精确摊
铺路面材料。然后使用悍马压路机进行终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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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异的视野、便捷且符合 
人性化的设计

 >  创新的机器设计确保了
优异的视野

 >  拥有多达  7 个摄像头的
高质量摄像系统

 >  机器启动和改型简单、
快速，从而满足特定的
施工应用

强劲的性能

 >  柴油发动机性能强劲、 
扭矩大

 >  发动机噪音排放等级的
降低确保机器能够在市
中心采取  24 小时连续
施工 

 >  全履带驱动系统（ASC）
以及全浮动液压油缸确
保机器优异的牵引性能

简单的操控理念

 >  主控面板可以灵活安装
在左右两侧

 >  四个大型控制面板布置
清晰，便于地面工作人
员施工；车载诊断系统
用于方便、快速地进行
机器维护保养

 >  诸多新型自动化功能大
大简化了操作

 >  高精度的  LEVEL PRO 自
动化找平系统可以配备
不同形式的传感器

全球先进且高性能的  
冷再生机

机型 W 380 CR W 240 CR

发动机功率 708 kW / 963 hp

工作宽度 3,200 mm, 3,500 mm, 3,800 mm 2, 350 mm

工作宽度 0– 300 mm (冷再生应用)
0– 350 mm (铣刨应用)

排放标准 无  EC 标准  / US Ti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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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可靠的喷洒系统

 >  集成式喷洒系统用于喷洒水、乳化沥青和
泡沫沥青

 >  计量屏不仅保证机器顺利施工，还能监测
粘结剂的添加量

 >  创新发泡用水量监测装置用于生产泡沫 
沥青

 >  喷嘴具有自清洁装置，从而实现高效施工

高效的切削和拌合技术

 >  铣刨和拌合转子既可用
于再生施工，也可用于
前出料施工（铣刨）

 >  切削宽度多样化系统
可以让机器选配  3 种宽
度：3.2 m，3.5 m，3.8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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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15 摊铺“新泽西类防撞墙” 

维特根侧铺式滑模摊铺机，比如  SP 15，能够经济、高效地侧铺各种
轮廓的标准或特殊型整体混凝土结构物。在北镇至马泰路段，全长 
8 km，混凝土滑模摊铺机需要跨越预先绑扎并固定好的钢筋笼，摊铺
新泽西类结构物。其中摊铺厚高度  1.1 m，底座宽度  56. 6 cm，顶面宽
度  20 cm。传统的混凝土防撞墙摊铺方法需要铺设基准线。如今，维特
根  AutoPilot 2. 0 滑模摊铺自动导航系统无需基准线就能实现整体结构
物的摊铺。

AutoPilot 2.0 实现无基准线混凝土滑模摊铺

数字化技术让 
混凝土摊铺更加简单和高效

12 |



锦州  G 230 国道升级期间，中国政府制定了更加严格
的安全标准。那时，维特根  SP 15 型滑模摊铺机正在为 
G 230 国道铺设高稳定性防撞墙，将道路划改为双向两
车道通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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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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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施工成本，提高施工安全性

维特根新研发的  AutoPilot 2. 0 能够更经济、更精确
地为正铺和侧铺提供各种形状的结构物测量数据。
它是一种  3D 无线控制系统，广泛地应用于  SP 15 和 
SP 25 侧铺式滑模摊铺机上。无需使用基准线，就能
摊铺防撞栏、路缘石或交通环岛等结构物。而且，能
够对最宽达  3. 5 m 的路面进行摊铺。 

AutoPilot 2. 0 既可以使用现有数据模型，也可以在施
工现场直接创建数字数据模型。其优势在于不再需
要测量、放线和拆除基准线，消除了基准线对摊铺
机工作的阻碍。 

并且，可以使移动式搅拌机有更宽阔的操作空间，简
化了材料运输到滑模摊铺机的过程。因此，整个施工

过程更加高效、安全、经济。来自  Talley &  Armstrong 
公司的  Clay Armstrong 已经使用  AutoPilot 2.0 有一段
时间，并且表示非常满意：“我们首次采用无基准线
施工，显著节约了施工成本。”

AutoPilot 2.0 滑模摊铺自动导航系统包括集成于 
摊铺机中的计算机以及  Field Rover 测量杆连接的 
控制面板。安装在机器上的两个  GPS 接收器，与 
施工现场的  GPS 基准站进行通讯。

如果导入数据模型，需要进行全面检查以获得最佳
的摊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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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工作方式：如何运行

无论是哪种工作方式，用户都可简单直观地通过
控制面板上的软件，在施工现场计算出虚拟基 
准线。

1 |    用户将  3D 控制系统中的现有数据导入到机器
的控制面板中。

2 |    通过  Field Rover 测量杆，用户对要摊铺路径上
的各点进行测量。最重要的是，该软件能够根
据测量基准点设计出理想的摊铺路径，并生成
一条虚拟的基准线。比如摊铺过程中遇到进
水口、消防栓或路灯柱等已存在的障碍物，
用户可以根据施工需求对虚拟线进行调整。

Field Rover 现场数据采集系统直接对每一个结构物
进行检查，以确保数据正确。比如，已经存在的进水
口或消防栓等结构物。

机手通过控制面板上的图形工具就能直接修正错误
以补偿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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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上刀座  HT22 PLUS

长久的使用寿命

确保切削刀具拥有优异的稳定性和耐磨性是实现精确、高
效铣刨施工的关键因素。新型  HT22 PLUS 刀座顶部突起
导向环设计使刀座磨损最大可降低  25%。  因此，维特根 
W 215，W 205 与  W 195 施工更加经济。

刀座更换简单快捷，降低施工成本

更换已破损或磨损的刀头和刀座是为了降低施工成
本。维特根刀座系统可在施工现场直接快速更换。
刀座系统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焊接在铣刨鼓上的基
座（下刀座）和通过快拆紧固螺丝与基座连接的刀
座（上刀座）。

HT22 PLUS：更长的使用寿命，较少的停机时间

新型  HT22 PLUS 刀座的顶部增加了凸起导向环设
计。与新型  Generation A²  刀头垫片的凹陷的导向槽
相配合，可以使得刀头在工作过程中，起到“定心”
作用，旋转性能更好，明显提高刀座的使用寿命约 
25%  以上。更优异的铣刨后的路面质量以及延长的
更换间隔是新型  HT22 PLUS 的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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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福格勒紧凑型摊铺机对  210 个村进行道路加铺

狭窄工况，专业摊铺

江苏  |  江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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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每条道路都有多条车道，覆盖很长的距离，每天有成千上万的车辆通行。许多道
路只是简单地把一座座小村庄连接起来，然后蜿蜒地穿过它们而已。想要对当地这样
的道路进行加铺施工，并且还要在狭窄的工地上获得优异的摊铺效果，福格勒紧凑型
摊铺机灵活、高效，当仁不让，完全满足这类需求。在江苏省江宁区的道路翻修施工项
目中，超级  1100-3 摊铺机表现出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乡村道路的加铺：当施工区域狭窄但又要
达到优异的摊铺效果时，福格勒紧凑型摊
铺机便彰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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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村两天：  
使用超级  1100-3 摊铺机对  210 条道路进行加铺施工

在江苏省的这个人 居环境整治施 工项目中，一台
超级  1100-3 摊铺机尽显实力。在这里，这款紧凑型
摊铺机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对江宁区的  210 个村
进行道路加铺作业。一方面，工作宽度多变，而另一
方面，每个村庄的施工都必须在两天内完成，所以要
保持快节奏的施工进度。 

在这些村庄之一的畔山村，有一条混凝土道路需要
修复。当地政府决定在现有路面上加铺一层  6 cm 厚
的沥青表层。在这个施工项目中，超级  1100-3 的摊
铺宽度在  2.9 m 和  4. 2 m 之间，沥青摊铺总面积达 
3, 600 平方米。高达  4. 5 m/min 的高摊铺速度，对维
持快节奏的施工进度做出了重要贡献。超级  1100-3 
摊铺机装备的  74. 4 kW 的大功率柴油发动机，也起
到了很大作用。

统一且简单的操控系统， 
意味着你可以迅速地找 
到操作福格勒机器的方法。
摊铺机操作员  
南京西部路桥集团

和大型摊铺机上的一样：  
相同的操控理念

用户需要的是能够简单、安全操控的机器，福格勒
紧凑型摊铺机便是这样的设备。因为福格勒全系产
品都具有相同的操控方式。高端系列摊铺机均装
备了  ErgoPlus 3 人机交互智能增强型操控系统。超
级  1100-3 便是其中的一员。而经典系列摊铺机均装
备了  ErgoBasic 人机交互智能基本型操控系统。这两
个操控系统在结构上很相似，满足严格的人体工程
学要求，并让沥青工地始终都能得到可靠的管理。 

来自承包方南京西部路桥集团的一位摊铺机操作员
谈到：“你可以很快地找到操作福格勒机器的方法。
即使像我们这样，使用几种不同类型的摊铺机，你
也无需先去适应它。“除了超级  1100-3，该公司还使
用了大型摊铺机超级  1900-3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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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地掌控整个工地：福格勒人性化、 
直观的操控系统  ErgoPlus 3 实现了 
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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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窄区域摊铺：超级  1100-3 摊铺机能够在各种接
近限制的情况下施工，将体力劳动降到最低。

熨平板宽度控制开关真的 
是福格勒的一项绝妙创新。  
它使宽度调节变得简单、 
精准。
熨平板操作员 
南京西部路桥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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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铺宽度多变， 
始终如一的优异摊铺效果

当摊铺宽度频繁变化时，熨平板便显得尤为重要。
只有熨平板能够尽可能顺畅、快速地进行调节，才
能够实现在较高的摊铺速度下进行施工，并且达到
高品质的摊铺要求。这就使得熨平板边控面板上的
熨平板宽度控制开关成为一个绝对的亮点。它确保
用户对宽度进行可靠地调整，最重要的是能够精准
微调，与此同时，操作人员无需将视线从外侧摊铺边
缘处移开。“这真是福格勒的一项绝妙创新。它使我
们对熨平板的操作变得更加简单。这个熨平板宽度
控制开关，轻松实现紧贴障碍物例如：住宅墙的摊
铺作业。并且精确度高。”

配有宽度控制开关的熨平板边 
控面板：简单明了的熨平板宽度 
调节，使操作人员的工作更轻。

操作简单、性能卓越：  
福格勒  AB 340 V 液压伸缩式熨平板

AB 340 V 液压伸缩式熨平板，非常适用于福格勒紧
凑型摊铺机。它配有机械加长块，无级变宽范围从 
1. 8 m 到  3. 4 m，最大摊铺宽度达  4. 2 m。通过装备
减宽靴，最小摊铺宽度可达  0. 75 m，甚至可以填充
沟槽，经济且专业。

配有强大电加热系统的  AB 340 V 型熨平板，还是
一款典型的福格勒液压伸缩式熨平板。其现代化
的加热系统能够快速、均匀地将熨平板加热到工作
温度，确保优异的摊铺效果。福格勒还拥有稳定性
极好的单套管伸缩系统，该系统能够控制熨平板宽
度，精确到毫米。这个伸缩系统位于较高的位置，从
而避免了与摊铺料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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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超级  3000-3i 旗舰型摊铺机进行  16 m 道路摊铺作业

福格勒的前沿科技  —  名副其实

德国  |  慕 尼 黑

精准分配的动力与智能技术相结合： 
超级  3000-3i 不仅仅是强劲有力。 
福格勒为这款旗舰型摊铺机开发了 
许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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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宽度摊铺本身就是一项挑战。如果这项任务还要求摊铺出高品质的
沥青路面，以承受每天约  78,300 辆车的长期沉重的交通负荷，那么领
先的技术就是关键。早在修复慕尼黑附近的  A96 高速公路的一个路段
时，福格勒超级  3000-3i 就证明了它的不凡实力。福格勒的这款旗舰机
搭配  SB 350 机械加长式熨平板一起使用，进行  14 –16 m 的变宽度摊
铺，但这还不是它的最大摊铺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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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去除  A96 公路上一个路段的路面： 
在慕尼黑附近的这条高速公路上， 
超级  3000-3i 摊铺机每班摊铺沥青  

2, 500 t，使用一台福格勒材料转运车 
实现不间断供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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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接缝摊铺有质量保障

这项施工的具体任务是将两车道扩建成三车道。在
招标书中，南巴伐利亚高速公路管理局对沥青工程
有规定，即在这条全长  8.9 公里的施工路段上，新
旧车道必须实现无接缝摊铺。来自  Richard  Schulz 
T iefbau 股份有限公司施工机组中的福格勒全新
超级  3000-3i 摊铺机便大显身手，保质保量、圆满地
完成了任务。这家建筑公司位于巴伐利亚州纽堡，在
大宽度摊铺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在  Richard Schulz 
公司，他们相信这种无接缝摊铺方法比多幅“热对
热”摊铺更有质量保障。 

装备  SB 350 机械板，实现灵活摊铺， 
摊铺宽度可达  16 m

超级  2500 是这款全新的福格勒旗舰机型超级  3000-3i  
的两代前身。尽管这个摊铺队伍有使用超级  2500 摊
铺机的经验，但是对于超级  3000-3i 和  SB 350 机械
加长式熨平板的使用还是新手。新开发的超宽液压
伸缩式加长块，不仅提高了生产力，在所有创新中
也最为显著。使用熨平板宽度控制开关，熨平板单
侧的摊铺宽度可以液压伸缩  1. 25 m，即总调整范围
为  2. 5 m。 

然而，在  A96 高速工地，摊铺机和熨平板仍然没有
达到这款设备的最大负荷：两层  11 cm 厚的基层和 
8. 5 cm 厚的面层。 

虽然在  A96 高速路段的施工任务中，SB 350 没有
发挥它的全部潜力，但是项目仍给人留下了深刻印
象。此外，这款机械式熨平板还能摊铺厚达  50 cm 
的防冻层。

从始至终工地上顺畅的物流体系

在大型项目中，物流环节至关重要。A96 施工路段的
计划是，摊铺队伍每班摊铺  2500 吨沥青，同时最大
限度地减少交通中断。为此，Richard Schulz 公司按
照规定使用了一台福格勒  MT 3000-2i 双级皮带型材
料转运车，并整晚进行摊铺作业：这台材料转运车不
仅确保了混合料的快速卸载，而且每天下午四点开
始晚班，将卡车往返搅拌站和工地所需的时间从  70 
分钟减少至  40 分钟。就  Schulz 团队本身而言，他们
以大约  2–3 m/min 的速度进行路面摊铺。而使用福格
勒技术  —  超级  3000-3i 和  SB 350 —  能够轻松超越这
个数值，最大摊铺速度甚至可达  24 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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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demir 先生，你是一家中型建筑企业的高级项
目经理，贵公司经常承接涉及大宽度摊铺的施工项
目。那么大宽度 摊 铺究竟有哪些优势呢 ?

很显然，大宽度摊铺有助于提高路面质量。我们相
信无接缝摊铺比多幅的“热对热”摊铺更有优势。
因此，对于大宽度摊铺项目，我们总是尽可能地单
幅摊铺。摊铺宽度在  10 m及以上，是我和我的摊铺
团队的日常工作！

大宽度摊铺时的主要标准是什么？

它开始于工地的准备工作，这个环节十分重要。要
需要多少个搅拌站和多少辆卡车才能确保施工现
场的物流顺畅？你必须确保在规划部署阶段一切

顺利。A96 高速公路施工项目，我们决定从晚上工
作到次日清晨。这样，料车单次往返时间可以节省
30分钟。在工地上，最重要的事是保证整个施工路
面的表面精确度。这就需要装备稳定性较高的熨平
板。新型  SB 350 机械加长式熨平板就完全符合这样
的标准。 

我们发现液压伸缩式加长块特别灵活，摊铺宽度的
总调整范围是  2. 5 m。这对于我们这个施工项目来
说，可谓是很大的帮助。在一条施工路段，摊铺宽
度频频在  14–16 m 之间发生改变，使用这款全新的
福格勒熨平板，我们就能够连续摊铺而不需要任何
熨平板的再次拼装。但如果使用我们现有设备是无
法实现这点的。因此，我们节省了大量时间，当然，
不间断摊铺还提高了已摊铺路面的平整度，这点  在 
A96 施工项目中尤为突出。

这么庞大的一款机器 
竟能如此精准地进行摊铺，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Eyup Kandemir,  高级项目经理 
Richard Schulz Tiefbau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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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于机器技术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全新的
超级  3000-3i 摊铺机和新型  SB 350 机械加长式熨平
板是否令您印象深刻呢？

那是肯定的，而且我的团队也有同感。我们完全被
这款机器强大的性能震撼到了，这里我指的不仅仅
是发动机功率。当谈及材料输送时，超级  3000-3i 也
是完全精准的；整机底盘高度可以进行调整，确保
机器无论摊铺多厚的铺层，熨平板前面都拥有理想
的料位。与我们机组中最大的一款摊铺机超级  2500 
相比，超级  3000-3i 是里程碑式的标杆。我们的摊铺
机和熨平板操作员对这个“全新的驾驶环境”非常满
意，尤其是配备的直观的  ErgoPlus 3 操控系统和易于
使用的边控面板。多亏了它们，我们从一开始就能对
摊铺机全面掌控。 

这是一个无容置疑的亮点：当中途换人，操作员能够
快速熟悉机器，并集中精力于摊铺显得非常重要。
尤其是当你在进行大宽度摊铺的时候，微小的操作
错误都可能会对日程安排产生重大影响。我和我的
团队对这款新型超级  3000-3i 摊铺机真的是太满意
了。它绝对是一款超值摊铺设备！

这款全新 
超级  3000-3i  
还有更多功能！
我们将在下一期的道路新闻中介绍
这款全新福格勒旗舰机型的机器理
念和多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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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结构大坝的压实施工

悍马  322 –  
爬坡压实专家

悍马  322 单钢轮压路机具有独特的优势：动力强劲，爬
坡能力高达  50%，压实质量出众。这正是宁夏省西夏水
库建设工程所需要的。面对  35%  的坡度，悍马  322 单
钢轮压路机可以轻松应对，而且能够满足经济、高质量
的压实需求。

银川  |  西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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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马 322 单钢轮压路机配备的液
压驱动系统，确保即使大坝坡度
超过   35%，也能轻松压实。

高达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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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庞大：一旦水库  蓄水后， 
水坝承受的压力增大。因此， 

保证坝体的强劲压实至关重要。

银川市水库建设工程

2019 年，中国北部宁夏省银川市修建了一座巨大的水库  –  西夏水库。
它位于宁夏黄羊滩农场第一泄洪区内，是银川都市圈城乡西线供水工
程的一部分。该水库由三面围堤组成，最大库容  1820 万立方米，水域
面积大约  2 平方千米。

西夏水库主要是为新建的银川水厂和贺兰山水厂供水。一旦建成，它
将作为银川市三区两县的调蓄、沉沙水库。2020 年整体工程全线竣工
后，将惠及有  260 多万城乡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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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度、安全性与时间是最大的挑战

针对水坝建设工程，只有矿物骨料得到良好压实，
才能确保坝体承受住巨大的水压。否则，稍有不慎
就会造成坝体渗漏，威胁到周围居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 

在银川市工程中，大坝由来自现场的岩石、沙粒和粘
土混合而成。整个坝长  54 m，坡高  18 m，坡度达到 
35%。水库周长  5. 6 km，总压实面积约  302,400 m2。
这项施工任务非常具有挑战性。 

除压实质量，影响坝体安全性的因素还包括来自坝
体本身达  35%  的坡度。对工程机械设备来说，如此

大的坡度在施工过程中存在很大的安全风险，例如
容易出现溜车、滑坡等事故，很可能会对机手以及配
合施工的人员造成伤害。

因此，在经过多次试验，考察了解不同类型压路机的
性能后，宁夏众源通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选
择了车队中以高性能著称的悍马  322 单钢轮压路机
承担这一施工任务。这款压路机不仅性能优异，其
强劲的全液压驱动系统也确保了施工安全性。液压
系统的流量分配功能和带差速锁和高性能驱动桥，
杜绝了在坡道上溜车的现象，避免了由此带来的安
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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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勇智（维特根中国路面机械销售总监）， 
Jens Ruprecht（悍马应用工程师）， 
马忠勇（宁夏众源通工程机械设备租赁 
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渊（维特根中国销 
售经理）

强劲的驱动系统

此次坝体坡度达  35%，而半液压压路机施工的最大
坡度是  30%  左右，因此并不是理想之选。悍马  322 
单钢轮压路机是全液压驱动，动力强劲，这源于拥
有配备液压分流器的力士乐（ Rexroth）液压系统  – 
这是中国市场机型独有的特性。驱动系统通过自锁
差速锁保证了优异的爬坡能力，在软土路面上的爬
坡能力高达  50%。事实上，承包商与施工项目经理
在见证悍马  322 单钢轮压路机在斜坡上出色的压实
性能后，无不折服！

爬坡和压实毫不费力

悍马  322 压路机的施工效率和爬坡能力令承包商非
常满意。高施工效率要得益于动力强劲的发动机，
其额定功率  164 kW，使机器设备有着足够的动力储
备。即使在陡峭的斜坡上，也可以高效稳定地压实。
不仅如此，这款单钢轮压路机  62.4 kg/cm 的静线载
荷与  331 kN 的激振力同样让人印象深刻。 

这些优势使压路机具有超强的压实性能。压实坝基
斜坡时，1 台悍马  322 单钢轮压路机以  3 km/h 的压
实速度施工，每天工作  6 小时，两来回弱振，每日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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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实大坝：压路机机手轻松应对 
大坡度压实施工，毫不恐惧！

实面积可达  9, 000 m2。承包商采用了  2 台悍马  322 单
钢轮压路机配合此次施工，在短时间内保质保量地
完成坝体最终压实作业，可以说毫无压力。

经济高效

从施工经济性的角度，悍马  322 也获得了承包商的
高度认可。来自宁夏众源通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
公司的马忠勇总经理在施工现场表示：“悍马  322 

单钢轮压路机，从压实效率上，1 台可以抵得上  2 台
半液压单钢轮压路机同时施工。以  1 当  2，像人工成
本（机手工资）、燃油成本、机器折旧等都相当于减
半。因此总成本显著降低，经济效益更好。而且，维
特根中国和当地代理商也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服务
支持，让我们对此次工程更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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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马  300 系列土壤单钢轮压路机钢轮宽度  2,200 mm，满足中
国第三阶段排放标准，并配有许多专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制的
特殊配置。320 压路机（左图），322 P 压路机（右侧）。

悍马  300 系列压路机  
优势多多

与同级别机械相比，悍马  18 – 25 t 的单钢轮压路机拥有许多突出亮点。
该系列压路机包括  320，320 P,  322,  322 P 与  325 等5款机型，由来 
自中德两国的工程专家团队专门针对中国市场需求研发，均在维特根
（中国）廊坊工厂生产制造。这四款机型充分结合了悍马品牌的典型特
征，比如紧凑的机身设计，理想的视野，简单的操作以及优异的压实性
能。而且，关于废弃排放标准与磨损件的选择均满足中国市场，这一点
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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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马  300 系列单钢轮压路机：机型和重量

机型 钢轮类型 重量（kg）

320 光轮 20, 045

320 P 凸块轮 20, 565

机型 钢轮类型 重量（kg）

322 光轮 21,740

322 P 凸块轮 22, 260

325 光轮 24,730

322 单钢轮压路机压实陡峭斜坡

悍马  322 土壤单钢轮压路机配有带空调系统的驾驶
室，以及防护篷。其机手驾驶台布置合理，控制面板
操作简单，上面设有清晰的现代化显示屏和直观操
作的国际通用符号。这款单钢轮压路机标配发动机
转速显示屏和行走速度显示屏，同时可选装悍马压
实度指示器。

为了确保优异的压实性能，322 单钢轮压路机装备了
最新一代高效的东风康明斯 QSB 6.7 C220。其额定
功率为  164 kW，且油耗非常低。

创新的冷却系统  –  从发动机罩壳的后部吸入冷空
气。与以前的解决方案相比，优化了空气供应，提高
了动力单元的使用寿命，降低了噪音排放。

强劲的驱动系统源于标配力士乐液压系统   (Rexroth)
和液压分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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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  濮 阳

9.5 m 宽的水稳层（CTB）压实施工
由  3 台悍马压路机完成。它们均在
中国廊坊工厂生产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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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摊铺并压实  50 cm 大厚度水稳层

悍马  322 与  
福格勒超级  1880 L  
一展风采

在靠近黄河的河南省，两台悍马  322 单钢轮压路机吸睛无数。凭借优异
的压实性能，它们成功完成了  50 cm 大厚度的水稳层（CTB）压实作业。
这款单钢轮压路机由维特根（中国）廊坊工厂生产制造，是专为中国市场
研发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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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完成  36 cm 厚的 
水稳层摊铺作业

河南濮阳市清丰县马庄桥镇省道  S101 马庄桥段车流
量很大，长期承担较重的交通压力，造成路面出现拥
包、车辙、裂缝等严重病害，降低了行车舒适性和安
全性。为了改善当地交通状况，相关部门决定将省
道  S101 升级为国道  G342 工程，该路段也在整改之
列。马庄桥段施工路段全长  2. 5 公里，最终将变为双
向四车道。

按照修复项目工艺要求，先将原路面受损面层及 
36 cm 水稳层全部铣刨。然后重新铺筑新的水稳
结构层。松铺水 稳料  50  c m，实现压实 后水 稳 层 
36 cm。随后再覆盖一层新的磨耗层。

水稳层压实后总厚度  36 cm。通常这样的厚度，水稳
层施工会采取分层逐层摊铺压实的施工方法，单层
厚度只有  15 – 20 cm。分层摊铺的主要原因是可以控
制压实质量。但还面临着另一个施工挑战：工期。
由于项目工期紧，承包商考虑到施工效率和工程造
价，希望一次性完成  50 cm 厚的水稳层摊铺和压实。

在  50 cm 大厚度摊铺施工中令人
印象深刻：福格勒超级  1880 L 摊
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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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异的性能确保高施工效率和施工质量

与传统的分层铺筑方式相比，大厚度路面施工技术
具有很多优势。比如，保证路面的整体性，简化路
面施工工序、节省施工工期和建设费用等。尽管大
厚度摊铺水稳层施工步骤简单，但是对施工质量的
控制是难点之一。而且，基层平整度、水稳料级配、
含水量，摊铺和压实设备的性能也是影响施工质量
的因素。

项目承包商河南省光大路桥工程有限公司，选择了
维特根集团的路面设备。其中包括  2 台福格勒多功
能摊铺机超级  1880 L（配备  SB 300 HDT 机械加长式
熨平板）专门设计用于大厚度摊铺冷料。1 台悍马 
HD 138 双钢轮压路机和  2 台悍马  322 单钢轮压路
机用于压实施工。这  2 台超级  1880 L 摊铺机双机并
铺，摊铺宽度  9. 5 m，松铺水稳料  50 cm。之后，由悍
马压路机进行终压，实现压实后水稳层厚度  36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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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3 km/h 强振压实施工

濮阳市马庄桥段施工工地对压路机的压实效率要求
非常高。因此，承包商制定了一套详尽的压实解决
方案，以获得理想的压实效果。本次施工中，承包
商采用  1 台悍马  HD 138 双钢轮压路机进行初压，前
行方向静（初）压，后退方向开启强振，一个来回；
然后  2 台悍马  322 单钢轮压路机以  3 km/h 进行复
压，3 遍强振压实再加上  3 遍弱振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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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摊铺水稳层（CTB），压实后  
每层厚度大约  15 cm。

大厚度摊铺水稳层（CTB），压实后  
每层厚度  36 cm。

压实大厚度水稳层（CTB）

若能一次性完成大厚度水稳层的摊铺和压实，施工
更加简单和高效。实现这一结果有两个重要条件：  

30– 36 cm

液压驱动系统是关键

与机械式或半液压式单钢轮压路机相比，悍马单钢
轮压路机的液压驱动系统正是实现高压实性能的
重要因素。机械式或半液压式单钢轮压路机并不满
足  50 cm 大厚度水稳层（CTB）施工的压实需求。而 
22 t 级的  322，由于是全液压式压路机，它能确保整
机重量均匀分布。机器前部，比如钢轮部分重量分
配可以达到约  15  t。机械式或半液压式压路机必须

 > 摊铺机保证高产、高效。

 > 压路机能够深度压实，实现高压实性能。

为后轮分配更多的重量以确保牵引力。同样是  22 t 级
别，钢轮最多仅能到总重量的  50%，达到  11 t 已经是
极限了。也就是说，悍马全液压式单钢轮压路机拥有
更高的静线载荷。结合强劲的振动系统，压实效果
比同重量级别甚至更大吨位的机械式或半液压式压
路机要高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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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滑平整的路面

322 单钢轮压路机的另一个优势是它能形成光滑平
整的路面。由于压路机采用液压驱动，所以起停平
稳，避免了机械式或半液压式压路机在起步时，常
常出现的“刨坑”和停机时的“壅包”现象。

这款压路机还具有超强的压实性能，因此使得水稳
层的平整度和承载力都非常出色。这为其后沥青摊
铺的质量打下坚实基础。施工后对试验段进行了质
量检测，芯样结果非常令人满意，压实度完全满足
项目设计标准。

更重要的是，福格勒摊铺机，悍马压路机与悍马单
钢轮压路机共同施工，仅用  1 个多星期的时间，就帮
助河南省光大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实现了  50 cm 大厚
度水稳层摊铺和压实。摊铺后的路面承载力满足项
目要求，福格勒摊铺机与悍马压路机以事实说话，
其杰出的性能再一次让客户信服。

福格勒超级  1880 L 摊铺能力：1000 t/h

摊铺厚度达  50 cm 的基层需要极为强劲、耐用的摊
铺机才能实现。福格勒超级  1880 L 便是这样一款可
用于摊铺水稳和沥青的多功能摊铺机。其料斗容量
高达  15 t，这不仅能够快速的卸载料车。强大的输
料系统，还确保高产量以及连续的材料流动。这些
特性都使得这两台超级  1880 L 摊铺机在清丰县摊铺 
50 cm 大厚度水稳层（CTB）时更加得心应手。

这两台摊铺机都配备了  
SB 300 HDT 机械加长式熨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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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高效：超级  1880 L 摊铺机的亮点

 >  ErgoBasic 人机交互智能基本型操控系统的操控理念：摊铺机和熨
平板易于操纵；机手对整个机器和施工区域具有优异的视野；

 >  加强套包：刮板输料器通道及其驱动链的加强护板，以及改进的搅
龙叶片，有效地抵抗磨损。

 > SB 300 HDT 机械加长式熨平板：装备了加强套包和重型夯锤  —  摊
铺水稳层的理想选择  —  以及双回路熨平板电加热功能，用于热沥
青混合料摊铺时，快速预热熨平板底板。

 >  超长料斗和较低的喂料高度：  能够与中国市场上各种料车实现无
冲击对接，轻松将混合料卸于料斗内；

 >  额定功率：158 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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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  舞 钢

设备电气互锁，配套施工：克磊镘设备组合可自动调
节材料在设备间的输送速度。这样可以防止由过载引
起的材料堵塞，从而提高了能耗效率以及设备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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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 系列移动式破碎设备提高了效率：

“克磊镘设备 
帮我们节约了成本。”

在舞钢，克磊镘移动式破碎筛分设备组合充分展示
了它们 的 超 强 实 力。该设 备 组合 包 括 克 磊 镘  P R O 
系列的两款设备：MC  120  Z  PRO  颚式破碎设备和  
MCO  11  PRO  圆锥式破碎设备。MS 953 EVO 筛分
设备将破碎料筛分为四种尺寸的骨料。在河南省， 
河南宝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将这些材料用于多种用途，
例如：在筑养路建设中铺筑  CTB 水稳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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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磊镘  PRO 系列设备破碎产量超过  240 t/h

在舞钢，PRO 系列破碎设备已经过实践验证，它们
是要求严苛的采石场施工的理想选择。在那里，坚
固耐用的克磊镘设备为河南宝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的筑养路部门破碎岩石。严格来讲，该石料是玄武
岩，其大部分都将被进一步加工为由水泥或沥青粘
结的混合料。玄武岩是一种磨蚀性强的硬岩，在初
级破碎阶段可通过  MOBICAT 系列设备得到理想的
破碎。河南工地便是如此，一台  MC 120 Z PRO 移动
颚式破碎设备将岩石破碎并卸料堆放一侧或传送至
二级破碎设备。

硬质玄武岩的破碎专家:  
克磊镘移动颚式破碎设备

 > 玄武岩属于火山岩  —  一种极为坚硬耐用的岩
石。这种硬岩的密度为  3 t/m³，比花岗岩的密度
还要大，这使它成为筑养路建设的理想材料。
如果将海床包括在内的话，那它就是我们这个
星球上最常见的一种岩石。

 > MOBICAT 移动颚式破碎设备十分适用于在
初 级破碎 阶段 加工像玄 武 岩 这 样的 硬 岩。 
而  M O B I CO N E 系列设备则适用于二级破碎 
阶段。

在舞钢，两台智能连接的  PRO 系列破碎设备与
一台克磊镘  MS 953 EVO 筛分设备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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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新型克磊镘  MC 120 Z PRO 移动颚式
破碎设备，每小时产量可高达  650 吨。  

电气互锁施工提高破碎产量

新型  MC 120 Z PRO 堪称理想的合作伙伴：作为克
磊镘  PRO 系列产品的典型代表，与  MCO 11 PRO 
电 气 互 锁 ，配 套 使 用 时，能 够 优 化 破 碎 过 程 ，
并可监 测 到 组合 设 备 中 任 意一 台 设 备 的 过 载 情
况。一旦过载，自动的  CFS 连续喂料系统便暂时

减 少 喂 入 破 碎 腔 的 喂 料 量 ，直 到 破 碎 主 机 负 载
恢 复正常。这样可确保高度的机器完好率，因为
材 料 堵 塞 情 况 大 大 减 少，无 需 人 工 清 除 堵 塞 。  
“克磊镘设备让我们的工作变得十分轻松。”宝瑞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车明强称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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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试机后尽露欢颜：河南宝瑞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团队和维特根集团克磊镘 
中国团队密切配合，合作十分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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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破碎技术降低了油耗

“克磊镘设备破碎效果理想，并且比我们原来的要
高效得多。油耗低至  80 – 85 l/h，为我们节省了很多资
金。维特根集团设备的性能和品质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我对这些设备的投资十分认可和满意。”车明
强和他的团队每天工作  10 小时，每周工作  7 天，设
备产量可达  240 t/h。这便意味着一周可获得  16, 800 
吨高质量玄武岩。这些材料通过克磊镘  MS 953 EVO 
移动式筛分设备可被精准筛分为  0 – 6 mm 至  >  25 mm 
的四种粒径骨料。每台设备都有强大的动力储备：
当独立使用时，MC 120 Z PRO 颚式破碎设备每小时
产量可高达  650 吨。破碎料被卸至一旁或输送至下
游的  MCO 11 PRO 圆锥式破碎设备。该破碎设备的
产量可达  470 t/h。

低能耗的  PRO 系列 
破碎设备帮我们节省了 

大量资金。
宝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车明强

MS EVO、交机调试、SPECTIVE 操控系统

从一开始，在舞钢工地上大家展现的都是满意的笑
容，然而，这绝非偶然。“在交机过程中，维特根中
国的工程师们为我们讲解了许多重要事项。如何尽
可能经济地获得更多的高质量材料、如何维护保
养、使用挖掘机喂料时如何保持理想的材料流动。
对于此次的合作和他们贴近用户的理念，我表示由
衷地感谢。”车明强说道。

来自维特根集团克磊镘中国团队的  Kevin Guo 解释
道，设备本身设计就颇具用户友好性：“一旦交付，
克磊镘产品的一个重要优势便清晰显露：直观的 
SPECTIVE 控制系统，在当前一代设备均有配备。这
样可使用户在触摸屏的导向下进行操作，并且所有
功能一目了然，例如：故障诊断，设备出现任何问题
都能被快速解决。对于操作手而言，也更易于上手 
操作。”

在河南工地施工的  PRO 系列破碎设备的油耗低至 

在河南工地施工的  PRO 系列 
破碎设备的油耗低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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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磊镘  MC 120 Z PRO 移动颚式破碎设备 
完善了  PRO 产品系列：

强大的性能， 
高效的互联科技

高效地破碎大块岩石，精准地生产出 
具有规定粒径和粒形的产品:  节能高效：
克磊镘 PRO  系列产品性能表现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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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 系列产品  MC 120 Z PRO 移动颚式破碎设备，与 
MCO 11 PRO 圆锥式破碎设备理想互补。因为这两款
实力强劲的履带式破碎设备都实现了动力系统的优化设
计。凭借无懈可击的坚固设计，并将  PRO 系列产品所有
的先进技术集于一身，这些设备十分适合于持续而稳定
的采石场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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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驱动系统:  高产量、高效率

生产过程经济：PRO 系列移动式破碎设备装备高
效、强劲的柴油机  —  电驱动，同时，破碎主机和所
有输料皮带机均为电驱动。这样可带来诸多益处，
例如：通常要求液压驱动的液压油管路被消除，这
就意味着液压油需求量得到降低，并且延长了换油
周期。相较于传统驱动，该系统更环保、更经济。

其驱动理念使克磊镘  PRO 系列设备从一开机便节
能省油，降低成本。可用于全电驱动的选配外部动
力电，具有更高经济性。这一模式进一步降低了能
源成本，并减少了废气和噪音的排放。

直观的  SPECTIVE 控制系统：便于操控的技术

关注用户：PRO 系列设备全部通过配备易于操作的 
SPECTIVE 控制系统的触摸屏进行操控。所有重要信
息均一目了然，所有部件和功能均可从地面被方便
地控制。

得益于其发光强度及高对比度，12”防尘触摸屏上的信息
可始终被轻松地读取。初始界面上会显示整台设备的示意
图以及所有可调节的功能。

MOBICAT MC 120 Z PRO 移动颚式破碎设备在初级
破碎阶段可获得超高产量

推荐用途

 > 加工天然石料（例如：石灰石、花岗岩、玄武岩）

 > 矿山应用

 > 再生（例如：瓦砾、混凝土、钢筋混凝土）

 > 连续施工：可与  MOBICONE MCO 11 PRO 及 
MOBISCREEN 筛分设备配套使用

亮点

 > 柴油机  —  电驱动系统

 > 可选外部动力电（选配）

 > 双层独立预筛分机  (3.5 m2)

 > 自动出口开度调节

 > CFS 连续喂料系统可实现连续喂料

 > 破碎机振动卸料槽（选配）

 > 破碎机堵塞清理系统（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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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 油 机  —  电 驱 动 系 统 工 作 原 理

A  |  高效而强劲的柴油机  —  电驱动确保更低油耗： 
破碎主机和输料皮带均为电驱动。

B  |  外部动力电可确保更加经济的采石场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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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性和安全性：  
系统研发过程中始终得到充分考虑

用户友好性的优势在维护保养方面尤为突出。设备
部件越容易接近，维护保养工作就能越快速的完
成。因此，克磊镘  PRO 系列设备在发动机舱外部装
备了大型铰链式护板，可以方便地接近发动机舱。
设备甚至能够从地面加油  —  对于  MC 120 Z PRO，则
需要借助选配的加油泵加油。

对于  PRO 系列设备的安全性，克磊镘也丝毫不懈
怠。例如：安全阀的使用。如遇到停机或故障时，它
们可确保每个液压油缸都停留在其当前的位置，从
而保护机手和设备。

电气互锁： 
顺畅的破碎施工

珠联璧合：MC 120 Z PRO 移动颚式破碎设备和同系
列的  MCO 11 PRO 移动圆锥式破碎设备在产量、尺
寸以及材料流动理念方面均可理想匹配。这便意味
着  PRO 系列的设备能够通过电气互锁这一选配功能
智能连接，配套使用。它能够自动优化设备间的破碎
过程，确保材料始终以最高效率进行输送。

上游设备主卸料皮带机处装备的探测器可监测下游
设备的料位。如果达到设定料位，喂料量将暂时减
少，以避免设备喂料过量。CFS 连续喂料系统可确
保每台设备理想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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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的维护保养：大型铰链式护板，可确保所有  PRO 系列
设备都具有理想的接近性。

LED 照明灯使  PRO 系列设备更具用户友好性。选配的高级
照明系统能够为相关设备部件提供更优异的照明效果。

亮点

 > 大容量喂料装置，装备方便的滑动机构

 > CFS 连续喂料系统可实现连续喂料

 > “释铁系统”和“跳锥探测系统”可防止过载情况
的发生，为设备提供可靠的保护

 > 自动出口开度调节

 > 柴油机  —  电驱动系统

 > 可选外部动力电（选配）

MOBICONE MCO 11 PRO 圆锥式破碎设备  
确保在二级破碎阶段获得更高效率以及质量优异的成品

推荐用途

 >  二级和三级破碎

 >  中高硬度、磨蚀性天然石料

 >  矿山应用

 >  完整施工流程：可与  MOBICAT MC 120 Z PRO 颚式
破碎设备和  MOBISCREEN 筛分设备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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