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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新冠病毒疫情对安迈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无疑对您

的业务也一样。

安迈集团的运转一切正常，但是业务却在放缓——这是

在全球经济突然停顿时可以预见的。

我们的许多客户被迫暂时中断业务，而那些继续战斗的

客户，不得不面对新的安全要求造成的高昂成本和订单

被取消等后果。疫情肆虐，几乎让全世界的每个企业和

每个人深受其扰。

不过，仍然有一些非常好的消息。市场已经证明其韧性比我预期的更强大。 

我们认为，全球经济将在今年年底或最迟在明年中期恢复。

否极泰来之前，我们需要应对什么样的挑战呢？

它越来越取决于您所处的地方。不同国家受到疫情的影响有很大的差异。 

无论您身在何地，都要接受COVID-19将与我们共存一段时间的现实。

世事不会因我们的意志而变化。因此，我们必须认清形势，尽力而为。 

在安迈，我们有两个优先事项。

首先是健康——包括我们的员工、经销商、合作伙伴，当然还有我们的客户

的健康。

为了保护员工，我们提供了灵活的工作选择，以及合适的生产和办公空间。

这是明智之举，对公司的业务也有好处。员工的身体健康，确保我们可以不

受阻碍地继续生产，并且不间断地为客户供应配件。这意味着健康的安迈技术

人员可以在必要时前往现场，并在拜访期间确保客户的安全。

其次，我们正在利用数字化及其他技术来保证客户服务支持。虚拟搅拌站访

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生产现场，客户只需要戴上虚拟现实设备和安全帽，

安迈技术支持团队就可以实时查看客户之所见。在价值方面，虚拟工作与现场

访问几乎相同。

未来，我们承诺保持警惕，保护我们的员工和客户的健康——不管他们在瑞

士，还是在全球的其他地方。

安迈感谢您的支持，并期待共赴更美好的未来。

Hans-Christian Schneider 

CEO, Ammann Group

期待更美好的未来



AMMANN.COM 3

作为道路和市政工程承包商，Karsten 

Stirnberg经常在德国萨尔州摊铺人行道和自

行车道。直到最近所有人都坚信，在如此狭窄

的宽度上铺设路面，使用机器是不值得的。

在完成最新的翻修工程后，基于安

迈 AFW 150-2小型摊铺机的性能，企业家

Karsten Stirnberg改变了想法。

摊铺机在门登的一次修复工作中经受了考

验--这对企业来说是一项常规任务。一条老化

的管道需要紧急更换，这对经验丰富、演练有

素的Stirnberg团队来说并不难。该公司每年

都会进行几次类似的项目，其中很多是在门登

和周边地区。

这条破旧的管道位于只有80厘米宽的人行

道下，夹在路边和前院之间，穿过门登的一条

住宅街。

斯特恩伯格说：“我们一直采用人工铺设这

么窄的狭窄道路。” 起初他不愿打破常规，

不建议在如此小的摊铺宽度下使用摊铺机。他

说：“这太贵了，太复杂了。”

但是经过进一步考虑，斯特恩伯格决定给这

台机器一个机会。

迷你摊铺机开始试用

来自邻近城镇伊塞尔隆的Anton Kreitz & 

W.H股份有限公司为该项目提供了AFW 150-2

迷你摊铺机的试用机会。这家工程机械经销

商还提供了现场指导，并帮助培训了斯特恩

伯格公司的员工在现场正确操作摊铺机。 

Kreitz＆Ostermann公司从头到尾为摊铺机

提供支持，并提供了一些实用技巧，可帮助AFW 

150-2达到最佳效果。

“小巧的尺寸和独特的性能数据引起了我

对机器的兴趣，” 斯特恩伯格说。安迈的AFW 

150-2是周围最紧凑的摊铺机之一。 它只有

2.9米，高1.64米，宽少于88厘米。它是市场上

唯一可以轻松实现项目所需摊铺宽度80厘米的

摊铺机，而且无需任何其他设备即可完成。安

迈小型机器甚至可以在不需进行设备调整的情

况下以25厘米的狭窄宽度铺装。这台摊铺机的

摊铺速度很快，工作速度可高达每分钟10米。

AFW 150-2连续两次沿着300米长，80厘米宽

的人行道进行了摊铺作业。在第一道工序中，

机器铺设了6厘米厚的基层。接下来是4厘米的

面层铺设。这台紧凑的摊铺机能够轻松处理厚

度达10厘米的路面。

AFW 150-2提高工作效率

借助AFW 150-2，该项目的完成速度比预期

的要快。“仅四个小时，安装工作就完成了，”

斯特恩伯格说，“我很激动。”

斯特恩伯格说，人工摊铺至少需要八个小

时，并且需要更多的人手。最终的摊铺质量也

充分证明了这台小型摊铺机的性能。 

在门登工地上的人行道还未冷却时，斯特

恩伯格就做出了决定：他和他的员工决定无论

多么狭窄，再也不会用人工摊铺沥青路面了。 

测试后，斯特恩伯格被摊铺机摊铺的优势所征

服。快速的工作速度，高摊铺质量和无缝的工

艺带来了显着的效率。

因为这些益处，斯特恩伯格决定不将测试机

退还给经销商Kreitz＆Ostermann，他买下了

这台摊铺机，并打算将这台摊铺机用于更多的

施工项目。

小型摊铺机的性能使承包商 
重新考虑手工摊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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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迈的AFW 150-2小型摊铺机可快速完成80cm宽，6cm厚的基层摊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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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瑞士N2高速公路需要一种非常规的创

新方法。

N2高速公路连接着瑞士南部边境基亚索和北

方重镇巴塞尔。在著名的圣哥达隧道以南，一

条长达10公里的四车道路段正在进行全面整

修，将于2022年完成。该项目的总成本为2.5亿

瑞士法郎（2.36亿欧元）。

现有的路基由当初开挖圣哥达隧道时产生

的材料组成。其中的细颗粒含量超过8％，因

此抗冻性差。此外，现有的沥青路面结构需要

加固，方能应对如今的重载交通。该项目的所

有者和建设者瑞士联邦公路局（Astra）十分

重视可持续性，希望可以在现场加工旧料，然

后将它们重新用于新的沥青混合料中。

材料的使用和运输是项目规划期间的关键

考虑因素。

巨量材料和运距

规划人员计算出重建N2段所需的材料数量

如下：

• 55,000吨碎石

• 施工现场的119,000吨再生沥青

• 从其他建筑工地回收的21,000吨沥青

• 256,000吨沥青，用于铺设

材料的使用和运输是项目规划期间的关键考

虑因素。规划人员经过计算，发现重建这条N2

路段所需的沥青、集料与回收料（包括项目施

工现场和其他工地的）等材料将需要运料卡车

跑25000趟。

海量的材料，加上一台必需的高性能再生沥

青搅拌站，使问题变得更加棘手——最近的一

台再生沥青搅拌站在70km之外，如果运料卡车

在搅拌站和工地之间穿梭，总行程相当于绕地

球中心跑50圈。

距离并不是唯一的挑战。卡车必须通过高

速公路或州级公路前往工作地点，每种方式

都有问题，高速公路的车流量非常大，即使没

有施工，也会经常发生交通堵塞，尤其是在夏

季。因此，搅拌车的通行无法保证，周期也无

法计算。

使用州道也有其自身的问题。这条公路穿

过狭窄的Leventina山谷中的村庄，而25,000

辆卡车的行程将产生噪音，拥堵和安全等问

题——更不用说损坏道路了。

现场解决方案

由于这些原因，建设方在高速公路旁边准备

了一个区域，用于沥青的制备和生产。该区域

里面有一台旧料破碎机，一台沥青搅拌站和一

台洗石机。

此外，还修建了一个通往高速公路的临时出

入口，从而通往施工现场，以减少运输路线。

整个建筑项目开始了招标工作，包括这些临

时设施。其条件是要满足沥青路面所需的再生

百分比。 此外，这些搅拌站只能从该特定地

点为N2项目生产混合料。 完成后，必须拆除

搅拌站，并将场地恢复到初始状态。

瑞士高速公路最大限度实 
现了现场再生

安迈ABP HRT沥青搅拌站将在项目现场生产总计25万吨沥青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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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P HRT

特点&优势：
• RAP高比例添加使得设备收

益更高 
• 回收滚筒最大程度优化了料

流，并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 可添加各种添加剂，如泡沫沥

青，颜料和费旧耗材
• 可定制化范围广
• 降噪降尘

技术规格:
生产能力: 
240-400 t/h
搅拌缸尺寸: 
4-6 t
热骨料仓: 
65-300 t
成品料仓: 
200-1000 t
控制系统: 
as1
回收系统: 
RAC / RAH 50 / RAH 60 / 
RAH 100

新路段结构

新的沥青路面结构由以下几层和所需的再生

材料百分比组成：

• 3厘米SDA 8-12（半开级配沥青混合料），含

0％再生沥青料

• 8厘米AC B 22 H（粘接层），含50％再生沥

青料

•  8厘米AC T 22 H（基层），含50％精加工

沥青料

•   11厘米AC F 22（沥青粘合料基层），含 

90％的精加工沥青料

• 在33厘米的防冻层上有5厘米厚的封层

确定了各个再生路面的目标沥青用量，以及

沥青的添加量

• AC B和T 22 H：PmB 45 / 80-65，添加沥

青PmB 90 / 150-85

• AC F 22：B 30-55，添加沥青330/430

• 而且在所有情况下，不添加活性剂

该项目总共需要生产约25万吨沥青混合料，

将由一台安迈ABP 240 HRT独当大任。事实

证明在不添加再生剂和没有质量损失的情况

下，它依然可以添加几乎100%的RAP生产沥青

混合料。

项目启动

生产基地建于2018年春季，并于8月开始安

装沥青搅拌站。4个月后，这台ABP 240 HRT沥

青搅拌站已经准备就绪。在测试路面获得批

准后，它从2019年5月开始为项目供应沥青混

合料。

第一次摊铺成果

2019年，高速公路中部路段约80%的路面铺

设完毕。第一批工作表明，各层质量良好。在对

现有沥青层进行铣刨，以及随后对铣刨后的材

料进行碾压时，必须进行调整，以确保再生沥

青的颗粒曲线不会过细。

此外，要添加到AC B层和H层之间的粘接层

的质量也非常重要，需要引起极大关注。 这

种聚合物改性沥青粘结层的渗透率不得有太

大变化，也不得低于90 1/10 mm的下限值。

2020年，在南北方向的两条车道和坚硬的路

肩上开始进行摊铺作业。 到2021年，翻修工

作将朝南北方向进行，以便在年底之前完成翻

修工作。 第二年将进行收尾工作，例如安装

隔音屏障等。

现场混合料生产

安迈ABP HRT沥青搅拌站的后缀HRT代表“

高回收技术”，表明这款紧凑型搅拌站非常适

合利用高比例RAP生产沥青混合料。将拌缸直

接安装在再生滚筒下方，可以优化料流过程，

极大地降低再生系统的磨损和粘结。在RAH100

系统中，集料和沥青被间接地均匀加热，从而

防止沥青由于温度过高而老化，使RAP的添加

比例达到100％成为可能。

该搅拌站能够按照含水量要求每小时生产

240-310吨的沥青混合料。骨料分别储存在15

立方米的料斗中。两个料仓（120立方米和60

立方米）可实现自动喂料，而另一个（55立方

米）则储存熟石灰。四个沥青罐可容纳80立方

米，搅拌在一台4吨的搅拌机中进行，装料仓在

4个仓中可容纳300吨。

安迈通过其经销商Avesco，还为该建筑项目

供应了ARP95枢轴转向双钢轮压路机和ART280

轮胎压路机。

Hans-Peter Beyeler Eurobitume 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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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ARS单钢轮压路机 
发现障碍物和潜在故障

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省的海伦塔尔斯镇，De 

Cnodder公司正在寻找一款有强大压实输出的

压路机，同时这台压路机必须具备适应各种项

目的强大机动性。这家公司主要从事住宅、工

业和商业项目的场地压实作业。 

由于对动力和机动性的需求，De Cnodder选

择了安迈 ARS 70单钢轮压路机。这款压路机

具有较短的轴距和铰接，可将内转弯半径减少

到2580 mm，此外，该设备较低的重心可提供出

色的稳定性。

各种可用的频率使ARS70的压实精确而快速。

无论是在静压还是振动模式下，压路机都保持

平衡。即使在敏感区域，也可以实现均匀的能

量分配并达到准确的压实效果。

在进行新场地施工时，工作人员通常摊铺20

厘米厚的碎石，然后用这台压路机进行五遍压

实。压实结果得以证明这台压路机完全满足新

项目和现有项目的工作要求。

驾驶室采用了人机工程学原理，配置了一整

块挡风玻璃，以及可调节和可旋转的座椅。报

告显示这台压路机视野出众，使操作员在狭窄

的现场操作更高效安全。

De Cnodder公司各种操作水平的的操作手都

发现ARS 70很容易操作。从进入驾驶室开始，

通过位于中央的入口/出口台阶确保安全。上车

后，可通过位于方向盘上的多功能显示屏查看

所有监控功能和诊断结果。自动装载/卸载功

能即使是不熟练的操作员也能轻松使用。

公司老板Michel Coveliers先生指出：我们

也很感谢ACEforce，它帮助我们监控压实进度。

该系统可帮助我们确定工作何时完成，以及是

否该进入工作现场的另一个区域，ACEforce还

能指出压实区域中可能存在的薄弱点。

“在住房项目时，压实层下面有很多障碍

物--污水、工程网络、旧的回填沟等。这意味

着我们需要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压实，有了

ARS 70，我们可以利用多种频率，这样做及

时降低了燃料和人工成本，同时也提高了质

量。”

敞开式发动机罩提供了通向发动机舱的绝

佳通道，包括尾气处理系统。 所有日常维护

点都很容易到达，包括发动机机油尺，燃油加

注点和所有滤清器， 无需任何工具即可直接

保养和更换，所有滤芯和放油口均集中布置，

大多数油品仅需要每2,000小时更换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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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优势
• 最佳的压实能力
• 无后轴概念-使用特殊的低重心设 

计，提高了机器的稳定性，机动性和现
场安全性

• 高移动性的操作杆，可直接调整速度
• 连接处简单，无需很多维护
• 保养维护时不需要工具
• ACEforce压实计量系统

技术规格:
操作重量:  
6490 kg

最大重量:  
8400 kg

钢轮宽度:  
1680 mm

发动机:  
Kubota V3307-CR-TE5 – 55.4 kW (75 HP)

EU Stage V / U.S. EPA Tier 4f

 

空滤、油滤和DPF滤芯的状态以及所有重要

的诊断值都会显示在操作台的显示屏上。

De Cnodder公司还使用了安迈平板夯产品，

包括APF 20/50单向振动平板夯、APR3020和

APR 4920双向振动平板夯。这些平板夯以其

高生产率、易操作，爬坡能力和易于维护而

著称。

ARS70单钢轮压路机的直观特性，意味着即使经验不足的操作手也可

以在一个小时内迅速上手

AMMANN.COM 7



8 安迈集团客户杂志

 

 

安迈ABA UniBatch沥青搅拌站凭借先进的

生产技术，帮助一家俄国公司通过降低高品质

沥青混合料的生产成本以及缩短成品料的运

输距离，获得更多客户的青睐。

Tiger Mix位于俄国东南部的Vladivostok，

在2016年成立时只是一家生产水泥混凝土的公

司。自近期购买了一台安迈ABA UniBatch搅拌

站后，开始生产沥青混合料。

Tiger公司选择安迈搅拌站的原因之一，是它

具有使用多种燃料的能力，这使其在燃料价格

波动时可以选择低价燃料。此特性最终将帮助

Tiger公司吸引更多新客户，并通过降低成品料

的价格来留住老客户。

可以减少噪音和烟尘的安迈搅拌站环

保系统，也让Tiger公司受益匪浅——ABA 

UniBatch可建于居民区和城市中心区域，从而

缩短成品料的运输距离。这将极大地降低运

料卡车的燃油消耗，以及卡车和驾驶人员的

数量。

该搅拌站还可以安装可使用高含量的再生

沥青（RAP）的组件。 Tiger Mix公司认为将

来需要增加使用RAP材料，因此该公司决定购

买一家可以在将来轻松添加这些功能的搅拌

站。

该搅拌站在2019年9月开始运营。从决定

进入沥青市场到生产出第一批成品料，对于

Tiger公司而言是一次快速的业务转变

Tiger公司总经理Ilya Nemaltsyn说：“我们

扩大生产和购买沥青搅拌站的想法是在不到

一年前产生的。搅拌站的建设周期很短，从最

初设想到选择供应商、再到最后调试，大约经

历八个月的时间。”

Nemaltsyn坦陈该搅拌站的燃料多样性极大

地影响了他们的购买决定。他说：“该搅拌站

的独特之处是可以选择天然气、石油和柴油三

种燃料。”

安迈沥青混凝土搅拌站 
帮助俄罗斯企业吸引客户

燃料选项和“绿色”功能将混合料成本降至最低

Tiger Mix公司总经理Ilya Nemaltsyn（左）之所以选择安迈 ABA UniBatch沥青搅拌站，部分原因是

它可使用多种燃料，这使该公司能够在价格波动时还有其它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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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 UNIBATCH

特点&优势
• 生产能力：100 t/h to 340 t/h
• 最大化定制能力，高性能，高收益
• 全球通用，主塔模块，方便运输
• 技术先进，久经市场考验
• 可加添加剂，如：颜料，纤维和安迈发泡沥青
• 可选配很多选项
• 未来可添加新功能和新技术的设计理念

技术规格：:
生产能力: 100-340 t/h
搅拌缸尺寸: 1.7-4.3 t
热骨料仓: 29-40 t
成品料仓: 2仓40或30t 
控制系统: as1
回收系统: RAC / RAH 50 / RAH 60

 

燃油的多样性不仅能更好地控制燃油成本，

对于一些规格的沥青混合料，某些燃料有更

好的使用效果。“ 多样的燃料选择可实现

沥青混合料生产的灵活性，并且满足环保要

求，”Nemaltsyn说。

该搅拌站的生产能力为210 t/h，可以加入

多种规格的集料和沥青，并且符合国际质量

标准。

安迈远东地区区域经理Oleg Avakin说：“ 

该型号搅拌站应用了很多创新技术。所有安迈

设备均以高端的设计理念、可靠性、节能和环

保著称。”

该搅拌站配备安迈as1全自动控制系统，它使

用直观的人机交互式界面，帮助操作人员对生

产过程进行跟踪，在控制室里完成沥青混合

料的生产和卸料。

Avakin说：“as1控制系统还支持用户与安迈

集团瑞士总部的技术支持中心连线，该中心可

以对位于全球各地的安迈搅拌站控制系统进

行监控，并提供售后和在线技术支持。无论日

与夜，用户都可以得到安迈及时的技术支持，

这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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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苏黎世的L. Gasser＆Co AG土木工程

公司专门从事小型建筑项目，因此在压实任务

上对平板夯的依赖程度很大。该公司之前面临

的主要工作挑战是这些平板夯的维护问题，这

些机器是由安迈的竞争对手提供，需要大量的

维修，这就增加了拥有成本，并且经常在需要

时无法使用。

最近，L. Gasser公司，第三代家族企业转而

使用安迈APH 65/85静液压振动平板夯，在确

保压实效果的同时，可以减少维护次数。在该

公司的项目中，压路机往往太大，无法使用，工

地上通常需要平板夯，因为平板夯能事先快速

压实地面，并具备良好的压实效果，且更适用

于较小型的工地。

L. Gasser将安迈压实机用于苏黎世 “Im 

Wiesenbeetli “的翻新项目，以了解它与竞

争机型的优劣势。在一周前就已经准备好了

底层，安迈机器在压实表层的碎石方面表现

出色。几天后，施工人员利用APH压实了一条

新建筑群的供水沟渠，APH在深2米、宽1米的

狭小沟槽中表现出色。该平板夯首先压实了一

层1米深的填充材料，然后再放置一米厚的材

料，APH压实这层材料，封闭沟槽。

狭窄的宽度只有平板夯才能进入沟槽，但压

实如此深的地层却需要很大的力量。APH65/85

是此类作业现场的最佳选择，得益于独特的三

轴激振器系统，该平板夯在同尺寸中具有最佳

的压实性能。该机性能优异，动力充沛，能迅

速达到压实目标。该压实机的工作宽度为700

毫米（27.6英寸），配有标准的加长板。通过简

单快速地拆卸加长板，工作宽度可以减少到

700毫米（21.7英寸），使其成为L.Gasser经常

工作的紧凑空间的理想选择。

压实作业对于任何工地都至关重要，带有

供水渠的“ Im Wiesenbeetli”项目也不例

外。 APH 65/85平板夯提供了该项目所需的强

大功能和连续的压实输出。项目经理阿米特·

伊斯梅里（Amit Ismaili）领导的工作人员给

予该设备极高的赞赏，他们认为该设备的压实

性能，以及其易操作性和精确的转向性能，这

对于狭窄的施工场地至关重要。 “该平板夯

的压实能力非常出色，”伊斯梅里说，“这有助

于我们以最少遍数压实这么深的一层材料。” 

此外，该平板夯的设计可最大程度地减少对操

作员产生影响的不必要的振动，从而减少压力

和伤害风险。

性能，控制和舒适性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L. Gasser管理团队担心维护需求及其相关

成本。他们很快了解到，安迈压实设备的设计

初衷就是为了减少停机时间。APH平板夯具有

液压系统，无需V皮带即可驱动设备，从而消除

了部件的磨损和维护成本。安迈压实机的其他

关键部件也免维护设计。润滑剂保养间隔也很

长，从而减少了购买新润滑剂，也减少了处理

废润滑剂的成本。

瑞士承包商意识到高效保养维护 
才是利润之源

压实效果是判断平板夯的标准，如果小设备在工地上的时间因需频繁维修而受限 

那么它们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APH 65/85静压振动板压实机在狭小的沟槽中完成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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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优势
• 安迈强有力的压实设备快速完成 

压实目标
• 高灵活性的设备在狭小空间操作安  

全且精准
• 方便增加选项，使设备应用范围更广
• 在开放区域工作速度快，效率高

技术规格:

APH 65/85
机器重量:  
471 kg

最大振动频率:  
55 Hz

最大离心力:  
65 kN

以下是APH 65/85的一些关键亮点： 

• 专利设计的三轴激振器系统可使平板夯运动保持一致，即

使在重度粘稠路面也能实现平稳作业，也可轻松克服陡坡作

业。所有APH平板夯爬坡能力超强，甚至可以在回填饱和区

域时做到这一点， 就此足以使竞争产品望尘莫及了。 

• 安迈的Orbitrol转向系统可以调整离心重量，从而在确保现

场施工精准的同时，可以轻松顺畅地转向。设备的速度和方

向可通过转向控制杆就可实现轻松转向。该设备还可以静止

振动，在更具挑战性的区域实现局部压实。此外，该系统有

助于提高在边角及其他狭窄区域的作业效率。 

• 全液压的驱动系统消除了对V型皮带和偏心块离合器的依

赖，以及随之带来的维护需要。 液压马达可以直接驱动偏

心轴。 

• APH板的标准手导向器是隔离的，以最大程度地减小手臂振

动。 低于2.5 m/s²的振动水平使操作员能够以最佳的舒适

度延长工作时间，振动水平如此之低，以至于安全规范不要

求记录操作员的工作时间。

APH 65/85静液压振动平板夯完美用于狭窄沟渠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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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名安迈搅拌站操作员，是幸福的

在项目施工中，操作手的作用非常关键,生产力、生产效率、成本控制等最终都由他们去实 

现, 然而，他们还需要正确的设备来达到预期的结果

所使用的设备必须在技术上先进，但又不能

太复杂以至于操作的人员感到困惑或畏惧。 

相反，该技术必须在后台安静地完成复杂的

任务，同时操作手毫不费力地将其价值赋予机

器之中。

安迈设备的设计旨在帮助操作人员取得成

功。这包括直观的控制和舒适性，使他们在整

个工作班次中保持活力。安迈的设备还具有易

于维护的特点，可以最大限度地延长正常运

行时间。

以下是安迈帮助机械操作手的一些方法。

安迈压实专家（ACE）

安迈压路机，包括大型沥青双钢轮和土壤单

钢轮压路机，以及包括冲击夯、平板夯、外接

式压实机和沟槽压路机等轻型设备，都可以利

用智能技术确保实现所有目标。

安迈压实专家（ACE）是一项重要的技术进

步，它可以帮助操作手确认现在的压实区域是

否已完成压实，以便开到下一个压实区域。 

直观的机器显示

大多数安迈大型压路机，包括新的ARS系列

土壤单钢轮压路机，均装备了优良、舒适的驾

驶室，且噪音极低，并集成ROPS防翻滚架。 

集成在方向盘中的多功能显示器为操作手提

供了便捷的关键指标概览，包括机油压力、发

动机温度、液压油位等。

电控行走手柄

大多数重型安迈压路机都采用了先进的行

走控制系统，可以在设备运行期间平稳地启动

和停止。在某些较重的安迈沥青双钢轮压路机

上，电控行走手柄过渡平稳，防止损坏刚刚摊

铺的混合料。

快速便捷服务

小型和重型安迈压路机保养和维护方便，操

作人员可轻松完成保养维护任务。

重型压实机的排水口可以从地面伸入，可

倾斜的驾驶室和发动机罩使所有部件都可以

接近。

一些小型和重型压路机可对各种配件进行

免工具维护。 此外，无需使用任何工具，即

可安装或拆卸水箱和摊铺垫等轻型设备的选

装件。

售后服务视频
有时，视频是最佳的教学工具， 各种各样的视频可以指

导操作手如何做好服务和保养工作， 这些视频没有人员

对话，因此全球客户都能看懂。

直观的机器显示帮助没有经验的操作员像经验丰富的专业人

员一样操作。

安迈振动平板夯上的手臂振

动水平是业界最低的，低于

2.5 m / se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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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轴振动系统

安迈凭借其专利的三轴激振器系统--这一

备受赞誉的功能，在平板压实领域一直处于技

术领先地位。该系统使平板夯的运动保持一

致，从而使平板夯平稳行驶--即使是在厚重的

粘性土壤中，也能帮助其毫不费力地克服陡峭

的坡度。

多功能性

安迈设备设计具有多功能性，其中众多设备

能够完成一项以上的任务。例如，安迈ARW手

扶式压路机包括两个振幅：用于土壤和骨料的

高振幅和用于沥青材料的低振幅。传统上，设

备采购方必须购买两台单独的机器来得到两

种振幅的选择。使用安迈 ARW系列设备，操作

手只需轻按一下开关即可更改振幅，并进行压

实应用。

Orbitrol轨道转向

安迈的Orbitrol转向器为轻型压实机提供了

卓越的机动性。Orbitrol转向器可调节偏心重

量，从而可以轻松顺畅地改变方向。

低手臂振动

安迈振动平板夯上的手臂振动水平是业界

最低的，低于2.5 m / sec2。振动水平如此之

低，以至于安全规范不要求记录操作者的工

作时间。

导向手柄的特殊安装是降低振动辐射的关

键。该安装件可隔离机器振动，以免影响到操

作手，从而显着提高舒适度和安全性。操作手

说，从启动机器一开始，高频振动辐射的降低

就很明显。

获得专利的三轴振动系统提供出色的压实输出和爬坡能力。

安迈振动平板夯上的手臂振

动水平是业界最低的，低于

2.5 m / sec2。

操作舒适度使操作人员工作更轻松。

AMMANN.COM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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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迈之所以把搅拌站设计得如此容易操作，

是为了帮助操作员提高工作效率，进而节省原

材料、燃油消耗和其他相关成本。附加的支持

程序确保操作员最大限度地延长搅拌站的运

行时间，并保证沥青混合料的生产质量。

安迈对沥青搅拌站操作员的帮助，不只是为

他们制造了一台设计出众、性能优异的设备。

as1控制系统是安迈沥青搅拌站的“大脑”，

不仅技术领先，而且操作方便、直观。这个安

迈独有的控制系统除了提高沥青混合料的质量

之外，还能减少原材料的浪费和能源消耗。各

种不同的模块专注于生产过程的特定领域，帮

助操作员完成关键的生产目标。

操作员俱乐部（Operator Club）面向安迈沥

青搅拌站的每位操作员。加入俱乐部无需任何

费用，成为会员之后，可以在参加安迈的技术

培训时享受会员折扣，受邀参加展览会期间的

VIP活动以及订阅《安迈客户杂志》等。

操作员俱乐部还有一个技术博客，意在帮助

操作员克服生产过程中的诸多

挑战。撰写这些博客文章的，

是那些走访了世界各地的安

迈沥青搅拌站的安迈技术培

训人员，他们不但熟知操

作员在现场遇到的各类

技术问题，而且拥有丰

富的实战经验。

博客文章里既有实用的招数，也有作者的灼

见，能够帮到任何一款安迈沥青搅拌站的操

作员。

以操作手为先

安迈在设计沥青搅拌站控制系统和售后方案时，会首先考虑操作人员

查阅最新的操作手博客

操作手俱乐部向所有操作安迈搅拌站的人员开放

加入操作
手俱乐部

https://www.ammann.com/zh-hans/blog
https://www.ammann.com/zh-hans/operator-club-sign-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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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印度尼西亚楠榜省的Way Kambas国家

公园是苏门答腊虎、大象、犀牛和稀有鸟类的

家园。

公园还吸引了许多游客，他们提供了保护稀

有野生动物所需的资金。通往园中的道路支持

了旅游业，使敏感的栖息地得以保留，如今它

们需要改扩建。

Way Kambas国家公园全球约50个东盟遗产

公园之一。此类指定公园的目标是保护特别敏

感的生物多样性地区。居住在那里的濒危鸟

类和动物，是Way Kambas国家公园的重点保

护对象。

安迈的客户PT. Usaha Remaja Mandiri公

司使用安迈ABA 240 UniBatch沥青搅拌站为

该项目生产沥青混合料。

ABA 240 UniBatch是印尼产能最高的沥青

搅拌设备。它是第一台配备3.3 t搅拌缸的设

备。该搅拌站的生产效率也很高，每小时产量

为210 t——这很重要，因为所需的混合料必

须足够覆盖50公顷（500,000 平方米）的面

积。

PT. Usaha Remaja Mandiri公司的员工注

意到，该搅拌站带来了诸多环保效益： 

• 搅拌站配备的传感器能够帮助操作人员及

早发现潜在问题，从而提高效率和安全性 

• 一位操作员说，只见烟囱里冒出了白色的蒸

汽，没有灰尘的踪影。 

• 燃油效率非常高。 

• 混合料能长时间保持热量。在2~3小时的运

输过程中，混合料温度大约只下降了5℃。这

种保温功能使设备可以在较低的温度下生

产混合料，减少了燃料消耗和排放。

还有一位操作员称赞了控制的简便性。“该

设备的操作控制非常人性化，自动设置也很

准确。”

 “ABA UniBatch沥青搅拌站及其袋式除尘

器，使操作员不用再受灰尘之苦，”PT. Usaha 

Remaja Mandiri公司总监Hengki Widodo

说，“热拌沥青混合料成品更干净，质量更好，

甚至看起来更有光泽。”

安迈搅拌站为印尼国家公园带来环境效益

安迈沥青搅拌站帮助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国家公园建设了新的基础设施，同时将该项目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安迈ABA UniBatch是印度尼西亚生产能力最高的沥青搅拌站

ABA UNIBATCH

特点&优势
• 生产能力：100 t/h to 340 t/h
• 最大化定制能力，高性能，高收益
• 全球通用，主塔模块，方便运输
• 技术先进，久经市场考验
• 可加添加剂，如：颜料，纤维和安迈发泡沥青
• 可选配很多选项
• 未来可添加新功能和新技术的设计理念

技术规格：:
生产能力: 100-340 t/h
搅拌缸尺寸: 1.7-4.3 t
热骨料仓: 29-40 t
成品料仓: 2仓40或30t 
控制系统: as1
回收系统: RAC / RAH 50 / RAH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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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迈深知，每个客户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需要解决的特殊业

务问题。因此，我们的专家针对业主的特殊需求和目标，开发了控

制系统模块。以下是一些最常用的模块：

as1控制系统是业界最佳的。它直观易用，可帮助操作员成功制

作高质量混合料。该系统还通过提高效率和再生沥青（RAP）的无

缝整合技术来降低成本。

AS1控制系统模块

沥青生产商的特殊需要

综合保养管理

综合保养管理（IMM）模块是用于计划和跟踪搅拌站保养的出色工具。

用户可以自定义模块并创建基于时间的任务完成计划表，操作时间以及

物料用量。任务显示在时间表中，以方便员工跟踪。

该工具还确保不放过任何细节。任务包括所需时间、负责的工作人员和

详细的步骤说明，包括参考文件或多媒体视频文件。工作人员可以通过

该模块进行管理，并跟踪其时间成本。

通过IMM，可以访问支持材料，例如视频和说明手册，可查看保养所需

或已用成本。

优势

• 保养计划表

• 基于事件的任务计划

• 即将到来的任务清单

• 追踪相关成本

• 布置详细的工作指令

• 通过手册和视频提供支持

保养管理

动态再生料添加

动态再生料添加（RAD）模块使操作员更容易正确添加RAP材料，提高

高质耐用的混合料。RAD模块使用单一配方，可应用于从0％到可能的最

大RAP量的混合料。

配方向导对这一过程至关重要。操作人员只需将RAP材料特性输入向

导，它就会计算出该配方中使用的原生材料的相应减少量。在生产过

程中，操作人员可以通过混合顺序字段中的滑块，逐批调整RAP的利用

率。批次协议详细地显示了每批的每一个RAP和原生材料部分。向导计

算定量属性：使用了多少RAP。高级向导还可以调整定性属性，并根据目

标环球值或渗透率引入添加剂或沥青。如果RAP的特性发生变化，会自

动通知用户使用该材料的配方。在可能的情况下，会自动重新计算。

根据最终动态RAP混合料中原始骨料变化的需求， As1的最新版本

现在可以支持调整冷料仓的配比。

优势

• 利用综合向导来指导操作员完成配方输入过程

• 通过一个配方即可支持多种RAP添加比例

• 滑块控制，在生产过程中调整RAP比率

动态循环

点击查看视频

https://www.ammann.com/zh-hans/plants/automation-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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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模块

能源成本 保养成本 产能 质量

卡车装载 √ √

卡车称重 √

动态再生材料设置 √

图形质量报告 √

EXCEL 导入 √ √ √ √

保养管理 √ √

生产样本计划 √ √

生态检查 √

峰值负载管理 √

消息传递 √ √ √

Q搅拌站代理商 √ √

适用于ERP的PLANTX数据接口 √

消息传递

新发布的as1消息模块可以从as1控制系统自动发送电子邮件。三

种类型的消息是可能的：警报、反事件和PDF文件。简单地创建一

个收件人列表，并将他们组合成组。用户选择要自动发送哪些信

息--以及发送到哪个组。例如，设备经理将自动收到当天的报告，

材料经理将被发送组件使用统计，而实验室人员将通过电子邮件收

到详细的批次协议。您的维护团队可能希望在达到某些操作时间时

得到通知，以便他们能够做出相应的计划。值班服务团队可能希望

收到夜间警报。 

优势

• 自动发送标准PDF报告邮件

• 直接在as1中定义收件人组

• 只需要将as1连接到互联网

消息传递

Excel导入

安迈提供此模块以进行全面的数据评估。它是标准as1报告的广泛菜

单的扩展。这个巧妙的工具使您的Excel电子表格程序能够处理as1报告。

它使已定义的数据集可以通过网络导入到Excel中，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中

进行处理。创建您自己的搅拌站仪表板或深入研究以进行详细评估和优

化流程。该模块提供的已定义集合包括生产、组件使用和RAP的统计信

息、搅拌温度报告、沥青输送、as1 EcoView和峰值负载的数据、反常事

件、警报、仓储情况、样品清单、保养费用（计划的和实际的）、批处理数

据和加载列表。

优势

• 从as1数据库中选择数据并将其导入Excel以进行评估

• 只需单击鼠标即可无缝集成新生成的数据

• 将所有单独的评估合并到一个受信任的工具中

UniBatch搅拌站的沥表产量

可用性, 这些模块在最新的as1版本可以看到，以前的版本可能并不总是具有相同的功

能，某些模块需要其他硬件或客户端软件。

 

更多的as1模块

有更多其它的as1模块可供选择，包括： 

as1 Ecoview - 指示混凝土搅拌站的生态运行方式并显示趋势

as1 卸料模块 - 用于高效的卡车装载

as1称重系统 - 从as1生成发货清单

as1订单管理系统- - 使您能够使用额外的订单主数据，如客户、

建筑工地和车辆

as1高峰负载管理电力（PLMe） - 防止电力消耗的高昂峰值

as1峰值负荷管理燃气（PLMg） - 显示实际燃气消耗

as1 Qualiview（GQR） - 记录混合料质量

as1样品计划（PSS） - 提醒您样品要求

as1数据接口 - 将数据直接从as1传输到您的ERP系统

as1 Q Plant Agent - 您通往云中数据的桥梁

as1 ARGON View - 智能，现代化的搅拌站流程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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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市场活动

可移动混凝土设备

内罗毕的Jilk 建筑公司最近购买了安迈CBT 

60 SL Elba混凝土搅拌站，这是一台具有高生

产潜力的移动式搅拌站。

Jilk主管Sammy Maina表示：“我们在内罗毕

和肯尼亚其他地区将拿下更大的项目，并将在

这些工地使用该搅拌站。” CBT 60的产量为

每小时60立方米。

 “通常在肯尼亚，60立方米被认为是较大

的容量，最常见的每小时产量为30到45立方

米。” Maina说，“我们的目标是使大型项目能

够充分发挥利用该搅拌站的产能。”

该设备的移动性更有利于大型项目。”紧凑

的设计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运输需求，并由此节

省了成本，”Maina说。”该设计还减少了安装

设备所需的土地面积。”

保证斯里兰卡工程步入正轨

总部位于斯里兰卡科伦坡的NEM建筑公司最

近完成了从Matara到Beliatta的南部高速公路

延伸段的压实工作。该项目时间紧迫--由于天

气不佳，该项目很快就变得更加艰巨。

这条新公路于11月完工，长30公里，宽25米。 

处理沥青压实的是四台安迈 AP240轮胎压路

机。安迈便捷的动态充放气装置可以在驾驶室

中调节轮胎压力。

NEM主席Raja Nanayakkara先生说：“这是

一台重载型压路机，但却很容易操控。它通过

动力转向和自动变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操作

时间。此外，它的刹车系统高效，视野开阔， 

驾驶座椅可以轻松调节。”

内罗毕的一家企业期望混凝土搅拌站帮助其在陆地上的项目

安迈便捷的动态充放气装置可以在驾

驶室中调节轮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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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尔马特的紧迫时间节点 

塔玛特公司承接了科钦机场跑道的改建，

但这家印度建筑公司并不轻松。

总部位于孟买的Tarmat公司的创始人

Jerry Varghese说：没有什么比活动跑道建

设更考验人和设备的了。该项目需要每天投

放3000吨沥青混合料，每天只有五个小时可

以施工。

在该项目中，塔玛特公司使用了两台安迈

ABC 140 ValueTec沥青混凝土搅拌站和一

台安迈洒布车。大部分工作在四个月内完

成，是预期时间的一半。

“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我们没有错过哪

怕一分钟的生产时间。”Varghese说。”我

要把这种高生产率归功于安迈印度公司及

其员工，这对我们在科钦机场跑道项目上的

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Porter设备公司将代理销售安迈压路机

澳大利亚的Porter公司现在是安迈轻型和重

型压实设备的澳大利亚独家经销商。

安迈集团澳洲区域销售经理Nick Oates表

示：“将经销协议扩展至整个国家，为安迈提

供了更大的覆盖，为我们的现有客户提供了售

后和服务支持。”

澳大利亚Porter设备公司同时提供零售和售

后服务。产品包括冲击夯、平板夯和重型压路

机，包括用于土壤和沥青压实的压路机。

“ 澳大利亚Porter 设备公司对这个消息

很是兴奋，我们正与安迈一起在全国范围内

扩展业务，并将这种优质压实设备推向整个

澳大利亚市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Porter 

Equipment总经理Darren Ralph说。

孟买科钦机场的大部分工作都在指定日程的一半时间内完成

Porter设备公司代理安迈冲击夯、平板夯和重型压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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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迈经典款沥青搅拌站
ABC ValueBatch型搅拌站是以更高性价比的优势服务于全球不断丰富的

多元化市场，为中国用户提供最具性价比的沥青搅拌站，高度标准化设计和少许的

选购件，使ABC ValueBatch 型搅拌站的价格极具竞争力。

用户可选择 ABC ValueBatch（240或320）的标准配置，再通过配置选 购项实现搅拌站定制化服务。

主要优势：

• 极高性价比，燃油效率高

• 标准化、模块化设计，结构紧凑

• 可选配业内领先的冷热回收系统 

极高性价比 极高性价比 

• 设备预留多种可扩展接口，如安迈发泡系统、纤维 材料添加等 

• 所有核心零件都是瑞士设计

立即注册可得到我们下一期的客户杂志

• 安迈专家给你讲解安迈最新技术
• 观看安迈最球产品视频
• 及时更新最新产品与技术

不要错过

http://www.ammann.com/zh-hans/news-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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