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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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或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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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迈工程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汇滨路1609号，邮编：201707   

电话：+ 86 21 5986 8811, 传真：+ 86 21 5986 8800, 邮箱：info.acs@ammann.com

关于更多产品信息和服务，请访问：www.ammann.com

PMP-2634-00-CN | © Ammann Grou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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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高性
价比 
极高性
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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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客户

    从最小的夯实机到最大的搅拌站，安迈所有产品的共同点

是——技术为客户创造价值，同时在幕后悄悄地发挥作用。 

“润物细无声”，这一点非常重要，意味着客户几乎不会注意

到技术层面的事情。

    本期杂志重点介绍了一个安迈技术理念的杰出例子，即我

们的设备远程信息处理解决方案“ServiceLink”。ServiceLink现

在可以作为安迈的完整产品链的整合解决方案。它包括用于轻

型设备的新硬件，可以提供设备所处位置、工作时间和电沲电

压情况等最重要的数据，还拥有可以更换电池和自动传输数据

的特点。紧凑的外形设计，使其可以轻松地配置到您的车队的

现有设备上。

    客户只需登录MyAmmann.com或者打开ServiceLink应用

程序，就能获得所需数据。ServiceLink的增强功能可谓恰逢其

时，企业一直在向数字化迈进，新冠疫情加快了这个进程，比

如租赁行业就是如此，这也是本期杂志提到的另一个重点。现

在，租赁公司及其客户正在以数字化的方式获取更多的信息，

他们都乐于看到这个过程被简化。

    不只是轻型设备，安迈沥青搅拌站、混凝土搅拌站以及重

型设备的用户也正在利用直观的技术来提高生产率，减少材料

用量和燃料消耗等。

    安迈始终致力于创新，为您的业务发展提供支持。我们的

设备将继续默默地工作，让您可以专注于满足客户的需求。

Hans-Christian Schneider
CEO Ammann Group

润物细无声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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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光所及尽是沙地荒地。但是，投资者很快开始为

HochFranken汽车制作商和技术园区的大厅和办公楼打下地基。

这项任务由家族企业Amand集团（Ratingen）旗下的Amand Bau 

Sachsen区域建筑公司负责，客户是Hof区、Hof市和Gattendorf

市。

    挖掘机、翻斗车、推土机和压实设备仍在工地上工作，但 

“工作很快就会结束，”Amand Bau Sachsen的高级现场经理

Dirk Hafermann知道。“我们已经使用了40台施工机械，在高峰

期多达8台压实设备，“他说。“为了增加地面的承载能力，我

们必须使用石灰-水泥混合物，并将地基压实到最佳状态，从而

排除了大厅完成后地面下沉的可能性。” 

    Hafermann从安迈集团租用了ARS 200单钢轮压实设备用来

完成加固任务，因为此设备20吨的作业重量和配备安迈ACEforce

测量和记录系统，使工作更加轻松快捷。ARS 200的使用是安迈

集团与瑞士建筑设备制造商之间长期信任合作的结果。“我们有

多达80台不同规格的手摇振动夯在使用，从一开始就对这些设备

的液压驱动和性价比充满信心，”Jörg Fröhlich强调。

    自2020年8月以来， Amand Bau Sachsen(德国)公司一直在使用整支工程机械大军来扩张Hof-Gattendorf的一个工

业区。这些专用于重型土方工程、土木工程和道路建设的设备正在对50公顷的土地进行改良、平整和压实。其中就有一

台配备了安迈ACEforce测量和记录系统的安迈ARS 200单钢轮压实设备。ACEforce系统可监测压实程度，最大限度地减

少机器磨损，降低运营成本，可高效快速的完成路基层作业。

    Fröhlich是Amand Bau Sachsen公司和Amand Transport 

Logistik公司的商业管理授权人，他很了解自己的工作。 

“在我们集团定期的三到五年投资周期中，我与各种工程机

械制造商进行商务交流，而与安迈的合作一直很好。在ARS 

200项目上，安迈也展示了自己的能力。短期内的供货能力

和专业技术让安迈占了上风，我也非常惊讶ARS 200能如此快

速、精确地达到预期的压实效果。”

    安迈智能压实技术的性能在最终的压力测试中再次得

到了证实。“由于地面条件不断变化，压实工作非常具有

挑战性。然而，通过最后的板压试验，我们证明了安迈单

钢轮压路机能够顺利达到要求的数值，”现场高级经理Dirk 

Hafermann解释道。

AMAND BAU 
SACHSEN加强
压实机队
ARS 200以最少的压实通过遍数

实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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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S 200土壤压实机
特点和优势

最大化压实输出

无后桥概念

动力强劲、低排放的发动机

卓越的可视性和操作舒适性

度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操作空间

重型铰接接头，维护简单

受保护的液压轴承

日常维护，无需工具

方便日常维护

可选的压实度测量系统

技术规格

操作重量: 19 750 kg

最大重量: 23 170 kg

滚轮宽度: 2130 mm

发动机: Deutz TCD 6.1 L6 – 160 kW 
 EU Stage V / U.S. EPA Tier 4f

频率 I: 23–27 Hz

频率 II: 30–34 Hz

振幅 I: 2 mm

振幅 II: 1 mm

离心力 I: 275–375 kN

离心力 II: 233–300 kN

    因为在一般情况下，离心力、频率和由此产生的振幅等参

数在ARS 200土壤压实机中处于最佳共存状态。“因此，安迈

重型设备应用经理Willi Reutter说道，“你可以堆积更高的材料

层来完成压实，每小时用最少的通过遍数来压实更多立方米的

材料。”

    Amand代理人Jörg Fröhlich表示：“考虑到即使在斜坡上也

有出色的表现，以及在该机器级别中出色的压实性能，ARS 200

单钢轮压路机达到了完美的压实效果。”当Amand Bau Sachsen

在下一个投资周期中更新其压实设备时，安迈的ARS压路机将成

为招标的重点。

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0MzQwODg0M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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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克的POH公司在去年购买了一台安迈

ABP 240 HRT沥青搅拌站。POH是Skanska和Eurovia CS

的合资子公司，它生产的沥青混合料有90 %要供应

给两家母公司，剩余10 %交付给规模较小的客户。“

我们之所以选择HRT，是因为它节能环保、可靠性

高，”POH公司的搅拌站主管Roman Kadlec说，“另

外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它具有强大的RAP再生能力。”

    由于疫情的影响，这台在2020年初交付的ABP 240 

HRT被推迟安装，几个月后才生产了第一批沥青混合

料。和已经服役20多年的上一台沥青搅拌站相比，安

迈HRT不啻给POH公司带来了一次重大的技术升级。久

经考验的as1控制系统使RAP的使用变得容易，采用间

接加热RAP设计的RAH100再生滚筒是HRT能够最大化利

用回收料的精髓——回收料不会与火焰直接接触，避

免了沥青因为温度过高而老化，排放量也随之减小。

    建筑市场的沥青混合料生产状况正在迅速改变，生产商如今面临的最大挑战

是如何尽可能多地利用回收材料，从而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目前，捷克的施工规范允许在基层沥青混合料中

添加不超过60 %的RAP，粘结层、磨耗层混合料的RAP

最高比例分别为40 %和25%，”Kadlec说，“我们预

计将来这些限制会放宽，这样我们就能够在沥青混合

料中添加更多RAP了。”该公司已经尝试生产了一种

含有80 %回收料的沥青混合料，并且将它用于私人项

目，“我们将对其进行跟踪调查和进一步评估。”

    POH公司的ABP 240 HRT沥青搅拌站现阶段的首要

任务是为布拉格附近的D1公路的14 km路段改造工程供

料。改造这条连接国内两座最大城市（布拉格和布尔

诺）的主要通道，是捷克政府的头等大事。2020年，

这台HRT为D1改造工程生产了约10万吨混合料，并计划

在2021年再供应5万吨。“这个项目的最大挑战是必须

按时完工，不容半点延误，”Kadlec说，“每小时240

吨的生产能力使我们应付裕如。”由于HRT的生产能

力、质量和再生水平俱佳，POH公司的沥青混合料订

单很快就纷至沓来。

再生能力超群，

安迈搅拌站成为

捷克头号公路项

目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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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H公司给ABP 240 HRT设定的目标不只是公路升

级改造项目，还要为首都布拉格和波西米亚中部地区

的其他工程服务。Kadlec称，今后POH公司计划生产适

用范围更广、RAP含量更高的沥青混合料，并且开辟使

用特殊类型沥青结合料的其他可能性。

ABP HRT
特点和优势

灵活而经济的解决方案，能够使用高比例的回收料

完全集成的RA滚筒，以优化材料流动方向和防磨损保护

能够应用添加剂，如发泡沥青、颜料，及其可回收物

可实现定制化

降低噪音，减少灰尘

技术规格

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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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AH50 | RAH60 | RAH100

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0MzM4NzU1Mg==.html?spm=a2hcb.profile.app.5~5!2~5~5!3~5!2~5~5!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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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重要

的数据
ServiceLink

    应用于轻型设备的ServiceLink采用了新一代的硬件，确保

客户能够以经济实惠的方式持续获得最关键的机器数据。“这

一切都是为了减少停机时间和机会成本”Bernd Holz, 安迈集团

轻型设备公司副总裁说“这简化了物流和机器到工作现场的分

配时间” ，ServiceLink还为客户提供数据，以便他们能够随时

跟踪趋势并做出相应的调整。

    关键信息包括电池充电，避免了客户在工作现场产生额

外费用。“你必须在使用机器之前为电池充电，如果你到达一

个工作现场，然后才发现你无法启动机器 ，例如，轻型压实

机，这是一个糟糕的情况，还会影响后面工程的进度”。

安迈ServiceLink已经更新，使客户更容易访问机器数据，使工作现场更加透明，更高效。ServiceLink适用于轻

型设备，包括夯实机和压路机，也适用于重型设备，如压路机和摊铺机。

轻型设备的 Servicelink

    为轻型设备市场提供了全新一代的硬件。“客户对小型、

轻巧、经济实惠的设备有需求，新的硬件就能实现位置、启动

电池电压和工作时间的跟踪”，Holz说。

    费用涵盖了轻型设备硬件（也就是TCU）、门户访问和数

据传输，是在可以承担范围之内的。

   “客户觉得知道机器的位置信息很重要，他们还想知道电

池电压是否足够。”Holz。“他们也想知道机器工作了多少时

间，这三点--位置、电池、小时--就是他们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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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传输的突破

    客户最想要的信息--位置、电池电量和小时数，这些数据

的获取对现场网络的要求不高，ServiceLink开发团队利用一种

称为NB-IoT的专业数据传输技术来实现。NB-IoT还具有很强的

穿透力信号，这意味着它可以在农村地区进行连接，即使距离

很远，数据传输也很安全。

    数据传输是自动的，完全不需要用户的手动交互。这对

于一个小型、轻型和经济型设备来说是一个突破。对于数据传

输，以及一般的ServiceLink来说，改造后的硬件至关重要。它

结构紧凑，完全封闭，以防止灰尘和水的渗透，并且坚固耐

用，可以在恶劣的工作现场环境内完成作业。TCU外壳包含所

有电子元件：微芯片、GPS模块、NB-IoT模块和传感器，它可

以在工厂安装，也可以后面添加。它可以安装在安迈所有现有

和旧的轻型设备上，安装非常简单。安装完成后，ServiceLink

就可以开始工作了，“你只需插入专用的TCU电池或机器的启

动电池就可以激活TCU，”Wladimir Drisner，安迈集团轻型设

备公司产品经理说。

   “你可以使用机器自带的的启动电池，如果它低于一定的

电压水平，TCU有自己的电池，并自动切换，这确保了TCU永

远不会将启动电池耗尽，你总是能够启动你的机器” Drisner

表示，大多数客户可能会将启动电池作为主要电源。总的来

说，新的轻型设备TCU是一个超低功耗的设备，非常节能。 

    没有配备启动电池的轻型设备，包括夯实机和小型压实

机，将完全由TCU电池供电。根据传输频率和各种外部因素，

它的寿命在2到4年之间，并且很容易更换，只需拔下旧的插

头，插上新的就可以了。

检索数据

    访问ServiceLink很简单。ServiceLink用户首先要注册机器

信息。客户可以通过MyAmmannn.com平台登录，注册他们的

机器和TCU，简单易懂，在注册后几秒钟后即可访问远程信息

处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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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续服务就更方便了。客户只要点击ServiceLink就可以

了，安迈所有的应用都是单击登录。只需点击一下，你就进入

查看信息。

    此外，还有一款适用于iOS/安卓的ServiceLink手机应用，

同样直观。

有价值的数据

    自始至终，安迈一直都将方便应用作为首要任务，这对于

远程信息处理技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Drisner说 客户希望远

程信息处理技术简单易操作，同时管理多个工作现场，也能确

保容易获得信息和跟踪设备。

    ServiceLink还提供防盗保护。可以在定义一个 “地理围

栏 ”或虚拟边界。如果机器离开了这个范围，就会发出警

报。“ 如果设备在一天中的常规时间内被搬迁，可以确信是

操作员正在移动设备，但如果是周五晚上11点，你会有不同的

反应，”Drisner说。追回被盗设备的可能性更大，因为GPS会

在被盗后继续发送机器的位置。

    客户还表示，电池信息至关重要。“如果你派一个员工去

50公里外的工地，他到了之后因为电池没电而无法使用机器，

你就浪费了很多时间，”Holz说。时间对租赁业务很重要，这

些数据还可以帮助承包商仔细检查工作现场的使用数据。

及时维护

    需要了解机器的工作时间数据情况来完成设备保养和维

护。客户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做出自己的评估，或者参考安迈给

出的服务指导。

   “对轻型设备进行分组是确保正确维护的关键” 全球售后

与服务总监Heiko Graber说。“当客户看到有多少台机器受到影

响时，他们便知维护的重要性，且保养维护可以延长机器的使

用寿命。”

重型设备的 Servicelink 系统

    用于压路机和摊铺机的ServiceLink提供了额外的功能，包

括燃料消耗数据。“客户可以持续评估燃料使用情况，也可以

评估特定时间段以发现趋势，“Holz说。

    重型设备用户与轻型设备用户一样可登录MyAmmann.com

去注册。"所有机器都有一个统一的远程信息处理门户，“Holz

说。

安迈所有重型机器都配备了必要的布线和连接装置。客户可以

在工厂安装ServiceLink，也可以后期添加。

新硬件提供自动数据传输

注册MyAmmann.com，在办公室即可监控ServiceLink数据，也可以通过应用程序远程访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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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Link
提供重要的数据

    ServiceLink是一种数字数据管理工具，为客户提供他们最想要的信息：机器位置、

电池状态和工作时间。数据传输是自动的，只需点击一下就可以访问信息。

物点和优势

跟踪机器的位置、工作时间、电池状态

仅用于轻型设备，无需订阅费。

一键访问您的数据

无论您的产品在哪里，都能可靠地传输数据。

使用改装选项升级您现有的车队

安装方便

“他们也想知道机器工作了多少时

间，这三点--位置、电池、小时--

就是他们需要的。”

Bernd Holz, 安迈集团轻型设备公司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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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2021
年租赁行业
的驱动力?
新冠疫情对数字化、环境以
及循环利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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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llwag认为，发展数字化解决方案是行业的必

然趋势。“在疫情期间将不断做出改变和调整，”他

说。"我们需要投资更多来发展数字化服务体系以迎

合客户不断的需求，新的趋势将加快数字化发展的速

度。

    Stellwag还提及了 BIM，以及租赁在减少CO₂方面

可以发挥的作用。

你所说的数字化的举措是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经实施

了，还是因为新冠疫情才开始考虑的?

    在新冠疫情之前的几年里，市场上主要的租赁公

司开始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来提供更多的数字化产品和

服务，然而并没有多少客户充分利用了这些数字化服

务。随着新冠疫情的到来，数字化变得越来越重要。

比如现在我们从网上订购食品或家居用品，突然开始

对非接触式方案持开放态度。

    租赁业务当然也是如此，租赁客户和世界上其他

所有人一样，都担心新冠会带来健康和安全问题。经

过几周的努力，租赁公司在其仓库内提供了非接触式

流程，客户开始利用非接触式取机，这些都是通过数

字化服务来完成。在新冠之前，大家一直在朝这个方

向发展，但速度非常缓慢。

    租凭公司将客户和员工的安全放在首位，努力实

施非接触式取货和搬运事宜。

显然，越来越多的租赁客户开始倾向于这种数字化服

务，这是否会促进租赁公司扩大和改进他们的数字产

品?

    是的，当然不同的租赁业务情况是不同，但答案

是肯定的。

在新冠疫情之前，租赁业务就已经开始为客户提供了数字化服务。然而，安迈业务战略客户经理

Patrick Stellwag表示，这场疫情推动了建筑行业数字化的发展。

    以前，最常见的是下订单和开票。当新冠来袭

时，数字方式下单是非接触式取货的首要条件。

    租赁公司在订购部件的基础上，加入了更多细微

的产品。“订购”是一个广泛的术语，该类别内的选

项正在增加，操作变得更加强大和直观，这对租赁公

司和客户来说都是不同的体验。

这种订单的改进方式对租赁公司有什么影响? 给他们带

来了哪些好处?

    现在终端用户比过去更容易提前预定机器，这对

租赁公司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好处。终端用户在网站或

租赁工具上可以随时查看自己想要的机器，只需简单

的按下“预定”按纽即可。

    只需简单的点击预订就可减少订不到设备的风险?

    这种提前的规划意味着终端用户可能会比以前更

早地预订机器，客户订购机器的时间越早，租赁公司

的规划和交付过程就越高效、越经济。

    服务品质也会得到提高。租赁公司可以提前几周

就把服务计划做出来，这样他们就会知道什么时候机

器会归还，并及时对机器进行保养维护，这对机器的

寿命和可用性有很大的帮助。由此可见，设备利用率

和维修成本都会有所改进。

Patrick Stellwag

安迈业务战略客户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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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生产效率，关键是要找到适合的机器。租赁公

司的产品非常多，尺寸和功率各不相同。有些租赁公司

提供的线上工具，可帮助终端用户根据工作需要匹配机

器，特别是在功率方面，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租赁公司也有工作人员可以通过电话回答问题，不

仅是帮助客户找机器，而是要找到适合的机器。

好的客户体验显然会对租赁公司是有所帮助。不过，用

于开发和维护数字化工具的资源还是相当可观的，所以

成本和产出是否成正比?

    是的，它是一种简单的业务形式，这使得最终用户

在需要其他机器或工具时会再次选择我们，所以这是一

个有着长期回报的投资。 

    制造商的远程信息处理服务可加快数字化的发展。

安迈提供ServiceLink，为客户提供了最想要的数据：如

机器位置、电池电压和工作时间等。在长期租赁和租赁

许多终端用户长期租用机器，数字化服务是否能提高

交易效率?

    是的，它使服务和物流更容易规划，也使利用率

最大化。我并不是说这些因素以前没有。但现在，我

们开始看到这些因素更有效的发挥作用，对设备利用

率、维护和最终的盈利能力产生了真正的影响。

    机器利用率是关键，优化物流也很重要。最终的

目标是在设备的生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利用设备，

并优化运输。

对客户来说，高效的数字化体验有多重要？这对租赁

公司和客户之间的关系有何影响?

    首先，客户必须能够毫不费力地找到他们需要的

东西。其次，租赁公司需要遵守他们的承诺，按时交

付设备，并提供所有正确的选项和附件，而且机器必

须是高效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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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压实设备的过程中，这些管理工具有助于向租赁

公司提供单独定义的数据。能够将租赁设备与BIM控制

的现场连接起来，对租赁公司和客户都有帮助。 

    如果数字化流程直观性、兼容性、成本效益更

高，终端用户更有可能继续租用而不是购买自己的机

器，可以帮助客户很大程度的节约购买设备的成本。 

能否解释一下终端用户从中获利情况?

    在租赁业务中用户是设备的使用者，而不是拥用

者。租赁是循环性的一部分，循环使用时，利用率和

耐用性是关键，从而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设备以及为开

发和制造设备所投入的能源。

    在很多国家，买设备仍然是主要的方式。但事情

正在发生变化，随着数字化的快速发展，租赁反而是

一种趋势。当承包商购买一台机器时，并不能确保一

直是正确的操作本台机器。比方说，他们有一台挖掘

机，在特定的应用中功率不足却还在继续使用，那么

这将损害了机器的生产力、生命周期和TCO（总拥有成

本）。

    当一台机器与工作现场匹配时，会有显著的生产

效率优势。如果你拥有一台机器，并强行将其与工作

现场相匹配，就不会有这样的优势。合理利用是获得

良好投资回报的关键，租赁客户通过租赁设备，更有

可能制定合理的策略。对于租赁公司来说，购买该设

备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有很多客户可以让设备利用率

发挥更大作用。



16 安迈集团客户杂志

    循环利用有利于环境保护。循环利用可以最大限

度地利用设备开发过程中投入的原材料和能源，另一

种选择是在生命周期结束时进行翻新，使设备获得第

二次生命，这是一种巨大的环保收益。

    综上所述，租赁客户得到的回报不仅是省钱，而

且是用最适合、最创新的设备来完成作业，使物流配

置、技术支持和服务达到最优化。

说到生命周期，租赁是否为终端用户提供了一个不断

获得更现代化设备的机会? 似乎租赁公司会比个体企

业更频繁地更新自己的车队。

    能够使用最新和最先进的设备无疑是租赁业务的

另一个关键优势。我们已经有一些激励措施来创造良

好的客户体验，现在我们又增加了另一个激励措施：

使用最高效、最舒适、技术最先进、最环保的机器的

机会。

    新机器无疑具有显著的环保效益，每一代新机器

都更环保，这意味着租赁有助于减少CO₂的排放，随

着巴黎气候协议的成熟，这将变得更加重要，租赁业

务正验证了这一理念。

    在工作中使用适当尺寸的机器也能带来绿色环保

效益。燃油效率更高，利用率也更高，而且在工作中

使用合适的设备可以延长机器的使用寿命，很难找到

比延长设备寿命更环保的益处。

你期望在未来几年看到什么?

    制造商正在提供满足客户需求的远程信息处理数

据和服务，安迈的ServiceLink就是这样的一个解决方

案。

    ServiceLink是一个OEM远程信息门户，适用于安

迈产品系列中的所有机器，从没有启动器的小型夯机

到大型履带式摊铺机。该工具可以提供全方位的数

据，如位置、电池状态、工作时间和油耗，它可以通

过浏览器（网络应用）进行访问，或者在功能减少的

情况下，通过移动应用进行访问。大家对ServiceLink

等工具期望很高，这些解决方案必须易于学习、直观

和可靠。

    这些工具还必须遵守合适的管理流程。所有数据

传输必须遵循ISO 15143-3 2020标准，数据还必须可

以连接到承包商的个人ERP系统，这些解决方案必须

为公司及其客户提供额外价值。

    承包商越来越关注远程信息处理技术，工具必须

可以满足越来越高的期望，即使这种解决方案成为标

准配置，租赁业务的潜力也是巨大的。

    最终，这些远程信息处理技术必须全部连接到

第三方的开放平台系统，不同设备品牌的数据以及各

种数字工具都能得到充分的管理。这种开放数据平台

的使用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目

标，但我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在未来，对数据

的依赖会更大，数据的共享也会更多。

你已经谈了很多关于数字世界中的客户体验，除了努

力达到数字化之外，还有没有其它办法提升这种体验?

    另外一件事就是终端用户的品牌忠诚度。安迈

可能更多的是看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方

案，无论是机器还是数字化服务。

    终端用户有多样化的需求，比如说，一个较大的

园林项目需要很多工具。他可能需要一台夯实机、一

台振动板压实机、一台沟槽压路机、一台7吨的土壤压

实机，甚至可能还需要一些轻型压路机等不同机器。

    如果有一个品牌可以提供所有这些产品，对租赁

业务来说是有帮助，首先，它不用和众多的厂家打交

道。 其次，客户会形成品牌忠诚度。他们的操作人员

在同一家制造商的不同类型的机器之间切换时，会感

到更加舒适。因为控制方式相似，所以很容易从一台

机器转跳到另一台机器。

    租赁车队经理也会喜欢同一品牌所提供的一致的

服务和优化的备件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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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3日，在京哈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A2标段的施工

现场，随着振动筛被平稳地安装在主楼上，一台安迈5000型沥

青搅拌站的主体工程正式完工。这是黑龙江龙建设备工程有限

公司最新购置的安迈Universal 400型沥青搅拌站，很快就要加

入争分夺秒的工作中。

    京哈高速公路的两头分别连接有着2100多万人口的首都北

京和1000多万人口的“冰城”哈尔滨，是黑龙江省六条南下主

要通道中最繁忙的一条，需要在升级改造的过程中保持畅通。

    2020年初，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作为黑龙江省“百

大项目”之一的京哈高速改扩建项目不得不推迟复工复产。为

了不耽误沥青路面的铺筑，承建A2标段的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

司交给了这台Universal 400一个既艰巨又紧迫的任务——把被

疫情耽误的工期追回来。

    龙建路桥是东北地区最有实力、最具规模的大型综合建设

集团之一，主要从事公路、桥梁、隧道、市政工程建设，在国

内外承建了一批极具影响力的交通基础设施工程，旗下有28个

在中国东北，被冰雪裹住的黑土地迟迟不肯苏醒，每年的施工季节总比别处短得多，

高效率的设备自然得到更多的青睐。

安迈 
ABP 400 UNIVERSAL 
创造日生产记录
黑龙江龙建集团购买四台安迈沥青搅拌站

全资子公司、44个控股子公司，拥有3000余台（套）机械设

备。作为全资子公司之一的黑龙江龙建设备工程有限公司，是

一家以高端大型公路工程机械租赁为主业的专业化公司，配备

13台大型沥青搅拌站、6台摊铺机，是龙建路桥沥青路面施工的

重要力量。

    2020年9月1日晚上，随着A2标段K1190段落处的最后一车

沥青混合料摊铺完毕，由龙建路桥第四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

K1172+000~K1190+500右幅18.5 km路面结构层圆满竣工，成为

京哈高速改扩建全线右幅施工任务最重、却最早完工的工区。

    在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中，安迈Universal 400型沥青搅拌站

不但以单日21小时生产8544吨沥青混凝土的超高效率创下了黑

龙江省的单日生产记录，而且成为该省第一台使用清洁燃料 

（天然气）的5000型沥青搅拌设备。它证实了高效率与低油耗

可以兼得，获得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和交通厅领导的高度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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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P Universal
特点和优势

输出能力为240 t/h～400 t/h

非常灵活的搅拌站

多种设备和部件选择，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制

基础设备包括冷料仓、干燥滚筒和除尘器，外观酷似商业建筑

噪声低、扬尘少

可充分利用再生材料

技术规格

产能: 240–400 t/h

搅拌缸尺寸: 4 t 或者 5 t

热骨料仓:  140 t, 200 t (单排 或者 两排)

H成品料仓: 140 t 或者 180 t (2 仓 ) 
 350 t 或者 400 t (4 仓 ) 
 600 t 或者 (6 仓 )

控制系统:  as1

回收系统: RAC | RAH50 | RAH60 | RAH100

    在历数了这台安迈沥青搅拌站安装既省时又省力、详

尽的报告满足对生产数据的所有需求、低功率设置降低了

生产成本、低噪音创造了更好的工作环境、as1控制系统

既强大又方便等优势之后，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田玉龙认为，先进的技术是安迈沥青搅拌设备成功的驱动

力，是其卓越性能和可靠性之根本。

    秉持“一流设备、一流管理、一流服务”理念的黑龙

江龙建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在牛年春节之前为其绥化至大

庆高速公路A1合同段项目添置了一台安迈Universal 400型

沥青搅拌站。在哈尔滨至肇源高速A9合同段和A5合同段，

将有两台崭新的Universal 400冉冉升起，它们分别属于龙

建路桥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和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4台安迈Universal 400型沥青搅拌站，让龙建路桥的

2021年春天来得比以往更早一些。

安迈ABP 400 Universal在黑龙江省

创造了单日生产记录，仅21小时

就生产了8544吨沥青混合料

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0MzM4ODAzNg==.html?spm=a2hcb.profile.app.5~5!2~5~5!3~5!2~5~5!4~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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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搅拌站融入数字化价值链中，实现多方共赢? 前

提条件是在搅拌站和施工现场之间实现全面的数据整合

和沟通。

    施工材料的生产是一个建设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有按计划向施工现场供应材料，才能完成既定的目

标，使各方受益。除了如期交付以外，能源节约和排放

问题在生产中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目标都可以通

过使用安迈设备来实现。

    Q Plant是搅拌站操作员喜闻乐见的综合应用程序，

它将来自控制系统、称重系统、实验室程序、CRM及订

单管理的所有相关信息集成到一个平台里。基于云的解

决方案可以随时随地访问搅拌站的生产数据、订单、交

货状态、批次记录、能耗等。

    目前，搅拌站与Q Plant软件作为服务解决方案的整

合，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订单

    掌握订单流程是搅拌站高效、优化运行的关键因

素。Q Point支持通过各种不同的标准接口，灵活地集成

到生产企业的系统环境（ERP、物料和产品管理、称重系

统）中；本着“一次记录，处处使用”的原则，不但简

化了管理，而且得到了高质量的数据。

生产计划

    根据历史生产数据和当前订单，自动生成生产计

划。这有助于生产企业提高生产、能源效率以及交付的

可靠性。

交付

    Q Plant动态处理来自众多施工过程控制系统的数

据，以及简单的交货请求，并将其整合到一个通用的交

付计划中；可以集成车队管理系统，以提高准确性。所

有的交付信息都是以数字方式分发，并实时记录。

数字化的

竞争优势

将搅拌站纳入数字化公路建

设网络之中的数字化软件

施工现场融入数字化供应链

随时随地用Q plant 完成设备间的分析

“他还有一重身份——被Q Point深深地折服的用

户。他说：“信息的数字化和顺畅交流将整个价值

链中的各方参与者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信息

更透明，流程更高效，成本控制更合理。”

优选的合作伙伴
www.q-point.com

Bernhard Kunz

苏黎世BHZ Baustoff Holding公司的总经理

瑞士沥青贸易协会会长

分析和优化

    Q Plant为运营和生产数据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分析工具。仪

表板上的标准化图表，即使在多个搅拌站之间也能清晰地显示

出来。因此，Q Plant支持优化潜力识别、系统化的能源管理和

减排。

    Q Plant是搅拌站控制系统的永不过时的补充，可以应对搅

拌站平稳盈利的运营带来的综合挑战。数字化将会减少生产时

间、能源消耗和排放，提高客户关系的透明度和质量，使搅拌

站操作员、施工企业和客户都受益，是三方共赢的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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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教学

    通过这些视频向客户展示了如何维护和操作设备，全球客

户都可以受益。培训主题包括日常维护、简单的故障排除和其

它相关的内容。我们的视频还在不断更新中，今年还将在多媒

体渠道上发布15至20个视频。

线上教学

    培训主题包括 ：“压实基础知识”、“操作手培训”、 

“日常维护” 和 “电子和液压培训”。

虽然新冠疫情影响了很多企业，但安迈的客户仍在世界各地健康运转。安迈集团通过视频和线

上课程来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

扩大数字

化培训

线上培训曾经是可选

项，现在是必选项

    安迈德国Hennef工厂正在制作关于“轻型设备”的线

上教学课程，这是一个全面的培训计划，分成各个章节，

易学习。

    线上培训分多种语言，在线观看，安迈专家将在现场

回答问题，您也可以在以后的时间里回看录制的内容。

视频教学

https://www.youku.com/profile/index/?spm=a2hbt.13141534.1_1.1&uid=UNzIwMjU5MjI1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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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由安迈Alfeld分公司组织的面向德国客户的年度冬季沥青研讨会圆满完成。安迈技术专家和客户组成的线上

讨论会，讨论的主题包括沥青搅拌站的改造、回收、排放技术、未来的燃料以及如何使现有设备更高效、更环保。 

此外，还讨论了沥青搅拌站如何实现数字化，以及数字化带来的优势。

    去年年底，安迈集团在上海工厂举办了开

放日活动，在此次活动中安迈集团首次发布了

ABC 400 ValueBatch搅拌站，这是一款专为中国市场

服务的沥青搅拌设备。来自全国约100名客户和潜在客

户受邀来到了安迈上海青浦工厂近距离参观了这台新

设备。ABC 400 ValueBatch深受好评，已有两家客户

购买了这款新设备。该设备是安迈为满足中国市场对

大产能设备的需求而推出的新产品。它的最大产能为

400t/h，可以帮助客户高效完成大型项目建设。

沥青研讨会

成功举办

安迈集团首次售出两台

ABC 400 VALUEBATCH
搅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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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麦Maskiner A/S公司已成为安迈轻型和重型压实设备的经销商。Maskiner将从其

遍布全国的销售点分销安迈压实机，它是安迈压实产品在丹麦的独家经销商，客户群非

常广泛，主要集中在建筑、基础设施、工业和农业领域。“安迈的产品系列非常齐全完

整，可满足各种需求。”Maskiner A/S的销售经理及合伙人Tommy Bergmann说。

APF 12/50提供强大的动力和生产力

    安迈推出了APF 12/50前移式振动平板夯，扩大了其轻型设备产品线。该平板的宽度为50厘米，提高了

生产效率和动力。本田汽油发动机是激振装置背后的动力。离心离合器和V型皮带有效地将动力传递给激振

器系统，推动激振器有力地向前移动。隔离振动的导向手柄减少了操作者的压力，延长了工作时间，同时将

受伤的风险降到最低。

丹麦经销商加入安迈团队

新型振动平板夯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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