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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客户：

在本期《客户杂志》中，我们明确地阐述了安迈对可持续发展的承
诺。具体而言，我们正在减少生产搅拌站和其他设备时的碳排放，并且尽
量节省制造过程所需的宝贵资源。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您将会看到我们忠于可持续发展的真实案例。
例如，安迈高比例回收技术（HRT）搅拌站率先在混合料生产中加入了
超高比例的回收沥青旧料。

再生固然重要，但是环保的好处远不止沥青旧料被循环利用。安迈
搅拌站可以在更低的温度下生产混合料，减少燃料消耗与排放。

本期还介绍了搅拌站改造。改造使沥青和水泥搅拌站保持竞争力，
以及延长部件的寿命。此外，改造后的搅拌站燃料效率更高，噪音更小，
排放更低。

安迈对可持续发展的投入并不仅限于搅拌站。您只要阅读关于其他
安迈设备的文章，就会明白这一点⸺我们致力于让所有安迈产品更高
效地运行，同时融入创新功能，使其比以往更环保。

请放心，我们将继续使每一代新的搅拌站和其他设备更环保，同时
不会牺牲使您的业务取得成功的卓越生产力。

Hans-Christian Schneider
CEO Amman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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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这种联系并不那么明显⸺包括那些帮助压路机以
更少的碾压遍数达到目标压实度，以及最大限度地减少燃料消耗
和相关排放的技术。安迈历来重视环保产品和技术的开发，如今
在全球各国越来越关注环境利益的背景下，更加要全力以赴。可
持续发展是安迈在今天和未来的重点。

产品创新

有时候，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方法来应对挑战。先进的安迈
设计团队拥有一段跨越一个半世纪、充满创造性和创新思维的
历史。

“零废弃”系统

连续式沥青搅拌设备有一个弊端⸺至少曾经是这样，即每
个班次的开头和最后几吨都是废料。安迈的专家团队开发了一种
专利解决方案，确保所有混合料自
始至终都有适当比例的骨料和矿
粉。这个创造性方案使每台搅拌站
在每个生产班次有多达5吨混合料
免于进入废料堆。

碳中和燃烧器

是否有一种不仅是可再生的，
而且实际上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
燃料源？它现在已经被使用，这要
归功于一种特殊的沥青搅拌站燃烧器，它将木屑转化为可再生的
燃料。安迈沥青搅拌站正在使用一款独特的燃烧器，它可以将木
屑转化为可再生燃料，从而实实在在地降低设备的碳排放水平，
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安迈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证据是显而易见的，譬如现有的一系列再生沥青搅拌站。

RAH100再生滚筒

RAH100逆流式再生滚筒在理论上可以使用100%的回收旧
料生产沥青混合料。使用RAP时，温度始终是一个关键因素⸺
既要让RAP达到目标温度，又不能使它过热，因为沥青在160℃
以上会遭到损坏。RAH100的巧妙设计完全消除了高温会损坏回
收料中的沥青的顾虑。RAH100由两个相连的部分组成。一个是
静态加热室，它包含一个燃烧器，并迫使热气流向第二部分，即逆
流式烘干滚筒。

RAP从逆流式烘干滚筒的远端进入，然后朝着加热室的方
向移动。它在进入加热室之前就会从烘干滚筒中离开（被输送到
一个附带的筒仓），其中的沥青永远不会过热，烟雾和气味也随
之减少。

全面的再生解决方案

安迈为客户提供了多种旧料再生解决方案，包括RAH100再
生滚筒，最高添加60%热回收料的RAH60平行式再生滚筒，和带
再生添加环、最高添加40%RAP的RAH50滚筒等。

即使不使用这些特定的烘干滚筒，安迈沥青搅拌站也具备再
生能力。最多30%的冷回收料可以直接进入拌缸，这意味着安迈
品牌的任何沥青搅拌站都能够利用该百分比的RAP。

绿色前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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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燃料

安迈研发了能够燃烧可再生能源的沥青搅拌设备，甚至可以
将废物转化为燃料。生物燃料有助于保护大自然，减少沥青生产
商对矿物油的依赖。油菜籽和甘蔗可以被用作生物燃料；以松木
为原料的纸浆厂从纸浆废液中回收的妥尔油，也能被加以利用。
安迈的生物燃料燃烧器同样可以使用传统的燃料，比如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轻油、重油和煤油。

安迈压实专家（ACE）

ACE，一个专有的智能压实系统，实时测量和沟通压实进
度。ACE有几个版本，包括一个用于重型压路机，另一个用于轻
型设备。所有这些都提供最有效的压实效率，从而大大减少了燃
料使用、机器磨损和排放。

ECOdrop

ECOdrop首先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发动机效率，从而减少排
放和燃料成本。ECOdrop还包括重新配置关键系统和部件，以最
大限度地减少运行所需的运行液，这将降低获取和处理这些液
体的成本。

仔细观察安迈ARS 70土壤压实机这一具体产品，就会发现
其主要特点和优势，有了ECOdrop，ARS 70将：
• 燃料消耗减少22%
• 所需液压油减少26%
• 所需的振动系统液体的10%

精益生产

遍布欧洲、南美洲、中国和印度的制造工厂也表明了安迈对
可持续发展的投入。工厂里的新式设备和精简流程最大限度地
减少能源需求和排放，精益生产则可以保护宝贵的自然资源。

精益生产，包括先进的通风系统，反映了安迈对员工安全的
承诺。全面的培训既可以保证员工的安全，也能帮助他们精通制
造。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安迈：
• 在制造环保型搅拌站和其他设备时，最大限度地 

提高生产实践的安全和可持续性。

• 与注重生态环境的包装商和运输服务商合作。

• 开发最大限度地利用回收材料的沥青搅拌设备。

• 提供排放量低于规定值的搅拌站和其他设备。

• 扩大使用环保的可再生能源作为燃料。

• 利用先进技术帮助搅拌站和其他设备高效运行，最大限度地减少燃料消
耗和排放。

• 减少机器运行所需的燃料和其他流体，从而减少处理的必要。

可持续发展

https://www.ammann.com/zh-hans/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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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瓦本路面材料公司在巴登-符腾堡州的斯图加

特和阿伦等地有5台沥青搅拌站，为当地的许多道路

建设项目提供高质量的沥青混合料。其合作伙伴包括

在道路建设与旧料回收领域位居世界前列的万喜路桥

公司（EUROVIA），及本土的知名施工承包商Wolff & 

Müller等。2019 年，该公司在考虑升级其位于辛德芬根

的工厂时，坚信自己与安迈集团之间的密切合作一定会

再次结出最好的果实。

设立目标

对于总经理Volker Schneider和他的团队来说，这

次主要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减少排放和增加回收材料

的使用，是新工厂的首要任务。安迈ABP HRT沥青搅拌

站简直是为此量身打造的解决方案。HRT是指“高比例

回收技术”，它代表了安迈在环保技术领域的最新进展，

能够在不牺牲产量和沥青混合料质量的前提下实现旧

料再生。

施瓦本路面材料公司（Makadamwerk Schwaben GmbH & Co. KG）在翻新名下的一家工厂时，
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在位于德国西南部的主要基地，这个沥青生产商决定建造一座将高性能、高
质量与先进的环保技术结合的工厂。作为欧洲最现代化的设施之一，该公司为工厂添置的安迈ABP 
320 HRT沥青搅拌站现已正式投入运营

独创的设计使安迈ABP HRT搅拌站在理论上可以

添加100%的RAP。热气发生器在RAH100逆流式再生

滚筒内温和地加热回收材料，大尺寸蒸汽处理系统提供

了冷、热回收结合的可能性。

实现目标

凭借技术领先的“高比例回收技术”概念和设备，

施瓦本路面材料公司实现了高水平的旧料再生。整个

ABP HRT回收系统的一个独特之处是它的垂直设计。被

安置在拌缸正上方的再生滚筒仅利用重力来移动材料，

从而节省成本和免去需要频繁维护的传送系统。此外，

使用重力还可以减少能量输入，最大限度地减少磨损，

并优化热回收材料的输送。与常规的搅拌设备相比，粉

尘和噪音排放也显著减少。在生产低温沥青时，该搅拌

站配备了一种创新的泡沫沥青添加剂。即使生产沥青玛

蹄脂之类的特殊混合料，也没有任何特殊要求。双排主

塔结构通过使用不同的矿物和骨料，促进了高度灵活的

拌和过程。

为未来
做好准备
开始运用最先进的沥青搅拌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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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废气、粉尘和噪音方面
最先进的沥青搅拌站”

确定行业标杆

“从早期规划阶段开始，我们就确保将整台搅拌站

的周边设备与现有基础设施连接起来，”安迈德国分公司

（Ammann Asphalt GmbH）销售经理Volker Behrens

说。这种提前的精心准备使后续的安装过程可以顺利

进行。在旧工厂开始拆除仅七个月后，全新的安迈ABP 

320 HRT沥青搅拌站于2021年9月25日在盛大的开幕仪

式上正式投入生产。从那时起，该设备的生产能力就达

到了320 t/h；在辛德芬根工厂，“HRT”成为灵活与节约

的解决方案的代名词。作为目前市场上在废气处理、除

尘和降噪等方面最出色的设备之一，安迈ABP HRT沥

青搅拌站就像一座灯塔，指引着施瓦本路面材料公司走

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ABP HRT
特点和优势：

灵活和经济的解决方案，能够使用高比例的回收料

完全集成的回收料添加滚筒，优化材料流动和磨损保护

能够使用添加剂，如发泡沥青、颜料和其它可回收耗材

设备和部件可实现定制化

降低了声音和灰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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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AH50 | RAH60 | RAH100

ABP HRT

https://www.ammann.com/zh-hans/plants/asphalt-plants/batch-asphalt-mixing/abp-hrt


8 

坚实的基础
安迈重型设备设计重点在于生产
能力、人体工程学和方便维护保养

安迈集团客户杂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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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as Kopic，安迈重型设备部门的执行副总裁，

负责公司的压路机和沥青摊铺机。他最近讨论了开发产

品的基本原则，以及公司如何努力使每一代产品都比上

一代产品更具可持续性。

新产品的开发是筑路企业的生命线，安迈是如何集中
精力不断开发相关新产品的？

首先，我们确保我们对客户所面临的挑战有敏锐的

认识，我们通过各种方式与客户进行沟通来实现这一目

标。

安迈团队也是一个宝贵的资源。我们在道路建设行

业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每年都会访问世界各个

角落的数百个工作现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会发现一些

共同点，所以，在一个地区成功应用的解决方案往往可

以适用于其他地区。

然后，我们讨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提供价值。

我们通过三个关键概念做到这一点：生产力、人机工程

学和售后服务。

让我们从生产力开始，你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努力？

生产力是指以尽可能少的压路遍数实现压实。我们

的主要优势是安迈专有的智能压实系统ACEforce，它能

实时监控压实进度，因此操作人员知道他们的目标是否

已经实现。

这在生产力和质量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如果已

经实现了压实，那么操作员就可以工作现场，如果没有

ACEforce带来的知识，操作员可能会继续压实，而每一

次额外的压实都是对劳动力、燃料甚至是机器寿命的浪

费，这也会导致不必要的排放。

重型设备的产品开发要求很高，有绝对必须满足的性能，同时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我们经常谈论如何减少这些问题，这也是非常有必

要的。ACE的一个经常被低估的方面是它可以防止过度

压实，我说的不仅仅是相关的浪费，而是过度压实对材料

造成的损害。

你还提到了人机工程学，你说的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
思，你是如何提供的？

人体工程学是为了工作环境带来效率的概念。这可

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例如，将控制装置放在扶手上，这

样操作人员就不必去找它们，也不必伸手去接触它们。

人体工程学也包括能设备见度。出能安全考虑，我们

的重型设备有良好的视线能力。但另一个好处是，操作员

不必伸手去查看。

人体工程学是关于效率的，但它也与舒适性密切相

关。操作人员如果不用伸手就能看到，并能轻松地触及

控制装置，就会更加舒适。

行业中的一些人有时会质疑舒适的重要性。他们的

论点是，他们付钱给操作员是为了工作，而不一定是为了

舒适。在安迈，我们认为舒适其实是在提高效率。防止伸

手和伸脚使操作更舒适，但也更有效率，一台机器越容易

控制，它的生产力就越高。

控制的便利性对质量也有影响。一台平稳运行的机

器将提供更好的质量，从而减少昂贵的返工的可能性。

最后，我想告诉客户，舒适性能使操作人员保持更高

的警惕性，从而提高工作效率，也更安全。

Tomáš Kopic

重型机械设备
执行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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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创意设计也会使工作现场更环保？

是的，防止溢出可能是最低的要求。我们已经设计和

定位了液体端口，以消除溢出现象，而且它是有效的。问题

解决了，当然，延长间隔时间对可持续性也有影响。

安迈还有一些新设计，即ECOdrop。它从我们的土

壤压实机开始，现在正被整合到整个重型压实产品系列

中，ECOdrop侧重于机器维护、可维修性和环境友好的各

个方面，这些都大大节省了成本。

这些原则是我们已经谈过的，例如减少对服务的需

求。它也包括减少燃料的使用，我们在ECOdrop的保护下

创造了一个更有组织的、集中的方法。如果你看一下安迈的

单钢轮压路机，你可以看到一些很好的效果。

你提到的第三个因素是方便维护，你能解释其重要
性吗？

方便维护，我们的意思是，"维修这台机器的容易程

度？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减少预防性维护所需的时间和成

本？主要是延长间隔时间、方便使用和延长部件寿命。

延长服务周意义重大。想一想，如果你只需要每六

个月而不是每三个月更换一次润滑油，那将会节省多少

费用？你已经把服务人员的工作减少了一半，同时节省了

润滑成本。

方便维护是另一个节省成本的方法。越是方便维

护，服务就能越快完成，操作员就能越快回到机器的运

行中，或者技术员就能转到另一个项目上。

我们通过一些创造性的设计来实现这种可及性。我

们的土壤压实机采用了可倾斜的驾驶室和后罩，使发动

机和液压部件易于接触，此外，把液压部件集中在一起，

方便使用。

这种宽大的引擎盖意味着可以从地面到达发动机

舱。因此，技术员可以在地面上更换机油，方便打开的侧

板有助于技术人员接触到驱动和振动部件，而且润滑点

的位置也很方便。所有这些都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同样，我们不断努力使我们的组件更加坚固，包括一

些新设计。部件的寿命延长了，整机的寿命也会延长。

有什么能比不需要更换部件，最终使沉重的滚筒寿

命更长、更方便、更有成本效益？

你们非常强调维护，这真的是一个产品差异化的因
素吗？

是的，在安迈，我们对维护工作有一个非常简单的

信念：对机器操作员来说，维护工作越简单，完成工作的

概率就越高。

基本的想法是通过使用免维护组件或将接入点分

组来减少工作量。承包商意识到，维护/方便维修与成本

之间有直接联系，他们开始关注拥有一台机器的终身成

本，而不仅仅是购买价格。

ACE 土壤压实设备



11 WWW.AMMANN.COM

我们将液压系统的用油量减少到26%，将振动轴承

的用油量减少到10%。一个可变的风扇驱动器实现了有

效的冷却效果，从而减少了排放，自动转速设置和智能

驱动杆功能可提高油耗达22%。

此外，液压油和过滤器现在只需要每2000小时更换

一次，我们已经将更换油和过滤器的次数减少了一半，并

且减少了所需的液体量。

土壤压实机上的关键工具，即振动轮，经过了重大

的调整设计，以实现卓越的性能和易于维护性。振动系

统不需要特殊的油，这就节省了成本。此外，与上一代产

品相比，用量也减少了10%。

新的自动发动机转速管理系统改善了燃料消耗。它

直接集成到主机器控制系统中，并根据工作现场的条件

自动调整发动机设置。

我刚刚列举了一些可持续发展的好处，而这仅仅是

针对单一产品。随着ECOdrop在整个产品系列中的扩

展，其影响将成倍增长。

未来有哪些绿色环保举措？

我们正在创建一个 " E-Mission "倡议：它侧重于效

率、生态、经济、卓越和电子化。

E-Mission与我们的整体可持续发展努力非常吻合。

我们致力于探索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减少我们产品的碳排

放，包括寻找更有效的燃料燃烧。

利用先进的技术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然资源的

使用，并对排放产生积极的影响。

    AM M AN N  
   C O M P AC T I O N  
  E X P E R T

ACE 土壤压实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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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具体谈谈沥青压实的问题，这些产品的未来方
向是什么？

这都是关于ACE和其相关内容。ACE甚至可以帮

助没有经验的操作人员取得成功，鉴于全球劳动力的变

化，这一点越来越重要。

ACE还可以监测压实度，因此操作人员可以专注于

机器的安全、性能和生产力，最终目的是对改善沥青路

面质量有很大影响的技术。

安迈是如何应对数字化趋势的？

主要是通过半自动或自动连续压实控制（CCC）系

统的先进技术，这也是通过提供用于在线作业现场控制

或机器对机器通信的GPS，以及通过远程信息处理系统

实现详细的车队管理。

CCC系统，无论是半自主还是完全自主，都是质量

控制的关键。它需要测量，需要能够定义目标并监测达

到目标的进展。我们拥有ACE中最先进的系统，我们的

客户也从中受益匪浅。今后，客户可以选择半自主系统

（ACEforce）或完全自主的系统（ACEpro）。

下一代ACE可能在2022年宝马展期间发布，这将是

该系统的第四代产品。

车队管理有什么新特点？

更新的ServiceLink是我们在机器生命周期控制方

面的最新成果。ServiceLink是一个远程信息处理系统，

使我们的客户和终端用户能够全面了解他们的机器、定

位和服务需求。

哪些区域正在显示出实力，以及您认为哪些领域是未
来的最佳机会？

过去的一年当然也有困难，但安迈能够保持在某些

情况下，加强我们在欧洲和俄罗斯等我们历来非常强大

的市场地位，我们还在其他市场看到了增长趋势，特别

是美国。

在全球区域范围内，都存在着挑战。一些政府在面

对逆境时难以做到提前预防，此外，供应链和劳动力短

缺正在对所有地区产生影响，尽管有些地区受到的冲击

比其他地区更大。

在中短期内，我们预计欧洲将会在环保方面做出更

多的努力，美国将加强其基础设施建设。随着供应链挑

战等关键问题的解决，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将继续处于

保守状态。

道路建设

https://www.ammann.com/en/technology/road-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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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BAHN公司主要从事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新建、重建

和维修等业务。2018 年，它通过购买配备RAC25冷回收系统的

安迈ABA 240 UniBatch沥青搅拌站，开始涉足再生领域。

RAC25能够处理最多25%的冷回收料，不过这只是一个好

的开始。在与安迈工程师讨论后，AUTOBAHN公司决定做更长

远的打算。此次采购还包括一个增强型高容量AFA-3075过滤

器，可容纳废气量为70000 Nm³/h，确保搅拌站日后可以处理热

回收料。

在此后的两年，这台安迈ABA 240 UniBatch沥青搅拌站生

产了各种类型的沥青混合料，包括掺入25%RAP的普通沥青混合

料和掺入10%RAP的沥青玛蹄脂碎石混合料（SMA）。

2020年，AUTOBAHN公司给设备增加了一个搅拌主塔和

RAH60平行式烘干滚筒。这次升级使ABA 240 UniBatch沥青搅

拌站同时具备了处理冷回收料（最多25%）和热回收料（最多60%

）的能力。安迈工程师需要完成一项重大任务⸺RAH60本来是

为固定站设计的，如今却要满足AUTOBAHN公司偶尔搬迁搅拌

站的需求。

在过去的25年里，JV AUTOBAHN公司一直是俄罗斯道路和机场建设领域的市场领导者。该公司成功的一
个关键原因是，它能够为未来的挑战和机遇做好准备。

俄罗斯公司开始
并迅速扩大沥青回收利用
注重创新、可持续性和能源效率

安迈工程师团队迎难而上，为热再生搅拌主塔设计并使用了

移动式钢基础。RAH60再生滚筒、支撑结构、传送带和提升机安

装在可移动的底座上，以便于在不同的位置组装。安迈是唯一一

家提供这种解决方案的设备制造商。

AUTOBAHN公司副总经理Nadezhda Savenkova表示：“

我们仔细考虑了我们应该为这台旗舰搅拌站配置哪些新的附加

功能，才能支持正在实施的所有创新。”除了冷、热回收系统之

外，该公司还购买了可以单独使用或者与其他技术结合的沥青

发泡设备。现在，AUTOBAHN公司不但可以生产掺入不同比例

RAP的混合料，而且可以分开或者一起使用冷、热回收系统。

回收料由两个13 m³的冷料仓供应。传送带的设计使操作

员可以选择将材料输送到冷回收系统 (RAC25)、热回收系统 

(RAH60) 或同时输送到两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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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 UniBatch
特点和优势：

产量范围广，从100吨/小时到340吨/小时

最大的定制选项与顶级的性能和经济效率

为全球使用而设计，搅拌塔模块方便运输

坚固的、经过测试的技术

可选添加剂，如染料、颜料、纤维和安迈发泡沥青

可安装和扩展许多选项

为方便整合未来的选项和技术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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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或 30 t  (2 仓) 

控制系统：  as1

回收系统： RAC | RAH50 | RAH60

ABA 240 UniBatch + RAH60的改造
生产能力： 240 t/h (当含水量为5%时)

干燥筒（石料）： T-2390

平行滚筒（RAH60）： RT-22100

原生料滚筒燃烧器： 18 MW

RAH60 滚筒燃烧器： 7 MW

除尘器： AFA-3075, 70000 Nm3/h

振动筛： VA-1840-S-6

搅拌缸： AMIX-2.30 3.3 t

热骨料仓： 61 t

成品料仓： 110 t (2仓)

回收料仓： 20 t

控制系统： as1

回收系统： Cold RAС25 | Hot RAH60

热回收供应系统： 移动钢基础

RAH60使用的是回收料与原料气同向进入的平行加热方

式，为了保护沥青和减少排放，回收料的加热温度不超过130℃。

为了使生产出来的沥青混合料达到所需的温度，新骨料在另一个

烘干滚筒中以高得多的温度加热，然后与回收料混合，使热拌混

合料达到目标温度。新骨料充当了第二个热源的角色。

“我们竭尽全力让安迈搅拌站充分发挥它的能力，生产含有

更多RAP和泡沫沥青的混合料，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户

的要求。”Savenkova说，“我们很高兴站在最前沿，激发俄罗斯市

场对再生技术的兴趣。我们希望成为俄罗斯第一家RAP添加比例

达到60%的公司，并且确保沥青混合料的顶级质量。再生技术确

实需要不小的投资，但是它具有许多经济和环境效益。我们确信

未来属于再生。

为了帮助控制和优化生产，AUTOBAHN公司使用了增配先

进的动态添加回收料(RAD)模块的安迈as1控制系统。

“as1控制系统非常人性化，可以轻松控制整个生产过程，”

生产经理Sergei Kultygin说，“当使用RAP制作复杂的混合料时，

这一点尤其重要。我们正在积极学习RAD模块的功能，有了它，

操作员在生产过程中只需单击鼠标即可轻松更改RAP的添加比

例，无需更改配方。”

Kultygin最后说道：“我们感谢安迈工程师团队亲手帮助我

们实现再生技术升级。事实证明，在准备、选择RAP和将它送入

系统时颇有玄机，材料进入拌缸的顺序和所用的先进技术也有重

大影响。”

RAH60的优势：
• 环保：使用高达60%的RAP；
• 生产一吨沥青混合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3.2 kg；
• 最多可以降低55%的生产成本；
• 节省更多的能源成本（17%）；
• 与冷回收系统(RAC)完美契合；
• 是低温沥青的理想选择。

ABA UniBatch

https://www.ammann.com/en/plants/asphalt-plants/batch-asphalt-mixing/aba-unib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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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迈发布了新的APH 85/95静压振动式平板压实机，它的导
向手柄使操作人员更容易控制机器。

该振动夯保留了承包商所喜爱的所有压实力，最大振动频率

为52Hz，最大离心力为85kN。手柄还具有振动隔离缓冲系统，可

将振动从操作员身上引向地面。手臂振动（HAV）值为2.5米/秒，

是行业中最低的。事实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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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安迈的Orbitrol转向系统也很有特色，它可以调整离心

力的重量，以实现平稳、轻松的方向变化和精确控制，即使是在

空间有限的地方。该设备还可以悬停，提供现场压实。

APH 85/95采用了安迈专利的三轴激振器系统，提供了无与

伦比的压实力，提高了平整度和最佳机动性。该系统使设备运动

保持一致，即使是在厚重的粘性土上也能实现平稳行驶。三轴系

统帮助平板夯毫不费力地克服陡峭的坡度，机器甚至可以在回填

饱和区域时爬坡。

全静压驱动系统消除了对V型皮带和离心式离合器的需求，

也大大减少了维护需求，相反用一个液压马达驱动偏心轴。该振

动夯配备了一台久保田D902柴油发动机，额定功率为13.4千瓦。

APH 85/95可以配备成熟的安迈压实专家（ACE），一个自

动化的压实测量和控制系统。振动夯上的ACE系统采用了与安迈

重型压实机相同的技术。它为操作人员提供了土壤硬度的准确指

示，以及是否达到了理想的压实度。

安迈压路机
轻松改变方向

工作人员会喜欢该机器的大型和最佳位置的绑扎点，这使

得绑扎很容易。改良后的引擎盖设计也使该机型周围的能见度更

高。除了因没有V型带而减少维护外，企业主会喜欢日常维护的

快捷，甚至可以不用工具就能完成。

大而宽的发动机罩使人能够方便地接触到发动机，这是另一

个维护优势。

APH 85/95保持了压实力

APH 85/95
特点和优势：

低振动的导向手柄 
行业领先的HAV值低于2.5米/秒²，保护操作员并消除耗时的记录
需求

三轴技术 

即使是在潮湿和粘性的底层上，也能达到业界领先的平整度和最
佳操作水平

卓越的压实性能 

强大的振动装置使压实更高效 ，快速达到压实效果

全液压驱动 

最佳的机器控制，即使是在狭窄的区域，也具有很高的精度

技术规格：

操作重量： 813公斤

工作宽度： 650 / 800 / 950 mm

最大振动频率：  52 Hz

最大离心力： 85 kN

视频

https://youtu.be/4uHMysDI3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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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迈ARW 65手扶式压路机经过重新设计，给操作人员带来
了更多友好的感触。

该压路机被称为二合一机器，因为它可以在土壤或沥青路

面上工作，包括一个扩大的显示屏，以提供更多关于压实性能的

视觉提示，小时计数器也被重新定位，更加明显。新的水位指示

器在沥青路面上工作时，很容易检查机器是否始终有足够的水供

应，水箱内现在还设有一个方便找到的插头。

重新设计还包括延伸到机器框架之外的保险杠，以增加保

护。新选项包括安迈压实专家（ACE）的出口，这是安迈专有的智

能压实系统。ACE使操作人员可以了解进度，并帮助防止压实过

度或压实不足。

此外，还可以选择一个用于远程信息处理控制单元（TCU）

的插座，数据传输和跟踪工具中使用的硬件，如安迈的Ser-

viceLink。因为ARW 65的压实能力和在一台机器上结合两种应

用的能力，所以它很受承包商的欢迎。操作员可以选择是否利用

高振幅设置进行土壤和石料的作业，或利用低振幅设置进行沥

青料的压实。

手扶式压路机配备两种类型的柴油发动机，Hatz or Yan-

mar，两者都能为机器提供强大的动力，并满足全球的排放标

准。滚筒两边都有空隙，可以在非常靠近路边、挡土墙和其他障

碍物的地方进行压实工作。这避免了在边缘和狭窄区域内的耗时

工作。

重新设计的
ARW 65为操作
者提供了动力

该机器没有快速磨损的机械部件，如V型皮带和离合器，这

样就减少维护成本。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导向手柄，如果操作者松开手，就会立即

关闭机器。在逆转模式下，滚轮的速度被限制在2.5公里/小时，保

护了操作员的安全。在沥青路面上工作时，液压驱动装置确保了

变速调节和平稳的启动/停止动作。

手扶式压路机在土壤或沥青路面上都能发挥作用

ARW 65
特点和优势：

2个振幅设置 

适用于不同的场地，如沥青路面或夯实作业，或在子结构或无粘结
的基层上进行压实工作

全液压机器 

精确的速度调节

良好的侧面间隙 
准确的、无级变速的在墙壁和路边工作

集成的洒水系统 
防止沥青料在滚筒上结块

技术规格：
操作重量： 712–744.5 kg

操作宽度： 650 mm

最大的振动频率：  65 Hz

最大的离心率： 14 / 23 kN

发动机： Hatz 1D42 或 Yanmar L100N

ARW 65

https://www.ammann.com/en/machines/light-equipment/walk-behind-rol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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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滚筒，
做个好邻居
RAH100 使沥青搅拌站更友好



19 WWW.AMMANN.COM

这台沥青搅拌站矗立在居民区附近的日子已经有些久远了。

对于社区的居民来说，这次改造减少了生产时排放的沥青烟与难

闻气味，是一件喜闻乐见的大好事。改造成功的关键是RAH100

拥有安迈专有的先进加热技术。具体来说，该滚筒采用的加热系

统在最大限度地减少气味排放的同时，仍然能够生产出极高品质

的混合料。

不但比邻而居的民众拍手叫好，APL公司也十分乐意看到改

造带来的环保影响。此外，由于温和的加热过程可以保护沥青，

新的烘干滚筒可以带来更好的生产质量。

RAH100逆流式再生滚筒在理论上可以使用100%的回收旧

料生产沥青混合料。正是RAH100的创新加热方式和无出其右的

一次安迈沥青搅拌站改造不但减少了气味排放，而且让邻里关系变得更加和睦。此事发生在比利时林堡
省。APL公司（Asfalt Productie Limburg）用安迈RAH100再生滚筒替换了一台拥有数十年历史的沥青搅拌
站上面的现有部件。这是该国使用的第一个RAH100滚筒。

RAP处理能力，促使APL公司最终使用这款安迈产品对设备进

行改造。

RAH100由两个相连的部分组成。一个是静态加热室，它包

含一个燃烧器，并迫使热气流向第二部分，即逆流式烘干滚筒

RAP从逆流式烘干滚筒的远端进入，然后朝着加热室的方

向移动。它在进入加热室之前就会从烘干滚筒中离开（被输送到

一个附带的筒仓），其中的沥青永远不会过热，烟雾和气味也随

之减少。为了降低噪音，APL公司还采取了其他改造措施，譬如将

搅拌站主塔完全包封，以及在提升机顶部设置消音器和盖子等。

视频

https://youtu.be/VkVQDlqa6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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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采用了现代化的安迈控制系统，如今不同类型的混合料
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动化，通常只需要搅拌站工作
人员进行少量干预。

然而，处理混合料订单往往是一项手工作业。除了电话订单

外，许多客户通过电子邮件、传真或信息系统发送他们的订单，也

有卡车司机现场订货。

最后，许多订单渠道必须手动合并--这种方法很容易出错。

只有提前知道并安排好订单才有可能优化搅拌站的生产。

通过Q Plant和附带的应用程序，Q Point提供了一个综合解

决方案，帮助以数字方式实时完成混合订单--透明、全面且没有

错误。

订单通过订购应用程序或从施工过程控制系统（如Q Plant ）

以数字方式传输到搅拌站。搅拌站人员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收到

的订单，检查订单并以数字方式确认或取消订单。下订单的人可以

以数字方式跟踪进度并随时进行调整。

数字化处理订单

一旦收到订单，就会自动为搅拌站制定最佳生产计划和装载

计划。这些计划可以被传送到安迈搅拌站控制系统以及称重系

统中，这样一来，就不再需要纸质的订单清单和手工制定生产计

划了。装载后生成的交货单也可以通过数字方式与下订单的人进

行交流。

各种开放的标准接口使Q Plant能够灵活地集成到搅拌站的

系统中，安迈先进的as1控制系统配备了Q Plant接口。

使用Q Plant和SiteBuddy应用程序的数字订购系统不仅是

客户喜欢的工具，而且还为搅拌站和建筑公司提供了一个节省资

源、无错误和可追踪的订购和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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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夏天，安迈德国Hennef分公司的访客见到了一些不寻常
的现象。正常情况下，服务部门是很热闹的，有检查设备的，
有分析错误的，还有客户设备更新换代的。 

但是，今年的7月到9月的这段时间，访客听到最多的是：  

“准备…..，开始……”，这类声音，因为Hennef公司正在拍摄一些

技术服务视频。

这些视频记录了所有新产品和升级产品的服务流程，以“为

技术人员拍摄的技术服务实景” 为主题，这些视频在很大程度

上对操作手册和维修手册的功能进行了补充。

这些编辑好的视频可以在安迈YouTube和安迈服务软件里

查看。另外，为了方便技术人员，所有服务和维修工具上都贴有二

维码，客户可以随时查看，

在选材方面，安迈工作人员花了大量的时候和精力。代理商

和租赁公司想了解哪方面的知识，在每一款产品上他们面临的挑

战或问题是什么， 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这些视频没有对话，只有动作演示。视频可用在安迈全球客

户中使用。

反馈都是很正面的，安迈公司以外的技术方人员说视频很实

用，帮助他们解决很多服务问题。

安迈将继续制作这类视频，因为确实可以帮助客户受益，使

他们的设备更高效。

为技术人员拍摄的
技术服务实景

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ZT49Ln6ciWnTZkuNpw7sVoL-RtfrIu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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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迈公司最近向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Heinsberg的A.Frauenrath公司和德国萨克森州的Frauenrath 

Großröhrsdorf公司出售了116台夯实机和平板压实机，负责此次交易的是安迈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的经销商 

Grenzland, Hückelhoven公司。

Frauenrath在40台机器上使用了Ammann ServiceLink，该工具提供了诸如机器位置、电池状态和运行时

间等基本数据。

安迈英国经销商Molson集团最近举办了为期3天的客户开放日， 这次开放日又使得大家能够愉快的在一起交流。

经验丰富的销售人员主持产品交流活动，帮助客户了解产品关键功能和优势，重型和轻型压路机，售后服务及

ServiceLink功能。

此交易包括压实机、
SERVICELINK 

MOLSON公司
举办客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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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客户提供更好的体验，安迈的二手设备网站已经改版。

该网站提供优质的，价格公平的二手设备，产品包括夯实机、振动平板压路

机、沟槽压实机、双缸轮压路机、摊铺机、挖掘机和沥青搅拌站等。

网站产品来自安迈和其它生产厂家，欢迎来访 used.ammann.com。

在 以公共工程、建筑和采矿机械 为主的SMOPYC 2021展会上，安迈展示了多种轻重型压实设备。

在西班牙的Zaragoza展会上，观众在安迈展台上观看了AFW150-2迷你型摊铺机。

欢迎来访
安迈集团二手设备网站

客户访问
SMOPYC 2021

二手设备

https://used.ammann.com


不要错过

努力为我们的下一代提供
更好的基础设施

www.amman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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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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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