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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导者的关键因素

Hans-Christian Schneider 
CEO, Ammann Group

我们经常讨论安迈沥青搅拌站核心部件的质量。给料、

干燥、加热、筛分、搅拌等流程的运作必须是无缝衔接。

同样，作为行业的领导者，安迈也需以相同的方式组

合不同的核心部门：内部员工、团队合作、行业知识、全

球视野以及专业投资等。

内部员工  安迈每一位员工都必须聆听客户的心

声，因为他们贴近产品，熟知客户面临的挑战。安迈团

队还需要有人洞察即使是客户等业内其他专业人士都

尚未发现的趋势和机会。我们的团队需要高瞻远瞩的

领导者。

团队合作 这些富有激情的人才必须善于协作，向更大的团队明确阐述他们的愿景，

以便其他人提供所需支持并将项目推进到更高层次。在真正创新的产品开发过程中，

团队之间必须能够顺畅传递“接力棒”。

行业知识 安迈必须立足现在，放眼长远。每年公司的员工实地走访全球数百个国

家的数千个工厂和工地。我们现场了解安迈产品每天的运行状况。我们从事这一行

业近150年。每年我们都在积累行业知识。

全球视野 世界一个地方的成功经验可以移植到另一个地方。例如：在秘鲁使用的

技术和机器或许能解决亚洲地区的某个问题。安迈团队在实地走访过程中总结经验，

既可在内部分享，也能为下一项关键产品功能，甚至为下一款新品上市提供支持。

专业投资 产品开发是指将行业知识以及最终创新技术的综合成果交付客户的过

程。安迈矢志不渝地致力于产品开发。我们大力投资研发，资助巴西、捷克、德国、印

度和瑞士等地工厂的开发团队。

安迈拥有广泛的产品线，因此我们需要在多个领域专心致志，才能维护和巩固行业

领导地位。然而，成功无捷径。只有专心致志，我们才能确保最优秀的想法走向市场，

借助卓越的产品，帮助客户赢得成功、获得利润。

高比例回
收技术

关于更多产品信息和服务，请访问：www.ammann - group.com
PMP-1228-00-CN | © Ammann Group

一体化沥青拌和站

Universal HRT（高比例回收技术）拌和站最大化利用回收料生产沥青混凝土， 它甚至可以利用消

费型废品，如打印机墨盒，废旧轮胎等。

该一体化拌和站非常适用于大量使用回收旧料生产沥青混凝土。它和其它类型的Universal一样提

供高性能的特性，并且具有一些特别的性能使其能最大程度利用回收料。

平行滚筒和搅拌缸成一条直线，优化了物料流向，极大降低了回收系统内部的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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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达尔公司 - 安迈沥青拌和站满足其大
型项目需求

环道高速公路是卡达尔多哈式的重要交通走廊，安迈搅拌站在此项目发挥了关键

的作用并取得圆满成功。

该高速公路是连接卡达尔港与多哈主城和沙特阿

拉伯边境。公路项目长约40千米，共7车道，分四期

完工，现阶段需要生产约300万吨沥青。 

“我们认为他们
的软件是最好的软
件之一，能为我们的
生产提供很高的精确
性，并且具有很高的一
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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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混凝土供应商Al Jaber & Makhlouf公司的厂

长Youssef Ghadban说：“按沥青量来说，这是卡

达尔最大的项目，我们公司是区域领导者，在

卡达尔很有影响力，共有5家沥青混凝土加工

工厂，在黎巴嫩有4家。

大型道路施工项目必须考虑设备的生产效

率。 即在2年之内，必须生产300万吨沥青。

Al Jaber & Makhlouf公司的总经理Roger 
Makhlouf说：“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因

为我们以往平均每年的产量是500 000~600 000
吨，而现在每年需要生产100~150万吨，对公司

来说，这是一项大举措，也是一项巨大挑战 ---

对安迈来说也如此，因为我们不得不为此项目

定制搅拌站。”

大规模生产所需产量的需求使得搅拌站的

稳定可靠性至关重要。另外，设备还必须具备

生产多种不同配方的混合料的能力。

Al Jaber & Makhlouf 公司在环道高速公路项

目上使用了2套Ammann ABA 340 UniBatch沥青

搅拌站。公司很欣赏安迈提供的支持和as1控
制系统，能满足公路项目对设备以及服务的

需求。

Al Jaber & Makhlouf公司的厂长Rabih El-Kattar
说：“as1是最好的拌和站控制程序，操作简

单，特别在更改参数时，一点都不复杂。如果

搅拌站有问题，计算机马上会显示故障解决

方法。”

UniBatch搅拌站和as1控制系统帮助公司满足

改变不同配方的需求，因为基层、中间层和磨

耗层所要求的混合料不同。

混合料的质量也是硬道理。Ghadban说：“政

府也一直在为道路项目寻找最佳质量的沥青混

合料产品，我们与合作伙伴安迈一起努力达到

他们所要求的质量标准。”

Roger Makhlouf说：“我们选择安迈作为合作

伙伴，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支持我们。我们每日

都保持联系，随时可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我

们认为他们的软件是最好的软件之一，能为我

们的生产提供很高的精确性，并且具有很高的

一致性。”

ABA 100-340 UniBatch > 额定产量100 t/h~340 t/h > 满足客户各种生产要求，高性价比不受

地域和气候限制，，采用模块结构，运输方便 > 坚固结实的拌和站，行之有效的先进技术 > 可

选配多种添加剂（例如颜料、木质纤维以及安迈起泡装置 等） > 多种选项，扩展能力强 > 设

计多种接口，易于将来技术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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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新技术，迈向新未来

作者 ：库诺·考夫曼 

安迈研发部主管

技术对于道路建筑行业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如果你回顾过往，展望

未来，你就会发现我们正处在技术革命的进程当中，接受变化的人会

从中受益---而那些拒绝革新的人则会被抛在后面。

如果这场革命能用一个单一的词来形容，那

将是“数据”。所采集、存储、记录和分析的工

程现场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除了“数

据”这个词以外，如果我们能够再添加一些描

述语，“实时”将是最合适的词汇。

我们拥有当前状态的原始信息。利用这些知

识可以调整工程现场、提高设备利用率、降低

燃料消耗以及大幅提升质量。此外，企业还能

节约巨大的相关成本。如果企业不能充分利用

这些机会，它将越来越难以在建筑业竞争

通信与现场控制

这种转变是远程信息处理（利用数据）与机器

控制（对工程现场数据--尤其对机器定位数据

的实时响应）两者的优势相结合的结果。

在道路建设中，我们通常会提到土壤和沥青

混凝土压实设备。然而，其他机器–如：摊铺

机、平地机、推土机以及其他机器–也都在发

挥各自的作用。

目前，通常在云端对收集的数据进行传输、

存储、分析，以最大

限度优化机器的利用

率。而机器的实际控

制需要在“现场”进

行管控。

通信对于现场控制

至关重要。这些机器

之间必须能够互相交

谈。当它们采集数据

时，数据当即被处理，

它的关联性很快传递

给临近可供调整的机器。例如，一个压路机可

以告诉另一个：“我已经在这一区域了，但目前

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压路机。”

这些数据应该进行实时通信。以便随时调

整，而不必回到办公室，将数据转换成表格再

进行资源配置。这些调整不仅旨在跟踪机器的

地理位置，也是为了确定刀片、料斗、熨平板或

滚筒的工作状态。

当前阶段

目前，我们正处于实际采纳阶段后期，通过改

进界面使得操作更简便。以前的技术所提供的

信息经常令操作员无所适从。现在它只显示必

要信息。

操作员也是工程现场的管理者。操作员的

技能能使生产率最大化，并确保机器和技术

同步。

一些政府开始要求使用该技术。无论你是大

型承包商还是小型承包商，它最终都将成为工

程现场投标的标准。



AMMANN-GROUP.COM 7

发展方向

我们将继续改进机器的数据采集，最终使流

程得到完善。机器间的通信也将得以改善。

通信的需求引发一种有趣的情况：由竞争对

手制造的机器需要互相通信。实际情况是施工

现场一般都有不同的品牌设备。如果这些机器

无法进行跨品牌通信，效益将会降到最低。

安迈愿意与所有品牌合作。我们的一些竞争

对手都在抵制，但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短视行

为。我们依然致力于根据客户的情况为其提供

服务，希望他们通过比较选择之后使用我们

的设备。我们也希望他们在投标过程中保持

竞争力。

收集这些信息的工具将变得标准化。所有数

据都将传到云端，如何在云端利用这些数据–
以尽可能便捷的方式–将是Trimble、Topcon等公

司未来能否有所成就的决定性因素。

在安迈， 我们也看到把更多的作业流程步

骤连接在一起是发展的一种趋势，特别是沥青

拌和站。例如，如果一个压路机落在后面，它会

通知摊铺机–-最终，沥青混凝土的搅拌生产过

程也将进行相应调整。

无需操作员的自动化机器即将出现。未来几

年内，对安全问题的考量--有时确实存在，有

时更像是感觉问题，仍有会存在很长时间。

目前，我们已经取得一些进展。安迈已经研

发出自动化平板夯的原型。我们有理由相信该

项技术将会应用于其他类型的压实设备。

我们致力于与客户建立持续的合作关系，并

且开发专业技术，帮助客户提高数据采集质量

以及实时的现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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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租赁公司如何能让它的客户感到满意？答

案是提供有助于客户提高生产效率并且有利可

图的设备。

这个简单的原则是凯瑞集团这家位于马提尼

克的租赁公司获得成功的要素之一。

“让客户满意一直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凯

瑞集团董事长凯蒂·佩雷拉解释道，“我们会

根据产品的升级换代定期更新我们的车队，为

客户提供最符合需求、最优惠的产品。”

这个产品阵容囊括了安迈2004年以来推出的

所有压路机系列。

佩雷拉介绍道，“我父亲第一次接触安迈是

在巴黎的一个展览会上。”此后不久，2004年安

迈的一个代表到访马提尼克。 “我父亲采购

了一台AV 12，那是我们的第一台安迈双钢轮压

路机。”佩雷拉接着说，“此后，我父亲在2007

年又购买了两台新型双钢轮压路机。”

她的父亲雅克退休后便将公司的日常运营交

给凯蒂打理。但是，公司与安迈的关系比以前

更加密切了。

“目前，我们拥有8台安迈双钢轮压路机和1

台今年新采购的单钢轮压路机，”凯蒂如数家

珍地说。

这些压路机是如何帮助凯瑞集团获得成功

的？这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客户满意。 凯蒂接着说，“我们倾听客户的需

求，同时推荐最符合客户需求的解决方案。”

这个方案包括安迈压路机在内。

“安迈的机器操作方便，维修简单，使用寿命

长。”高质量的设备帮助客户提高作业质量并

且节省时间。

性能可靠。 “我们距离法国8000公里，所以

我们与外界有点隔绝了。”凯蒂说，“因此，我

们决定只代理高端品牌。我们选择安迈是因为

它的设备性能可靠。”

安迈的设备基本不需要经常维修，零部件供应

即时。这一点对于这个与法国相距甚远的加勒

比海小岛来说非常重要。

“我们需要顶级的设备，而且不能出故障。”

凯蒂表示，“设备必须能够快速维修，并且易

于维护。”

多功能性。 海岛上的压路机数量有限，所以

那里的压路机必须具有多个功能。凯瑞集团

的客户用压路机来压实土壤、骨料、热沥青等

材料。

小型压路机对于各种各样的施工场地更具优

势。凯蒂表示，“我们专门经营小型设备。我们

最大的设备自重不超过8公吨。”

然而，考虑到各种不同的需求，小型压路机也

必须拥有较强的压实能力以确保完成目标。凯

蒂介绍道，“安迈压路机具有出色的功率重量

比，因此是客户的理想工具。”

差异化优势

在最初15年左右的时间里，凯瑞集团尝试经营

过几个品牌。2005年以后，我们决定只经营安

安迈帮助租赁公司大获成功

压路机是客户满意的主要因素



凯瑞集团的客户如何评价安迈的压路机？

“简单地说，它是一个优秀的压路机品牌。我们使用安迈压路机

差不多3年了。压实效果非常好。总之，机器很完美，我们没有遇到

任何问题 。”

大卫·泰斯顿特

工地经理

科拉斯·马提尼克

“在马提尼克，我们理所当然会与使用安迈设备的凯瑞集团合作。

安迈设备非常坚固、可靠；不会浪费时间，而且易于操作。我们与

很多随时调用的司机有很多合作，他们很容易适应这种类型的机

器。因此，我们决定和凯瑞集团合作，尤其是因为他们使用的设

备—也就是：安迈品牌。”

弗朗茨·梅里纳

工地经理

科拉斯-马提尼克公司

“对我们来说，能从凯瑞集团租赁设备至关重要-不仅因为他们供

应安迈的设备，我们能选择不同动力和重量的机器。得益于凯瑞集

团，我们可以选择适合工况的机器。”

亚瑟·马林

工地经理

科拉斯-马提尼克公司

迈的产品。专营安迈的举措受到一致好评，因

为凯瑞集团非常重视与客户的关系以及与客户

的合作。

“我相信我们的反应能力和服务品质是我们

的优势，因为我们一直能够为我们的客户提供

最佳的解决方案，”凯蒂说。“就我个人而言，

最重要和令人欣慰的事情是得知我们的设备为

马提尼克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凯瑞集团

地址：马提尼克，法属西印度群岛的岛屿之一

董事长：凯蒂·佩雷拉

创始人：雅克·佩雷拉

创立年份：1990年

业务：主营建机租赁业务

客户：大多为私营企业

与安迈的关系：凯瑞集团租赁压路机，同时也是安迈在马提尼克

岛的经销商。凯蒂·佩雷拉表示，“作为安迈的马提尼克经销商，

我们感到非常自豪。与安迈法国公司的合作非常愉快。我希望我

们继续与安迈保持长期合作关系，扩大设备类别供其他施工领域

应用。”

AMMANN-GROUP.COM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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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公路施工由开始到结束

一家承包商和制造厂完成项目的所有环节

Dhaka-Aricha公路是孟加拉国的生命线。商业、通勤车辆运

输和旅游伴随公路应运而生，并刺激国家经济增长。

孟加拉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此公路扮演的重要角色，承诺

扩建此条公路，并尽所能维护现有的部分。政府还努力改

善道路安全，包括重建／重新设计部分路段，还保证道路

得到合理维护，随时保持通畅。

总部位于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Tanvir Construction 
 Companies Ltd.已为国家完成了许多道路施工项目。作为政

府道路施工的一级承包商，Tanvir最近修复并重新摊铺了

Dhaka-Aricha公路75公里路段。

公司几乎参与了工程的所有环节：从生产铺料到摊铺和

压实作业。工程的所有施工阶段都使用了安迈设备。

搅拌站

工程由安迈阿波罗DM 50移动式滚筒连续式沥青搅拌站生

产铺料开始，其日产量为285～300吨。

Tanvir Construction Companies公司总经理Tanvir Ahmed说：“

这搅拌站太好了，其产能非常完美，能满足我们的所有要

求，原材料的配比控制稳定，搅拌站性能非常好。”

该搅拌站搅拌质量好、运行成本低、生产效率高、能长时

间正常动作，深受全世界广大客户的青睐。

该搅拌站的滚筒采用对流、传导和辐射技术为骨料加

热。这种工艺可保证所有的热量都传递给骨料，因此生产

效率较高，耗油量较低。 

独特的“提升板”设计，可保证高效传热，沥青均匀的裹

上骨料，排放低，预防沥青氧化。 

摊铺机

拌料被运输至工地，采用AP 600轮式摊铺修整机完成两层的铺设。底层

厚度为60毫米，面层厚度50毫米。

摊铺机工作效率高，摊铺速度为5～6米每分。摊铺后的

铺层质量很好，铺料横向分布非常均匀，摊铺后形成一层平

滑的铺层。

Ahmed说：“操作人员特别喜欢这款摊铺机，因为它操

作简单方便，我推荐它的主要原因是，铺层的表面十分光

滑。”

DHAKA-ARICHA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扩建，以提高通勤和游客通往国家

主要城市流量，并改善高速公路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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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600是承包商的最佳选择，因为它结构紧凑，最适合更

宽宽度的作业。摊铺宽度可延至7米，最适合摊铺每车道

为3.5米的双车道。如果AP 600不具备大宽度的摊铺功能，

就得使用9米摊铺机，这样会增加运行成本，而且也很难

运输。

压路机

施工人员使用了安迈AP 240 T2轮胎式压路机压实沥

青。Ahmed说：“这是一款很好的终压压路机，它始终能跟

上摊铺机，性能非常出色。”该压路机还可用于压实接缝。

此压路可加配重，操作重量从9.5到24吨，可适合多种不同

的工地。另外，其设计灵活，采用自动充气系统（air-on-the-
run system），操作人员可调整轮胎压力，无需离开驾驶室。

“根据我们的经验，
我们可以说安迈设

备运行非常平稳，很
值得信赖，。”

一家制造厂

Ahmed表示，所有主要设备都由同一制造厂供货，可确保高

效可靠。

 只要通过几个主要联系人，我们就能和不同产品组沟

通。此外，一家能供应不同项目阶段所需设备的制造厂，对

设备与工程工艺的配合有所需的技术诀窍。

Ahmed说：“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可以说安迈设备运行

非常平稳，很值得信赖，。”“我们对安迈产品充满信心，安

迈及孟加拉国经销商都能提供很好的售后服务支持。”

Ahmed对安迈和经销商投了信任票。他说：“我们决定继

续购买安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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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迈压实机将施工时间缩短一半

瑞士朗根塔尔—安迈外接式压实机迅速的在排水道项目安装了数百个木桩。

 规格 APA 20/30

 整机重量 CECE: 160 kg

 宽度: 300 mm

 频率: 60 赫兹

 激振力: 20 kN

由于压实机的双轴技术和定向激振器产生垂直向下的冲击，

压实机非常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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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迈APA 20/30外接式压实机将安装时间减少了一半时间，

为承包商节约了无数的现场作业时间。

“此类作业以前都是先钻孔，然后用挖土机把桩往孔里

压。” 来自总部位于德国奥力克的Landschafts & Kultur-
bauverband（LKV）的Johann Pflüger说：

“采用APA 20/30，每一个木桩就少花一分钟时间。至少比

以前少花一半的时间。” 

这个400–500米长的排水道的筑堤每米需安装3–4个木

桩。这些木桩能为Hilgenriedersiel排水道的土壤提供稳定

性。

       该压实机采用2轴技术和定向振动器驱动，所以垂

直向下的冲击效率较高。木桩先固定在垂直位置，只需将木

桩压实到适当的深度。

   这施工方式既具有很大安全优势，又节约成本。Pflüger 
表示，“采用之前的方法有些木桩无法完全插入，而要采用

电锯木桩切割。采用这款压实机，木桩完全能够达到所规

定的深度。”

APA 20/30
 > 最小型的安迈外接式压实机

 >  配合2–5吨小挖机

 >  可在数分钟内完成安装，无需液压、快速联接装置

 >  获得专利的振动限制系统，可保护挖机框架和作业人员

 > 两轴定向激振器

 > 免维护激振装置

 > 自锁机械旋转装置

 >  橡胶衬套可避免在极高温度下金属与金属接触

 >  按液压原理运行，降低排放和燃料消耗

“采用APA 20/30，每

一个木桩就少花一分

钟时间。至少比以前

少花一半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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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省钱又方便

新目录明确的整理备件包，给客户带来方便。

安迈公司为您准备了各种备件包，无论何时您有需要，无论备件大

小，您都能随用随取。我们为所有关键零部件设置了一个特定型号，

所以这些备件包还能简化您的订购流程。

安迈提供的备件包能够满足您的各种不同需

求。无论您是在维修产品，更换磨损部件，或

者仅是准备处理机器可能出现的故障，您都能

从我们这里获得满意的零部件。

易损耗备件包

在高标准的应用领域，有些机器需要处理一些

粗糙的材料。磨损自然不可避免，但我们大大

缩短停机时间（用于更换磨损部件）。使用易

损耗备件包替换磨损零件，既省钱又高效。所

有关键零部件，无论大小，全都放入一个专用

盒内，帮助您有条不紊、卓有成效地工作，同时

也能确保机器快速恢复运转。

维护备件包

预防性维护对机器的有效运转和使用寿命至

关重要。维护工作越简单，完成的几率就越

大。维护备件包可以让维护保养工作更加简

单。在特定的维护流程中所需的零件都放在一

个专用盒里，并带有专门的零件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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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备件包

一个小小的失误有可能会演化成一个严重的

故障，让一台机器乃至整个工地停止运转。应

急备件包可以预防这类事故。备件包里的零

部件包括开关、保险丝、阀线圈等，更换操作

既简便，又快捷。但是，如果操作不当，仍有可

能会造成严重事故。该备件包可以放在车辆的

行李箱或者车床上，以便随用随取。工地上的

工作人员只要略懂一点技术，就完全胜任这项

工作。在工地内修理工作最多只要两小时就

能完成。

现在我们还提供一份手册，列明安迈服务备

件包所含的零部件，帮助客户快速、准确地找

到所需的零部件。

该手册列出了安迈机器的所有易损耗备件

包、维护备件包和应急备件包。您可以访问

安迈官网www.ammann-group.com下载这份

手册，也可联系当地的安迈经销商索取一份

副本。



16 安迈集团杂志

从培训中寻找答案

培训课程直接影响利润和生产

管理者想知道是否值得投入时间和成本去培训，他们需要自问：：培

训是否真的可以提高运营效率——并最终增加利润？

安迈拌和站培训师的目标是为在拌和站上工作

的团队所有成员（从操作员到管理人员）提供

此类有价值的培训课程。

当然，参加培训的人员最后必须接受评估，

以确认培训是否成功。安迈最近给Tarmac公司

的员工提供了培训课程---该公司是安迈的关键

客户，询问培训是否为他们创造了价值。

结果得到了一个响亮的回答：“是的”。参与

者赞美言辞强烈，许多人从中发现了新的提

高效率、节约成本的途径，并立即将其付诸实

践。

对此，安迈的专业培训师Sandro Baumgartner
并不感到意外：“对于我们而言，好处就是使

客户对拌和站有更好的了解。他们可以降低生

产成本，减少停工时间，并且提高沥青混凝土

产品的质量。”

另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是参与培训的人

员——无论其身份或经验水平如何——获得

了新知识，可以立即付诸应用。

罗布·希思

Tarmac区域运营经理

“显然，该课程旨在让人们关注跨领域的成本

节约问题。但重点是如何全面节约成本。”

菲尔·威尔逊

沥青搅拌站运营人员

“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消耗的燃油比平时多，我

会想，‘是不是扬料板磨损了？滚筒里的骨料

都是按设计的方式落料的吗？’所以，如果我

发现扬料板有磨损，，我就能为公司节省开支，

因为我们可以使用的更少的燃料”

迈克·盖尔

生产优化专家 生产优化专家

“该课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对使用燃

油效率的意识，这对我们的业务产生了巨大

影响，因为在运营沥青拌和站时，我们可控制

的最大成本之一就是燃料以及燃料使用的方

式。”

菲尔·沃辛顿

沥青搅拌站运营人员

“我观看了搅拌站提高质量的不同方法，因此

我回去工作后，我一定能够改进品质。”

安迪·霍克斯

配料工

“我在这个行业工作了9年。但是，今天我才意

识到一些以前我尚未意识到的事情。而且，是

的，我一直都在学习新东西。它涵盖了从搅拌

站启动到实际运作等一系列的专题。”

基思·迈森

采石场运营人员

“在业务上，我还是个新手。实际上，我对拌

和站也感到非常陌生，因此我觉得这个专门的

课程对我特别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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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迈培训计划

培训级别

在安迈的培训中心， 我们可以为经营人员和关键员工提供三

种级别的课程。

1. 基础课程：为新员工提供的课程

2.  中级课程：为拥有较丰富基础知识的员工提供的中级培训

课程e

3.  高级课程：为拥有丰富经验、参加过此前培训并有志于成为

专家的员工提供的培训课程

另外，我们还可以提供在您所在的区域中心或您自己的设施内

提供培训。生产经理课程让高级生产人员（包括生产监督人员

和经理）从

as1控制系统获取有价值的数据。该信息有助于管理部门的经

理人员评价和改进工厂业绩和经营状况。

培训地点

安迈在世界各地拥有10家区域培训中心，并可在安迈经销商或

顾客选择的地点提供上述培训服务。

培训模块

培训可定制，以满足客户的特殊需求。安迈同时提供有几种模

块，供客户选择。

• 工艺技术，围绕着拌和站运营以及关键部件功能予以构建

•  操作安全，侧重于拌和站潜在风险，并讨论如何确保拌和站

的所有设施以及人员的安全。

•  机械和电气功能，这是“如何做和为什么做”的问题。如何

发挥关键部件的功能，以及它们为什么需以独特方式予以

运作？

•  维护，帮助我们了解各项要求，并理解维护手册的内容。

•  as1控制系统，其侧重于控制系统运行，并与外部设备硬件

进行通讯。

丹尼尔·摩根

招聘技术员实习生

“说实话，它的很多细节已经超出了我的预

期。这非常棒，因为我学会的事情多得出乎我

的预料。”

杰克·布鲁克斯

实习生运营经理

“一开始，我不确定这个课程会产生怎样的结

果，但是现在我站在这里，我发觉我对真正的

沥青加工技术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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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来到您所在城市， 
期待与您相见

今年，安迈积极参与众多的展会活动，收获颇丰。

我们借参展之机与客户深入交流，探讨如何持续为客户提供最佳的解

决方案。安迈的代理商也会参加展会，与当地客户面对面交流，建立更

紧密的联系。

无论展会大小，安迈都会全力以赴，真诚以待。请访问安迈集团官网

www.ammann-group.com的“展会与活动”页面，了解最新参展计划。 

期待在展会上与你相见！

在大小展会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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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日程

2016 十月

 10.10. – 12.10. | 水泥混凝土交流会，波兰维斯拉

 十一月

 22.11. – 25.11. | 上海宝马工程机械展，

 24.11. – 28.11. | AGRAMA, 瑞士伯尼尔

 十二月

 12. – 15.12.  | Bauma Conexpo 印度新德里

2017 三月

 11.03. – 17.03. | 美国拉斯维加斯工程机械展

 安迈参展与否，並非最終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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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 500沥青混凝土摊铺机在筑路项目中
大显身手

完美翻新，确保交通通畅

位于德国黑森林的WALTERSBACHER公司在土木工程、筑路工程、园林工

程方面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经验，通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公司建立

了良好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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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领导Felix Waltersbacher的带领下，团队

将一台安迈AFT 500沥青路面摊铺机用于道路

翻新工程。在Baiersbronn附近的Glatten市政道

路的翻新项目中，AFT 500充分发挥了其全部

优势。 

根据土建和沥青摊铺工程的年度合约，-

Baiersbronn附近的一条道路（Waltersbacher公司

总部之所在地）需要翻新。Waltersbacher能在此

项目中标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有能完成高精密工

程的高效履带式铺路机：安迈AFT 500。
Felix Waltersbacher毫不犹豫地选择AFT 500，

因为公司已经使用了多台沟槽压路机和夯实

机。在这之前，铺沥青工程只使用小型沥青路

面摊铺机，工作宽度只有2.5米，Waltersbacher
还想承接较大宽度的摊铺工作，所以公司开始

选择合适的沥青路面摊铺机。 

Felix Waltersbacher对前后经过做了归纳：“我

们目前能使用小型沥青路面摊铺机摊铺2.5米
的工作宽度，但我们想开展后续工作。安迈公司

（南区）大型机械销售经理Willi Reutter特别重

视我们的顾虑，并在我们选择合适的履带式沥

青路面摊铺机，提出了宝贵意见。”公司最终决

定采购AFT 500沥青路面摊铺机的原因是这款

路面摊铺机具有较高的性价比。 

为了让筑路任务具有更大的灵活性，Felix 
Waltersbacher决定额外购买选配的加宽装置。

最终的摊铺宽度可达6500毫米。安迈公司（南

区）大型机械销售经理Willi Reutter说：“由于

AFT 500履带式摊铺机选项多，它可根据客户的

需要进行优化配置。通过在标准版本上增减安

装宽度，电动液压拱度调整装置或带加热侧

板等选项，我们总是致力于满足所有客户的要

求，并交送最适合的机器。” 

在部署沥青混凝土摊铺机前，六人团队在

Felix Waltersbacher带领下，首先必须完成一些准

备工作：翻新人孔盖和周边区域，修整路缘石。

完成此项工作后，便是对损坏部分初步修整以

及行车道连接路段的铣创工作。客户投标邀请

函中事先规定了工程的这些阶段。 

工作一开始，AFT 500的优势就凸显：此款摊

铺机起停非常柔和，由于液压传动的精密计

量，它始终保持恒速工作，这种效果由变速变

规格 AFT 500

标准摊铺宽度：2550～4900毫米

带延伸板的最大宽度：6500毫米

带减宽板（REDUCTION PLATE）的最小宽度：1500毫米

熨平板带振动/夯锤+振动

摊铺速度：0～37米／分

刮板输送带：2个独立输送带，可正反转

螺旋佈料器：2个独立螺旋佈料器，可正反转

美国拉斯维加斯工程机械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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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的提高您的投资
从最小的安迈平板夯，到大型的沥青拌合站和两者之间的其他产品，

有什么共同点？

• 以创新提高生产力和效率，最终提高您的利润。

• 长寿的零部件和组件，最大限度的提高您的投资。

• 一个在建筑行业服务了近一百五十年的家族企业保持今天的承诺，和了解客户今后的需求。  

“由于AFT 500履带式摊铺
机选项多，它可根据客户
的需要进行优化配置 。”

量泵实现。Felix Waltersbacher此款摊铺机的优

势总结如下：“我们在进行工作时，完全可做到

整洁精准，只要摊铺速度保持恒定，铺料的分

布绝对是均匀一致的。 

项目翻新期间，共处理了200吨沥青混

凝土。其中，基层和磨耗层占了20吨，Felix 
 Waltersbacher团队使用的是AC 16 DL沥青，面层

为AC  8。AFT 500最大沥青摊铺量为500吨／小

时，这种工程量对安迈履带式摊铺机来说，实

在是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本项目所使用的

摊铺机能力如此之强，所以铺层总是能在最适

温度进行压实工作。

 Felix Waltersbacher在谈到他的履带式摊铺机

时，激情四溢：“我们的机器操作员能很好的看

到AFT 500各个部位，包括周边区域。由于机器

设有找平系统，运行期间我们达到了意想不到

的高精度水平。另一个好处是， 摊铺机的接

料高度低，可方便卡车司机送新料，溢漏的材

料较少。” 

在采购了第一台安迈履带式沥青路面摊铺机

后，Waltersbacher现在可完成更大规模的筑路

项目，而且效果非常好。这家位于黑森林的公

司经过三代人的努力，秉承了良好传统。由于

拥有一支由24人组成的精干队伍以及高性能机

器资源，这家土建和筑路专业公司有能力完成

各种规模的工程。 

道路翻新项目使用安迈履带式摊铺机的最

佳效果让我们倍感自豪：曾经破烂不堪、崎岖

不平的道路在翻新后达到绝对均匀的密封效

果，出色的外观，并且加强了道路负载能力和

抗冻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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