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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Christian Schneider 
CEO, Ammann Group

安迈对世界各地举行的各种规模的贸易展会都充满

兴趣。今年三月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CONEXPO-CON/
AGG 2017（2017年美国工程机械博览会）自然也不例外。

行业展会是我们展示最新产品良机，并且能创造更

多收获。行业展会也是我们接洽客户、了解其面临挑战的

绝佳时机。我们的宗旨正是开发一流产品，为客户提供解

决方案。

安迈公司以强大的产品阵容参加CONEXPO，这表明公

司正在积极倡导我们的产品开发理念。以下仅举几例：

 >  安迈ABA UniBatch沥青搅拌站采用绿色环保设计，优势突出，充分满足全球各大公

司需求。最大的亮点在于ABA UniBatch可利用大量再生沥青（RAP）。这不仅仅利于

环保，还能“变废为宝”，大幅降低客户的成本。

 >  安迈ACM 100 Prime搅拌站用于工程规模小、经常变换工地和频繁转场供货的沥青

生产厂家。这种搅拌站生产力高、易于安装，还可使用回收料。

 >  安迈凭借先进技术帮助客户解决问题，这不仅在几层楼高的产品上得到体

现。CONEXPO的参展观众可在现场了解我们轻型产品系列的减震功能，体验安迈

技术优势。

 >  即使在要求最严的国家，安迈轻型压实机械的操作振动级别也远低于法规标准。

因此，操作人员在整个轮班期间都感到特别舒适，生产效率极高。压实机械还具

有用户友好、使用方便的特点，所以各种级别的操作人员，无论经验是否丰富，操

作时都能得心应手，迅速提高生产力。

当然，除巨型搅拌站和手持式压实机械外，安迈还开发出其他多种产品。安迈

所有产品拥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应用相关技术，帮助客户提高生产力，助力企业获得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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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俱乐部

操作手俱乐部会员尽享多重福利

您还在寻找操作技巧、行业信息和培训优惠吗？赶快行动，成为操作

手俱乐部的免费会员，享受多重福利。

俱乐部创立于2009年，最近经过升级后更加专业，提

供以下多重优厚福利：

• 安迈培训9折优惠

• 免费参加当地活动

• 免费参加展会期间举办的的VIP客户活动

• 免费订阅安迈客户杂志

• 新会员礼物

更多福利等着您。其中最大的福利便是操作手博客，

为您提供行业新闻及操作技巧。通过阅读博客，您还能了

解业内同行如何解决行业普遍问题的方案。

访问网站www.operator-club.com，即刻加入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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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 UNIBATCH解决环境问题

设备改进与地方监管并行

ABA UNIBATCH搅拌站提供了ROADWORK需要的所有环保要求，包括使

用回收沥青料和一些能大幅度降底噪音和气味的备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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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ryl Byrne曾在其职业生涯中，参与过多

个沥青搅拌站的采购。他很清楚，购买决定不

能轻易地作出——尤其在环境监管机构和当

地居民密切关注环境问题时更是如此。

Byrne是总部位于悉尼的道路养护服务

商Roadworx公司的总经理。他说，“我们并未

草率决定，我们花费了几年的时间开展相关的

调查。”

付出总有回报。Roadworx在伍伦贡（距

悉尼南部一个小时车程）调试一台新的安迈 
ABA UniBatch沥青搅拌站。截止到2015年11月，

Roadworx以它连续二十余年为地方委员会、政

府部门以及上市和私人公司提供基础设施解

决方案而引以为傲。

调查

Byrne和Roadworx的其他员工曾多次去欧

洲参观安迈搅拌站的运行现场。“真正地见识

一下这些设备，非常有帮助，”Byrne说，“查看

产品宣传手册是一回事，但更重要的是真正

地四处走走，现场实地了解一下设备的运行情

况。”

在他们眼中，ABA UniBatch及其前身是具

备高产能并可满足顾客需求的搅拌站。Byrne
评价道，“这台搅拌站拌出的混合料站品质一

流。” 

但是，客户需求并非是唯一的关注点。搅

拌站所在地也会受许多相关方的监督。

Byrne介绍道，“澳大利亚制定了诸多繁

杂的环境标准。” 当前情况之所以变得更加

复杂，是因为附近有另一台其他厂商制造的搅

拌站。周围的居民和其他社区居民十分担忧这

两台临近的搅拌站共同产生的空气和噪音污

染问题。

计划

Roadworx已经解决了居民和有关当局

提出的所有问题。Byrne总结道，“我们必须

确保已采取各种可能措施，将影响降至最小

化。我们尽可能将最多的可选功能应用在ABA 
UniBatch设备上。”

其中利用了噪音减轻系统，包括安装一

个Ammapax组合式消音器。附加的外包层也有

助于进一步减轻噪音，且外观设计漂亮。

Byrne表示，“我们对噪音进行了监控，结

果发现噪音水平十分令人满意。”

气味是我们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我们在

工厂四周设置了蓝烟排除系统，”Byrne说。该

系统能够利用布袋除尘器过滤经过的任何烟

雾和气味。

Byrne介绍说，“现场的气味浓度微乎其

微，沥青储罐区甚至没有任何气味。”

另一项环保措施是使用了as1 EcoView系

统。这是一个安迈专利的操作软件，用来监控

整个搅拌站的能源消耗，包括燃料和电力消

耗。该动态软件使资源投入更高效，因此也减

低了排放。

Byrne表示，“我们获得的搅拌站能源数

据十分可喜，甚至超过了预期。我们能够真正

地实现通过微调搅拌站设置，将能量损耗降

至最低。”

这些功能已经做到了很大的改变。Byrne
欣喜地说，“客户对我们生产的沥青混合料非

常满意。燃烧器和能量消耗的燃料数值方面也

让人满意。，搅拌站本身的运行状态也极好，

噪音和气味也不再是问题——完全不是问题。

此外，澳大利亚安迈公司提供的本地支持也出

乎我们的意料。”

“客户对我们生产

的沥青混合料非

常满意。”

ABA UNIBATCH 技术规格

生产能力：100 – 340 吨 / 小时 (111 – 387 吨/小时)

拌缸尺寸：1.7 – 4.3 吨 (1.9 – 4.8 吨)

热骨料仓：29 – 40 吨 (32 – 44 吨)

成品料仓：40 或30 吨 (44 或 33 吨), 2 个仓。

控制系统：as1

回收系统：RAC / RAH 50 / RAH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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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迈单钢轮土壤压路机助力卡拉
奇修建重要高速公路

30台安迈单钢轮压路机助力修建一条重要的中亚高速公路。

卡拉奇-拉合尔高速公路（KLM）长1152公里，入口有管制。这条6车道

的高速公路是现代公路系统的一个缩影，它将在联结巴基斯坦卡拉奇

港和瓜达尔港与中国和中亚国家的贸易通道上发挥核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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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era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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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位于巴基斯坦的Zahir Khan & Brothers
公司的Mohabat Khan表示，“该项目对于卡拉奇

地区、巴基斯坦，乃至整个中亚地区都具有重

要意义。” Zahir Khan & Brothers是一家在土壤

压实行业处于领先地位的地公司。

这条公路将于2017年年底竣工，届时车

流量 会很大。KLM与5号国道 平行，而后者承

担着整个巴基斯坦65 %的车流量。

该道路将设立立体交通路口，还将建成

大型桥梁、立交桥、地下通道、服务区、休息

区、维修区、收费站以及管理中心等，将建设为

柔性路面。

土壤压实

路基施工要在摊铺混合料之前完成。30
台安迈压路机——20台ASC 150单钢轮压路机

和10台ASC 170单钢轮压路机——正进行大量

的压实作业。

考虑到KLM的长度、宽度以及部分土质需

要加强施工，压实工期仅为36个月，实在很紧

迫，初步估计该项工程将于2017年年初完工。

 软性地面需清除表面土壤，铺上一层沙

子，将表面刮平。进行压实工作之前需要在沙

子洒水以提高其粘合度。接下来将特定的土壤

倒到沙子上，然后铺平并压实。

填方施工完成之后被压实的填土层通常

在250毫米300毫米之间。该高速公路与某条

已有道路交叉处的填土层高450毫米。过段时

间再摊铺石料及混合料。

这里目前使用的是凸块式和光轮式土壤

压路机。凸块式压路机有着独特的压实效果，

适用于难以压实的作业。通常采用凸块式压路

机碾压5遍后，再由光轮压路机碾压2遍，通常

选择低频高幅下压实。

安迈压路机性能好，能够在预期的碾压

次数内达到压实效果，从而有助于保证这项具

有挑战性的工程按计划进行。

据操作手反馈，因为安迈压路机操作起

来直观方便，所以他们都非常喜欢使用安迈的

机器。工长也很喜欢我们的机器，不仅因为它

们便捷的操作性能，而且机器上的维修位置点

触手可及。

Khan评价道，“安迈压路机使用效果好，

相关操作手和工长 对其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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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夏季末，伊斯坦布尔的3号大桥和

北马尔马拉高速公路投入运营。整条高速公路

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而且据多家媒体报道，3号
大桥还创造了“多个记录”。

 > 宽59米，这是世界上最宽的悬索桥。

 >  长1408米，这是带轨道系统、跨度最长的

桥。

 >  高度超过322米，这是世界上悬索桥之上最

高的桥塔。

预计该项目会对土耳其的经济产生重大

的影响。

负责执行该项目的IC Ictas – Astaldi财团

（ICA）表示，“北马尔马拉高速公路和3号大桥

项目是土耳其现代化的两个标志，将使得土耳

其距离‘2023年跻身世界10大经济体之列’的

目标更近一步。”

高速公路和大桥的建设需要消耗大量沥

青混合料，2台安迈 ABA 340 UniBatch沥青搅拌

站提供了所需的大量沥青混合料，接着是3台
旧的安迈沥青搅拌站。尽管具体数字还没有出

来，一位安迈代表说，“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需

要在极短的时间内生产数百万公吨的沥青混

合料。两台ABA 340 UniBatch在一年内就生产了

200多万吨料。”

安迈搅拌站满足日常的生产需求，提供

沥青面层、联结层和磨耗层的所需材料。。项

目后期还使用了tecRoad橡胶改性沥青。该产品

安迈搅拌站为伊斯坦布尔3号大
桥提供沥青混合料

土耳其已经完成了其最引人瞩目的项目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两台安迈搅拌站发挥了关键作用。

安迈搅拌站满足了日常生产的需求，可完成沥青层，沥青路面中间层

及耐磨层。



ABA UNIBATCH

• 100吨/小时340吨/小时生产能力

• 最多的定制选项，并保证最佳的性能和经济效率

• 为在世界范围内使用而设计，搅拌主塔模块设计，方便运输

• 采用经过反复测试的可靠技术

• 可选择加入诸如染料、纤维和安迈泡沫等添加剂

• 预留多种延伸配置接口

• 设计便于与未来选配和技术轻易地集成

• 灵活布局

• 适应性强，在现有场地便于安装

AMMANN MODITEK

• 产量高达20吨/小时

• 高速剪切的MillTEK研磨机

• 根据不同的使用用途，调整切割范围

• 集装箱设计，便于组装和运输

• 两个混合加工罐，旨在达到预期的1 – 6吨输送能力

• 称重传感器计量系统

• 特殊设计，防止聚合物颗粒粘结在罐内

• 全自动操作，配有工业用计算机和触屏显示器，以及手动模式

• 配方记忆和报告功能

• 配有水冷系统，寿命更长

• 获得CE认证的设计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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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绝佳的耐久性、安全性、牢固性，并且能够

降低噪音而闻名。此外，该产品还是一种绿色

产品，因为其将回收的废橡胶作为原料。

一台安迈ModiTEK搅拌站还为项目提供了

PMB聚合物改性沥青。得益于两组特殊研磨泵

的设计，通常每小时可生产34吨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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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寿命更长

沥青混合料搅拌设备部件磨损与再生材料密切相关。安迈公司推出 Amdurit® 解决方案。

AMDURIT® 解决方案可追溯至2009年，当时再生材料的使用不断增多，

导致零部件损坏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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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耐磨钢材的使用寿命也不令人满

意。为解决上述实际问题，安迈推出Amdurit耐
磨材料，在滚筒出料口和斜槽的首次应用中便

证实了新型材料的效力。

这种解决方案带来的益处显而易见。 

Amdurit板无需像其他部件一样频繁更换。更长

的使用寿命能减少搅拌站拆装的工程量。再

者，，系统设计对沥青混合料搅拌设备进行优

化后，易损件更换非常便捷。因此，搅拌站的

利用率得到提升，搅拌站的运行成本也更低。

优化生产

焊接平板作为耐磨保护装置并非一种创

新，但安迈通过对相关元件进行测试和更改，

将焊接平板安装在现有的保护装置上，确保硬

度更高。安迈在瑞士朗根塔尔总部建立一条完

整生产线，充分掌控整个生产过程。

Amdurit解决方案的核心是一套多层焊

接系统。钢板采用焊接方式安装。钢板受热后

弯曲，穿过滚卷机变直。其表面必须保持光滑

平整，以防使用时结块。此后采用等离子切割

机，将钢板按规定尺寸切割，最终制成标准的

Amdurit板。

与每一台安迈设备一样，其核心部件全

部在朗根塔尔制造。滚筒、拌缸、振动筛和除

尘器的Amdurit耐磨板同样也在朗根塔尔制造。

其它的组件是在各个当地工厂生产加工，用等

离子切割机切割所需部分，这样使配件“更加

贴近客户”。

优化的零件

每次的更换都经过分析：磨损量有多大？

哪种材料厚度和质量最适合？混凝土和沥青

混合料搅拌设备，以及碎石搅拌设备均可使用

Amdurit部件，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但是，安迈仍

会提供一些首选应用。

例如，沥青混合料搅拌设备的冷骨料仓

可全部或部分进行包覆处理，滚筒进、出料口

也是理想的加固点，热气管道的弯管部分最易

磨损，也建议用Amdurit板包覆。Amdurit还最适

合用于热骨料提升机的后壁和侧壁部分、进出

料口、以及到振动筛的卸料槽。

振动筛的翻板阀门特别容易磨损，例如

折流板、旁通仓阀门和卸料阀门。热骨料仓的

连接元件和仓壁也需使用可替换的耐磨板包

覆。成品料仓和热骨料输送小车也是容易磨

损的部件。此外，易损件还包括除尘器的预除

尘部分。 

再生沥青供给系统的首选部位包括：

• 回收料提升机的进料口和出料口

•  滚筒进料管以及贮料仓锥体部分和称量

装置

• 拌缸的中继仓和溜槽

• 再生沥青料进料管、蜗杆螺旋和螺旋槽

可采用多种紧固方法（例如焊接、扣接和

螺栓连接）将原零件替换成 Amdurit耐磨件。新

开发的 Amdurit耐磨板无需焊接，只需栓接即

可。将有螺纹的螺栓装在耐磨板的后方，其优

势是表面平整，无磨损部位。也可用所谓的沉

孔环，与 Amdurit耐磨板焊接，并用带加固头的

螺栓连接。

优化设计

有效解决磨损和断裂要求具有丰富的经

验。两名安迈设计专家潜心研究多年，开发出

多种系统。这些系统可帮助搅拌站操作人员快

速、精准地装配部件。

例如，滚筒卸料口的零件就是按图纸精

密制造而成。由于采用螺杆，所有连接非常方

便，因此在需要时也非常容易更换。易损件都

有编号便于精确装配，而且附有安装示意图。

采用钻孔模板，便于Amdurit耐磨板与骨

料称量系统的螺杆装配。

热骨料提升机采用一套完整系统，而不

仅是一套工具包。底座部分由三部分组成，配

有铠装筋板，以便部件能单独拆卸。侧部零件

也通过螺栓连接。如果热骨料提升机与振动

筛之间的卸料槽还没有包覆Amdurit板，那么可

新增一段过渡段。于是，在以后更换磨损材料

时，就会很便捷。大门要足够大，才能安装最

大的Amdurit板。采用螺栓连接方式使更换耐磨

材料更快速方便。

美国拉斯维加斯工程机械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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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板阀门两种不同形式，可防止螺孔滑

丝并易于更换。耐磨板可采用材料固定，也可

不用。第一种是由螺栓连接的两片Amdurit板，

预留螺丝孔和现有翻板阀门连接，另外一种

是一个完整的翻板阀门（而不是一个组件）

，Amdurit耐磨板在出厂前已用螺杆固定。

例如，再生沥青料中继仓在五天内即可

安装长寿命的全新耐磨板。装配工会从下面一

直安装到仓的顶部，料仓可连续给料，方便逐

排安装Amdurit耐磨板。

耐磨保护装置优化仍然需要加强，因为

设计人员已查阅原始文件，并可设计定制部

件。这可根据原始图纸对搅拌站重新设计来实

现，以便在今后更快更换易损件。

例如，如果热骨料或再生沥青料提升机

的进料部分是一个焊接部件，则它可换成带

有可拆除的进料部件。这样易于更换后壁及

侧部。

将平行滚筒内的进料管从圆形变成正方

形也变得方便。此后无需拆卸整个进料管，因

为新解决方案装有大的便于安装的翻板门，通

过这些翻板门，Amdurit耐磨板易于更换。

AMDURIT在电影

有趣的是这样一个耐磨产品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呢？ 请观看这

个新的关于Amdurit产品的视频就会知道其背后的故事。你可以

访问安迈网站（www.ammann-group.com）或安迈YouTube频道查

找到这个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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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APOLLO摊铺机配备先进熨平板

MOBA仪表板成为AP 800另一大亮点

全新APOLLO AP 800全液压摊铺机的上市，进一步丰富了APOLLO路面产

品组合。产品研发的重点考虑了操作舒适性，使用成本和生态环保。

这款机器于2016年12月在印度宝马展上首

次亮相，受到参展观众一致好评。

AP 800是一款中型履带式摊铺机，摊铺

宽度可达7米。这款摊铺机装有全新MOBA仪表

板。该仪表板简化了机器操作，采用人体工程

学设计，便于摊铺机操作员和熨平板操作员控

制。摊铺机装有一个旋转控制台，可快速从左

侧或右侧向另一侧摆动以配合调整操作员的操

作位置。摊铺机坚固结实，驾驶视野好，操作

舒适，易于维护。

这款机器功率强劲，采用牵引力较大的

履带系统，抓地力出色。摊铺机人履带均均取

代了传统的链传动，采用独立的直接液压传动

装置。摊铺机配有三点悬架系统，驾驶平顺；

履带垫板宽352毫米，经久耐用，优越的牵引

力适合大宽度的摊铺机作业。AP 800摊铺机特

别适合高速公路项目、乡村道路或大型面积的

摊铺作业。

AP 800摊铺机完美匹配最新开发的TV 
4900熨平板。夯实和振动熨平板是市面上技术

AP 800技术规格

重量：18 750 公斤 (41 336 磅)

最大理论摊铺能力：600 吨/小时 (1322 磅/小时)

TV 4900 SCREED技术规格

基本摊铺宽度：2.55 到 4.90米 (100 到193 英寸)

最大摊铺宽度：7 米 (276 英寸)

最先进的产品，基本宽度为2.5米，通过液压系

统可延伸至4.9米。加上机械加长块后，摊铺宽

度可达7米。

独立的螺旋布料器和刮料输送器改善了

运行性能，延长部件使用寿命，减少维护工

作量。

Apollo产品的一大亮点是售后服务及

时。Apollo工厂以及遍布印度的区域和分支机

构都配备训练有素的售后服务人员，可按客户

要求，提供及时优质的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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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计划

最新搅拌站和振动平板夯亮相CONEXPO工程机械博览会

这些机器各具特色，优势突出：操作直

观，采用减震手柄，大幅提高压实效率、安全

度和舒适度。压实机械还具有操作友好、使用

方便的特点，所以各种级别的操作人员，无论

经验是否丰富，操作时都能得心应手，迅速提

高生产力。

重型压实设备（包括单钢轮、双钢轮和气

动胎轮压路机）也将亮相CONEXPO。这类机器

以控制直观、视野开阔、操作舒适、压实效率

高、易于检修等特征而著称。

安迈多款压实设备均已安装安迈ACEforce 

和ACEpro专有压实操作系统，有助于减少冗余压

实操作，降低运行成本。

我们将在CONEXPO-CON/AGG 2017（2017
年美国工程机械博览会）上展出安迈最新技

术、产品及其生产力优势，从完全组装好的沥

青搅拌站到小型振动平衡夯，参展品种齐全，

应有尽有。

今年3月7日~11日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

CONEXPO，将迎来2500多家参展商，展场面积

2 500 000平方英尺。

安迈公司将展出一系列产品，涵盖轻型压

实设备、重型压路机和沥青搅拌站。

售后支持服务方面，我们将现场提供培

训机会和展示Amdurit®安迈专有耐磨系统。安

迈展台还将呈现搅拌站的“大脑”——行业

领先的as1控制系统，以及完全组装好的安迈

ABA UniBatch。
在展台现场，观众可零距离接触和体验

技术先进、节能高效的搅拌站以及众多绿色环

保功能。

搅拌站可利用大量再生沥青（RAP），并

设有降噪系统、排烟系统以及节能减排软件。

产品采用全包覆降尘设计，外形美观，引人注

目。

安迈ACM 100 Prime 搅拌站也将在展会上

亮相。这款连续式沥青搅拌站结构紧凑，适用

于工程规模小、经常变换工地且频繁转场供货

的沥青生产厂家。这类搅拌站生产力高、易于

安装，还可利用沥青回收料。

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展出几款轻型压实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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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马展

印度CONEXPO宝马展

最近其它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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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安迈轻型设备

租赁商说服业主购买双向振动平板夯

园艺和庭院工作者选择专业而强有力的振动设备

APR 2620

APR 2620 技术规格

重量：130 / 135 公斤 (287 / 298 磅)

工作宽度：380 / 500 毫米 (15.9 / 19.7 英寸)

频率：95 赫兹 (5700 振频)

离心力：24千牛(5.4 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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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迈平板夯为去除冗余振动树立了里程碑

安迈的APH系列静液压平板夯具有手臂振动（HAV）水平低于2.5米/

秒2的手柄，这使得安迈成为实现这一里程碑的首批制造商之一。

降低的HAV水平使操作手能够在振动风险极低的条件下使用振动

板达几个小时。事实上，当HAV水平低于2.5米/秒2时，限制条件最严

格的国家没有对操作手在8小时的上班期间戴手套进行规定。

多年以来，该手柄具有安迈平板夯知名的轨道导向，这使得操作

和指导更为精确。

其他主要功能包括三轴激振器系统，三轴激振器系统使得夯板

的运动保持平顺，即使是通过笨重的粘性土壤，也能平稳驶过。三

轴也有助于毫不费力地跨过陡坡。APH机器甚至可以在回填饱和

区域时爬坡。

德国巴登  符腾堡州Renschen的花艺和

园林大师Peter Dörflinger日常工作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是应对不同表面和基础层的压实作

业。

土壤、石料混合料、砾石、块石等物料的

压实频繁存在于Dörflinger的日常作业中。所以，

这位花艺和园林大师自然会选择专业和强大

的振动平板夯。

之前，Dörflinger使用过不同制造商提供的

租赁设备来处理压实作业。在他租用一台安迈

设备执行其中一项压实作业时，振动平板夯的

性能让他印象深刻。这也促使Dörflinger做出了

一个关键的决定：他想买而不是租一个功能强

大、耐用的振动平板夯。

“我的主要业务范围包括私人花园、停

车场和小型商业咨询的压实服务。我选择的振

动板必须非常灵活，但也要长久耐用，因为经

验表明，我们几乎每隔一天就要使用一次压实

设备，”Dörflinger说。

安迈的APR 2620双向振动平板夯很快就

证明它就是Dörflinger作业的理想搭选择。所有

APR机器上的振动均由一个双轴激振器产生，

且通过操作杆来改变方向。这使APR 2620特别

适合在密闭空间中执行的压实工作。

此外，APR机器也是具有很灵活的爬坡性

能，可以应对30 %–35 %范围内的倾斜度，具体

取决于型号。

“平板夯非常容易操作，并且灵敏度极

强，这不仅能使工作愉快，而且高效，”他解

释说。

Dörflinger预订他的APR2620设备时也预订

了一块Vulcolan板方便轻轻地压实铺路砖。Dör-
flinger说：“安迈的橡胶垫安装在前部和后部，

并且像石头一样坚固，这意味着在压实机反向

振动时垫子不会移动或折皱。

导向手柄减少了振动，并可以向下折叠和

拆除。夯板这一最受重压的部件非常耐磨，同

时带有中心单点铰接的坚固框架为机器提供了

附加的稳定性。

“在交付之前，安迈甚至将设备喷成我

们公司的颜色——而且Reichert服务中心的经

销商所提供的支持堪称典范。”Dörflinger说，“

以后要买新机器，我将首先考虑安迈。”

美国拉斯维加斯工程机械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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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任务一台平板夯

新型的安迈 APF 1240双向振动平板夯因

具有实用的设计和可折叠的手柄，而在多个应

用领域证明了其价值性并逐渐在密闭空间作业

中流行起来。

这种平板夯是中小型施工现场的理想

选择。汽油版平板夯具有压实15厘米深度的压

实力。柴油版平板夯甚至可以压实18厘米的

深度。

APF 1240 宽40厘米，特别紧凑，并且非常

容易操控。当遇到障碍物时，操作者可以简单

地向前翻转手柄并沿另一个方向引导振动板。

选配的防振导向手柄可使工作更轻松，

且更符合人体工程学。这个紧凑型平板夯还具

有另一个便利特点：完成工作后，其手柄可以

折叠或拆除，因此，APF 1240还可以放入汽车

的后备箱。

“APF 1240  

有多种应用，最

适合狭窄空间”

APF 1240 PETROL 技术规格

重量：69 公斤 (152 磅)

工作宽度：400 毫米 (15.7 英寸)

频度：98 赫兹 (5880 振频)

离心力：12 千牛 (2.7 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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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万吨，仍将继续！

1996年客户购买的安迈搅拌站

一台安迈的沥青搅拌站已生产超过400万吨沥青混合料，客户还将计

划继续再生产200万吨料。

该搅拌站坐落于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首

都和最大城市卢布尔雅那市。TAČ d.o.o.公司于

1996年购入这台安迈ABP 300 Universal沥青搅

拌站，并于1997年安装完成。该搅拌站的生产

负责人Boštjan Tušar 表示，“它现在的使用状况

仍然很好，400万吨的产量真的让人吃惊！”

事实证明，该搅拌站的组成部件具有很

长的使用寿命，而且在该搅拌站维持运作的这

20年间，TAČ d.o.o. 公司的维护和保养工作也做

的非常到位。据Tušar介绍，“我们完成所有必

要的保养和维护工作，使用原厂配件，并且保

养和维护工作是在安迈技术服务人员的监督

下完成。” 

该公司也使用安迈专有的耐磨保护系

统。Tušar透露，“我们在该搅拌站暴露程度最

高的装置和组件处安装了Amdurit®，因为我们

知道这是延长搅拌站寿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素。”

该公司计划 让这台搅拌站继续运行下

去。Tušar表示，“它至少还能再出产200万吨

料，或许更多！”

ABP UNIVERSAL 技术规格

生产能力：240 – 320 吨 / 小时

拌缸尺寸：4 – 5 吨

热骨料仓：140 吨, 180 吨 (2 仓); 260 – 340 吨 (4仓)

控制系统：as1

回收系统：RAC / RAH 50 / RAH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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