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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上海Bauma展上，法亚集团下属道路设备事业部将向观众展示其拥有的全

新的、环保的筑养路解决方案。在道路整个生命周期内各阶段，我们都能提供相应的

解决方案，并为中国客户、亚太地区客户、乃至全世界的客户，创造独特的价值。

通过拥有多个道路设备品牌，我们致力于成为您的道路设备解决方案专家。

宝马格，戴纳派克，玛连尼及百灵，将向客户展示全系列产品和服务，覆盖道路生命

周期各个阶段，从建设，到养护，到翻新。 

除了产品和服务，在我们的数字体验角，我们也将展示一系列数字技术创新。通

过数字技术，更好地位客户服务：玛连尼360度虚拟现实，身临其境地体验TOP 

TOWER沥青搅拌站全生产过程；百灵增强现实技术展示产品内部原理；宝马格，通

过asphalt manager, TanGO, Varicontrol, Economizer, magmalife等数字技术，

体验Smart Constructions 4.0。戴纳派克突破性的技术如: Dyn@Lyzer压实分析系

统, Dyn@link 远程监控系统 Truckassist卡车助手, Setassist 智能一键恢复系统及 

matmanager摊铺管家 – 旨在为客户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

毋庸置疑，中国及亚太市场对法亚集团来说具有战略性意义，不论是在短期还是中长

期， 都将是我们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中国启动的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提案，将

中国和很多国家联系起来，并将驱动市场需求，在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及地区，建设更

多的高质量道路、高速、港口。 

我们很自豪能够参与这样的行业盛会，向观众展示我们一系列先进技术和高品质产

品，服务于中国和亚太市场客户。 

欢迎您莅临参观我们的2018 Bauma展位：我们将在E2.110/510/130恭候您的到来。

期待与您相会于bauma 2018！



2018年11月27-30日:

欢迎莅临

展位 E2.110/510/130

SHANG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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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法亚展位:

展位总占地面积2,290m2

 两个数字体验角
      （数字服务，模拟器，3D动画，
       视频辅助）

 一个仿真模型
  我们最新的产品，服务和技术

欢迎参观
2018 Bauma 中国!

过去十年里，Bauma中国展在工程机
械领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行业影响力。中
国，作为一个关键市场，吸引了知名工程
机械企业在此汇集，争奇斗艳。海内外观
众及展商，都希望中国市场有中长期的持
续增长，法亚集团同样，希望抓住市场的
良机，分一杯羹。

客户价值永远是宝马格发展的核心驱动
力。在产品技术领域，宝马格成功地推出
了高品质、高性能产品和技术，不断更新
迭代，在过去几十年服务于终端用户。同
时，宝马格Variocontrol和asphalt ma-
nager2智能压实系统，Economizer，-
TanGO，magnalife 在世界范围内也享有
盛名。由于360度技术，压实变得更加灵
活，其应用也变得拥有无限可能性。

在 摊 铺 领 域 ， 宝 马 格 将 展 示 3 款 设 备
（BF300P/BF800C/BF900C），摊铺宽
度从4米到11米，用于城市道路维护翻新
和高速公路新建或大修。在铣刨领域，将
展出的铣刨设备（(Bm500-15/Bm1300-
35T3/ Bm2000-60)），铣刨宽度从0.5
米到2米。宝马格所有铣刨和摊铺产品在中
国市场都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Bm1300-
35/T3，她将在此次宝马展上首次亮相，必
将吸引众多参观者的眼球。

戴纳派克以其独具特色的产品，为广大客
户提供完整的筑路解决方案。智能分析系
统Dyn@Lyzer，可实时记录和反映压实密
度、进度、温度和压实遍数，配备用于定
位的GnSS接收器。

使用Dyn@Link，您可以随时随地用电脑
或手机方便地定位您的设备，在它们运行
时总是掌握它们的位置，并且随时随地查
询访问设备信息。

戴纳派克Truckassist卡车助手系统专为
安全和正确辅助卡车卸料而设计，此系统
简化了摊铺机和料车司机之间的沟通，令
料车和摊铺机的对接快捷简便，而Setas-
sist（一键恢复）专门设计大大降低施工现
场的系统设置和运输的用时。

摊铺质量控制系统matmanager通过实时
测量来跟踪材料消耗，以确保您达到目标
并避免摊铺料的过度损耗。

戴纳派克自豪地宣布，系列轻型压实设备
的推出工作正在顺利进行，包括冲击夯、
单向/双向平板夯、手扶式钢轮压路机等。

玛 连 尼 将 展 示 近 期 开 发 的 高 比 例 再 生
（FRT）一体式沥青搅拌设备，将再生料
搅拌系统融入传统沥青搅拌系统，再生添
加率可高达70%。其先进的设计减少了再
生料粘连问题，保证低能耗，高效率，高
性能。其设计中秉承的环境友好理念，使
FRT设备不仅满足客户的需求，还能最大
化他们的经济收益。

最后，百灵将通过数字体验方式，展示最
新的道路养护设备技术，带给观众别开生
面的体验。

中国市场将毫无疑问继续在世界市场上占有
重要地位。无论如何，法亚集团在未来几年
里，将继续在中国市场开拓。我们期待您莅
临我们的展位，E2.110/510/130，一同
见证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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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连尼升级改造: 
为沥青搅拌站带来新的生机! 

360° 
虚拟现实视频

客户收益

客户收益

• 环保及再生

• 节能减排

• 为客户定制

• 安装简便快速

• 安全，易于维护

客户收益

• 可以看到设备内部

• 更易于用户理解内部工作原理

• 可以用于培训和学习

• 提高拌合站效率

• 提高拌合站生产能力

• 进行环保改造，使排放满足标准

• 添加套件或其他组件以，进行再生改造，提高收益能力

技术

 

连尼数字体验，将带您领略TOP 
TOWER沥青搅拌站在意大利工
地现场的生产过程。虚拟现实技

术已经成为一个时尚趋势，只需要一副VR
眼镜，您就能欣赏到一台现代化沥青搅拌
站的所有技术特征。如果你恐高，那可要
坐稳了！

玛连尼TOP TOWER: VR 虚拟现实带你体验精彩

泵运行

数字技术

透视百灵设备的
内部工作原理

只是口号：而是真正的成功升级
改造案例！

玛连尼拥有丰富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强大的售
后服务团队，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为客户提
供最佳的体验。我们的专家顾问团队与客户
密切合作，在安装、技术咨询与支持、改
造、备件和培训等领域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

玛连尼可进行多种改造项目，包括：燃烧
器，高效沥青罐，布袋除尘器，软件与控制
室，添加再生，拌合楼改造，添加剂设备，
料堆遮盖等。我们还提供原厂备件和操作手
培训。

所有服务，旨在为客户带来利润或快速的投
资回报。

玛连尼数字技术体验角 
玛连尼数字技术体验角，将使用VR虚拟现实技术，向您展示

沥青搅拌站的生产全过程，让您身临其境感受高性能的沥青

搅拌生产。

改造前

改造后

于解释产品的内部区别往往不容
易，增强现实技术被采用来实现这
一需求，轻松地呈现以往难以呈现

的或者复杂的工作原理，特别是对于非技术
或者非机械专业的客户来说，复杂的技术变
得非常易于理解。 

我们使用的虚拟现实工具，可以用于平板或
智能手机。设备的主要特征和优势，可以通
过多种媒体形式（视频，动画，图表，设计
图， 照片，蓝图等）来展现。所的媒体都
进行了精心的设计，从而主题简单易懂， 
无需赘述。

图像辨认或编码，让客户可以轻松使用虚拟
工具，从而了解更多百灵设备的信息。

当然，将我们的产品与竞争产品区分开来的
特性，在虚拟工具中有着重强调和介绍。

除此之外，虚拟工具还能展现设备内部，通
常无法呈现的原理和结构。例如：粘结剂泵
的内部运行原理，设备的主要电路，藏在设
备主体内部的基本组件，

虚拟工具还可以用于培训课程，在我们的培
训中心也可以找到，或者在设备安装交机的
时候进行培训用到。也可以在展会或销售活
动中用于演示。

罐区内细节

百灵 

增强现实技术，透视百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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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技术

宝马格工程机械设备：
奇妙的数码体验！

数码角，你会发现：从轻型设备
到摊铺宽度达到10米的重型沥青
摊铺机，宝马格都能将自研技术

完美地融入到那些驰名已久的黄黑相间设备
之中。数字化技术也给宝马格第四代智能设
备带来革命性的改变。通过虚拟呈像的模拟
器，观众可以清楚地了解沥青管理专家和
TanGo（切向震荡系统）等压实技术所运
用的领域以及它们独一无二的优势。目前，
在最新的沥青压路机上，用户可以有两种激
振器系统选择。360度技术概念将压实变得
灵活性很高，同时应用广泛。在数码角，观
众们可以看到，宝马格技术运用于沥青施工
和土方工程后，那些突破性的解决成果正在
我们身边发生。而且观众们也可以明白为什
么宝马格摊铺机magmalife的技术可以使熨

平板加热速度提高25%以上；Variocontrol
技术是如何自动控制单钢轮的转向力和防
止过压情况的出现；宝马格权威的Econo-
mizer技术是如何确保各类平板夯，压实
机，单钢轮压路机以及沥青压路机可以在土
壤和沥青工作面呈现理想的施工成果；宝马
格将用数码呈现施工现场的方式来逐一解决
您心中的疑惑。我们相信，在不久的未来，
潜力无限的数码化技术和工程机械设备链必
将使我们的施工标准变得更加高效和直观。
目前，宝马格已成为业内翘楚，比如：通过
GPS处理系统，压路机设备可将施工中的
温度变化，压实遍数等各类数据得以传送与
保存，该系统从五年前就被沿用至今，广获
用户赞誉。

在2018年中国宝马展期间，宝

马格精心设计了一个完整的数

码体验区域：在数码角，观众

可以通过宝马格360度沥青压

实技术的虚拟呈现，直接领略

到宝马格前沿的技术魅力。

宝马格的技术：触摸屏动画演示VR模拟机：TanGo & Asphalt Manager

 

戴纳派克  
与您携手，共筑智能之路

在此诚邀您光临2018年度宝马

展戴纳派克展位，共同品鉴

戴纳派克数字公路之旅。戴

纳派克不仅向您展示其高科

技系列产品，还将展示诸如

Dyn@Lyzer、Dyn@Link、卡车

助手、SetAssist一键恢复和

MatManager摊铺管家等创新功

能系统，为您带来完整的筑路

解决方案。

戴纳派克 TruckAssist卡车助手戴纳派克 Dyn@Lyzer压实分析系统

  Dyn@Lyzer压实分析系统
Dyn@Lyzer压实分析系统，可实时记录
和反映压实密度、进度、温度和压实遍
数，配备用于定位的GnSS接收器，定位
精度可根据场地要求在GnSS（分米级）
或RTk-GnSS（厘米精度）之间进行选
择。该系统既确保和控制压实质量，又可
切实优化压实效率。

  Dyn@Link远程监控系统
使用Dyn@Link，您可以随时随地用电脑
或手机方便地定位您的设备，在它们运行
时总是掌握它们的位置，并且随时随地查
询访问设备信息。当设备进入或离开预设
区域时，系统会自动通过预先设定的邮件
地址向用户发送通知邮件。得益于Dyn@
Link中的geo-fence功能，即使没有登录
到网页，也可非常方便地追踪设备。

  TruckAssist卡车助手
戴纳派克卡车助手系统专为安全和正确辅
助卡车卸料而设计，此系统简化了摊铺机
和料车司机之间的沟通，令料车和摊铺机

的对接快捷简便，该系统由两个坚固的颜
色可变的LED灯带组成，安装于料斗两个
边缘之上。

  SetAssist 智能一键恢复系统
戴纳派克Setassist系统（一键恢复）可大
大降低施工现场中设备转场的用时，提升
转场效率，尤其是涉及多工地的工况。
摊铺机机手可以从一个摊铺路段移动到下
一个摊铺路段之前保存搅龙和熨平板的位
置设置，在全新设计的操作面板一键完成
料斗液压前翻板、熨平板和搅龙的锁定，
以便于运输转场。

  MatManager 摊铺管家
摊铺质量控制系统matmanager通过实时
测量来跟踪材料消耗，以确保您达到目标
并避免摊铺料的过度损耗。该系统使用一
系列不同的输入传感器安装在沥青摊铺机
上，以测量和计算关键摊铺参数。数据通
过接口盒收集、处理并在外部触摸屏上显
示，所有数据都可以导出分析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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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服务   及服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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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将近二十年的高速度、大规模道路建设以后，中国很多
沥青道路进入了养护期。该款新产品不但给广大中国客户
一个完美的技术解决方案，同样为玛连尼中国的面市产品

增添了一个灵活的选择。和传统的再生方式相比，该款新产品具备
如下优势:

 • 从结构设计上大幅降低了加热旧沥青的粘连问题，搅拌主楼的搅
  拌锅位于再生滚筒的正下方，避免黏结。

• 最大化再生添加比例：配备高达190t/h的高位平行滚筒再生系统

• 高效稳定的搅拌能力：6吨超大搅拌锅的设计配装maC360主机
  平台，保证了即使生产改性或大比例添加，也有足够的输出能力。

• 配备拌缸直投方式的冷再生添加方式，可用于再生添加比例
 0~30%再生生产。

• 结构优化：通过结构的优化设计，降低了新产品的整机高度，同
  时方便了维修保养。

• 扩展性能卓著：可添加温拌、纤维等各种工艺等等。 

• 结合城市环保型工艺设计，成为城市周边的固定搅拌站样板项目。

目前中国各地经济发展有较大差异，沥青回收旧料的利用率也因
地方区域的不同而不一样，以北京、上海、江苏、浙江为代表的
经济发达地区要求旧料回收再生率需要达到100%，不允许有任何
废弃的现象。而内陆省份及南方很多省份目前还处于白改黑的阶
段，对沥青旧料没有任何要求，所以东部沿海省份成为FRT设备
的主要市场。

FRT 高比例再生
沥青搅拌站

固定厂拌再生站的新标准 FRT沥青搅拌站是基于“全再生技术”由玛连

尼中国开发的新产品，最高可达70%再生比

例，适用于建设城市固定搅拌基地。目前在中

国市场上成为城市固定性再生搅拌站的新标准

模式。

主要特性

• 产能: 440tph

• 烘干系统: 滚筒 3.0x11.5m, 燃烧器30mw

• 筛分系统: 72.8m 26decks

• 热料仓: 77.9m3

• 拌锅: 6t

• 成品仓: 底置式 100t

产品

FRT 360 (昆山)

A

B

C

D

E

F

G

maT440 
大产能沥青搅拌站
高速公路建设的新利器

随着中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不断加大，公路建设项

目大多因时间紧、要求高，而不得不使用2台沥青搅拌站

同时生产，以弥补单台沥青搅拌站的产能限制。为克服

这一困境，MAT440（5500型）应运而生，其诞生是玛连

尼的一项重要市场策略，也是应对中国市场发展迅猛而

做出的积极回应。

了高速公路建设外，大型市政企业同样要求产能输出大
的搅拌站。为了保障维持白天的道路通行能力，白天不
允许施工，作业时间压缩到从凌晨12:00早上5:00，这就

意味着在短时间内需要大量的沥青料供给，传统的3000型或4000
型已经无法满足他们在生产上的需求。maT440落户到许昌腾飞建
设这样的大型市政工程单位，为当地城市道路建设保驾护航。

根据各个城市对材料和配方要求的不同，客户会选择搭配再生或者
其他的新工艺如泡沫沥青温拌或纤维添加等，当然环保要求是目前
中国市场最普遍的要求，所以正常情况下城市固定设备，环保配置
是必选项。

玛连尼maT440（5500型）沥青搅拌站秉承了玛连尼产品一贯的
可靠性、高效的产能保证和高稳定性，适用于大型高速项目、城市
固定搅拌基地。在材料的平均含水率不高的情况下，aC-25等粗
集料配方的生产量能达到440t/h。

设备具备高效可靠、节能环保的特点，并保持了全接口预留，便于
今后的扩展，可添加再生、纤维、温拌等等外添加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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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服务  及服务 产品产品

主要成分石料混合物（碎石，沙及矿粉）的物理性能和岩石性能，
对摩擦有机械阻力。用于稀浆封层的乳化沥青和微表处理的改良聚
合物，起到粘合混合物和覆盖碎石的作用。

施工过程是机械化一次性完成，设备完成计量给料，搅拌，撒布和找
平摊铺。无需压实。百灵，是稀浆封层设备的世界领先制造商和先
驱者。百灵推出了先进的稀浆封层和微表处理产品线：而如今微摊铺 
micropaver 即体现这一先进概念，并涵盖和满足所有技术要求。 

撒布箱—Vario 4000 HY
Vario-4000 Hy撒布箱可以适用不同宽度和长度的绞龙，从2.5mt
到4mt，可以用于现有道路不同形状和宽度的施工。 于中国市场环境的要求，通过对沥青拌合站的主要污染源

进行分析，针对拌合站的使用需求与环保要求，玛连尼推
出了全方位的环保方案。

噪音污染
设备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噪音的污染。如石料在滚筒内冲刷的
声音；引风机、鼓风机工作的声音；各种机械设备运转、摩擦的声
音等。针对噪音问题，玛连尼推出了两项措施。
措施一：封闭厂房，为设备穿上了“美丽的外衣”进行厂房封闭，
将噪音控制在厂房内部，避免远距离的传播，影响周边村落。
措施二：增加消音器，使用法国CBS针对自身燃烧器专门研发的
消音器，解决燃烧器鼓风机噪音大的问题。

粉尘污染
粉尘的产生主要集中在拌锅卸料处，在干料排放时，冷仓上料处、
溢料仓等部位。
措施一：卡车通道封闭，在生产结束或者准备拌合前，因排放石料
产生的粉尘四处蔓延污染空气。增加了卡车通道，将粉尘控制在卡
车通道内，并增加专门的引风，达到降尘的效果。
措施二：粉尘除尘器，专门的粉尘除尘器能有效处理排放石料时产
生的粉尘，使排放处空气良好，便于铲车或者卡车内部停留接料，
并尽量减少粉尘在车道内部的蔓延。
措施三：溢料仓引风。针对溢料排放所偶尔产生的粉尘，增加卸料
口引风，以及溢料仓顶部引风，最大限度的控制粉尘蔓延。
措施四：斜皮带、集料皮带覆盖及引风。我们可针对客户不同需
求，提供两种选择：一是环保房，即封闭的房子，在集料皮带及斜
皮带交汇处增加引风，优点是便于除尘及皮带后期维修；二是防尘
罩，同时可在集料皮带及斜皮带交汇处增加引风，简单实用。
措施五：冷料仓封闭及引风。对冷料仓上料及下料处的粉尘问题，
进行有针对性的环保封闭及引风处理。

烟气污染
沥青罐在加热过程中产生的沥青烟气是拌合站最大的污染物之一，
为有效处理沥青烟气，玛连尼可提供三种环保处理方案：活性炭吸
附、等离子、uV光解处理。
三种烟气处理方式各有优点和差异，结合客户项目需求和资金情
况， 也可以进行组合搭配，以实现最大限度地去处烟气污染。 
maRini根据客户具体需求，设计合理的环保方案，以求在生产过
程中的污染物排放降到最低，面对不同地区用户的需求和选择提供
了更多的可能，满足最严苛的环保标准。

玛连尼城市环保型
沥青搅拌站

应对最严苛的环保标准

 稀浆封层及微表处理
道路养护的

现代解决方案
2018年国家环保管控升级，针对各行各业的

环保减排标准又上升了新台阶，尤其是筑路

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的地区甚至要

求热油炉燃烧器为低氮燃烧器。 稀浆封层和微表处理都是冷拌料摊铺

系统，恢复现有沥青路面层的防滑耐

磨性、防水性并且对表面进行密封。 

稀浆封层及微表处理 参数表

优点

> 技术

• 改善防滑耐磨性

• 密封裂缝

• 提高防水性能

• 重塑修复摊铺层

> 经济

• 减少石料消耗

• 与传统热料摊铺相比，更加高产

• 加速交通的恢复开放

• 减少能源消耗

• 延长路面使用寿命

> 安全及环境

• 冷料应用

• 零排放目标

设备特点

• 显示屏实时报告材料瞬时输出率

• 人体工程学设计， 安全使用车位操作平台

• 控制器位置设计，方便监控材料流并对撒布箱有良好视野

• 喷洒箱可遥控

骨料斗
• 8m3 容量
• 4mm 厚钢板
•  电动振动棒破拱装置

喂料器输料带
• 可调节输料带转速
• 可摘除框架， 便于维护
• 擦拭滚轴，减少灰尘堆积  
   和粘结在输料带上

拌锅
• 垂直布置液压驱动节约
   空间
• 双卧轴搅拌，单边30个螺  
   栓固定可调节位置的

搅拌桨
• 液压驱动同步器保证搅
   拌均衡
• 可反向驱动褪料

乳化沥青罐 
•  容量 3500l
•  溢流管

水罐
•  容量3500l

液体添加剂罐
•  容量 500l
•  不锈钢

矿粉添加罐
•  容量 600l
•  单体罐
•  带破袋装置的格栅

材料存储及输出量
•  拌锅输出:36 to 90tph
•  石料: 12 to 90tph
•  乳化沥青: 20 to 200l/
　min
•  水: 20 to 150l/min
•  添加剂: 3 to 50l/min
•  矿粉: 4 to 40kg/min

花园式厂房 

Micropaver

MAC城市环保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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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石封层:
何处用武?

石封层同步设备能够实现的主要功能有很多:
•  喷洒热沥青前，进行改良剂喷洒; 
• 渍层;

• 碎石密封;
• 小块修补,局部处理.

应对以下情况的必备利器:
• 小型作业项目;
• 公园;
• 住宅区;
• 弯道;
• 狭窄道路;
• 斜坡;
• 大设备无法进入的道路;
• 精细作业项目.

综合方式
 
同步作业即意味着，喷洒沥青粘结剂层的同时，喷洒一层细石料。

> 人体工程学和安全优势
 • 设备设计紧凑;
• 从驾驶室可操控所有功能;
• 前进系统开启后:

- 定量给料最优化;
- 工作环境洁净;
- 有交通通行的情况下， 施工安全性更高。

 
> 质量优势 
• 同步撒布/喷洒，保证沥青粘结剂和石料的连贯和一致性;
• 粘结剂喷洒和石料撒布之间的时间间歇保持一致。

> 经济优势
• 同步撒布机将石料和沥青撒布结合到一辆卡车上，减少了车辆
  数量;
• 更少的卡车意味着更少的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计量给料品质

不论述何种作业项目，精确的计量给料都十分重要。碎石封层同步
机保证了沥青粘结剂和碎石的撒布，作用和效果与传统的（使用单
独的喷洒和撒布机）碎石封层机一样。

> 沥青喷洒功能
同步机的喷洒质量满足传统沥青喷洒机的标准。基于工作时的前进
速度和喷洒宽度，计量给料可控。为适应路沿和弯道的喷淋，喷淋
管可进行偏移。最后喷淋管可以调节高度，保证喷嘴的覆盖面达到
最合适。

> 石料撒布功能
同步机配有伸缩撒布机，可以覆盖较宽的作业面。还配有一台标准
电脑，用于管理控制计量系统，按照前进速度，石料级配和道路坡
度等因素进行撒布调控。

Secmair在1982发明了碎石封层, 其碎石分层技术

和设备已经在欧洲占据领先地位。

BF800C-2摊铺机 

• 生产率：800 tph 
• 初压实度：高达94%

碎石封层机 一体化碎石封层机

高速公路或商用飞机跑道施工现场，宝马格BF 800 C-2
摊铺机的生产率为800tph，初压实率可达94%，这些特
点使其成为道路建设项目的理想设备。140kW德国发动

机，在这颗强大的“心脏”驱动下，宝马格摊铺机才可以在施工现
场发挥超强功率。与市场上的其它安装系统相比，宝马格摊铺机的
工作人员可以节省一半的拼装时间，这主要归功于宝马格的快速连
接系统。

宝马格的magma life熨平板加热技术采用嵌入铝的电加热元件。
由于其良好的导热性能，熨平板在25分钟内就能快速、均匀地加
热到操作温度。magma life比传统的熨平板加热系统快25%。

熨平板方面，宝马格也提高了工艺：强大的搅龙和振动配件，为达
到预压实高达94%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转速也可无限可调。在
设备进行沥青铺设时，表面施工质量和平整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此外，超长的熨平板在使用过程中磨损较慢，从而大大提高了使用
寿命。

操作员如何监控施工中的关键区域？
宝马格专利的侧视系统即可提供相关的解决方案：BF 800 C2上的
座位和操作控制台，正好形成一个完整的组合，操作手的位置可以
横向来回移动。这让操作手可以清楚地看到设备的边缘处，搅龙和
熨平板位置，确保操作手可以与卡车司机的视觉保持接触，提供安
全性。

此外，还有一个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操作控制台，可以调整高度和功
能也可被按需调整，这些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设计确保了机器操作手
能够完全专注于精细施工，新晋人员也可以在短暂的培训后上岗操
作所有的技术系统。

新型发动机符合第四层排气标准。此外，智能发动机和液压管理确
保燃料消耗减少20%。宝马格Ecomode控制现有的电力储备，从
而大大减少摊铺机的噪音和废气排放。
BF 800 C-2特有的一个防冲击保险杠，以使卡车平稳停靠。减震
器和集成摇臂可以确保给料均匀。

宝马格BF800C-2  
第二代摊铺机标杆产品

宝马格公司于2018年在巴黎Intermat展会上发布了BF 

800C-2摊铺机。宝马格设备的创新特点与先进之处，

一直让用户们受益匪浅，比如符合Tier4的高效140kW引

擎、智能引擎管理和符合人体工程学的驾驶员位置，以

及已获专利的宝马格侧视图系统。

BF800C-2 ，针对高标准施工项目的理想选择

碎石封层机 41 – 主要特征 

• 卡车：半拖挂
• 撒布宽度: 3.8m
• 沥青罐容量: 6000l
• 石料斗容量: 11m3

• 石料传输: 皮带传输

传统碎石封层

碎石封层同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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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W124-5单钢轮压路机

•  两种振幅可以选择

•  土方施工类，运用广泛

•  出色的爬坡能力和越野性能

  及服务产品  及服务产品

TanGO4

宝马格倾心研发的
切向振荡系统 

振是一种比较传统的选择。有两个振幅和两个各具功能的
滚筒，这项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宝马格设备提供并设
计了可满足各种施工要求的设备方案。当需要最大通用与

功能性时，用户通常都会倾向于使用宝马格沥青管理系统。用户只
需输入面层厚度，沥青管理系统即刻开始计算与运行：底土、压实
度、温度和振动方向的控制。操作手只需专注于压实和团队中其他
操作人员的操作情况即可。

宝马格研发的第三种技术是TanGO4。切向振荡系统可用于任何需
要高要求压实的地方。此外，这些滚筒具有很高的耐磨性能，因此
工厂提供了6000小时的质保时间。由于它的压实安全，例如在接
缝(从热到冷)、桥梁或建筑物附近，TanGO4是需要敏感压实的最
佳选择。同时，该系统非常容易操作：只有一个振幅，在任何应用
情况下都是理想的。这就是为什么宝马格滚筒与TanGO4系统是如
此密不可分，滚筒不可能会出现弹跳现象，因为TanGO4总是与
表面呈切向运动。这有两个明显的好处：一方面，这个操作不会导
致料被压碎；另一方面，即使在更高的运行速度下，也不会产生波
浪。TanGO4滚筒位于机器的后部，因此前振动有两级振动，可用
于压实较厚的层或较重的混合料。

在两个激振器轴向相同方向旋转的TanGO4压实中，转鼓轴周围产
生扭矩。滚筒快速地将其有效方向与其接触面(向前和向后)相交。
这意味着表面实际上是压缩的双频。因此，TanGO4提供了一个比
标准机器更长的滚动时间。在80度以下的低温沥青上也可以进行强
夯，因为没有碎石。相对于传统的振动滚筒，TanGO4中的不平衡
部分正好位于边缘，即切向排列在圆周上。杠杆越大，偏心权重就
越小。这种巧妙的物理运用意味着TanGO4比标准振荡系统所需的
输出功率要少得多。因此，TanGO4平均耗油量比其它振荡滚筒少
1.1升/小时。

沥青压实是专家的工作，因为每个施工现

场都是不同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宝马格为

他们的客户提供三种不同的压实系统。

宝马格TANGO 4

切向振荡可以满足任何高要
求的压实要求

Tango4 技术可以满足高要求的施工现场，比如桥面施工

宝马格360度技术：可提供三种不同的压实技术

的功能包括超级安全的驾驶室平台与4柱翻滚保护结构
(ROPS/FOPS)和选配的推土刮片，配上符合人机工程
学的操纵杆控制。根据要求，该设备现在可配备宝马格的

Economizer系统。宝马格升级了这个单钢轮滚筒同时也加强了新
的一系列设计，目的是达到目前的第四代排气标准。

BW 124-5单钢轮压路机可配光面或凸块滚筒，是一系列土方
工程压实应用的理想选择，如回填结构，景观，或沟渠和管道建
设。BW 124-5也是城市工程的理想选择。

对于地面压实或深度压实，有两个振幅的选择，使压实力与土壤
类型保持完美的一致，实现高质量和低成本效益的压实目标。由
于表面覆盖范围明显扩大，单钢轮压路机是振动平板夯一种重要
替代品。

该设备是这个重量级别中唯一的单钢轮型号，BW 124-5具有双泵
驱动和有限滑移差速器轴。高扭矩驱动提供优良爬坡功能和越野性
能高达55%或29度。强大的34千瓦久保田发动机符合第四代排放
标准。

驾驶室的操作平台已经重新规划和改进：新的4 POST ROPS/FOPS
为操作手提供了一个完美和可安全操作的全方位视图。简化选配推
土刮片，操作手可使用多功能操纵杆来操控推土刮片，而不是使用
脚踏板操作。

选配的推土刮片具有上/下摆动功能(标准)和浮动位置或倾斜功能。
这样有效提高了应用范围，其中包括分类、剖面和找平；园艺和景
观美化等常见的施工。

此外，选配的宝马格Economizer系统，也可给用户带来不少收
益。该系统为用户提供了最优和直观的压实监控。Economizer系
统是一种在宝马格单钢轮上测量土壤压实度的有效工具。它可以
告知操作手如何在照明带下进行压实，也会提醒操作手注意过压
的风险。

BW124-5单钢轮压路机
宝马格新型爬坡专家

宝马格公司于2018年6月在欧洲新推出BW 

124-5单钢轮压路机。因为其突出的爬坡能力

和越野性能，加上两种振幅下灵活的压实功

率。此新型设备已经成为土方类工程的理想

选择。

BW124-5操纵杆可以操纵选配的可倾斜推土刮片

得益于最新的后四代ROPS, 操作手在BW124-5上可以有更清楚的操作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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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格新型BMF2500给料机

 突出的产品特点
• 高输出功率
• 紧凑型设计

A

B

C

D

E

F

G

宝马格BmF 2500给料机  
追求更优的摊铺效率 

型BmF 2500型给料机的特点突出：效率高，结构紧凑。
该装置只需35秒就能处理27吨重的碎石、沙子或沥青。
同时，可以接受只有2.55米的车辆宽度，无需特殊的改

装和设计。Ecomode根据工作要求降低发动机转速以节省燃料。

BmF 2500型给料机上的传送带宽度为1.2m，物料流量最小，
离析最小。此外，橡胶带安装在金属支柱上，这样可以防止皮带
与热沥青有粘连。同时无需再收紧皮带，物料输出也变得更安全
了。BmF 2500有一个巨大的料斗，有单独可控制的两翼，用于快
速卸货和旋转保险杠钢轮，同时还可以安全地停靠在供料卡车旁。

基本型号BmF 2500给料机自带一个备选回转带。回转带允许横向
给料。这样，一台机器就能供应两个摊铺机。偏移带可随时安装和
拆卸。当不需要时，可以迅速拆下皮带，避免不必要的磨损。

BmF 2500上的驾驶座可以旋转90度，让设备操作手看到给料卡车
和摊铺机附近的区域。

远离传感器后，BmF 2500完全可以自动操作。使用导丝的自动转
向可作为一种选择。当操作手关注于运料卡车时，设备始终保持在
轨道上。座椅可以旋转90度，这样操作手可以清晰地看到设备的
前面和后面。地面操作手的第二站位于侧壁上，该位置还提供一个
不受天气影响的计算机接插口。

宝马格BmF 2500给料机有三种型号，BmF 2500 S是基本型号。
此型号可以向各类摊铺机提供给料服务，并另配备一个可回转的传
输带。BmF 2500 S提供可回转偏移传送带作为标准配置。BmF 
2500 m有一个更长，高度可调的传输带，可满足高配置的摊铺机
料斗。

BMF 2500给料机可将混合料均匀、恒定

地输送到沥青摊铺机，减少铺路时间，

提高施工质量。自2016年1月以来，BMF 

2500总共有三种型号。

第六代CC5200双钢轮沥青压路机：先进转向系统带来无与伦
比的机动性 

第六代CC1200双钢轮沥青压路机：同级别最佳视野的优异产品

BMF 2500

BMF 2500

戴纳派克第六代
大型双钢轮振动压路机

 震撼上场 戴纳派克全新第六代系列双钢轮沥青压路机，

以其坚固、舒适和现代的设计，赢得广大用户

的青睐。同时，其主要设计理念之一是满足市

场对低排放替代发动机的需求。

第六代大型双钢轮振动压路机 

同级别最佳驾驶视野

机动灵活无与伦比

  及服务产品  及服务产品

此，该系列产品采用最新的减排技术，符合欧洲和北美第
四阶段/T4发动机排放规定。戴纳派克双钢轮沥青压路机
产品经理Lars Lundahl介绍：“在研发本机型的时候，我

们增加了许多创新功能，虽然第六代CC1100 Vi、CC1200 Vi和
CC4000 Vi，以及CC6200 Vi压路机在尺寸和功能上有所不同，
但它们具备重要的共同点：以操作者为本进行设计。第六代双钢轮
沥青压路机在操作人员的舒适性、作业效率等方面均有创新改进。

小型双钢轮沥青压路机，已具备驾驶员操作舒适性的现代设计特
色。宽敞、减振的操作平台设计，即使长时间的工作也能给操作者
提供舒适感，并始终保持高品质的操作性能。配备全新设计舒适座
椅及选配重量调整、座椅加热功能。为了进一步提高操作者的舒适
度，前进后退操纵手柄及可滑移座椅实现更好的人机工程学和控
制。选配双前进后退手柄提供了压实过程的改进控制。此外，还配
备一下贴心的细节配置：杯架、座椅下方的储物盒，和一个12V插
座。选配顶篷可在不同的天气条件保持操作的舒适性和作业效率。

大型双钢轮沥青压路机，戴纳派克早已实现错轮压实的功能。这种
功能实现了独特的铰接转向与可控后轮组合。在此基础上，第六代
产品的错轮技术更进一步：CC4000Vi-CC5200Vi的错轮已经增
加到520毫米，现在使用前轮错轮（老款采用后轮错轮），可提供
更好的驱动精度。增加的错轮令转弯半径更小。前轮错轮功能还可
令边缘压实的操作得到极好的控制，且操作者可以更精确地跟随路
缘或躲避其他障碍物。同时可提供选配旋转座椅，座椅和转向模块
可旋转255度，令操作者始终面对驾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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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纳派克亚太区总经理IhAB ELDESSouky讲道：“目前的轻
型设备将是戴纳派克轻装上阵的第一波，更多型号的轻型
设备也将随后面世。到目前为止，我们收到的市场反馈非
常优异！”

Dyn@link
设备管理效率

进入新高度 

远程监控系统Dyn@link，是戴纳派克为客户

提供的一款高效方便的设备管理工具。这套

智能远程管理系统提供的诸多功能可有效为

客户减少保养维修成本，节省时间和费用。 DyN@LiNk

设备信息
全时全力

纳派克完备的销售和售后网络将为客户提供零部件、保
修及全面的技术培训等支持。为提高轻型设备在全球范
围继续的推广和可用性，戴纳派克将继续进行战略投资

以进一步加强自身的销售和支持网络。

高性能、高可靠性和人机工程学设计，是戴纳派克轻型设备的核心
所在。

可靠性：高质量部件造就了坚固的设备，确保了最大的客户生产
率和价值。配备高耐磨加强底板及发动机和皮带保护罩，具备发
动机低油位关闭等智能功能，为用户提供最佳可靠性和最长的运
行时间。

性能和成本：戴纳派克为客户提供最为合适的设备，应用于不同的
施工。

戴纳派克轻型设备包括各种冲击夯、单/双向振动平板夯、手扶式
双钢轮压路机，以及沟槽压实机。设备具备诸如ECO经济运行模
式，自动振动控制等功能，确保高品质的施工质量和低运行成本。

舒适与安全：减振手柄、高度可调的转向杆、方便运输的附加轮、
电启动等等配置，都可令操作人员取得舒适和简便的使用体验。戴
纳派克手扶式钢轮压路机的手柄上同时配备安全停止开关，可最大
程度确保客户的使用安全。

戴纳派克：
轻装亮相！

戴纳派克轻压实系列设备的准备工作顺利进行，即将

亮相。

戴纳派克轻型压实系列设备包括冲击夯、单/双向平

板夯，手扶式钢轮压路机等。此系列产品的投放，将

拓宽戴纳派克产品阵容，并为客户提供更多选择。

戴纳派克D.One沟渠压实器

  及服务产品  及服务产品

Dyn@link系统有3种版本，基本版，高级版，专业版。所有这些
版本都包含Sim卡（硬件），网页版的账户，以及36个月的数据服
务（可继续续费）。

Dyn@link可真正实现随时、随地管理设备。通过Dyn@link网站
或手机客户端，客户可以轻松监控他们的路面设备，随时知晓设备
位置和状态，还可根据需求定制设备报告。

Dyn@link还包含设置“地理围栏”的功能——即规定设备不能走
出此区域，当设备离开此区域，系统会自动发邮件通知客户预先留
存的邮箱，及时客户没有登录网页账户。
Dyn@link还提供保养提示功能——当临近保养时间时系统自动发
邮件通知客户。“设备保养概览”可以显示每台设备的维修保养状
态，以便于提前规划服务。

Dyn@link高级版，包含所有基本版功能，还可以监控设备关键参
数和性能。这些参数可帮助用户最大化地利用设备，减少浪费，节
省时间和费用。更多的设备参数，定制化的监控——怠速时间，行
车距离，油耗等性能参数

Dyn@link高级版还提供设备报警提示，以最大化降低停机时间。

Dyn@link高级版，不仅包含基本版和高级版功能，还可以分
析监控沥青摊铺厚度，以及连接BPO系统（Building Process 
Optimization，建筑过程优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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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报告 工地报告

位于曲靖市马龙县境内的大昌高速是连接宣曲、昆曲高速公路的重要路段，与规划的曲靖南过境线相接，对完善云
南省高速公路网络结构，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承建方中交四公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选用了数
台宝马格设备进行大昌高速面层施工作业。

茶马新道
宝马格建造

宝马格

服务第一，强化保证

宝马格
为您铺筑成功之路

自2017年初起，宝马格BW203AD压路机与BF800C摊铺机参与杭千高速大中修工程。

宝马格BW 203 AD和BF800C 

3压2摊在100公里的施工现场

工作

宝马格压路机：高效，节能 宝马格BF 800C在杭千高速现场 宝马格BM 2000/60在杭州

BW 27 RH在曲靖施工现场

乌蒙山脉上行驶的宝马格路面施
工设备齐全，提高了施工效率，
从而在新时间和地点上开辟了茶

马新路。

尽管施工要求严格，成套化设备的表现仍
超出了预期。

“我们工人2班倒，机器不停，对设备的
要求很高。所以在选择施工设备的时候非
常慎重。因为宝马格压路机是路面行业里
面公认的最好的品牌，所以我们首先选择
了宝马格压路机。大昌高速路面设计宽度
15.25米，平交口比较多，要求双机联铺，

对摊铺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经过综合对
比，我们选择了宝马格摊铺机，施工以来
施工的平整度特别高，施工几个月没有出
现任何故障，设备的表现超过了我们的预
期。”大昌高速项目负责人孙孟东说道。

良好的施工效果，是施工方的首要任务。
从用户的实际需求出发，提供合理的施工
解决方案，宝马格成套化路面设备以其高
效的作业能力，让施工现场的管理工作事
半功倍。

宝马格代理商云南法亚总经理胡小刚为保
障用户项目的正常施工，专门派了服务工

程师驻扎在大昌高速项目部，确保设备每
天的正常运行。“作为宝马格在云南的代
理商，我们正努力推动全套宝马格设备积
极参与云南基础设施建设。”

从容应对长时间、高强度的作业。面对艰
巨的施工任务，宝马格成套化路面施工设
备以其坚实耐用的特点，一如既往体现出
质量好、效率高、节能环保的产品特点优
势，为曲靖市主动融入滇中经济圈、加
快“麒沾马”一体化发展铺筑一条高速发
展之路。

州南到千岛湖支线养护工程由杭
州交建工程有限公司承建，项目
总长超过100公里。众所周知，

高速公路的养护维修对于施工作业有着严
格的要求，因此施工设备对工程质量和作
业效率有着直接的关系，也直接影响着开
发交通后的行车安全与行车舒适性。

杭州交建工程有限公司对于施工设备的选
择有着严苛的要求，在本次杭千高速2017
大中修项目中，采用了3台宝马格BW203 
aD双钢轮振动压路机和3台BF800 C摊
铺机。拥有合理的施工设备助力，高效的
作业模式和稳定的作业性能，使杭千高速
在宝马格设备的联手打造下焕然一新，与
周边的山景相互交错、浑然一体。

行驶在杭千高速公路上的宝马格BW203 
aD双钢轮振动压路机和BF800 C摊铺机凭
借良好的作业性能，出色的表现，不仅使
得工程效率显著提高，施工质量也得到了

业主们的一致认可。
宝马格BW203 aD双钢轮振动压路机是宝
马格压路机的经典之作，该机型采用双频
双振幅设计，可使振动压实力在钢轮梁段
分配得更加均匀；行走马达与振动马达直
接与钢轮连接，增加了参振质量，让振动
压实力更大。

BF800C摊铺机作为宝马格经典的路面设
备代表，继承了德国先进的设计理念和严
谨的制作工艺，该摊铺机出料密实度更均
匀、平整度更高、离析现象更少，摊铺操
作简便，作业温度能够精准的在显示器中
变化；特殊的设计的驾驶座椅让操作手更
舒适的同时避免沥青烟味对身体造成过度
的伤害，设备使用更安全，能耗更低、施
工效率高。

在连续多个月的杭千高速施工现场，宝
马格BW203a D 双 钢 轮 振 动 压 路 机 与
BF800C 摊铺机零故障率已完美地演绎了

宝马格机器卓越的产品质量。高效的作业
能力与完美的施工效果，配合售后服务人
员及时的沟通与贴心的服务，也已经成为
宝马格独树一帜的特点。

宝马格作为全球压路机行业的领跑者，通
过不断创新和拥有的技术知识，为技术进
步“铺平了道路”。同时配备良好的售后
服务体系，宝马格正在引领着全球路面机
械发展的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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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兰侠（江苏泛美）：

“选择宝马格是我最大的幸运”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能够成为宝马格的代理商，彭兰侠首先要感谢的人是宝马格中国区总经理罗群，正是他
的慧眼识珠，才成就了彭兰侠的精彩人生。

乘“宝马”与众不同
筑公路融通八方

地势起伏大，道路弯急多，道路宽窄不定，重庆的公路呈现出与其他城市完全不同的状况。众多的难题考验着公路建
设者们，也正是这个契机，让一些有魄力、有思想、有能力的人才冲出重围，走到了公路建设大部队的排头。

宝马格

用施工成效赢得认可
宝马格

用服务赢得客户

宝马格设备在重庆客户活动日上进行展示

胡文建，重庆众通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

庆市南川区的胡文建（重庆众通
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就是公路
建设大部队的排头之一。胡文建

于2010年建立了重庆众通（集团）建材有
限公司，主要从事公路、建筑、市政等领
域所需石材的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
业务。，在胡文建的带领下，公司下属的
公路施工队伍不仅能给客户提供优质的原
材料，规范的施工作业更是业界典范，公
路建设品质在南川地区更是首屈一指。

在2014年的某项施工项目中，租赁的宝
马格设备进入众通公司的工地上作业后，
良好的作业能力和施工效果让胡总非常满
意，陆续的租赁合同也因此源源不断地随
之而来。随着众通公司日益壮大，胡总决
定自持路面施工设备，保障正常的施工需
要。在2016年上海宝马展会上，胡总现

场订购了宝马格BF300C摊铺机和宝马格
BW131压路机。近2年的时间里，该设备
参与到了南川区大部分市政公路和已建成
的南道高速、万盛公路等大型公路工程项
目，设备表现得到了各方的认可，项目的
施工效果也获得了区领导的表扬和南川百
姓的夸奖。

宝马格设备也在众通集团多项工程的实践验
证下，让胡总零距离地感受到宝马格摊铺
机和压路机带来的效益。胡总说：“采购设
备看中的就是施工质量、品牌口碑和售后服
务，宝马格设备使用下来表现的比较好，操
作手反馈摊铺机节油明显。”2017年众通
集团又采购了1台宝马格BF800C摊铺机和
1台宝马格BF300C摊铺机，在建的两江新
区高速公路、南两路和万盛机场路——南川
的标志性工程项目，我们都可以看到宝马格
设备的矫健身影。

行业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宝
马格能够在徐州市场成就今天的
地位，两个人起到了十分关键的

作用，那便是罗群和彭兰侠。一个是中国
区总经理，一个是江苏泛美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总经理，两人联手撑起了半边天。宝
马格在中国市场的发展轨迹便验证了这一
说法。

增长最快的区域市场
2017年，宝马格中国市场销量增长28%
，远高于全球市场平均增长水平，其中
徐州市场领跑全国，成为宝马格在中国增

长最快的市场。能够拿到江苏市场的代理
权，彭兰侠也颇费了一番周折。从不认识
到认识，从不了解到了解，彭兰侠凭借执
着和真诚打动了客户。2015年，正式成为
宝马格在江苏省的总代理。

宝马格双钢轮压路机徐州市场排名第一
其实在此之前，江苏泛美也代理过其它路
面品牌，但由于不是总代理，彭兰侠总有
一种施展不开的感觉。由于不是总代理，
一个市场有几个代理商，必然存在同品牌
之间的竞争，这给企业造成了很大损耗，
也影响了品牌美誉度。如今，终于如愿以

偿，不仅拿到了总代理权，而且还是国际
知名品牌代理商，签署协议的那一刻，彭
兰侠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如果说江苏泛美立足市场的基础有两个的
话，一个毫无疑问是产品，另一个则是服
务了。在江苏泛美，服务人员占总人数的
一半以上。有一次，服务经理歉疚地对彭
总说：“你们是负责挣钱的，我们是负责
花钱的。”彭总立马纠正道：“你们花的
钱值！你们现在花了钱，才能让我们将来
能够赚更多的钱。”简简单单一句话，听
起来让人心里暖哄哄的。

工地报告工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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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十八局五公司与玛连尼的合作
可谓是好事多磨。在2011年选购
设备时，由于承建工程工期紧、

任务重，对沥青混合料的产量要求高，公
司与其他品牌沥青拌合设备企业签订了合
同后，对方未能及时供货，造成了工期延
误，合同解除后立即签约玛连尼。

玛连尼,

我们可靠的合作伙伴

坐落在昆明绕城高速旁的玛连尼MAC320（4000型）沥青拌合站，正在为中铁十八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路面公司（简称“中铁

十八局五公司”）昆明绕城高速项目生产沥青混合料，它已经历5次被搬迁到新的项目工地了。在过去的7年时间里，这套玛连尼

沥青拌合站参与了西铜高速、宁夏211线高速、天津塘沽市政公路建设，还有贵阳贵安新区黔中路、白马路等工程项目，累计产料

约180多万吨。

纤维封层技术: 

已在全球广泛应用

道路做防水处理能够大大延长其寿命。在标准的碎石封层或乳化沥青粘结剂中掺入玻璃纤维的方式已经越来越被广泛应用。

纤维封层

用玻璃纤维延长道路寿命

玛连尼 MAC 320昆明绕城高速项目沥青混合料生产现场

碎石封层及玻璃纤维，微表处理

玛连尼 Mac 320 贵阳工地

纤维封层在美国

MAC 320

• 产能: 320tph
• 烘干系统: 滚筒 2.7 x 11m, 
                     燃烧器 24Mw
• 筛分系统: 58.6m2

• 热料仓: 58.3m2

• 拌锅: 4t
• 成品仓: 底置式 115/220t

实际的工程生产成为检验沥青拌合站的试
金石。中铁十八局五公司总工王建德见证
了玛连尼沥青拌合站7年来的生产表现，
评价到：“经过我们的生产实践，玛连尼
设备经济性好，计量精度高，设备性能稳
定、适应能力好，地方业主认可度也高”。

玛连尼拌合站进入中铁十八局五公司的项
目工地后，“设备安装调试及时，操作人
员定期培训，对设备定期回访”玛连尼的
售后服务令王建德很满意。2013年，在
贵阳黔中路施工项目上，玛连尼拌合站在
24小时不间断生产的情况下零部件出现问
题，由于业主对工期要求紧，玛连尼售后
服务人员连夜坐飞机转汽车，一路不停地
赶往工地现场送配件，第二天安装好后即
刻运行生产，业主方高度赞扬了玛连尼的
服务。

凭借优异的产品性能和可靠的售后服务，
另一套maC320（4000型）沥青拌合站伫
立在中铁十八局五公司路面公司的项目工
地上，已产料170万吨；公司在2018年又
采购了一套maC360 (4500型)沥青拌合
站，目前已经投产。

对已经拥有3套玛连尼搅拌站的中铁十八局
五公司来说，玛连尼沥青拌合站是施工合
作的好伙伴，稳妥的生产保证了工期，高
品质的混合料保证了质量。只要有路首选
玛连尼，有工程需要的地方就会有玛连尼
的身影。王建德说：“与玛连尼，我们合
作得很愉快”。

则是什么？
抗裂缝和疲劳的路面，通常有的特
征：强化的抗张强度和韧性。

微表处理的表层成分有：乳化沥青，碎玻
璃纤维，碎石料。 这种新的工艺程序，可
同时喷洒玻璃纤维和乳化沥青，可以用于
修复集中出现的裂缝（横竖裂纹，鳄鱼皮
纹裂缝）

2种主要应用
喷洒乳化沥青和玻璃纤维后，可采用两种
方案：

• 只做石料撒布（表面处理）
• 石料撒布配合热改性沥青撒布
（Sami-抗压、薄膜、夹层）

技术参数
粘结剂：乳化沥青（标准或添加聚合物）

• 标准添加率: 1.8 kg/m²骨料
• 标准添加率: 8 to 10l/m² (size 6/10mm)

技术优点
• 可用于不同摊铺层;
• 可快速施工，成形更容易;
• 可减少反射裂纹和鳄鱼皮裂纹;
• 成本可控 – 可衡量的价值;
• 后期可进行再生，低能耗更环保。

该技术25年前在4个国家就有成功应用（英
国，法国，澳大利亚，美国）。

有的应用案例，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证实
了技术的多项优点，并且评估了作业效果。

• 防止裂纹进一步发展;
• 与标准的面层处理方式相比，延缓反
   射裂纹x3或x4倍;
• 使用Sami+热沥青料4cm的情况下，
   延缓反射裂纹x14倍;
• 延展性，特别是在低温条件下，被提   
  升;
• 柔韧性增强;
• 强化现有路面摊铺结构.

此后，多个国家决定采用掺加玻璃纤维的技
术，在他们的路面养护作业中添加此技术，
用较低的成本延长道路寿命。中国2009年
开始采用玻璃纤维添加技术，然后该技术开
始向亚洲和南美洲其它国家传播。

如今，墨西哥已经是使用该技术的主要国家
之一，并且使技术获得了成功的发展和推
广，特别是在交通流量大的道路的应用。结
合微表处理，碎石撒布和玻璃纤维添加，墨
西哥的道路养护做得很好，并且从长期角度
和从生态效益的角度看，该技术成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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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格RS 500 路拌机：
铁路重生的利器

哈塞尔曼公司(hasselmann Gmbh)实现的萨克森-弗朗索纳干线(Saxon-Franconian)干线铁路线路的延伸，几台宝马格设
备正在现场施工。在Markkleeberg-Gaschwitz-Gro Deuben施工段，需要翻新的区域约为10万米。

宝马格RS500 
完美地成为我们
现有机械设备
舰队中的一员

Peter Krauß, 
Managing Director of Hasselmann GmbH

宝马格RS 500, 灵活性很高，可以快速避开很多其他建筑物向右边转向的RS500路拌机，操作手可以清楚看到工作区域，将沿着岸堤边缘
铺设规定的面层

宝马格在欧洲
第二大施工现场大放异彩

机动性、结构紧凑、功能强大、多功能-这些都是Fischer Weilheim Gmbh公司对第5代宝马格BW 124 PDh单钢轮压路机
的称赞。自今年3月以来，宝马格压路机一直在欧洲第二大建筑工地-斯图加特21铁路项目上运行。

BW 124 PDH单钢轮压路

双振幅带可倾斜推土刮片的压

路机，正在联邦火车站总部进

行施工。

高灵活性和通用性的BW124 PDH-5 在斯图加特21铁路施工现场

克森-弗朗索瓦干线扩建项目的
目标是对轨道进行基本优化与更
新，同时希望实现控制、指挥和

安全系统的现代化改变。markkleeberg-
Gaschwitz-Gro Deuben节包括长度约为
12公里的新轨道铺设、轨道床的建造、架
空电缆系统的新安装、平台的建造、铁路
桥梁和人行通道的建造。计划于2019年年
底完成该路线的铺设工作。

宝马格特意为这项工作编排了一套完善
的土方“四重奏”：两台宝马格BW 213 
BVC单钢轮压路机、一台BW 24 RH和一

台RS 500，其主要用途是提高地基工程的
土壤承载能力，合格土壤的基层通常由两
层组成。RS 500土壤稳定装置和回收装置
能够在一次操作中将所需的土壤粘合剂直
接混入这一层。这样，就可以利用现场可
用的资源，进行高质量的土壤改良。

在狭窄的建筑工地上，RS 500的双边移动
式设计是一个主要的优势，因为在改变侧
边时，这台机器不需要转动。铁路路堤的
整个宽度可以比较稳定，而不会有损坏或
设备滑落的危险。由于其紧凑的设计，RS 
500适合任何标准的低装载机。它的重量只

有25吨，不需要特殊的运输许可证。

Hasselmann GmbH的设备操作手uwe 
Sch nburg已经和他的“宝马格”冷再
生 机/路拌机成为朋友。2017年6月初，
当他参观建筑工地时，他对租来的设备赞
不绝口，尤其是全方位能见度方面。有
了显示器，他就能安全地看到所有的设
备运行情况和各项功能显示。他还十分欣
赏宝马格设备把水源供应装置与回收功
能相结合的设计。他在以往合作的供应
商设备中，从未看到这个特别之处。最
后，他微笑着说，他真的很欣赏宝马格
驾驶室的空调装置。现在第一批RS 500
运行良好，Hasselmann GmbH总经理
Peterkrau对当时选择购买宝马格的决定
表示满意。

ischer Weilheim有限公司专门为这
个基础设施项目的各种任务选择BW 
124 PDH-5单钢轮压路机，因为它

的紧凑设计使其体积小，便于操作，方便用
起重机将其移动到各个施工段。这对铁路
工程尤为重要。经过过大约两个月的实践经
验，菲利佩·马丁斯每天都对他的BW 124
赞不绝口：“我喜欢打开驾驶室的窗户，
这样我能更好地看到这些设备每天带来的变
化。”“控制杆和小方向盘设计，操作起
来，简单实用。我喜欢驾驶BW 124，它的
机动性、性能和可靠性总是给我带来惊喜。
多功能控制杠杆的推土机刮片，简化的操作
也使我的工作变得易如反掌，宝马格设备可
以协助我完成每一项任务。”

“当初我在宝马格公司介绍关于斯图加特-
乌尔姆铁路项目，并列出要求时，他们建
议使用第5代BW 124单钢轮压路机。在
BW 124完成大约三分之二的工作之后，
我可以确认这是个正确的决定。钢轮体积
小，灵活，用途广泛。它的压实性能十

分理想，由于它的自重比较轻，我们可以
随意用起重机吊起它，无论它是否需要出
现。”来自Fischer Weilheim GmbH的
ChristophFischer说：“两个可选择的振
幅和压实控制，操作起来比想象中简单。”

他计划在目前的铁路项目中继续使用这
些设备，因为成立于1927年的家族企业
Fischer被视为斯图加特及其他地区的一
家真正的企业。承包商已多次证明其在各
种项目中的卓越能力，如斯图加特机场的
扩建、斯图加特的全面翻修，以及它目前
参与斯图加特21铁路项目的情况。不难看
出，克里斯多夫·费舍尔一直想保持公司
的良好声誉，这也是为什么他在选择设备
和合作伙伴时，完全将高品质和公认的可
靠性作为标准。

毕竟，根据目前的规划，斯图加特-乌尔姆
铁路项目的施工预计将持续到2025年。

工地报告工地报告



11 • 2018 • FAYAT ON THE ROADS 11 • 2018 • FAYAT ON THE ROADS  30  31 

2018戴纳派克品牌巡展
暨客户答谢系列活动
纵贯中国9省9市

2018年的春节刚过，紧随上一年度末尾的“聚势•新里程发布盛典”，戴纳派克的一系列品牌宣传活动就从南至北
铺展开来，从华东，到华北、西北，3个月的时间，戴纳派克携同各大代理商在9省9市举办了一系列的盛大客户活
动，一来向各地客户展示全新的戴纳派克品牌形象，二来答谢各界客户的一贯支持，第三就是为2018年的热销打响
头炮。

戴纳派克

与您携手共筑成功路！

2018年3月底，广西南宁市的地标建筑、建成于2009年的南宁大桥，在服役十年后，开始施行为期3个月的全封闭大修
工程。大修涉及全长一千多米、宽35米的桥面重新铺装作业。截至发稿，南宁大桥大修已提前竣工并恢复通车，这座
有跨江竖琴之称的大桥又将以全新的姿容奏响新时代篇章。

戴纳派克力助世界首条

石墨烯改性路面大桥建成通车

得关注的是，本次施工是世界上首
次实现石墨烯复合橡胶改性沥青技

术在路桥高等级公路的全面商业化应用。

石墨烯的添加可使传统橡胶沥青改性路面
各项指标得到大幅度提高，高温动稳定度
可以达到1万以上，是国家路面技术规范
标准的3倍，并具有显著的抗车辙性和抗
剪切能力，其他指标也均有30%-50%的
提升，是交通新材料领域中的一项关键性
突破，有效解决中国公路寿命短的普遍问
题，此项技术还具有很高的性价比，并将
会产生极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石墨烯复合橡胶改性沥青技术，由广西大
学沈培康教授团队与广西正路机械科技有
限公司共同研发，而广西正路机械科技有

限公司正是戴纳派克系列筑路机械的最忠
实用户。在二十载的发展历程中，广西正
路在省内外创造了一大批优质精品工程，
从南宁快环到机场高速，从青山大桥到疏
港大道，戴纳派克压实摊铺设备始终冲锋
在前，出现在每一个高等级路面施工的现
场，以超卓的性能完成各种施工任务。谈
及广西正路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愿景，总
经理归立发讲道：“正路科技在企业价
值观方面与戴纳派克极为类似，我们不仅
是施工项目承包商，更是先进的施工方案
提供者，对筑路领域高新技术始终孜孜以
求、以革新为己任。多年的合作，令戴纳
派克设备成为我们每一个施工项目不可或
缺的利器！”

为顺利完成本次施工项目，正路科技使用

了2台戴纳派克SD2550CS大型摊铺机配
端伸缩机械拼装熨平板，以及6台CC6200
大型双钢轮压路机，和2台CP275胶轮压
路机。其中最为引人注目当属SD2550CS
大型履带式摊铺机，堪称高速公路摊铺的
神器。SD2550CS配备高科技的戴纳派克
端伸缩机械拼装熨平板，宽度达14米，加
端伸缩从5.75米至13.75米，可根据实际情
况自由拼装宽度，伸缩宽度达2米，既可以
用于高速公路摊铺，也可以部分代替9米液
压伸缩摊铺机的工作，实现一机两用。

此次施工，戴纳派克大宽度直板摊铺机加
端伸缩的超卓性能魅力尽显。高科技的戴
纳派克端伸缩机械拼装熨平板非常适合高
速公路加宽段和超高段施工。它既可以满
足高速公路单机大宽度摊铺，又可以不断
变化宽度。戴纳派克机械拼装板主机段底
板是3米的整板，底板宽度600毫米，熨
平板框架结构好，重量大，令摊铺效果优
异。当摊铺宽度发生变化时，无需拆装熨
平板即可实现连续摊铺作业，令作业效
率最大化。比如在桥梁引桥连续变窄或变
宽、隧道内的变截面或加宽段、市政道路
的公交站等等工况，采用戴纳派克端伸缩
熨平板可无级调整摊铺宽度来轻松解决这
些摊铺难题。

节过后，戴纳派克首站活动即在
徐州举行，在随后的3个月，系列
巡展延伸至山东、河北、湖北、

浙江、云南、湖南和新疆等广大地区，直
至6月，山西太原市的活动圆满完成，宣告
2018上半年戴纳派克系列巡展胜利落幕。
本次系列活动为戴纳派克提供了展示崭新
企业形象的绝佳机会，精彩的新产品展示
也随之进行，借此全面阐释了戴纳派克在
加入法亚特集团后全新的愿景和使命。

同时，戴纳派克用户也借此契机表达了对
品牌的赞赏和长期合作的信心。这在中国
路面机械市场的销售旺季到来时刻，对戴
纳派克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得益于戴纳派克团队的精心计划，到场客
户对加入法亚集团的全新戴纳派克有了更
为深入的了解，戴纳派克设备的全新配色
更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

很多老客户感叹：“戴纳派克的红色回归
了！与红色搭配的白色更显时尚和创新！”

在系列活动当众，非常特别的当属在河北
唐山市举行“戴纳派克走近大客户活动”
。借此机会，戴纳派克团队与唐山大成路
桥有限公司更多的进行了技术交流和座
谈，为更深入的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唐山大成路桥，是戴纳派克在河北省的最
主要客户之一，也是中国北方实力雄厚的
道路施工承包商和租赁商之一。

2018戴纳派克品牌巡展暨客户答谢活动成
为戴纳派克本年度市场活动的菁华，历时
3个月，品牌的脚步纵贯东北、华东、西
南、西北和华中，戴纳派克全新的独特魅
力和品牌的力量得以全面展现！

工地报告工地报告

戴纳派克

力助世界首条石墨烯改性沥青
大桥施工建成！

HEE熨平板可优化和灵活应对高速路建设中的宽幅摊铺作业

从左至右：王建先生（戴纳派克河北省代理商总经
理），叶文鹏先生（戴纳派克中国区总经理），田全
乐先生（大成路桥总经理）

戴纳派克优秀合作伙伴奖牌（大成路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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