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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马原厂

压路机发展史

1800	年左右，马拉着铸铁钢轮在公路上行走，而今，悍马压路
机在沥青上施工作业。悍马压路机为客户提供最理想的作业效
果。选择优质产品，即可获得优质的作业效果！

高质量的钢轮组件，如喷洒系统、刮板和减震块，是决定产品质
量的重要因素。	

钢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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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客户拥有更多优势

作为土壤和沥青压实专家，我们不仅提供最适合工地的机器，还
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这也包括所有备件和易损件。悍马原厂组件
经过依据各种机型调试过的精密而广泛的质量测试。

性能、安全性和服务

工地和工地之间的情况不同，对操作手和机器的要求也就不同。
所以悍马压路机极少在标准条件下工作。使用原厂配件即可拥有
最好的质量，享受全方位的服务。悍马配件是市场现有的配件中
最好的。

我们的原厂配件严格按照制造商的规格生产，与机器完美契合，
保证其性能和安全性。新旧机器的原厂备件的采购周期很短。不
仅拥有多年专业经验，而且产品符合欧盟所有安全标准和环境保
护法律的相关规定。配件精确契合，使得维护工作更加简单，也
减少了组装费用。

备件及其它手册	
钢轮配件	

本手册中介绍了有关悍马钢轮易损件的基本信息。

优势 I  说明 I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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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马原厂

压实的目的
>> 减少土壤颗粒间隙
>> 增强承载力
>> 地面横向和纵向的高度平整	
>> 防滑阻力高
>> 最短的时间内实现最佳的压实效果

压实原理

振动	
双钢轮压路机	

	
振动	

单钢轮压路机

振荡	
双钢轮压路机	

	
振荡	

单钢轮压路机

静态三轮	
压路机	
	

静态胶轮	
压路机

振动压实 振荡压实

静态压实 动态压实

压实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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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压实

在静态压实过程中，钢轮的重量将剪应力作用在需要压实的摊铺
层上。然而，只有当剪应力接近混合材料的弹性极限时才可以实
现压实，例如，产生塑性变形的时候。本来分散的矿物颗粒移动
并聚集。骨料间隙减少，稳定性提高。

动态压实

在振动和振荡压实过程中，钢轮通过运动快速、连续地将力传递
到沥青层。沥青层的颗粒通过这种振动移动起来。这就减少了颗
粒之间的摩擦，使其更容易移动到一个更为理想的状态，例如，
变得更为紧实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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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马原厂

常规的振动压路机钢轮内都配有一个做圆周运动的振动器。它快
速旋转，使得钢轮振动并将力垂直传入地面。	
	
振动可以应用于几乎所有的土方和沥青施工。您无法想象没有压
路机的施工现场，压路机可以提供最佳的压实效果。

振动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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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马原厂

除了振动钢轮，悍马还提供振荡钢轮，振荡钢轮的转动方向总是
向着一个方向的，围绕着转轴产生一个动量。随着偏心块旋转，
在钢轮运转一周（前进或者后退）期间，这个动量改变其作用方
向，这就产生了钢轮的振荡运动。钢轮将剪应力传递到土壤中。

对周边环境的共振最小

振荡对地面产生的共振显然更小，只有振动时的百分之十。振荡
钢轮不产生那些不希望用来影响周围区域的振动能量，而是将这
些能量用在需要的地方	—	正好需要压实的地方。低振动延长机器
的使用寿命，提供最舒适的驾驶体验。

振荡压实

	> 共振集中在振荡钢轮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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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马的振荡系统仅依据物理学定律，不依据复杂的机械式调节。
机器依据下层土壤材料的硬度自动调节振幅。随着压实材料硬度
的提升，机器振幅持续降低。随着机器振幅的降低，压实力更加
迅速有效地传递到被压实的材料中。

	> 振荡钢轮的两个偏心轴同步旋转。它们快速变换着前进和后退
的旋转方向并控制着钢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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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马原厂

最强压实性能是悍马振动钢轮和振荡钢轮的显著特性。

轴承部件和钢轮由超强抗磨损的钢铁制成，且相互之间优化调
整，从而实现了以最低的维护费用确保最长的使用寿命。

钢轮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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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马原厂

从外观区分，有两种不同类型的钢轮：光轮和凸块轮。

光轮

光轮表面光滑，主要用于压平表面，例如压实沥青层，或者，土
方工程的最后压实。

钢轮外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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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块轮

凸块轮用于土方工程和冷再生。这种钢轮碾压过的路面会更加粗
糙。凸块增大了土壤表面积，这样有利于土壤中水分的散失。凸
块轮由光轮和焊接在上面的凸块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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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马原厂

振动钢轮

在动态压实过程中，不管是光轮还是凸块轮，都配有振动轴。通
过偏心驱动，振动轴产生振动振荡。圆周运动的振动器产生以正
弦垂直模式将压实力向下传导至地面。

振荡钢轮

最多可达四个偏心轴	(HD	O	128	V)	，每轴配备两个偏转	180°	
偏心块，旋转带动钢轮产生前后运动。钢轮持续与地面接触。这
种动态压实在很多情况下，可以迅速对路床和路面进行压实并获
得较高的密实度。振荡压路机对周边环境产生的压力也是相当
小，同时将骨料崩解和过度压实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VIO	钢轮

偏心驱动装置的相互位置不同（处于同位或	180°	补偿位），压	
路机通过振动或振荡压实路面。两个钢轮的振动频率和振幅可以
单独调整（操作更灵活，性能更好）。

钢轮内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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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1 >> 振动钢轮

2 >> 振荡钢轮

3 >> VIO 钢轮

1

17

优势 I  说明 I  应用



悍马原厂

悍马原厂压路机的刮板具有更好的抗磨损能力并保证了钢轮和沥
青胶轮的清洁。

刮板可防止灰尘和沥青黏结在钢轮和胶轮上。

悍马对刮板材料进行了优化，使其具有最佳的抗磨损能力并且节
约了施工成本。

刮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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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轮压路机刮板

刮板刷是胶轮压路机的标准刮板。若机器途经粘连材料，塑料刮
板刷就根据使用的轮胎外形进行调整。

沥青压路机的塑料刮板

沥青压路机使用的材料更加灵活，使用寿命更长，非常适用于沥
青路面。悍马刮板材料的性能保证了水量的最佳分配，从而实现
钢轮表面的最佳清洁状况。这就大大降低了水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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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马原厂

使用悍马的喷洒组件，操作安全有保障。过滤器、泵、喷嘴、密
封圈和管接头质量可靠，保证了在热沥青上的无故障操作。

每个型号的机器上，喷嘴和喷洒梁都实现了优化。

防风喷嘴在驾驶员视线范围内，所以驾驶员在操作过程中可以看
到喷嘴的状况。	

	> 悍马原厂组件套包结构紧凑节省空间。这意味着套包可以随身
携带，而且在几分钟之内即可完成喷嘴等组件的更换。

水喷洒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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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压力喷洒由一个或两个水泵交替工作来实现，一个泵在工
作，另一个待命。

喷洒梁是快换设计，所以调整和维护的工作效率就更高。到了霜
冻时节，可以轻松拆卸。

防冻液的加注使机器即使在低温环境下也能正常工作。

每个喷嘴都极其省水，配有滤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证整个
钢轮的湿润。所有工况都在操作手的视野范围内。

塑料水箱与整个架构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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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马原厂

橡胶减震块阻止振动从钢轮传递到机身，从而保证操作手专心工
作，不会因为机器振动分散精力。该技术应用于振动钢轮和振荡
钢轮相关产品上。

钢轮上最重要的悬挂元件就是橡胶减震块。悍马钢轮橡胶减震块
的硬度和形状都根据压路机机型做出了最佳调整。

橡胶减震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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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良好的硬度，压实力可以很好地传递到基层。橡胶减震块的
尺寸不合适，压实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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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马原厂

原厂配件之间调整适应，维护费用最低，使用寿命最长。

悍马配件物有所值。可靠值得信赖的质量和更长的使用寿命保证
了机器可以在正常运转情况下，持续工作小时数更长。

温馨提示：要经常检查钢轮组件，必要时进行更换，以保证
悍马钢轮的最佳工作状态。可以方便地接触到机器部件保证
了机器需要维护时停工期更短。

定期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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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马原厂

操作水泵时，为了防止因腐蚀造成的损坏，应时常地选用备用水
泵。若有霜冻的可能，工作结束后，需将水排干。由于是快换系
统，整个喷洒梁可以简单、快速地进行更换。

需每天检查喷嘴。若喷嘴阻塞或喷洒不均匀，需在适当的时间更
换喷嘴。

喷洒单元的	
调整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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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马原厂

污染、不正确的安装或是安装了其他非原厂配件不仅会影响到机
器的工作，甚至会损坏整个钢轮。

易损件的	
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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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磨损？

两个元件相互挤压并产生相对运动时即产生磨损（例如：刮板与
钢轮之间）。此过程中，两个元件表面的微小颗粒从元件表面脱
离。

怎样避免磨损？

磨损不能完全避免，但却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充足的水供应是
保证钢轮运转的先决条件。

延长使用寿命意味着：
>> 注意每天彻底清洁；
>> 定期检查钢轮，这样必要时可以采取措施避免磨损或破坏其
他元件；
>> 保证定期维护和检查喷洒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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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马原厂

当钢轮和轮胎不能够被有效清洁，则应更换磨损的刮板。	
	
要最大程度地延长刮板的使用寿命，需保证其最大程度的清洁，	
这在沥青压路机上尤其重要。需经常清洁刮板上的粘结物，以保	
证刮板正常工作。

刮板支架弯曲往往会导致刮板不能进行正常操作。在日常检查中，
刮板的张紧元件也需要检查是否损坏。

钢轮刮板的	
磨损

1

30



2

3

1 >> 磨损的刮板造成轮胎损坏

2 >> 光轮磨损的刮板

3 >> 完好的刮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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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马原厂

为保证喷洒单元在任何时间都能正常工作，只能使用清洁的水，
以防止水过滤器的阻塞及泵和喷头的过度磨损。

定期清洁喷洒单元过滤器可以防止泵的过早损坏。若喷嘴粘着有
沥青，需立即清洁或更换喷嘴。

喷洒单元的	
磨损

请注意：	未经批准的水添加剂与/或分离剂会损坏泵	
膜片和喷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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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 阻塞的喷嘴

2 >> 完好的喷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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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马原厂

作为保养工作的一项，定期检查橡胶减震块是否破裂或过度膨胀。

若在适当的时间更换了损坏的橡胶减震块，其他工作元件的使用	
寿命会大幅延长，因为一个损坏的元件的工作由其他完好的元件	
完成了。	

元件的使用寿命的长短关键在于怎么使用机器。尤其是土方工程	
这种极其重负荷的使用，持续在颠簸环境操作，将导致阻尼元件	
的过早损坏。

关于钢轮的订购信息请参见备件及其它目录或网站		
www.partsandmore.net。

操作机器时请始终注意其工作重量和用途。

橡胶减震块的	
损坏和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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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 开裂的橡胶减震块

2 >> 完好的橡胶减震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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