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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轮压路机

双轮压路机

威克诺森 
压路机的优势

精益求精的压路机技术

压路机系列

RD18-80

1,580 kg

RD12A-90

1,22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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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重量

RD40-130

3,965 kg

RD27-120c

2,595 kg操作重量

RD27-120

2,695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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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 1848 年，威克诺森始终秉承德
国标准，并致力于其全球工厂的设
计、开发和生产。

宽广的作业视野
压路机的设计可让您 
完美观察滚轮边缘或机器环境。  
请阅读第11页了解详情。

一流的压实性能
无论您选择我们的哪个型号 – 我们确
定：压路机的性能会让您有意想不到的
收获。

 

卓越的稳定性
无论是在崎岖的地形或 
在转弯时，铰链接合都可以很好地平衡地
面的不平整并提供较小的转弯半径。 
请参阅第 17 页。 

细分的型号选择 
不同吨位以及各种各样的单钢轮压路机、
沟槽压路机和双轮压路机：总有一款适合
您的工程。 

舒适的操作环境
所有压路机都以其舒适的配置和驾驶室
充足的自由活动空间而受到称赞。遥控机
型可以保护终端用户免受灰尘、废气和噪
音的影响。可在第 07 页和第 19 页详细了
解该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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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X-SC3

1,467 kg

沟槽压路机

3.土壤压实的专家助力您的完美施工

在土壤压实方面，我们提供全面的压实设备系列，同时我们为应
对各种挑战提供最佳解决方案。现在我们的压路机系列全线上
市，将满足您不同工况的需求。

1.全线压实系列设备供您选择

压路机系列不仅要适合您的不同应用领域 , 更要易于维护。 
我们很乐意为您提供最合适您项目的建议。

2.一流的品质，经久耐用

保证设备的品质是实现完美施工的必要条件。与威克诺森合作，
您将收获高品质的压路机设备，同时也为您的施工提供最适合的
解决方案，满足您的多种需求。 威克诺森 – 全能就是行！ 

我们提供产品和服务，以满足您的高要求和多样化的应用。 
威克诺森是您可信赖的品牌，尽其所能，助力您的成功。威
克诺森压路机将是您可靠的选择。



全面的产品组合。

全面压实

不论是进行养护作业还是在道路、公路施工亦或是土木工程中使用，我们的压路机将为您的项目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您带来完美
的压实效果。多样化的产品型号满足您在不同挑战和工况下的各种需求。

非常适合沟槽压实。

红外线控制可确保安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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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清晰观察工作区域。威克诺森 压路机：  
非常适合养护作业。



2 m

接触范围（单位 m）

Compatec – 压实控制： 
Compatec 表示土壤的相对压实水平。一旦亮灯数量停止增加， 
即表示已达到最大压实水平。

遥控振动沟槽压路机

操作简便，工作安全：由于使用铰接接头并且通过遥控操作，使用
沟槽压路机您可以在任何地面条件下更快地实现您的压实目标。

•  操作简便，因使用铰接连接技术
•  可调节的压实性能（从 34 kN 到 68 kN)
•  可通过位于轴下方的激振器实现非常高的压实性能
•  LED 诊断显示屏可监控各种发动机功能
•  RTx 是一款二合一的机器 - 滚轮宽度：82cm 或 56cm 

可更改滚轮宽度：使用 RTx 
系列，只需几个步骤 
即可完成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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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类型水冷式三缸 
柴油发动机（带电启动器）

 RTX-SC3

工作重量 1,467 kg

滚轮宽度 520 mm

发动机输出 15.5 kW

非常适合沟槽压实。

非常适合在沟槽中进行施 
工作业例如，铺设供电管线

相对位置： 
由于在滚轮中轴下方的位置较低，离心力会直接传到地面： 
从而实现较高的压实性能。

远程控制：
45 度时传输场可高达 20 米，可确保较高的工作舒适性。

智能近程识别传感器：
当操作员与机器之间的最小安全距离小于两米时，机器会自动停止。

安全等级较高：
如果操作员和压实设备之间视线不清晰，它将停止移动。

第三只红外线接收眼：  
即使是在沟槽作业中， 
它也可保持遥控操作。



振动控制集成到操作杆中。自由选择振动：可在需 
要时更改为静态滚轮。

发动机罩向前倾斜：可轻
松触及所有发动机部件。

非常适合压实各种土壤。

双轮驱动提供强劲的牵引力，而铰接转向结构可实现极
其精确的控制。这些型号多年来的高销量便是其优异性
能的最好证明。

•  出色的压路机整体压实性能和高激振器频率可实现
更快的压实，同时保证均匀的覆盖和优异的压实效果

•  前后没有悬垂物，视线极好，机器操作更简便
•  铰接转向，转弯半径小
•  减振的操作员平台，有助于减小手臂振动 (HAV)  

以及全身振动

1.5 吨压路机
 RD12A-90

工作重量 1,220 kg

滚轮宽度 900 mm

发动机输出 15.1 kW

可轻松切换一个或两个钢轮的振动：前滚轮振动加
静态后滚轮，实现高质量的沥青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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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的压路机整体压实性能和高激振器频
率可实现更快的压实，同时保证均匀的 
覆盖和优异的压实效果。



iF Design Award 2016 

RD系列压路机荣获 iF 
Design Award 2016该产品
品类大奖。荣获此殊荣是
由于RD系列产品精湛的设
计以及由此带来的绝佳操
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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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紧凑，机动性强 —— RD18 压路机尤其适合空间受限的情况下使用，
例如在城市区域。凭借滚轮偏移设计，两侧均可获得完整的侧隙边隙。

•  转弯半径小，操作简便 
•  56 mm 的滚轮偏移可沿墙壁边缘精准作业
•  便利的系紧装置，可快速固定机器以供运输
•  宽大且完美平衡的吊耳可以安全地起吊压路机
•  操作界面明了易懂，操作直观，操作员可以立即开始工作

RD18

*具有单侧滚轮支撑

RD18-80

操作重量，带有翻车保护杆 1,580 kg

滚轮宽度 80 cm

发动机输出 14.8 kW

非常适合市区作业：RD18 是威克诺森最小的 
坐式沥青压路机。

命名说明
c = 组合式压路机

无遮挡的侧面路缘间隙可实现 
左侧或右侧滚压：
偏置的单侧滚轮支撑，非常适合 沿墙壁边缘作业。

锥形设计：
可以获得观察滚轮边缘、机器周围环境以及施工现场的开阔视野。



3 吨压路机

两种型号：双轮压路机有双振动滚轮和前滚轮后胶
轮两种组合。

沥青压实方面的专家， 
也可用于土壤压实。 

 RD27-120 RD27-120c

工作重量 2,695 kg 2,595 kg

滚轮宽度 125 cm 122 cm

发动机输出 22.9 kW 22.9 kW

符合人体工学的操作平台可为操 
作员提供最舒适的操作体验。

最佳视野确保最
好的压实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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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的性能，先进的技术：使用此款重型压路机， 
您可以安全地在任何地方移动，即使是在狭窄区域。

•  易于操作的紧凑型压路机，可在道路和高速公路建设中实 
现出色的压实效果

•  两个振动级别
•  滚轮直径大，机器重心低，压实质量一流 
•  工作平台低并且使用铰接式摆动接头，因此设备使用非常安全
• 直观的仪表板
•  由于采用特殊的三点摆动铰接，因此操控性更好
•  所有压路机均易于维护，部件易于操作。

隔振 操作台 
实现舒适作业

标准 ROPS（翻车保护杆） 
可折叠起来以方便运输

50 mm 的滚轮偏移也可根 
据需要转换成线性排列

紧凑型设计和低操作台可 
让操作员很好地观察滚轮

出色的舒适度源于宽敞 
的腿部空间和可移动座位

可清晰观察
工作区域。

显示屏易于操 
作员理解。



舒适性：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座椅配有 
足够的腿部空间，可让操作 
员非常好地观察工作区域。大容量油箱可长时间使

用，无需频繁加油。

它是市场上激振力最高的一款压路机，  
可满足用户的任何需求。 

•  可以选择用作传统的双轮压路机或组合压路机
•  三点铰接摆动接头可提供稳固的驱动位置， 

并且操控性更好 
•  振动可以在两个级别进行调节
•  配备折叠式滚翻保护杆 (ROPS) 作为标准结构
•  中央排水：只需一个简单的步骤即可排水

4 吨压路机
 RD40-130

工作重量，带有翻转  3,965 kg 

保护结构 (CECE)
滚轮宽度 130 cm

发动机输出 34.6 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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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铰接摆式接头平衡不 
平整性，减缓冲击，并使滚 
轮以最佳方式置于地面上

自动清洁水过滤器 
和整个机器的中央排水口

简单易懂的操作界面 
直观易操作：无需经过熟悉 
过程便可立即开始工作。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操作台 
可横向移动座椅

中央排水 
轻轻一按即可。

易于清洗散热器发动机罩 
上的散热器盖可单独拆卸。



双轮和组合式压路机优点详述

三点铰接摆式接头

包括从用于实际压实作业的技术配置到舒适性以及设备运输和维护的实用细节：在这里，您可以了解所有型号的共同之处。

除了 RD7 以外，所有双轮和组合式压路机都配备了三点铰
接摆式接头，其关键优势在于均匀的压实效果和高水平的
行驶稳定性。它能够使压力在轮胎或滚轮上均匀分布，尤
其是在转弯时。此外，即使在崎岖的地面状况，如粗砂砾
地，它也可提高压路机的机动性并提供最大的防倾翻安全
性和稳定性。

一目了然的操作界面 

简单易懂，直观易操作 且布局清晰：威克诺森压路机的操
作界面拥有非常出色的用户友好性。  
因此，操作员在第一时间便可掌控一切——这 
对于租赁园区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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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铰接摆式接头 
广泛应用于所有 RD 型号。

操作状态显示

驾驶设置 照明 振动

实用的中央吊点

位于中央的中央吊点可实现机器的水平升降。  
因此，压路机可以简单、快速且安全地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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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滚轮以快速连续的垂直力可理想地振动需要压实的材
料。内置离心重量可确保快速旋转和实现优异的压实性能。
 
非常适合：
各种传统压实作业。

组合式压路机仅配备一个振动滚轮。后轴由用于压实沥青
的橡胶轮胎组成。可以压出非常高质量且平整的表面。 

非常适合：
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的沥青压实。

 RD18-80 和具有中央吊点的 RD27

双轮压路机： 
前、后配备振动滚轮 

组合式压路机： 
前轮为振动滚轮，后轮为橡胶轮胎 

双轮压路机型号包括：RD18-80,  

   RD27-12
0 和 RD40-130

组合式压路机型号包括：   

RD27-12
0c



压路机技术参数

RD27-120 RD27-120c RD40-130 

单位

最大工作重量 kg 3,410 3,320 4,920

最大工作宽度 mm 1,250 1,220 1,350

侧悬距 mm 55/55 55/55 63/63

转弯半径（内） mm 2,370 2,370 2,690

滚轮类型（前） – 平稳/一体式 平稳/一体式 平稳/一体式

滚轮类型（后） – 平稳/一体式 – 平稳/一体式

轮胎大小（后） – – 9.5/65-15 –

发动机 –
久保田 

柴油发动机 
D1503

久保田 
柴油发动机 

D1503

久保田
柴油发动机 

V2203

工作功率 kW 22.9 22.9 34.6

燃油箱容积 l 42 42 73

无级变速 km/h 0-12 0-12 0-11

爬坡能力（有/无振动） % 30/40 30/40 30/40

离心力（前） I/II kN 52/32 52/32 64/39

离心力（后） I/II kN – – –

水箱容积 l 180 180 285

双
轮

压
路

机

RD12A-90 RD18-80

单位

工作重量（有载重物） kg 1,220 1,580

长 x 宽 x 高 mm 2,026 x 1,083 x 1,472 2,260 x 856 x 2,210

滚轮宽度 mm 900 800

滚轮直径 mm 560 620

转弯半径（外） mm 2,451 2,230

行驶速度（前进） km/h 8.7 10.98

行驶速度（后退） km/h 8.7 10.98

驱动设备 本田 GX 630 汽油发动机 久保田 D1005 

工作功率 kW 15.1 14.8

燃油箱容积 l 23 33

排量 m³ 688 1,028

最大爬坡能力 % 30 30

动态离心力（前） kN 16.8 16

水箱容积 l 100 70

双
轮

压
路

机
 1

.0
 - 

2 
吨

RTX-SC3

单位

发动机/马达制造商 科勒 KDW 1,003

工作功率 kW 14.8
操作重量 kg 1,495

离心力（最小） kN 34.2
长 x 宽 x 高 mm 1,853 x 820 x 1,270

滚轮直径 mm 520

滚轮宽度（最大） mm 820

频率 Hz 41.7
转弯半径（内） mm 1,600

沟
槽

压
路

机

舒适的减震操作台

除 RD18-80 外，所有威克诺森压轮机都配备有可横向

移动的座椅。

标准可折叠  
ROPS（翻车保护杆）

最佳照明效果

易于维护 
所有压路机均设计为通过几个简单步骤便可维护：这包括触手可及的整个发动机舱和方便更换的空气净化器，节省时间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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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压路机均默认配备完全隔振的操作台。通过这种方式，操作员可获得最
佳的防振保护。而便于进入操作台的踏板、宽敞的腿部空间以及可以适应不同
操作员体重和身高的个性化座椅则提供了额外的安全性。

ROPS 杆可提供额外的安全性。标准的ROPS可以向后折
叠，从而可以实现压路机极其紧凑的运输尺寸。

无论是在黄昏，夜晚或阴天工作：威克诺森压路机都可提
供充足照明。 选配作业灯可以安装在双轮和组合 
式型号产品的 ROPS 杆上。也 可以是：可让压路机在公共 
道路上行驶的旋转信号灯。



财务解决方案 Telematic学院修理与维护 租赁 网上商店混凝土专家

产品

泵

动力装置 照明

混凝土技术 压实 清拆及切割技术

伸缩臂叉车轮式装载机

自卸车 

加热器

挖掘机

二手设备

提供维修 备件

www.wackerneuson.cn

您的日常工作每一天都充满挑战。我们为您提供恰当的解决方案， 
助您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为此我们将为您提供您所需的一切：  
威克诺森 – 全能就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