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稳定土拌和机/复拌机

稳定土拌和机/复拌机

发动机
SX-6ex: Tier 3; Cummins® QSX-15 447 kW (600 hp) @ 2,100 rpm*
* 面向监管力度较低的国家的旧版设备 

工作重量
31,207 kg (68,800 lbs)

SX-6e/ex

SX-6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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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tec — Astec Industries旗下公司 

Roadtec, Inc.很荣幸能够加入Astec Industries, Inc，成为其旗下公司之一。Astec 
Industries成立于1972年，现已发展成为美国领先的沥青筑路、骨料加工、石油、天
然气和水井钻及木材加工设备制造商。秉承Astec Industries的创造性思维模式以及
客户服务至上的企业文化，Roadtec继续与Astec Industries并肩引领行业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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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  

Roadtec自1981年以来一直从事创新型公路重型设备的制造。我们将继续开发和增加新的产品，同时我们与客户
的密切关系以及我们即时响应客户需求的能力也前所未有地更加强大。 

客户服务

客户将受益于我们完善的售后客户支持。现场服务技术人员驻扎在客户附近，能够快速响应客户的需求。全年无
休的24小时配件支持将快速为您提供所需配件，而且价格公道。我们的产品专家将为您的员工提供有关新购设备

的培训，我们还可以在我们先进的培训场地或在您的作业现场提供业界领先的培训服务。  

信赖Roadtec设备

我们不涉足筑路行业，而是制造设备，让您能够经济有效地修筑和养护道路。Roadtec重型设计可助您延长机器
的使用寿命，同时降低维护和运营成本。此外，我们人性化的设计和特殊项目定制服务还能提升您操作人员的舒
适度和自信心。

ROADTEC独具的优势：以卓越的客户服务打造高品
质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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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为数不多的兼具强劲动力与移动灵活性的设备，
其能助您出色完成多种任务

新一代机器

区分新一代Roadtec机器型号的术语略有变化。每款新机器的型号均带字母“e”或“ex”。“e”表示机器发动

机的排放等级为第四级。“ex”表示机器发动机的排放等级为第三级。“ex”型号为出口至不要求排放等级为第

四级的国家的机器。本手册列出的所有功能均适用于“e”与“ex”型号。 

功能强大

中型SX-6ex带447 kW (600 hp) Cummins® QSX15发动机，重31,207 kg (68,800 lbs)，作为为数不多的兼具强劲动力与

移动灵活性的设备，其能出色地完成多种任务。SX-6ex配高性能六缸柴油发动机，通过直接铣刨鼓驱动为转子提

供动力。这款机器的铣刨深度可达508 mm (20”)，铣刨宽度可达2,540 mm (96”)。无论是道路修复、拌冷再生还是

土壤稳定，Roadtec SX-6ex的表现均将超越您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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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也能动力十足地精确作业

强大的车架与液压悬架

SX-6ex的车架是Roadtec以极为优质的A656级80钢

制造，非常耐用。A656级80钢的屈服强度为市场上

其他机器所用软钢的两倍。定制的车架使机器有很

高的离地间隙，能适应各种地形。轮子由四个安装

在主机上的独立控制液压调节式腿组件悬架。此特

点使操作员能通过按钮开关控制铣刨深度。铣刨机

壳也是牢固地固定在主机上，使机器能动力十足地

精密作业。 

强大高效的散热功能

SX-6ex散热系统从机器顶部最清洁处引入空气，然后通过后方散热器包将空气从机器和发动机中排出。通过从机

器顶部引入空气，流经散热系统的灰尘便大为减少。由于有清扫面板，散热器极易维护。由于有变速风扇，散热

器能根据发动机需求高效散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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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佳的视野、符合人体工学的操纵杆和操作舒适性
能提高生产率

视野与操作平台 
为便于操作员观察和作业，操作台座椅可横向滑动并摆动90˚，使操作员能从最有利的视角作业。操作平台还可

往机器右侧滑动457mm (18”)，更加有利于观察。全景驾驶室使操作员能清楚地看到铣刨边缘以及任何挡道的障

碍物。两侧后视镜使操作员有了更多观察周围环境的视角。

标准后视影象探头
由于配备后视影象探头，机器反向作业时，操作员更容易观察。当选择反向后，驾驶室内的屏幕能方便地显示

稳定土拌和机后方的区域。由于有后视影象探头，当SX-6ex在其他机器或障碍物附近行驶时，操作员能更轻松

地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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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杆与转向
机器操纵杆和显示屏的位置极为便利，且可与座椅一同移动，
让操作员能安全方便地作业。操纵杆和四种不同的转向模式提
升了机器的操作灵活度。 

舒适和易于使用的驾驶室
符合人体工学的经密封（ROP）认证的驾驶室确保了操作员的舒
适与安全。机器配空调和供热系统与一个驾驶室增压器，为操
作员创造了舒适的无尘工作环境。驾驶室还具备隔音功效并有
隔离橡胶，能消减噪音。

理想的重量布局和平衡的四轮驱动确保了最佳的动
力分布

重量平衡及动力分配
重量平衡和动力分配是所有稳定和复拌应用的关键。SX-6ex的重量完美地分布在两轴之间，使机器的

447 kw（600 hp）动力可以发挥最高功效，产生最大的牵引力。有了理想的重量布局和平衡的四轮驱动，机器能

更稳定地在最困难的项目环境中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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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几何铣刨机壳
可变几何铣刨机壳使SX-6ex能取得极佳的铣刨、定尺寸和拌和效果。定制的铣刨机壳和中前位置的铣刨机使铣刨

机和外壳之间形成了恰到好处的空间，确保材料大小和流量达到较高的要求。铣刨鼓后面的额外空间使机器能轻

松拌和及掺入添加剂。重型液压调节前后门使操作员能更好地控制尺寸和材料流动。SX-6ex铣刨机壳被固定到机

器的主机，使机器能轻松掌控双向铣刨力。 

铣刨鼓和动力
SX-6ex的铣刨宽度为2.54 m (96”)。有多种铣刨鼓可供选择，令机器达到508 mm (20“)的铣刨深度。有齿距各异的

重型快速更换焊接底座可供选择，帮助机器更好地适应项目环境。SX-6ex铣刨机的动力来自机械V形皮带。多槽V

型皮带通过液压张紧为铣刨鼓提供稳定而高效的动力。无需螺栓即可进入铣刨机驱动装置也使铣刨鼓的维护变得

轻松快速。

QX1快速更换铣刨机刀具
易维护、性能优异和耐用是Roadtec快速更换工具系统的典型特点。独特的工具设计提高了耐磨寿命，并显著减

少了更换磨损铣刨机部件所需时间。当维护铣刨机的频率和持续时间减少时，整体运营成本也跟着减少。铣刨机

嵌件集合了多种设计特色，维护起来更加方便和经济。套筒设计有较长的耐磨凸出物，更加耐用。凸出物中设计

有凹口，便于用叉子工具从前面拆卸刀头。固位面的凹口是为了便于用小楔形工具从前面拆卸套筒。QC支撑架

完全安装在底座上，因而能达到最大固位效果和最优耐磨性能。 

定制设计功能和轻松的维护帮您节省作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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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系统
SX-6ex有一个带105安培交流发电机的标准24伏电气系统。带板载和远程诊断功能的CAN电子器件使得对机器进
行通盘故障排除变得简单。 

润滑点
润滑脂维护点都清晰地标有建议的用量，并放置在机器周围，以供尽可能方便地进行预防性维护。

维护轻松 
•   液压调节门使工作人员

能更轻松地维护发动机
室。 

•   与地面等高的滑出式机
架使工作人员能更轻松
地维护机器的电池仓。 

•   机器左侧的带子能快速
轻松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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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配件 

水和乳液添加剂系统
•  1,893 lpm (500 gpm)流量，兼具全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功能。

膨胀/泡沫沥青添加剂系统
•  将空气和水与沥青预混的热油顶起式喷杆和泡沫喷嘴。 

拖车挂接装置
•  拖拉油轮的后方装配拖车挂接装置。

额外照明
•  四个24v高强度放电灯。 

额外影象探头

铣刨鼓间距（焊接式或快速更换刀具）
•  15.2 mm (0.6” )与22.2 mm (0.875”)

EDGE™设备延长保修
EDGE™设备延长保修是我们的一项业界领先的保修服务，印证我们对本公

司任何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都有十分的信心。这项保修服务的范围不限于

动力火车，保修期也超过目前业内提供的一般延长保修服务，因为这项保

修不仅承担客户在3年或3,000小时内对机器所做维修的费用以及在5年或

6,000小时内对发动机所做维修的费用，还保修更多零部件、提供更多维

修服务。由于EDGE™保修服务全额承担耐磨零部件以外大部分零部件的更

换成本，且保修期更长，因此购买我们机器的企业能降低运营成本，进而

获得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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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发动机
•   SX-6ex: Tier 3; Cummins® QSX-15 447 kW (600 hp) @ 

2,100 rpm

重量
•   装运重量 .......................................... 30,390 kg (67,000 lbs)
•   运行重量 .......................................... 31,207kg (68,800 lbs)

电气系统
•   性能优越、布线量更少、可靠性更佳且运行和维护

功能更优的CAN总线串行通讯系统。

行走系统
•   双速静液压驱动
•   每个轮子都带独立泵和电机的四轮驱动装置

速度
•   行驶：10 kph (6 mph)
•   作业：48 mpm (146 fpm)

轮胎
•   重型单件车轮能有效防止轮辋打滑和爆胎。高浮选

深花纹26LR28轮胎。 

转向 
•   操纵杆控制四个转向模式：协调转向、蟹行转向、

只往前移动、只往后移动。 
•  5.9 m (19’ 6” )铣刨时转弯半径 

操作台
•   全封闭，橡胶隔离加压，带空调和供暖系统
•   驾驶室可往机器右侧滑动457 mm (18” )

喷射系统
•   水、乳剂或泡沫/扩充版AC
•   流量最高达1,893 lpm (500 gpm)

工作容量 
•   燃料箱 ................................................1,135 l (300 gal)
•   液压流体箱 .............................................182 l (48 gal)

铣刨机系统特点

铣刨机系统 
•   多槽V型皮带
•   液压离合器
•   有三档铣刨速度可供选择
•   以行星齿轮箱作为最终驱动部件（皮带自动张紧）

铣刨机
•   右侧贴边铣刨 
•   铣刨宽度 ..................................................2.45 m (96”)
•   铣刨深度 ............................................... 406 mm (16”)

铣刨鼓尺寸：1.27 m (50” )
•   最大铣刨深度 ....................................... 508 mm (20”)

铣刨鼓尺寸：1.47 m (58”)
铣刨速度
• 138 rpm, 155 rpm, 171 rpm

驾驶室可往右侧移457 mm (18”)
最大高度：3.91 m (12’ -10”)

最小高度：2.99 m (9’ -10” )

 3.5 m
(11’ - 6”)

9.14 m (30’)2.95 m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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