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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式起重机

STT3330-160t（平头）
STT2630-120t（平头）
STT2200-80t（平头）
S1200-64t（塔头）
STL1460C-64t（动臂/柴油）
STL1400-50t（动臂）
STL1000C-50t（动臂/柴油）
ST8075-50t（塔头）
M125/75-50t（塔头）
STL720-50t（动臂）
STL720-32t（动臂）
STL660C-32t（动臂）
STT753-32t（平头）
STL420-24t（动臂）
STT553-24t（平头）
STT403-18t（平头）
STT373-16t（平头）
STT293-18t（平头）
STT293-12t（平头）
STL230-12t（动臂）
ST7027-16t（塔头）
ST7032-12t（塔头）
ST7030-12t（塔头）
STT200-12t（平头）
JP7020-12t（平头）
ST6023-10t（塔头）
JT6020-10t（塔头）
STT153-8t（平头）
21CJ140-8t（平头）
ST6015-10t（塔头）
STT139-6t（平头）
ST5513-6t
ST5510-6t（塔头）
ST5015-6t

永茂建机
永茂建机
永茂建机
沈阳建机
永茂建机
永茂建机
永茂建机
永茂建机
沈阳建机
永茂建机
永茂建机
永茂建机
永茂建机
永茂建机
永茂建机
永茂建机
永茂建机
永茂建机
永茂建机
永茂建机
永茂建机
永茂建机
永茂建机
永茂建机
锦城建机
永茂建机
广州佳尔华
永茂建机
科曼萨·杰牌建机
永茂建机
永茂建机

永茂建机

83m/21.14t
80m/27.81t
78m/20.28t
70m/25.3t
70m / 6.3t
71m / 6.3t
60m / 6.5t
80m / 7.5t
80m / 7.5t
60m / 9.0t
60m / 9.0t
60m / 5.6t
80m /5.4t
60m / 4.9t
80m / 3.55t
80m / 3.0t
75m / 3.29t
74m / 2.7t
74m / 2.7t
55m / 2.0t
70m / 2.7t
70m /3.2t
70m / 3.0t
60m / 2.2t
70m / 2.0t
60m / 2.3t
60m / 2.0t
60m / 2.0t
60m / 1.85t
60m / 1.5t
60m / 1.35t
55m / 1.3t
55m / 1.0t
50m / 1.5t

160t/22.08m
120t/22.73m
80t/30.47m
80t/30.47m
64t﹡/ 20.8m
50t﹡/ 26.79m
50t﹡/ 20.9m
50t / 20.1m
50t / 21.5m
50t﹡/14.87m
32t﹡/ 22.84m
32t﹡/ 23.4m
32t/ 21.48m
24t﹡/ 19.4m
24t / 23.97m
18t / 24.5m
16t / 23.39m
18t / 18.5m
12t / 26.4m
12t﹡/ 21.8m
16t / 19.2m
12t / 24.9m
12t / 25.2m
12t / 16.88m
12t / 21.7m
10t / 19.6m
10t / 16.0m
8t / 19.28m
8t / 19.2m
10t / 15.4m
6t / 20.06m
6t / 17.3m
6t / 15.67m
6t / 15.67m

54.00
48.00
39.00
26.00
32.00
29.00
25.00
24.00
22.00
24.00
19.00
22.00
18.00
16.00
15.00
12.00
8.50
8.00
7.50
8.00
7.00
6.50
5.50
4.50
4.30
4.20
4.00
4.00
4.00
3.50
3.00

2.30

塔机型号 生产厂家 最大幅度/起重量 最大起重量/幅度
月租赁费
（万元）

注：1.月服务费价格不包含安拆、进退场费及增值税。
2.月服务费中不包含操作工人的人工费，行走机构使用费另议。
3.本报价指固定式独立高度6个月以上使用周期报价，具体工程服务费价

格依据其高度和服务周期另行商议。
4.表中带有“﹡”标识为该最大起重量可根据实际起重臂长度而变动，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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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重点工程北横通道新建工程
西起北虹路，东至内江路，横跨长宁、
普陀、静安、虹口等区，全长 19.1 公
里，其中天目路高架段更是处在上海火
车站的闹市商区，如何采用一种先进的
绿色环保的施工工艺进行此高架施工就
显得尤为重要了。

为此，日前记者走访了设立在上海
火车站北广场附近的上海建工北横通道
工程建设指挥部，探究“工匠”们是如
何做到在闹市施工，保证工程质量、安
全、进度、文明四不误的。

漂洋过海定制“利器”

“要达到施工方案预期目标，关键
因素在于我们采用了免共振液压振动锤
工艺。”上海北横通道天目路高架工程
项目经理余伟介绍，该工程高架桩基施
工特别采用了绿色环保的钢管桩，钢管
桩相对于常规钻孔灌注桩具有施工速度
快、无泥浆污染等特点，可有效降低在
中心城区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项目部总工王虓介绍，该工艺通过
振动锤产生高频振动（避开了土体的共
振频率）将土体液化，从而使钢管桩沉
入土体中。其不仅施工速度快、噪音
低，无土体共振，同时对土体也不产生
挤压，对周边建筑、环境基本无影响，
尤其适用于市中心人口密集区域。

余经理告诉记者，“为了这个新工
艺的实现，我们做了大量调研，这家公
司在中国始终保持了市场的领导者地
位，是液压震动锤专业领域权威。因
此，我们特别引进了荷兰 ICE 公司的
70RF 免共振液压震动锤，这么大功率
的型号咱是全世界第一台哦！”

在谈及为何要选用 70RF 而不是相
对较低功率的振动锤时，余伟解释，根

据地质勘查报告，该区域砂层较厚，局
部可达其他区域的2倍，选用70RF是经
过严密测算和方案对比的。

说到“定制”这个词，余伟的兴头
更高了。经了解，他是 70RF“深化设
计”的作者之一，由于 70RF 出厂配置
中没有移动和定位配件，他便结合国外
类似功能的设备为 70RF 定制了一个可
拆卸的80吨履带式“坐骑”，而且可以
根据工况选择不同的搭配方案。可在晚
上交通流量较低时实施桩基施工，完成
后及时离开，恢复交通。

S3公路项目“小试牛刀”

2016年7月29日在上海S3高速路工
程上，这台全球最大功率免共振液压振
动锤打下了第一根试桩。据余伟介绍，
在试桩现场，当时仅用4分钟，免共振
锤70RF就将一根25米长的桩稳稳压入
地下，现场没有泥浆产生，在几米外根
本感受不到震动，只听到类似汽车发动
机的声音。而 12 根 48 米的管桩完全打
入地下也仅需要两个小时。振动锤以不
可思议的高速度，奇迹般地将施工完成
日期提前了。能够实现高速打桩，也得
益于项目经理卓越的现场准备工作。12
根护筒提前定位在一个框里，确保了垂
直度，还促进各段护筒的焊接工作。第

一段31米的护筒是用轻便灵活的20RF
振动锤打的，之后焊接上第二段护筒，
再用70RF打到48米设计深度。精益建
设方法把流动导入建造过程，使得项目
部平均每天可打18根桩。

在S3公路先期实施段，项目部利用
“新式武器”在短短一个月内共完成约
600根钢管桩施工，施工速度十分快速。

机械化减少80%人工投入

据余伟介绍，在桩基阶段，项目上
工人的人数明显要少于传统工艺，原来
高峰期约 500 人的场地如今只要 100 多
人，与之形成呼应的是，原先泥浆满地
的场景已成为历史。场地上木工、钢筋
工少了，起重工、吊车工多了，钢筋加
工棚消失了。

与此同时，工匠精神更为重要，因
为机械化程度越高，对于工人的测量、
安装精度要求就越高。

虽然人工成本降低了，总造价并没
有大幅减少，因为动力站的油耗是一笔
不小的开支，余伟介绍。伴随人工成本的
降低，尽管单桩成本有所增加，但工程工
期大幅缩短，总造价还是得到有效降低。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上午，ICE70RF
出现在了北横通道新建二期天目路高架
跨苏州河南岸工程现场。根据计划，南

北两岸承台需各打下8根钢管桩。
“此处的桩基最深处要达到 60 米，

分三段打入地下，中间用电焊连接。”
上海建工机施集团副总裁黄毅透露，天
目路立交处交通压力大，而且周边建筑
物多，居民多，无论是业主，还是施工
单位，都希望在施工中尽可能减少对周
边环境和居民的影响。

在施工现场可以看到，驻足观看的
市民络绎不绝，均称赞在狭小的场地上
还能进行如此庞大的施工作业，而且在
白天，桩锤作业时的声音基本感觉不到。

驾驭“利器”需练“内功”

虽然之前在 S3 公路先期实施段，
70RF 华丽地亮相，但对于北横通道天
目路高架工程来说，一切从零开始。

班组对老工艺熟悉，对于新工艺一
知半解，没有感性认识。对于这样的局
面，余伟心知肚明。于是他要求项目组
准备材料，在公司层面的项目工程师例
会上，代表北横通道项目对 70RF 免共
振振动锤的设备和工艺进行宣传和讲
解。倒逼项目部在短时间内摸透新设备
的规律。

他们对自行式导架打设方法和单元
组合式导架打设方法进行了比较，得出
的结论是：自行式导架打设方法垂直度

控制好，机械化程度高、操作面要求较
高、打桩效率偏低，适用于中心城区场
地较为紧张，无法流水施工的工况；单
元组合式导架打设方法操作空间灵活、
打设效率高、垂直度控制相对较低、设
备投入需增加，适用于场地空旷，能连
续流水施工的工况。

为达到更好的“静音”效果，在项
目部编制的 《降噪措施专项方案》 中，
他们在 70RF 免共振震动锤分节打设钢
管桩施工过程中，对动力站、焊接部
位，采用隔音防护罩，使该工艺更加降
噪环保。

余伟还表示，他们将继续对 70RF
免共振振动锤的工艺进行完善，逐步推
广至其余预制桩、墙之中，让其成为公
司的核心技术。

桩基技术或将走向革命性时代

记者了解到，传统的振动锤具有恒
定的偏心力矩。在启动和停止时，当接
近周边建筑的临界频率范围时，恒定振
幅会导致起重机的吊杆和土壤产生令人
不安的负面振动。它不只是在工作区，
还可延伸到周边相当长的距离。当工作
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区或附近有脆弱的建
筑结构时，这可能会对附近的结构造成
损坏。在施工应用时，普通频率振动锤

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承包商将需要选
择一个高频振动锤。高频 （可变力矩）
振动锤，其频率每分钟可从0到2300转
调节。关键在启动和停止时，它不会产
生任何振动。通过临界频率区域后，偏
心重量自动调整，并同步到当前的偏心
力矩。使用免共振技术来施工的好处
是：成本低、施工灵活，可安装于轻量
级挖掘机或悬挂在起重机上。它可对周
围环境的干扰降到最低，是在狭窄工作
条件下的理想选择。

相比“挤土桩”，无共振技术更为
安全。静压植桩机需要克服土壤的摩
擦，需要使用更多的力量驱动桩，使用
蛮力以达到设计深度。植桩机最适合黏
土，桩路径上的石头和卵石会被压实。
静压植桩机是自驱动的，它利用内部机
构沿着施工的桩墙进行移动。这个过程
需要充足的现场组织，重新定位设备需
要耗费很多的时间。打桩的速度是固定
的，不受土壤条件的影响。施工方需要
进行专业培训，操作设备处理类似转弯
的复杂动作。而无共振振动锤使用不同
的机制：锤的振幅使土壤液化，改变其
摩擦力，推进钢板桩的施工。振动的钢
板桩将运动轨迹中的石头推到一边，扫
清施工道路。振动锤可安装在履带吊机
或挖掘机臂上。它们可在施工现场快速
移动，不用做更多的事前规划。该设备
尺寸紧凑，允许锤在密闭空间工作。振
动锤的驱动速度取决于土壤条件，易操
作性比静压的方法强得多。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建筑工业化、
建筑智能化的进程日益加快，国家对建
筑行业绿色施工要求不断提高，人们环
保意识逐渐加强的大背景下，减少污水
排放、静音、高效的无共振技术将大有
作为，或许它的出现将引领桩基技术走
向革命性时代。

定 制 “ 利 器 ” 不 止 为 了 “ 静 音 ”
——记上海市机械施工集团北横通道天目路高架工程桩基施工

□记者 时永庆

主题为“机遇、理性、价值、发展”
的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五届二次
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十五届中国工程机
械发展高层论坛，日前在山东济宁召
开。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祁
俊、秘书长苏子孟，中国混凝土机械协
会会长符忠轩，徐工董事长王民、柳工

董事长曾光安等协会副会长、常务理
事、理事，会员单位，协会分支机构，相
关媒体共300多人参加会议。

本次会议由中国工程机械工业
协会主办，济宁市政府、中国工程机
械工业协会官方网站承办，济宁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山推工程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BICES工程机械
展协办。

会上，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
长祁俊做《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提
高行业发展质量效益，实现工程机械
强国梦》主题报告。他说，在国家一
系列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政策措施

影响下，工程机械行业发展状况出现
了积极的变化，2016年下半年工程机
械主要产品的生产经营形势获得了
极大改善，工程机械行业重现螺旋式
上升的新生机。我们要继续坚定信
心、攻坚克难、转型升级、砥砺前行，
充分利用当前的有利时机，深入贯彻
落实《中国制造2025》，进一步推进工
程机械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
牢工程机械持续稳定发展的根基，推
动工程机械行业在健康发展的轨道
前行。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常务副
会长兼秘书长苏子孟做《协会 2016
年工作总结和 2017 年工作计划》专
题报告。报告中指出，2017年，各项
工作稳步推进，面对光荣而重要的行
业工作，协会秘书处认真履职尽责，
为继续提高协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为把协会建设成为“国际一流，行业
权威”的社会组织和清廉、高效、团
结、温暖的会员之家，为我国工程机
械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大会上，中国混凝土机械协会会

长符忠轩向杭州冠捷泰睿商贸有限
公司，、传仕重工（苏州）有限公司、北
京京城久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长沙
九方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德州汇
高建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成为中国
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混凝土机械分会
新会员，表示由衷地祝贺。同时也祝
贺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混凝土机
械分会会员单位，珠海仕高玛机械设
备有限公司和洛阳至圣科技有限公
司分别晋升为2016年度AAA信用企
业。

在高层论坛对话环节，行业重点
企业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志中、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李建斌、小松（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子光、陕西建设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宏军、中国
国机重工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伟炎、中
国铁建重工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永亮、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谢志霞等
嘉宾围绕论坛主题就行业关注的热
点和焦点问题展开深度对话和现场
交流。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五届二次会员大会在山东召开
坚 定 信 心 攻 坚 克 难 转 型 升 级 砥 砺 前 行

为期三天的第16届中国（上海）动力设备
及发电机组展会，于5月6日在上海新国际博
览中心圆满落幕。Perkins（珀金斯）发动机有
限公司作为动力设备的供应商，受到场馆内的
动力设备上下游供应商、观展商的注意，国内
外客户齐聚珀金斯展位，咨询量不断。在展会
现场，记者就珀金斯的产品优化方案、方案运
用价值等话题对珀金斯北亚区市场经理张嘉
俊进行专访，从而感受到了动力设备信息化厚
重的历史使命。

记者：在今年上海动力展上，珀金斯推出
了哪些特色产品？这些产品在绿色环保方面
有哪些特色？

珀金斯：珀金斯这次在展会上共有五大特
色。

一是Perkins R4000系列发动机，此系列是
发动机业内的楷模，以功率强大见称，全凭珀
金斯 多年来对此系列产品投入巨资，令其性
能表现得以不断提升。4000 系列发动机初期
广泛用作配套备用发电设备，经过持续优化工
作，此系列现更深受原设备制造商和终端用户
欢迎，将其视为常用发电设备的首选动力。
Perkins 4000 系列发动机不但结构坚固、耐用，
其稳定性能更可保证客户时刻都有源源不断
的电力供应。即使是最严峻的操作条件下都
能胜任，证实是常用发电设备的最可靠动力
源。

二是Perkins 400系列发动机，此紧凑型系
列能为电信业提供迈向成功的动力。珀金斯
最近扩大旗下400系列发动机的阵容，增添了
两个可变速发动机型号，排量分别是1.5升和
2.2升，同时延长了产品的维护间隔，使整个产
品组合更趋完善，成为电信行业的最理想动力

选择。 客户选用珀金斯发动机，一定可获得
最高品质和最可靠的产品，而且性能稳定。这
些发动机可以帮助电信服务经营者节省拥有
和操作成本，还具有极低油耗和很高耐久性，
可在任何地区操作。

三是珀金斯广受欢迎的2000系列发动机，
已通过中国非道路三阶段排放认证。Perkins
2000系列包含多个 6 缸、空气对空气涡轮增压
柴油机型号，配备机械式驱动单体喷油器，结
合先进电子控制及精心匹配的涡轮增压器，以
助最大化燃油经济性。 客户可选择订购带风
扇－飞轮配置或ElectropaK配置以简化安装工
序。此系列的出色功率重量比，使之成为现今
发电产业的首选发动机。 系列的各个型号的
优点除了低油耗、低磨损率和高压缩比，还可
确保所有工作环境下均可靠、清洁、快速起动，
为客户创造效益。目前已有超过10万台2000
系列发动机安装在散布全球各地的发电机组
内，证明此系列产品的高可靠性得到客户的广
泛肯定。

四是珀金斯检修包。珀金斯最近为其发
电机组用发动机推出多款检修包。这些工具
包一应俱全，使维护发电用发动机变得轻而易
举，为终端用户提供他们保养发动机所需要
的所有零部件，使执行500 小时和1000 小时间

隔要求的维护项目，更加省时省力。
这些全新的检修包让初次订购和重
复订购零部件变得更简便。将所有
零部件贮存在一个方便携带的工具
箱内也有助提升维护工作的效率。
检修包中的全部零部件都附有编号，
用户可更容易追踪有哪些零部件已
更换和更换的日期。

五是珀金斯为中国客户提供的多项崭新
服务和支持解决方案，全部都是特别为落户在
中国及更广泛亚太地区的Perkins发动机而设
计。其中包括一种特别研制的全新柴油机机
油Perkins Diesel Engine Oil (DEO)。这款机油
采用独特配方，是唯一能够完全配合珀金斯发
动机的特长操作寿命和耐久性能的机油。此
外，还有完整的替换发动机产品阵容，白金级
保修计划及各种优质滤清器。

记者：去年一年，珀金斯在工程机械行业
上的发展成就如何？

张嘉俊：去年，珀金斯在工程机械设备产
品方面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绩。

珀金斯在本次展会中重点展示了其国际
领先的发动机技术，该技术已获得多项核心技
术专利，能大幅降低设备对环境的影响，氮氧
化物的排放可降低95%以上，可以满足欧美最

严格的非道路四阶段排放法规的要求。搭载
该系统的发动机可以让企业轻松应对出口中
遇到的绿色壁垒，全力开拓海外市场。此外，
珀金斯每个发动机机型都有几十种不同方式
的处理系统，这给原始设备制造商提供了大量
现成的方案，使得安装布置更简易方便。

记者：珀金斯的今后愿景如何？
张嘉俊：秉承百年动力创新研发与制造优

势，珀金斯动力设备始终致力于为中国市场提
供品质最好、技术最优的产品，以最创新的解
决方案满足客户的动态需求。未来，我们也将
继续为中国市场研发并提供具有成本竞争力、
最先进的可持续性排放解决方案，辅助中国企
业“走出去”。巩固既有市场，开发新的市场，
这是珀金斯的愿景。也就是一句话：以研发技
术、应用、制造，代理，以及全球资源的优势，提
供满足市场和排放法规要求的节能先进技术
产品。

新常态新常态 新机遇新机遇 新挑战新挑战
——专访珀金斯北亚区市场经理张嘉俊

□记者 顾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