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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养护机械是徐工集团传统创业板块。徐工压路机连续28年全国销量第一，徐工摊铺机连续

18年全国销量第一，徐工铣刨机连续7年独占市场鳌头，徐州平地机连续13年领跑行业，大吨位

压路机销量更是位居全球第一。

为更加专业、专注地服务于广大客户，2012年底，徐工集团作出重大战略举措，在原徐工

集团科技公司筑路机械板块和徐工筑路公司养护机械板块的基础上，组建徐工集团道路机械事业

部。产品既涵盖了徐工集团全系列压路机、平地机、摊铺机、沥青拌合站、厂拌站等筑路机械产

品，也涵盖全系列铣刨机、小型压路机、小型摊铺机、路面冷再生机、稀浆封层机、沥青洒布机、

同步碎石机、道路清扫车等路面养护机械产品。

徐工道路机械事业部将强化成套筑养护施工工艺和设备自主研发能力，持续打造全球最大的

专业化筑养护机械生产制造基地，成为“道路施工及养护方案的解决者、道路成套筑养护施工设

备的提供者、道路施工管理的协助者”、矿用设备参与者。

国内市场，徐工道路拥有73家一级经销商，8个国内备件中心，500多个销售服务网点，

1000多名服务工程师分布在各个地区。海外市场，徐工道路产品成功出口到167个国家和地区，

拥有160家一级经销商，10个海外备件中心，268家销售服务网点；在美国、委内瑞拉、巴西、

波兰、德国、俄罗斯、印度等十多个国家设分子公司。徐工道路为国内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

贴身、贴心服务。

紧密合作  同心携手  共铸辉煌
Work closely hand in hand to create brilli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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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工集团道路机械事业部
XCMG ROAD MACHINERY BUSINESS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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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国际化、率先世界级、确保超百亿”，承载着民族筑养护机械产业

发展重任的我们，喊出了最响亮的目标。为此，我们提出了以“员工为本、

顾客为天、创新为先、质量为信、徐工为重”的“五为文化”为统领，坚持

“专业、精细、精干、高效”的经营风格，从资源优化、流程管理、项目推进、

数据分析、绩效考核、文化打造等六个维度进行管理变革，用我们的智慧与勇

气、勤奋与奉献、执着与追求，去实现我们的愿景—施工方案的解决者、

成套施工设备的提供者、施工管理的协助者，成为一个极具国际竞争力，让国

人为之骄傲的世界级企业。

率先国际化
率先世界级
确保超百亿

全球最大的压路机装配流水线

发展历程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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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最大的平地机装配流水线

国际一流的摊铺机装配流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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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路机连续28年全国销量第一

徐工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着手压路机研制，1960年

10月，试制成功10吨蒸汽压路机，为产品定型打下基础；

1962年，试制2Y6/8吨内燃两轮压路机，为徐工第一代光

轮内燃压路机；1966年，研制成功2Y8/10型两轮内燃压

路机，同时，对日本产TS4309型轮胎压路机进行测绘改

进，完成YL9-16吨轮胎压路机国产化设计，是我国最早

接触国外轮胎压路机的先进技术，填补了国内轮胎压路机

设计与制造的空白；1982年，研制成功YL6-8吨轮胎压

路机，是国内最小吨位的轮胎压路机，为国内首创和独家

生产的产品；研制成功3Y18/21吨三轮压路机，该产品为

国内静碾最大吨位压路机，为国内首创；1983年研制成功

YZJ10振动压路机；1984年6月21日，成功引进瑞典戴纳

派克CA25振动压路机专有技术合同，从而一举奠定了徐

工压路机在中国的领跑者地位；1990年，全液压全系列正

式批量推向市场；2008年，统型后的全新XSJ和XS系列

单钢轮振动压路机推向市场；2010年，全新的第四代路

面机械推向市场，创下多项国内第一，特别是对于第四代

双钢轮振动压路机“高频振动技术”这一压路机世界性难

题的突破，为后续技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在

全球能够成功应用67赫兹高频振动技术的只有徐工和另外

两家国外企业；2013年，率先在国内推出全新“3”系列

节能型单钢轮新造型振动压路机。截止到2014年，徐工

压路机已经连续28年销量居全国第一。

摊铺机连续18年全国销量第一

1988年，由国家经贸委牵头，通过技贸结合的方式

引进了德国福格勒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S1800、

S1700、S1804、S1704、S1502五种型号沥青混凝土

摊铺机的生产制造技术；1989年，国内第一台沥青摊铺机

S1700在徐工试制成功，标志中国可以自己生产全液压摊

铺机；1992年，国内第一台高档沥青摊铺机S1800在徐

工下线，标志全液压驱动技术和电子控制技术的成功开发

及成熟应用，为我国路面机械的发展开拓了新的技术空间，

技术层次产生了本质性飞跃；1997年，全球首创了稳定土

摊铺机技术，开发成功全球第一台稳定土摊铺机WTU75，

底蕴深厚  前途光明  
任重道远  天道酬勤

这一产品的诞生，引导了道路施工工艺的变革，使全球公

路建设的效率和质量产生了本质性飞跃；2000年，国内第

一台12米大型高档沥青摊铺机RP800在徐工研制成功，

标志中国摊铺机消化吸收国际领先技术基础上的集成创新，

把我国路面机械技术提升到新高度，从此逐步形成了自己

成熟的技术路线，使我国路面机械制造技术接近世界先进

水平；2008年，国内第一台第四代智能型摊铺机RP1356

徐工研制成功，该机的“基于等振距原理的密实度自动控

制”技术、“螺旋分料抗离析”技术、“远程智能服务控

制”、“恒温控制”等技术均为徐工专利和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核心专有技术，全球领先，标志着中国摊铺机拥有自

己知识产权的核心专有技术，徐工摊铺机已进入世界高端摊

铺机制造厂商之列。截止到2014年，徐工摊铺机已经连续

18年销量居全国第一。

平地机连续13年全国销量第一

1998年5月，徐工第一台PY160平地机装配下线，

1998年8月，开始小批生产PY160平地机；1999年4月，

徐工第一台PY180平地机装配下线；2002年2月，开发

GR215平地机，暨GR系列平地机的基本型；2006年9月，

开发GR215X平地机，暨D系列平地机的基本型；2013年

1月，GR300A大马力全轮驱动平地机通过鉴定，K系列

平地机的基本型。到目前为止，徐工道路的平地系列产品

已经连续13年市场占有率稳居第一，成为首选品牌。

稳定土拌和机销量全国领先

1990年,成功试制第一台WB21后置式稳定土拌和机；

1991年，WB21后置式稳定土拌和机进入小批量生产；

1994年，成功研发WB23后置式稳定土拌和机；1995年，

WB23后置式稳定土拌和机进入小批量生产；1997年，成

功研发WB25后置式稳定土拌和机；2000年，成功研发

WBZ400中置式稳定土拌和机；2001年，WBZ400中置

式稳定土拌和机通过北京试验中心鉴定；2003年，开发第

二代G系列稳定土拌和机；2007年，开发第三代XL系列

稳定土拌和机；2012年，完成K系列稳定土拌和机通过鉴

定，进入批量生产阶段。

沥青搅拌站产品系列最齐全

作为中国沥青拌和站的领跑者，徐工从上个世纪80年

代开始涉足沥青拌和站领域，当时主要生产小型的连续式

拌和站；1996年，由国家经贸委牵头，引进了英国ACP

公司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TITAN2000沥青拌和站的

生产制造技术，成为国内最早的可以生产大型沥青拌和站

的厂家，也标志着国产沥青拌和站全面对接国外先进水

平，进入全自动控制的时代，该产品获得中国沥青拌和站

的最高奖—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二等奖；之后，2001年，

3000型沥青拌和站研制成功；2004年，4000型沥青拌和

站研制成功，均为国内首创和独家生产的产品，该两款产

品的生产定型，奠定了徐工中国沥青拌和站领跑者的地位；

2008年，徐工根据国际沥青拌和站发展趋势及市场需求变

化，开始研制第四代智能控制沥青拌和站，2010年，全系

列产品研制成功，该系列产品在级配控制技术、温度控制

技术、智能控制、均匀搅拌等方面取得全面突破，具有国

际领先水平，获得高端市场的一致认可。

路面冷再生机引领行业发展趋势

2009年，公司第一台XLZ250路面冷再生机试制成

功；2010年，XLZ250路面冷再生机通过鉴定并批量推向

市场；2010年，公司第一台XLZ210路面冷再生机试制成

功；2011年，XLZ210通过鉴定并批量推向市场；2011

年，公司第一台皮带传动式XLZ250K路面冷再生机试制

成功。2012年，XLZ400路面冷再生机试制成功。

铣刨机连续7年全国销量第一

1999年，自主研发首台BG10A型1m铣刨机该机经过

多次改型升级，成为国内最畅销的1m铣刨机；2000年，与

维特根公司合作，引进维特根技术合作开发大型铣刨机，

并完成2000DC铣刨机的国产化；2001年，引进吸收维特

根基础上进行独立研制BG21铣刨机。该产品为国内首台

大型铣刨机；2008年，国内首款三轮全驱，工作装置液压

驱动0.5m小型铣刨机XM50下线，该款铣刨机迅速成为国

内小型铣刨机首选机型，部分替代国外产品；2008年，铣

刨机销量跃居行业第一；2009年国内首款最小型铣刨机

XM35下线；2009年开发XM200E铣刨机，该铣刨机为

国产化率最高的大型铣刨机；2010年，开发国内首款可

实现铣刨轮快换功能的小型铣刨机XM50E；2011年，

开发国内首款后输料、全深度、皮带传动1m铣刨机

XM101K；2012年，开发完成具有国际水平的1.2m二

级前输料皮带传动XM120F铣刨机；2012年，开发完成

XM50K/XM200K/XM101E铣刨机，实现对现有主导产

品的全面升级。

养护机械：后起之秀、潜力无穷

2010年12月25日，第一台XLS130沥青洒布车完成

试制下线；1998年9月18日，第一台XF100稀浆封层车

完成试制下线；2012年5月4日，第一台XTF120同步碎

石封层车完成试制下线；2012年5月21日，第一台

XLS80沥青洒布车完成试制下线。为满足国内养护施工的

需要，徐工道路机械事业部正在全力以赴研发养护机械产

品，为国家的道路养护做出贡献。

1.1960年10月，徐工首推新中国第一台蒸汽式压路机

2.1989年，试制成功国内第一台高等级沥青摊铺机

3.1995年，引进ACP公司沥青混凝土搅拌技术

发展历程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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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路机连续28年全国销量第一

徐工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着手压路机研制，1960年

10月，试制成功10吨蒸汽压路机，为产品定型打下基础；

1962年，试制2Y6/8吨内燃两轮压路机，为徐工第一代光

轮内燃压路机；1966年，研制成功2Y8/10型两轮内燃压

路机，同时，对日本产TS4309型轮胎压路机进行测绘改

进，完成YL9-16吨轮胎压路机国产化设计，是我国最早

接触国外轮胎压路机的先进技术，填补了国内轮胎压路机

设计与制造的空白；1982年，研制成功YL6-8吨轮胎压

路机，是国内最小吨位的轮胎压路机，为国内首创和独家

生产的产品；研制成功3Y18/21吨三轮压路机，该产品为

国内静碾最大吨位压路机，为国内首创；1983年研制成功

YZJ10振动压路机；1984年6月21日，成功引进瑞典戴纳

派克CA25振动压路机专有技术合同，从而一举奠定了徐

工压路机在中国的领跑者地位；1990年，全液压全系列正

式批量推向市场；2008年，统型后的全新XSJ和XS系列

单钢轮振动压路机推向市场；2010年，全新的第四代路

面机械推向市场，创下多项国内第一，特别是对于第四代

双钢轮振动压路机“高频振动技术”这一压路机世界性难

题的突破，为后续技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在

全球能够成功应用67赫兹高频振动技术的只有徐工和另外

两家国外企业；2013年，率先在国内推出全新“3”系列

节能型单钢轮新造型振动压路机。截止到2014年，徐工

压路机已经连续28年销量居全国第一。

摊铺机连续18年全国销量第一

1988年，由国家经贸委牵头，通过技贸结合的方式

引进了德国福格勒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S1800、

S1700、S1804、S1704、S1502五种型号沥青混凝土

摊铺机的生产制造技术；1989年，国内第一台沥青摊铺机

S1700在徐工试制成功，标志中国可以自己生产全液压摊

铺机；1992年，国内第一台高档沥青摊铺机S1800在徐

工下线，标志全液压驱动技术和电子控制技术的成功开发

及成熟应用，为我国路面机械的发展开拓了新的技术空间，

技术层次产生了本质性飞跃；1997年，全球首创了稳定土

摊铺机技术，开发成功全球第一台稳定土摊铺机WTU75，

底蕴深厚  前途光明  任重道远  天道酬勤

这一产品的诞生，引导了道路施工工艺的变革，使全球公

路建设的效率和质量产生了本质性飞跃；2000年，国内第

一台12米大型高档沥青摊铺机RP800在徐工研制成功，

标志中国摊铺机消化吸收国际领先技术基础上的集成创新，

把我国路面机械技术提升到新高度，从此逐步形成了自己

成熟的技术路线，使我国路面机械制造技术接近世界先进

水平；2008年，国内第一台第四代智能型摊铺机RP1356

徐工研制成功，该机的“基于等振距原理的密实度自动控

制”技术、“螺旋分料抗离析”技术、“远程智能服务控

制”、“恒温控制”等技术均为徐工专利和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核心专有技术，全球领先，标志着中国摊铺机拥有自

己知识产权的核心专有技术，徐工摊铺机已进入世界高端摊

铺机制造厂商之列。截止到2014年，徐工摊铺机已经连续

18年销量居全国第一。

平地机连续13年全国销量第一

1998年5月，徐工第一台PY160平地机装配下线，

1998年8月，开始小批生产PY160平地机；1999年4月，

徐工第一台PY180平地机装配下线；2002年2月，开发

GR215平地机，暨GR系列平地机的基本型；2006年9月，

开发GR215X平地机，暨D系列平地机的基本型；2013年

1月，GR300A大马力全轮驱动平地机通过鉴定，K系列

平地机的基本型。到目前为止，徐工道路的平地系列产品

已经连续13年市场占有率稳居第一，成为首选品牌。

稳定土拌和机销量全国领先

1990年,成功试制第一台WB21后置式稳定土拌和机；

1991年，WB21后置式稳定土拌和机进入小批量生产；

1994年，成功研发WB23后置式稳定土拌和机；1995年，

WB23后置式稳定土拌和机进入小批量生产；1997年，成

功研发WB25后置式稳定土拌和机；2000年，成功研发

WBZ400中置式稳定土拌和机；2001年，WBZ400中置

式稳定土拌和机通过北京试验中心鉴定；2003年，开发第

二代G系列稳定土拌和机；2007年，开发第三代XL系列

稳定土拌和机；2012年，完成K系列稳定土拌和机通过鉴

定，进入批量生产阶段。

2.1982年，试制成功振动压路机

1.1966年，试制成功轮胎压路机

3.1993年，试制成功稀浆封层机

沥青搅拌站产品系列最齐全

作为中国沥青拌和站的领跑者，徐工从上个世纪80年

代开始涉足沥青拌和站领域，当时主要生产小型的连续式

拌和站；1996年，由国家经贸委牵头，引进了英国ACP

公司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TITAN2000沥青拌和站的

生产制造技术，成为国内最早的可以生产大型沥青拌和站

的厂家，也标志着国产沥青拌和站全面对接国外先进水

平，进入全自动控制的时代，该产品获得中国沥青拌和站

的最高奖—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二等奖；之后，2001年，

3000型沥青拌和站研制成功；2004年，4000型沥青拌和

站研制成功，均为国内首创和独家生产的产品，该两款产

品的生产定型，奠定了徐工中国沥青拌和站领跑者的地位；

2008年，徐工根据国际沥青拌和站发展趋势及市场需求变

化，开始研制第四代智能控制沥青拌和站，2010年，全系

列产品研制成功，该系列产品在级配控制技术、温度控制

技术、智能控制、均匀搅拌等方面取得全面突破，具有国

际领先水平，获得高端市场的一致认可。

路面冷再生机引领行业发展趋势

2009年，公司第一台XLZ250路面冷再生机试制成

功；2010年，XLZ250路面冷再生机通过鉴定并批量推向

市场；2010年，公司第一台XLZ210路面冷再生机试制成

功；2011年，XLZ210通过鉴定并批量推向市场；2011

年，公司第一台皮带传动式XLZ250K路面冷再生机试制

成功。2012年，XLZ400路面冷再生机试制成功。

铣刨机连续7年全国销量第一

1999年，自主研发首台BG10A型1m铣刨机该机经过

多次改型升级，成为国内最畅销的1m铣刨机；2000年，与

维特根公司合作，引进维特根技术合作开发大型铣刨机，

并完成2000DC铣刨机的国产化；2001年，引进吸收维特

根基础上进行独立研制BG21铣刨机。该产品为国内首台

大型铣刨机；2008年，国内首款三轮全驱，工作装置液压

驱动0.5m小型铣刨机XM50下线，该款铣刨机迅速成为国

内小型铣刨机首选机型，部分替代国外产品；2008年，铣

刨机销量跃居行业第一；2009年国内首款最小型铣刨机

XM35下线；2009年开发XM200E铣刨机，该铣刨机为

国产化率最高的大型铣刨机；2010年，开发国内首款可

实现铣刨轮快换功能的小型铣刨机XM50E；2011年，

开发国内首款后输料、全深度、皮带传动1m铣刨机

XM101K；2012年，开发完成具有国际水平的1.2m二

级前输料皮带传动XM120F铣刨机；2012年，开发完成

XM50K/XM200K/XM101E铣刨机，实现对现有主导产

品的全面升级。

养护机械：后起之秀、潜力无穷

2010年12月25日，第一台XLS130沥青洒布车完成

试制下线；1998年9月18日，第一台XF100稀浆封层车

完成试制下线；2012年5月4日，第一台XTF120同步碎

石封层车完成试制下线；2012年5月21日，第一台

XLS80沥青洒布车完成试制下线。为满足国内养护施工的

需要，徐工道路机械事业部正在全力以赴研发养护机械产

品，为国家的道路养护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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