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进的履带式 
耕作技术
可配备液体肥料根层施肥系统的 
XTill®履带耕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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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和土壤
施肥的
巧妙结合
履带耕作法简介

	 经过数十年实践，履带耕作法(Strip	Till)在干旱地区以及
遭受干旱或土壤侵蚀问题的地域取得了巨大成功。如今，在欧
洲这种耕作体系也被用于各种作物的耕种，例如玉米、油菜、
甜菜和向日葵。采用这种方法无需犁地或用其他方式对田地
进行准备；土壤通过设备直接处理为条带状。填闲作物和之前
作物的残留物被留在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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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商业利益

•			产量更加可靠、稳定

•		土壤耕作一步完成，省时省钱

•		符合四小时规则

•		地表行驶条件较好

履带作法的作物栽培优势

•		保存完好的土壤空隙结构增加了水分，改善了	
吸收能力

•		未翻耕条带上的有机植物物质减少了水分蒸发

•		与免耕栽培相比，翻耕后的垄条内土壤以更快	
的速度变暖

•		理想的苗床土壤结构

•		生物活性更大，生成更多腐殖质

•		促进土壤肥力

•			由于多达70%的土壤未经翻耕，具有优越的耐土	
壤侵蚀能力

省时省钱
	 履带耕作结合了免耕栽培和传统土壤耕作体系的优势。
包括犁耕深翻、苗床土壤改良和液肥播撒在内的多个耕种任
务只需一个步骤就可以高效地完成。这为您节约了宝贵的时
间和资金。

防止土壤侵蚀、压实和水分蒸发
	 这种方法的农业优势在于对土壤进行局部耕作：整块田
地内只有一部分面积被用于条带耕作。例如，用于玉米播种的
耕作只需要25厘米宽的垄条。50厘米宽的未处理区域仍被收
获后残留的农作物秸秆所覆盖。这样能够防止土壤侵蚀、破坏
性的土壤压实和水分蒸发。农场机械仅在未耕翻的条带上行
驶，不会破坏土壤的空隙结构。这也同时改善了土壤的水分渗
透与承载能力。在经过耕作的垄条里，土壤会快速变暖，成为
作物创造最适宜的萌芽和生长条件。

技术 
履带耕作与液体肥料根层施肥相结合
	 液体肥料和沼渣沼液是宝贵的有机养料。它们是天然的植
物养分来源，可用于对土壤进行精确播撒。通过履带耕作方式
将耕作与液体肥料播撒相结合不仅技术先进还能防止养分流
失，而且与传统的粗犷播撒耕作方式相比更加环保。

	 XTill设备进行土壤耕作的方式较为理想，便于种植作物，
可同时进行液体肥料施洒并使肥料精确蓄积在植物吸收养分
的根部附近，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原理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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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肥料条带耕作降低成本多达40%
	 位于德国基尔的应用科学大学，将条带耕作与传统土壤耕
作法进行了多次相比较的试验。在条带耕作实验中，由于需要
通行的次数较少，对能源和柴油的需求显著降低。以环保的排
放方式对液体肥料进行播撒，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无机肥料的
需求。总而言之，与传统土壤耕作法相比，履带耕作法使成本降
低40%。

履带耕作采用液体肥料根层施肥实现可靠产量
	 由于具有一系列农业优点（例如优异的保水性和液体肥料
根层施肥的最佳养分供应效果），与传统耕作法相比，尤其是在
种植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履带耕作的产量更高、更稳定。

履带耕作要点提示
	 直接在收获作物之后的残留秸秆上或在补种填闲作物之
后对土壤进行条带耕作。对于粘土含量高的难耕土壤，应在秋
天进行条带耕作，以便利用冰冻作用。对于流动性大的土壤，可
以在春天播种之前进行条带耕作。为确保作物成长，根必须在
早期触及施肥区。往往可以采用硝化抑制剂来改善生长情况和
产量。

采用液体肥料根层施肥的XTill®
	 利用XTill，液体肥料可以输送至地下10到25厘米深的根
层施肥区。XTill设备配有DosiMat	LVX分配头，通过一个转子将
液体肥料持续分配至播撒出口。转子上的刀片对所有纤维性物
质进行安全切割并确保均匀、精确地分配。通过这种方式保证
对植物进行理想的养分供应。为满足各种需求，有两种Xtill型
号可供选用：

			 	 	 	* 基尔应用科学大学研发中心Birte Reckleben博士 

高效且环保
XTill® ProTerra和VarioCrop
支持在各种条件下实施高效
土壤耕作

XTill®技术一览：

•		最大6米作业宽度

•		各装置采用平行四边形固定

•		各装置可进行个别深度调整，压力可变

•		垄距可以在45到75厘米之间调整（对于XTill	
VarioCrop）

•		液压折叠架运输宽度为3米

•		弹簧加压式轮胎紧跟土壤轮廓

•		起垄盘可根据注射器钉齿情况进行三级调节

•		注射器钉齿高度可调节，具有液压岩石防护功能

•		犁刀高度控制

•		三点固定底座Cat.3/3N/4N

XTill® ProTerra
	 XTill	ProTerra坚固耐用，适用于恶劣的运行环境。液压作
用确保土壤耕作深度保持不变。由于采用平行四边形设计，这
些设备始终可以相互独立地沿着土壤轮廓行进。所以，不论运
行环境如何，XTill	ProTerra都能最终呈现完美的苗床。

XTill® VarioCrop
	 XTill	VarioCrop可用于任何类型作物的耕种，例如玉米、
油菜、甜菜和向日葵。垄距可以在45到75厘米之间灵活地调
整。该设备具有多种设置状态以便于根据不同运行环境进行调
节。因此，您可以将XTill	VarioCrop用于各种场合。

XTill®：采用液体肥料根层施肥的土壤耕作技术

•		无需多重步骤（液体肥料播撒与掺入，翻耕，苗床土壤改良）

•		养分直达作物根部

•		不再需要对根部进行有机施肥

•		耕作方法可持续，液体肥料使用巧妙，无异味散发，利于提高
知名度

信息和建议
为确保您尽可能地利用好履带耕作法，我们的XTill专
家经验丰富，可提供个性化的建议，并将十分乐意提供
运用XTill进行履带耕作的详细信息。

您对这种技术感兴趣吗？请联系我们。
我们期待听到您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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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可靠、成功
XTill®设备同步完成
土壤耕作与施肥

XTill设备

设备压力大小可变。

平行四边形框架设计确保
土壤翻耕深度恒定不变。

犁铧由一个可自由调节的
岩石防护装置进行保护。

起垄盘
两个起垄盘使土壤保持在
耕作区，形成细碎土构成的
犁沟，并可以通过注射器钉
齿情况进行三级调节。

压土轮 
两个压土轮使苗床成形
并且进行必要的加固。

松土/施肥两用犁铧
首先按照所需深度进行松土。然
后通过一根可调节高度的出口
管将液体肥料撒入根层施肥区。

星形缺口圆盘刀片
两个以深度为引导并可调节高
度的星形缺口圆盘刀片用于清
除耕作区内的秸秆和种植材料。

犁刀
犁刀切开地表并确
保深度调节效果。

XTill	VarioC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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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ill® ProTerra的优点

•		条带耕作，液体肥料根层施肥深达75厘米

•		整套设备设计坚固耐用

•		各装置采用液压无级调压

•		无级可调岩石保护功能

即使耕种
条件恶劣，
但性能表现
依然卓越
XTill® ProTerra设备坚固耐用，
非常适合于土壤耕作

坚固耐用，适于耕作
	 经过验证的福格申XTill	ProTerra技术结合了直接播种与
常规耕作的优点，兼顾经济和环保。

	 该设备设计坚固，适合于各种严苛的耕种条件。由于各个
装置采用无级调整液压加压技术，加上平行四边形连杆和深度
引导的犁刀，确保恒定耕深。尤其是对于液体肥料根层施肥而
言，这一点极其重要。液体肥料中的养分保存在植株根部周围
的液肥蓄积区内，该过程只产生极少的环境排放。为了实现可
靠高产，对施肥层的高度有确切要求。

	 在驾驶舱内可通过电液方式对整个XTill	ProTerra设备进
行控制。因此，驾驶员可以在作业过程中轻松地将该设备调节
至特定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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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ill® VarioCrop的优点

•			适于任何类型作物的条带耕作，可选同时实施液体肥
料根层施肥

•		耕作装置可在45厘米到75厘米之间灵活调节垄宽

•		犁铧与液体肥料沉积深度可独立调节

•		可选通过可分别调整深度的两个出口同时进行液体肥
料施肥

•		在设备后部进行快速调整

•			操作十分安全、可靠

适用于任何类型作物的条带耕作系统
	 XTill	VarioCrop可在条带耕作中完成液体肥料根层施
肥，适用的作物非常广泛。该系统各个装置结构紧凑，便于在
45厘米到75厘米之间进行垄距调节。

技术精密
	 与早期的窄垄距条带耕作法相比，XTill	VarioCrop能生成
高度精确的条带耕作区，这些耕作区与垄间的非耕作区界线分
明。垄条整洁，宽度可以调节至最大25厘米。垄条间的非耕作
区域仍由收获后残留的秸秆覆盖。该设备采用压缩空气加压。
这意味着XTill	VarioCrop能以最佳方式跟随土壤轮廓行进并
维持耕深不变，这也是该耕作方式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调节便利
	 为确保作物拥有理想的生长条件，犁铧和液体肥料沉积
必须有独立的深度调节功能。XTill	VarioCrop采用新设计实
现了这一点。新设计的解决方案可以在深层松土的情况下平
稳地实现液体肥料沉积。还可以在两个不同深度同时进行液
体肥料沉积。

	 除了深度调节功能之外，XTill	VarioCrop还提供九种调
节选项以适应当前作物和作业环境的需要。在设备后部可以
很方便地实施所有的调节功能，使工作更加轻松和高效。XTill	
VarioCrop的设计是与从业人员协作开发的成果，专门根据实
际作业需求而量身定制。福格申始终与用户保持定期沟通，提
前掌握市场需求。

技术特点一览：
•		最大6米作业宽度
•		液压折叠架运输宽度为3米
•		弹簧加压式压土轮紧跟土壤轮廓
•		起垄盘可根据注射器钉齿情况进行三级调节
•		注射器钉齿高度可调节，具有液压岩石保护功能
•		犁刀高度控制
•		三点固定底座Cat.3/3N/4N

精确而又灵活
XTill®VarioCrop可根据
各种行栽作物的需要进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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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Till® ProTerra
垄条数目 4 6 7 8 9 11 12

框架类型 刚性 45/50cm刚
性，75cm可折叠 可折叠 可折叠 可折叠 可折叠 可折叠

运输宽度(m) 3.0 3.0 3.0 3.0 3.0 3.0 3.0

垄距(cm) 45、50和75 45、50和75 45、50和75 45、50和75 45、50和75 45、50和75 45、50和75

作业宽度 取决于
垄距

取决于
垄距

取决于
垄距

取决于
垄距

取决于
垄距

取决于
垄距

取决于
垄距

要求

设计

耕作 Cat.	3	/	3N	/	4N Cat.	3	/	3N	/	4N Cat.	3	/	3N	/	4N Cat.	3	/	3N	/	4N Cat.	3	/	3N	/	4N Cat.	3	/	3N	/	4N Cat.	3	/	3N	/	4N

精密分配器 DosiMat	LVX DosiMat	LVX DosiMat	LVX DosiMat	LVX DosiMat	LVX DosiMat	LVX DosiMat	LVX

XTill® VarioCrop
垄条数目 4 6 7 8 9 11 12

框架类型 刚性 45/50cm刚
性，75cm可折叠 可折叠 可折叠 可折叠 可折叠 可折叠

运输宽度(m) 3.0 3.0 3.0 3.0 3.0 3.0 3.0

垄距(cm) 45	–	75 45	–	75 45	–	75 45	–	75 45	–	50 45	–	50 45	–	50

作业宽度 取决于
垄距

取决于
垄距

取决于
垄距

取决于
垄距

取决于
垄距

取决于
垄距

取决于
垄距

要求

设计

耕作 Cat.	3	/	3N	/	4N Cat.	3	/	3N	/	4N Cat.	3	/	3N	/	4N Cat.	3	/	3N	/	4N CCat.	3	/	3N	/	4N Cat.	3	/	3N	/	4N Cat.	3	/	3N	/	4N

精密分配器 DosiMat	LVX DosiMat	LVX DosiMat	LVX DosiMat	LVX DosiMat	LVX DosiMat	LVX DosiMat	LVX

犁刀、星形缺口圆盘刀片、带有液肥沉积功能的松土铲、起垄盘、压土轮（分为不同机型）

1x	叉架双作用缸，1x	DosiMat	LVX双作用缸，1x	岩石保护器单作用缸，1x	压缩空气连接

规范/服务

规范

犁刀、星形缺口圆盘刀片、带有液肥沉积功能的松土铲、起垄盘、压土轮（分为不同机型）

1x	叉架双作用缸，1x	DosiMat	LVX双作用缸，1x	岩石保护器单作用缸，1x	压缩空气连接

自始至终的支持与供应服务
	 我们懂得，亲近客户对于我们双方的成功而言都至
关重要，所以我们努力提供让客户最满意的服务。在德
国和其他有分公司的国家，福格申通过服务中心及签约
合作伙伴与客户进行高效对话并提供可靠支持。这意味
着您在与我们合作的每个阶段都始终能获得精准的支
持。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有高素质的职员，
他们是专家咨询师和技术员，对您的福格申设备有彻底
的了解。

我们深谋远虑
	 我们从大量细致的产品文书工作做起，为您的切身
利益深谋远虑。由于我们采取高度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方
式，备件在短期内就可供选购。此外，您始终能在当地找
到经授权的服务合作伙伴，他们在检修和易损件更换方
面为您提供帮助。福格申的服务包让服务至臻完美。不
论您是需要初创、现场培训、在福格申接受培训，或是通
过维护合约和易损件服务套餐获得全面服务支持，我们
均能提供专为您的需求而量身定制的支持方案。

全面服务保障平稳运行
和较长使用寿命



我们的解决方案
我们提供适用于以下行业的解决方案：	
农业、沼气、工业、运输业、废水处理业

	

	

	

	

	

	

	

	

	

我们提供广泛的产品与服务
•咨询与服务
•数据管理与控制技术
•分解技术
•为特殊应用专门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泵和泵系统
•固体物料进料系统
•固体物料切割、分离器和搅拌器
•播撒技术
•供应、处置与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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