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友好型	
高效播撒技术
通过滴灌播撒系统和拖曳系统
实现高效液体肥料管理



作为农业技术先锋，福格申始终是该领域领先的机械工程公司之一。全球
的农场主与承包商均信赖我们高质量标准的创新型农业播撒技术。

我们依靠自身的多元化经验和不断研究，打造高水平功能组件和全套系
统，促进液体肥料中营养物的精确分配。

我们的滴灌播撒系统和精确分配器的生产与材质均是我们为客户利益而
采取负责任行动的明证。它们的适应性和通用性除了有利于提高产量，还有利
于促进可持续发展，使得农业经营可以根据现行法律要求做出高效应对。

值得您信赖
质量、经验和专业知识
保证技术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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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尽可能拓宽作业宽度，不论气候条件如何都能确保均
匀施肥。坚固的框架设计、宽度分段可变管理、优化软管布局、
创新的特别解决方案，以及精确、强劲的精确分配器，这些特
点确保了许多农场、承包商和机械公司在30多年间的实践应
用中不断取得成功。

高效、灵活的播撒过程
	 我们支持高效输送链和脐带式应用系统，连动长度可达
36米，对于自走式车辆连动长度可达18米。每个系统都能让您
通过液体肥料播撒而实现低排放和高肥料利用率。福格申系
列产品由直接给青苗施肥的传统滴灌播撒系统和拨开植株于
根部施肥的拖曳系统组成。

实用、坚固、方便
	 福格申的滴灌播撒系统和拖曳系统根据农场主、机械公
司和承包商的不同应用场合而量身定制。我们推出的经过实
践检验的精确分配器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这些系统的功能和
效率，因为它们能确保将液体肥料均匀、稳定地分配到播撒软
管中。我们的连接技术也能确保实现最大精度和灵活性，以紧
凑的运输尺寸实现最大的作业宽度。

我们发明，	
顾客受益		
滴灌播撒和拖曳系统结合的
高效肥料效益接地播撒技术

液体肥料作为营养源
	 液体肥料和沼渣沼液是可再利用的宝贵物资。这些具有
很高价值的营养物含有各种微量元素与有机物，它们随着无
机肥料成本攀升而变得更加重要。不过，为了以经济、顺利和
适当的方式将液体肥料作为天然营养物来源加以利用，所使
用的分配系统必须精确、洁净且不散发难以忍受的异味。福格
申制造的所有液体肥料播撒系统即使在复杂工况下也能满足
这些要求。

尖端技术与一流质量
	 我们对播撒技术进行持续不断的开发和优化，实际效果
说明这些努力获得了回报，并且也通过了各种验证：通过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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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ngUp	Slide
•	作业宽度范围从12米到18米

SwingMax	Slide
•	作业宽度范围从18米到30米

精确分配器	DosiMat	LVX	
•	液体肥料从上方流入
•	可靠地破碎纤维物质
•	优异的横向播撒精度

精确分配器	ExaCut	ECL	
•	最佳切割与分配效果
•	配有重物分离器
•	运行非常平稳

SwingUp
•	作业宽度范围从7.5米到18米

SwingMax
•	作业宽度范围从18米到33米

精确分配器	ExaCut	ETX
•	通过偏心式分配器进行切割和分配
•	优异的平稳性和分布精度
•	机械负荷低

SwingMax36
•	作业宽度36米

槽车用拖曳系统槽车用滴灌播撒系统

脐带式设备用滴灌播撒系统自走式车辆用滴灌播撒系统

精确分配器

Compax
•	作业宽度范围从12米到18米

BackPack
•	作业宽度范围从9米到30米
•	特别设计通过压力管线将液体肥料输送到农田

福格申播撒技术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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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管理
	 采用TeleShift或TopSwing的伸缩式或折叠式连接件进
一步缩小运输尺寸，防止翼展重叠在车辆的前部和后部。专利
的舒适流动控制(CFC)系统，采用气动方式关闭软管。

DropStop
	 在道路行驶过程中，滴灌播撒系统的软管向上旋转180°，
呈直立状。这样能可靠防止泄露，保持道路清洁和安全。

倾斜补偿
	 SwingMax系统的柔性排放软管和支架的弹性悬挂与倾
斜补偿装置可以使翼展可根据地形地势进行最佳调节。所有
刚性元件均与地面保持最大距离，从而在不平坦地形上也能
安全行驶。

EasyPack
	 我们供应的EasyPack滴灌播撒系统经过全面的预装配和
测试，使您可在农场快速调节福格申滴灌播撒系统或在我工
厂直接安装在车辆上。

统筹式播撒技术
	 机架、分配器、排放软管和技术创新，这些都是实现最佳播
撒性能所需要的元素。

优化软管路径
	 由于软管引导经过优化，福格申滴灌播撒系统的排放软管
全都具有相似的长度，使液体肥料几乎同时播撒在土壤中。同
时确保了在整个作业宽度和长度上均匀播撒。

福格申特制软管
	 福格申数十年来采用的是专门开发的软管材料和复合塑
料。福格申特制软管所使用的原料组合具有高硬度、弹性和紫
外线耐受性，因此这些软管能够耐受化学品和环境的影响。我
们采用独特技术制造刚性软管端口，使其具有额外的优势，软
管端口端的软管始终保持笔直并且管口截面永不变形。

	 对用户而言，这种设计的好处是无需使用容易磨损的弹
簧，而且软管始终保持开放不会粘连。此外，软管端口的这种
刚性设计使出口管道之间距离不变。

福格申精确分配器
	 液体肥料是一种有价值的产品，需要均匀且可靠地散布到
分配软管中。福格申精确分配器能够做到分配差异小于5%。
这使得播撒工作成为一种安全、可靠、无波动的过程，并且有
利于植株的均匀生长。

彰显专业	
优势的技术
完美协调各个组件
达到最佳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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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高，多种配置可选
	 液体肥料通过液压操作的切割与配量系统从上面流入分
配器，并在其中通过转子均匀分配到出口。纤维物质和杂质通
过切割刀片被可靠地切碎。

	 这种设计能够实现最大分配精度。DosiMat	LVX配有双密
封系统和可视泄漏控制装置，改善了操作安全性。

创新、可靠、强大
	 ExaCut	ETX采用广为人知的偏心分配原理，我们还在此
基础上明显提升了其运行平稳性和横向分配精度。这一创新
技术显著降低了设备轴承和密封系统的机械负荷，并确保设
备能够长期运行。

	 ExaCut	ETX能均匀分配液体肥料，其转子内部安装有配
重块，使得运行十分平稳。ExaCut	ETX的导流系统经过完善，
运行时的变异系数很小。三个偏心调节器使切割刀片对切割
屏保持必要的压力。

优异的切割效果和可靠性
	 ExaCut	ECL采用的转子技术使其不仅结构紧凑而且
达到优异的切割及分配效果。转子动作稳定，因此设备运
行非常平稳。液体肥料被均匀分配至20到48个出口。

	 软管直径最大DN	60，足以均匀处理大量液体肥料。
该产品采用自调整和自磨式切割系统，使用寿命极长，并
具有极佳的维护便利性。采用集成式重物分离器保护整
个播撒系统不被异物损坏。

分配系统的
核心装置	
精确分配器可精确地、
可靠地分配养料

内部视图内部视图 内部视图

DosiMat	LVX ExaCut	ECL ExaCut	ETX

液体肥料和切
割的纤维物质

分离的重物

通风口

液体肥料入口液体肥料入口

液压马达

液体肥料出口

切割屏

切割屏 切割刀片

重物分离器

带切割刀片的立式转子

液体肥料和切
割的纤维物质

分离的重物

通风口

液压马达

液体肥料入口

重物分离器

带切割刀片的振荡器

液体肥料出口 切割屏

液体肥料出口

安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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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流动控制(CFC)系统
  福格申舒适流量控制系统是对滴灌播撒系统进行宽度分

段截流、车轨切换和/或特定软管组关闭的通用解决方案。专
利的CFC系统具有简单而又巧妙的独特工作原理：在福格申
特制的风箱里形成气压，从而封闭液体肥料使其流入相应排
放软管。为起到该作用，CFC系统被安装在播撒装置的软管出
口内，刚好处在相关分配器的下游。每根软管或每组软管都可
以在驾驶室里关闭。此外，CFC系统也适用于在耕耘机或喷射
器上采用的体积小巧、性能可靠的DropStop。

DoubleFold
  DoubleFold允许用户减少作业宽度。最外层的框架元件TopSwing

以人工方式对半折叠。由CFC系统对相应的排放软管进行封闭。

TopSwing
  TopSwing通过液压将外层框架元件折叠180°实现定制作业宽度的

功能。这些框架元件随之被放置在基础连杆装置的顶部。相应的排放软管
则由CFC系统进行封闭。

TeleShift
  TeleShift不仅减小了运输尺寸，还缩短了作业宽度。支架上的伸缩

端配合CFC系统可以对作业宽度进行灵活调整。

  另外，在SwingMax连杆装置内可以采用TopSwing折叠机构与
TeleShift相结合，使运输长度缩短多达4米。通过这种方式，SwingMax连
杆装置还可以搭配小型或短小的槽罐。

Half-boom section switch-off
  在该选项中，半幅支架关闭通向ExaCut的两个供应管路中一个以气

动、液压或人工方式关闭的装置，因此只有一边支架获得液体肥料的供料。

带有舒适流动控制的ExaCut

液体肥料播撒
精确、清洁
实现理想分段宽度管理
和安全行驶的设备选项

CFC	停用：
无死角自由流动，

纤维性物质不会堆积沉淀

CFC	启用：
出口被安全关闭。

Half-boom	section	switch-off

TopSwing

TeleShift

标准双臂结构

DoubleF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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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ngUp是福格申推出的全能型液体肥料播撒设备，采
用滴灌播撒系统，兼具优异的稳定性和灵活性。SwingUp作业
宽度12米，仅重1吨，算得上是超轻设备，因此也适用于小型车
辆。

	 SwingUp提供极佳播撒精度，这是由于它采用了福格申
的精确分配器、可适应地形的特制软管以及刚性软管端口，可
将液体肥料精确播撒在地面而非植株上。

	 该系统特别易于安装，可以根据现有槽车方便地进行改
装。一般而言，使用牵引车的车载液压系统就足以控制该滴灌
播撒系统的所有功能。

	 如有需要请随时咨询，我们很乐意为您配置一套理想的
SwingUp系统。

安装简易，	
性能强大
SwingUp外形紧凑、技术先进，
具有通用性和灵活性

客户的评论

“SwingUp系统具有分段关闭功能，使我们能够满足客
户的确切需求。不论对于什么作物和气候条件，都能实现
完美播撒，没有令人难以忍受的异味。这种表现让农场主
和周围邻居都感到满意。”	

Christof	Schürmann，
农业承包商，德国伯格尔

SwingUp的功能

•		通过精确分配器和双幅对称软管实现高精度分配
•		DropStop	–	将软管端口向上旋转180°	
•		运输位置高于护板
•		运输宽度小
•		远程控制松开臂架
•		在槽罐上固定安装
•		采用EasyPack使安装更加便利
•		可调安装托架便于定制安装
•		排放软管播撒间距平均，确保理想的生长效果

SwingUp的选项

•		采用舒适流动控制系统(CFC)实现分段关闭
•		半幅臂架关闭
•		软管端口直径DN	50	
•		液压控制松开臂架
•		四点安装底座设计
•		前部/后部采用TeleShift减小运输尺寸
•  可在福格申工厂完成对槽车的整体安装

作业宽度

•		7.5	/	9	/	12	/	15	/	18	m
•		按需求选择定制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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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ngMax是大作业宽度液体肥料播撒的优异解决方案。
可选诸如TopSwing、DoubleFold、TeleShift和CFC之类的功
能，确保卓越的使用灵活性。特殊的双框设计容许承受较大动
态负荷，确保以经济的方式无障碍运行，并同时实现重量最优
化。

	 SwingMax采用液压与机械组件协调作业，确保折叠和展
开过程快速、可靠。SwingMax的核心器件是分散布置在支架
上的ExaCut分配器，可根据客户的说明对它们进行配置。这些
精确分配器的位置十分理想，可以随时方便、快捷地开展维护
作业。

	 SwingMax提供能满足严格要求的专业技术，适用于农业
承包商、机械厂商和大型农业作业。它有助于提高效率和盈利
性。

超强性能	
和灵活性
多用途SwingMax追求最大效益

	

			

			

			 	 	 	

			

			

			

			

			

			

			

		

		

		

		 	 	

		

		

		

	
	

		

		 	 	 	 	 	 	 	 	 	 	 	 	

			

SwingMax的功能

• 臂架采用双重管形桁架提高稳定性
• ExaCut分配器和双幅对称软管实现优异播撒精度
• DropStop – 将软管端口向上旋转180°
• 运输位置高于护板
• 通过中央悬挂装置进行被动式倾斜补偿
• 采用TopSwing减小运输尺寸
• 四点安装底座设计
• 体积紧凑，利于在槽车上安装
• 采用EasyPack使安装更加便利
• 排放软管播撒间距平均，确保理想的生长效果

SwingMax的选项

• 采用舒适流动控制系统(CFC)实现分段关闭
• 半幅臂架分段关闭
• 软管端口直径DN 50
• DoubleFold（双重折叠）
• 前部/后部采用TeleShift减小运输尺寸
• 主动式倾斜补偿

这些功能和选项也适用于第24-25页上的SwingMax
Slide。

作业宽度

• 18 / 21 / 24 / 27 / 30 / 33 m
• 按需求选择定制宽度	

 
 

 
 

 

客户的评论

“ 除了可灵活调节的作业宽度，我们欣赏福格
申SwingMax极好的性价比。由于大区域输
出，维护成本低。我们记录了低氮损失及低播
撒成本，对于我们客户非常有利。”

Henning Kruse, Kruse Friedewalde GmbH, Petersh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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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ngMax36的功能

•	支架采用双重管形桁架提高稳定性
•		ExaCut分配器和双幅对称软管实现精准播撒
•		DropStop	–	将软管端口向上旋转180°
•		运输位置高于护板
•		通过中央悬挂装置进行被动式倾斜补偿
•		采用TopSwing减小运输尺寸
•		四点安装底座设计
•		DoubleFold
•		体积紧凑，利于在槽车上安装
•		排放软管播撒间距平均，确保理想的生长效果

SwingMax36的选项

•		采用舒适流动控制系统(CFC)实现分段关闭
•		软管端口直径DN	50
•		前部/后部采用TeleShift减小运输尺寸
•		主动式倾斜补偿

	 SwingMax36将尺寸规格拓展至新的高度。它首次将有
机肥料均匀播撒作业宽度拓展到了36米，从而容许利用现有
车轨，最大限度地减少成本、时间以及农田穿行次数。

	 SwingMax36的设计也提供卓越的灵活性。智能化分段管
理意味着36米的连杆机构可以灵活地调整为21米、24米或30
米的作业宽度。这一功能的实现要归功于所采用的TeleShift
和TopSwing装置。

	 SwingMax36的设计基于久经考验的SwingMax3滴灌播
撒系统。由于作业宽度大，其框架被设计为三重结构，并配有
额外的折叠装置。采用3个ExaCut精确分配器确保播撒的精
准度。

滴灌播撒系统	
的新规格
SwingMax36作业宽度达到无可
匹敌的36米，灵活性与稳定性俱佳

客户的评论

“我们在吕根岛上的客户对于播撒技术有着严格要求，
作业宽度必须为36米。SwingMax系统使我能够轻松地
满足这些要求。该装置技术高超，耐用且用途广泛。所需
的维护工作量很少，即使需要维护时也能由福格申的服
务团队快速完成，所以不会发生停工时间延长的问题。”

Anton	Reetz，
吕根岛农业服务公司，德国加尔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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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的评论

“Compax滴灌播撒系统完美匹配我们的自走式农用
车。该设备的运输宽度仅为3米，十分便于使用。根据农
田的长度，我可以调节作业宽度为9米、12米或15米，从
而为客户提供非常具有经济性和吸引力的服务。”

Rainer	Fischer，Heinrich	Fischer	GmbH
承包商，德国达默

为自走式农用
车设计的灵活
解决方案
Compax高效播撒设备具有播撒效
率高、作业宽度大和运输尺寸紧凑
的特点

	 Compax滴灌播撒系统和自走式农用车是一对优秀组
合，可轻松完成对土壤的液体肥料的播撒作业。Compax的折
叠技术专为自走式车辆施肥而设计：Compax可在车辆后部
完全折叠起来，既不会遮挡驾驶员视野，也不会增加车辆宽
度。

	 总体而言，Compax专为满足自走式农用车在农忙季节
昼夜不停运行的特殊需求而设计。液体肥料播撒系统、软管和
ExaCut分配器的设计均能满足大量肥料高速播撒的需要。

Compax的功能

•		采用ExaCut精确分配器实现精准播撒
•		装在自走式车辆之后，运输尺寸缩小至3米
•		电动液压式系统折叠
•		DropStop	–	采用CFC系统关闭软管
•		通过中央悬挂装置进行被动式倾斜补偿
•		排放软管和软管端口直径DN	50
•		三点安装底座设计
•		排放软管播撒间距平均，确保理想的生长效果

Compax的选项

•		采用舒适流动控制系统(CFC)实现分段关闭
•		主动式倾斜补偿

作业宽度

•		12	/	15	/	18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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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脐带式系统为液体肥料播撒开创了一个全新领域，特别
是为山丘地带的农场提供了一种高效的可选方案。液体肥料
不用通过槽车运输，而是通过管路系统直接泵送到农田。它与
脐带系统直接连接，将肥料直接播撒在农田里。

	 该技术具有卓越的土壤保持效果。我们的BackPac设备
正是利用了这些优点。我们专门对连接装置进行了调整，以完
美适应脐带系统的需求。框架经过重量优化设计以达到最大
稳定性。在运输时，BackPac被折叠在牵引车后部，不会超出
车辆的宽度。

客户的评论		

“在农场里播撒液体肥料时，我们会尽可能地提高效
率，减小对土壤的压实。因此，我们选择了一种脐带式液
体肥料施肥系统。不论是对作物或牧场施肥作业，福格
申的BackPac滴灌播撒系统都能快速、精确、可靠地播
撒肥料。”

Gerd	Wolken,	Wolken	Wittmund
农业承包商，德国维特蒙德

重量轻、稳定性
好、灵活性强
BackPac	–	专为脐带式系统而设计

BackPac的功能

•		采用ExaCut分配器实现优异分配精度
•		在牵引车后部运输
•		三点式安装底座设计
•		支架经过强化以承受大牵引力
•		排放软管播撒间距平均，确保理想的生长效果
•		半液压式系统折叠
•		从24米开始进行主动式倾斜补偿

BackPac的选项

•	采用舒适流动控制系统(CFC)实现分段关闭
•	半幅支架分段关闭
•	全液压式系统折叠

作业宽度

•		12	/	15	/	18		/	24	/	3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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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ngUp	Slide
SwingUp	Slide的功能	

•		ExaCut分配器和双幅对称软管实现卓越播撒精度
•		DropStop	–	将软管端口向上旋转180°
•		运输位置高于护板
•		TeleShift位于后部
•		四点式安装底座设计
•		采用EasyPack使安装更加便利

SwingUp	Slide的选项

•		采用舒适流动控制系统(CFC)实现分段关闭
•		半幅臂架分段关闭
•		独立的DropStop
•		TeleShift位于前部

	作业宽度
•		12	/	15	/	18	m

客户的评论

“就拖曳系统而言，我看重的是经济价值。今年，我们使
用福格申的SwingUp	Slide在奥尔登堡南部播撒了大约
30,000	m³液体肥料。在测试过程中，体积紧凑、架构良
好、性能强大的连杆装置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精确的液
体肥料播撒系统一再让我感到惊讶。”

Franz-Josef	Otte,	Otte承包公司，德国巴特贝尔根

	 为了实现液体肥料的最佳利用效果，把液体肥料施撒在作
物下方的泥土层最为理想，既能让植株高效吸收养分，也不会
对作物造成污染。这种工艺不仅能提高产量，还能创造理想的
生长条件，特别适用于牧场。

	 拖曳系统利用一种整合式滑橇进行操作，滑橇会分开植株
并将液体肥料施撒在滑橇后方狭窄的条带内。这不仅防止污染
作物还能把液体肥料精确布设在植物需要养分的地方。这种多
用途拖曳系统可用于各种作物。拖曳装置采用坚固耐用的弹簧
钢结构，始终能沿着土壤的轮廓行进。多年实践验证表明，该系
统即使在不平坦地形上也能确保贴近土壤均匀播撒。

	 如同其他滴灌播撒系统一样，这种连杆装置也经过了重量
优化设计，允许最大30米作业宽度。这意味着现有的臂架可以
得到充分利用，对土壤的影响较小，同时也使得拖曳技术在施
肥过程中的有效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请注意，福格申的
拖曳系统也作为BaseRunner改装套件进行供货，用户只需简
单几个步骤就能完成对现有滴灌播撒系统的改造。

营养效力高，
环境排放低
拖曳系统SwingUp	Slide和
SwingMax	Slide以柔和方式
对青苗施肥

SwingMax	Slide
欲了解SwingMax	Slide的功能与选项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17页。

作业宽度
•		18	/	21	/	24	/	27	/	30	m	

客户的评论

“可靠的技术对我而言很重要。SwingMax	Slide使我能
够利用大范围的宽度进行作业。重量轻也是我在购买决
策中所考虑的一个要点。简易的操作、低运行成本加上高
质量的表面工艺使我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它称得上是货
真价实！”

Jakob	Eveslage,	Eveslage承包公司，德国丁克拉格
SwingUp	Slide SwingMax	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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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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29年创建以来，福
格申已经发展成为一家
国际认可的机械工程公
司，下设众多分公司、销
售中心和附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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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提供	
尽善尽美的服务
全面服务保障平稳运行和长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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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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