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确分配技术
福格申精确分配器
支持液体肥料精准播撒



值得您信赖
质量、经验和专业知识
确保技术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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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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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对液体肥料中的营养物进行可靠、精确的分配。

我们的精确分配器和可选配套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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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情况和法律要求做出高
效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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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撒系统的
核心装置
专为高效生产打造的
精确分配器

福格申分配技术概览

其他设备

液体肥料	-	一种宝贵物资
液体肥料和沼渣沼液是可再利用的物资。它们是天然的

植物养分来源，可以精确播撒到土壤中，从而显著减少对无机
肥料的需求。与喷洒技术相比，这种对耕地或青苗进行有针对
性的液体肥料精确播撒的技术不仅工艺十分先进，还能防止
养分流失，并且更加环保。

优异的精准度
均匀播撒是对液体肥料进行最佳利用的基本条件。福格

申精确分配器以非常高的精准度对液体肥料进行切割与分
配，差异系数小于5%，性能卓越。这使得施肥过程既可靠又
安全。.

兼容性和通用性
福格申精确分配器具有多用途的特点，可用于所有类型

的播撒系统，包括滴灌播撒系统和拖曳系统、喷射系统、耕耘
机和小圆盘耙等。

精确分配器

DosiMat	LVX
•	精度高
•	配置灵活
•	操作安全性强
•	易于维护

SynCult		
•  为实现液体肥料高效播撒所配	
备的整套土壤耕作装置

• 安装便捷

舒适流动控制
•  对分别定义的软管组进行	
停用控制的系统

• 适用于宽度分段截流和车轨切换

ExaCut	ECL	
•	自磨式切割刀片
•	体积小
•	运行非常平稳
•	重物分离器

ExaCut	ETX
• 切割性能优异
• 低磨损
• 低功率需求
• 大范围播撒能力

04 | 05		产品概述



卓越的精确
性与适应性
DosiMat	LVX对液体肥料
同时进行切割与分配

	 DosiMat	LVX是福格申设计的一种穿孔式圆盘分配器。液
体肥料从上部流入DosiMat，然后通过转子进行均匀分配。切
割刀片将安全地切割纤维物质和杂质。DosiMat	LVX提供无与
伦比的精度、高度的灵活性和维护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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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刀片

切割刀片

液体肥料出口

液体肥料出口

安全阀

DosiMat	LVX内部视图	
（移除刀架后）

切割环

切割环

液体肥料入口（从上方）

液体肥料入口

液体肥料和切割的纤
维物质

（以黄色显示的仅为切割刀
片，刀架已移除）

采用直刀架的DosiMat	LVX 采用星形刀架的DosiMat	LVX

无与伦比的精度	
	 如果要将液体肥料作为可再循环材料使用，那么精确播
撒就至关重要。DosiMat	LVX以小于5%的横向分配精度成为
行业典范。

完美切割
	 DosiMat	LVX转子中的切割刀片以可靠且安全的方式切
碎纤维物质，确保液体肥料的均匀流动。由于DosiMat	LVX的
刀片由3D激光切割成几何形状，而且采用超耐磨的钢材，使用
寿命最大可提高50%。

易于维护
	 几个步骤就能完成切割刀片的更换。只需旋开中央的刀
架螺丝然后拆下弹簧销。更换用的切割刀片和切割环可以方
便、快速地通过福格申获取。

DosiMat	LVX系列
DosiMat	LVX提供超过145种可能配置，适合	
于各种应用场合。

可以对以下功能进行组合：
• 分配器尺寸和软管出口数目（5到60个）

• 星形刀架

• 3种不同宽度的直刀架

• 软管直径范围从DN	40到DN	60

DosiMat	LVX的优点

•  优异的精度：	
横向分配精度低于5%

•  		可灵活配置：	
90多种不同配置

•  操作安全性强：	
特殊的密封套件保护液压回路不受液体肥料损害。

•  易于维护：	
简便的泄漏控制和快速刀架置换

 

泄漏检查功能可以方便、快速地检测泄漏情况。

安全阀确保盖板打开时刀架不会启动。

优化的切割刀片形状和耐用型材料显著提高了切割系统
的寿命。

出口数目 5	–	60

软管直径 DN	40	/	DN	50	/	DN	60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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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小巧分
配精度优异
ExaCut以卓越的可靠性
确保优异的切割效果

	 ExaCut是福格申制造的小型精确分配器，有两种不同型
号可供选用：

	 ExaCut	ECL采用湍流对液体肥料进行中心式分配。由高
速转子将液体肥料分配至各个出口。ExaCut	ECL针对不同品
种和各种灵活的应用场合进行优化。

	 ExaCut	ETX采用顺流对液体肥料进行偏心式分配。刀
架中安装有配重块，运行非常平稳。ExaCut	ETX以低磨损工作
方式优化切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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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ut	ECL的优点

•  自磨式切割刀片

•  体积小

•  		运行非常平稳

•  重物分离器

•  适应各种介质–	灵活使用

•  特殊的密封套件保护液压回路	
不受液体肥料损害	

液体肥料和切
割的纤维物质

分离的重物

通风

液体肥料入口

液压马达

液体肥料出口

切割屏

重物分离器

带切割片的立式刀架

ExaCut	ECL的内部视图

外形紧凑，	
性能可靠
ExaCut	ECL支持
高校切割与分配	 

刀架分配技术
	 福格申ExaCut	ECL配有带切割刀片的立式转子，在单一
过程内就能完成精确切割和分配。这种精确分配器采用紧凑
式设计，可在播撒系统叉架上作为中央型或分散型分配器使
用，从而可以实现最大36米作业宽度，系统可以有多达120个
出口。此外，所有ExaCut	ECL装置均配有重物分离器，便于清
除石子或金属杂质。

入口转接器
 ExaCut	ECL有许多液体肥料入口转接器类型可供选用。
这样就可以根据播撒设备的情况定制ExaCut。

ExaCut	ECL通用性
ExaCut	ECL有众多配置可供使用：
•  14种型号，18至60个出口

•  软管直径范围从DN	40至DN	60，	
取决于具体型号

•  根据不同工况配置切割环和刀架

ExaCut	Vario:	
带有可调节切割屏的ExaCut	ECL

ExaCut	ECL的特殊“Vario”版本可以通过一个调	
节螺丝调节切割屏中的孔口大小，以这种简易的方式适	
应不同的液体肥料类型和数量。

这种设计避免了不必要的切割屏更换作业，既可	
以节省时间，还可以在同一系统中对不同类型和数量的	
液体肥料进行播撒。

ExaCut	Vario有30到60个出口可供选择。

出口数目 18 /20 / 24 / 30 / 40 / 48

软管直径 DN	40	/	DN	50	/	DN	60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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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精确	
（依据 德国农业协会测试标准）

最佳分配精度，确保营养物的
均匀供应 轻量化紧凑外壳

极致灵活	
客户化定制：流量、出口数量，
软管直径和入口参数均可定制 

维修方便		
短时间内轻松更换零
件，无需拆卸	

二元化切割元件
模块化设计使材
料用量最小化，
最大限度地提高
成本效益	

转子技术	
确保平稳运行 

重物分离器
分离异物，保护整个应用单元 

自磨刃切割单元
轻松更改方向使其
在整个生命周期内
始终锋利如一	

通风装置  
性能导向型空气出口，确保出色
分配精度

偏心调节器
最佳接触压力，确保
高效切割性能和最佳
材料利用率

切割屏与切割刀	
几何布局协调
久经考验的剪刀效	
应：完美的切割角度，	
确保最佳切割性能 

完美匹配的材料
切割滤网与切割刀硬	
度匹配，因此经久耐用

高级品牌制造商
保障驱动技术

完美协调的切割A单元
ExaCut	的核心部分

保护套
特殊密封套装，保护液
压回路，同时最大化保
障操作安全性	

精确分配器	
EXACUT	ECL
切割效果最佳，	
可靠性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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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肥料入口

分离的重物

通风 通风

液压马达

液体肥料出口液体肥料出口

切割屏

重物分离器

带切割刀片的振荡器

ExaCut	ETX的内部视图

优异的	
分配精度
ExaCut	ETX利用偏心技术
和优化导流系统最大限度地
降低运营成本

ExaCut	ETX的优点

•  优秀的切割性能

•  低磨损

•  低功率需求

•  大范围播撒能力

•  利用配重确保平稳运行

•  维护便利

•    优异的经济型液体肥料播撒

•    特殊的密封套件保护液压回路不受液体肥料损害

采用偏心切割原理的精确分配器
	 ExaCut	ETX中的切割刀片以偏心方式在切割屏上运动。
该切割原理具有低功率需求优点，显著延长使用寿命。此外，
该精确分配器在运行时利用振荡器和导流板进行导流。通过
这种导流，可以只用一个切割屏实现液体肥料不同的播撒量。
通过恒定通风和切割刀片稳定转速确保均匀分配。

平稳运行且兼容用户的系统
	 传统的偏心式精确分配器具有内在不稳定性，而ExaCut	
ETX则采用精密的配重系统进行校正。该系统确保设备运行时
振动处于极小水平。对于用户而言的好处是：极大地改善车辆
和播撒系统（例如滴灌播撒系统或耕耘机）的磨损程度。

维护便利
	 ExaCut	ETX内部采用三个偏心调节器确保将切割刀片持
续压紧在切割屏上。如有必要，可以快速更换这些调节器，大幅
缩短停工时间。ETX设备还配有能够轻松移除石头等异物的重
物分离器。

出口数目 30	/	40	/	48

软管直径 DN	40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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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装置
集成配重，确保平
稳运行	

偏心振荡器
以低能耗提供最大剪
切力与大扭矩

分配精确	
（依据德国农业协会测试标准）

最佳分配精度，确保营养物的
均匀供应

轻量化紧凑外壳	

维修方便	
短时间内轻松更换零件，
无需拆卸	

二元化切割元件
模块化设计使材料用
量最小化，最大限度
地提高成本效益	

重物分离器
分离异物，保护整个应用单元	

保护套
特殊密封套装，保护液
压回路，同时最大化保
障操作安全性	

自磨刃切割单元
凭借其独特的振荡运
动，刀片在整个生命周
期内始终锋利如一

通风装置		
性能导向型空气出口，确保出色
分配精度

偏心调节器
最佳接触压力，确保高
效切割性能和最佳材料
利用率

高级品牌制造商
保障驱动技术	

切割屏与切割刀	
几何布局协调
久经考验的剪刀	
效应：完美的切割角度，	
确保最佳切割性能	

完美匹配的材料
切割滤网与切割刀硬度
匹配，因此经久耐用

分配精确度保持系统
流量优化型导向系统，实
现高度可变的撒播能力与
始终一致的精确播撒

完美协调的切割单元
ExaCut	的核心部分

精确分配器		
EXACUT	ETX
液体肥料撒播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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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Cult的优点

•  耕耘设备制造商质保完全有效

•  安全的软管布局，包括运输状态下的安全性

•  安装便捷

•  根据耕耘设备进行个性化调整

同步施撒	
液体肥料	
实现养分	
高效利用
专为耕耘设备设计的
SynCult改造套件

	 使用耕作机械便可同时给土壤施撒液体肥料和沼渣沼
液能为用户省时省钱，并能减少交叉作业的次数。这种方式还
可以防止养分流失。

	 我们的SynCult是一种升级套装，包含接合器架、液体肥
料精确分配器、排放软管和专用托架。精确分配器的固定点和
液体肥料出口均为预先设定，确保良好的工作效果和长使用
寿命。由于SynCult是与耕耘设备制造商合作开发的产品，即
使安装了SynCult，耕耘设备的质保依然全部有效。

	 SynCult产品的当前制造合作伙伴包括
Amazone、Horsch、Köckerling、Pöttinger、Farmet和
Väderstad。我公司还为您提供改造耕耘设备的专用套件。

SynCult的设计

高效配置
•  包含热镀锌式的DosiMat	LVX、ExaCut	ECL或ExaCut	ETX	
精确分配器

•  分配器采用专用热镀锌接合器固定在耕耘设备上

•  包含全套软管	–	优化的软管布局确保液体肥料无障碍播撒

•  对该装置进行折叠以便于运输时，软管不会弯曲

•  液体肥料通过圆盘耙前的液体肥料出口管道直接播撒入地，
因此几乎不构成对环境的排放

•  可采用各种作业宽度

•  	液体肥料出口采用不锈钢材质

•  软管直径DN	50

•  	可使用舒适流动控制系统(CFC)

安装便捷
•  装配说明（包含软管布局图）

•  液体肥料连接件与耕耘设备无障碍连接

•  设备安装点紧固材料齐备

•  无需焊接

•  	制造商质保完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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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C的优点

•   易于安装

• 可在驾驶室内通过按钮快速操作

• 可靠的宽度分段关闭，管路切换，特定软管组关闭

•   根据特定需求对软管关闭功能进行定制

• 针对所有农田形态的经济型播撒

• 可以改装以适应任何系统

舒适流动控制系统(CFC®)
	 如需通过滴灌播撒系统在特定工作段单独进行液体肥料
播撒，则需要使用易于操作的流动控制系统。福格申舒适流动
控制系统(CFC)提供一种令人惊叹的简便解决方案，在播撒
系统上实现部分宽度分段截流、管路切换或特定软管组关闭
等功能

实用、灵活、精准
	 获得专利的CFC系统具有独特的工作方式，不仅简单而
且巧妙：它主要由一种气囊和小型压缩空气管路组成。相对来
说，它比较实惠耐用。CF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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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好之后，可以在驾驶室内通过
一个按钮以电控气动方式对每根软管或各个软管组进行启用
和停用控制。	

CFC停用：
无死角自由流动，
纤维物质不会堆积

CFC启用：
出口安全关闭。

更加便利，
更多选择
CFC实现特定软管组的
流量控制及使用优化

配有CFC的ExaCut

符合车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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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ngMax
• 作业宽度范围从	18	米至到33米	

SwingMax36
• 作业宽度	36	米

SwingMax Slide
• 工作宽度范围从	18	到	30	米

SwingUp Slide
• 工作宽度范围从	12	米至	18	米

槽车用拖曳系统

SwingUp
• 作业宽度范围从	7.5	米到	18	米

罐车用滴灌播撒系统

自走式车辆用滴灌播撒系统

Compax
• 工作宽度范围从	12米	到	18	米

脐带式设备用滴灌播撒系统

BackPack
• 工作宽度范围从	12米	到	30	米

XTill® VarioCrop 
•  可调整变量，满足所有行栽作物需要

XTill® ProTerra
• 坚实耐用的科技结晶，保障成功耕作

带式耕作技术

源自福格申的高效灵验撒播技术
液体肥料处理与撒播技术使精密散布器成为成功栽培的理
想之选。福格申为各种类型的车辆提供具有不同工作宽度的
智能设计滴灌播撒系统，旨在以一种既经济又环保的方式散
布十分重要的液体肥料。滴灌播撒系统和从拖曳系统均符合
当前更严格的肥料规定，可靠近土壤，实现有机肥料的带式
撒播。视应用领域和土壤特性而定，建议使用福格申生产的	
XTill。尤其对于行栽作物而言，犁地、耕作或苗床调节等工作
过程可以轻松地与液体肥料融合相结合。	

精确组合
确保全面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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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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