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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滴佳 FertiKit 3G

•可编 15个灌溉程序
•可根据包括：日照强度、时间等的外部因素进行灌溉的编程
•每个灌溉程序可控制最多 40个阀门
•可编 10个施肥程序
•可根据时间或比例（根据灌溉水量决定注肥次数）或根据EC/PH值进行施肥的编程
•可实时监测混合液的离子浓度（EC值）和酸碱度（PH值）
•可以同时控制多条注肥通道
•高达 8个流量监测
•可控制高达 24组过滤器反冲洗
•可根据过滤器进出水口压差决定是否自动反冲洗

产品编号 类型产品图片

33200-004320 旁路式注肥

产品描述

程序参数

水力参数

硬件参数

•适合主管道压力范围：2.5-6.5bar
•最多可扩展至6条1000L/H的注肥通道
•EC＆PH独立控制器和显示屏
•EC/PH独立传感器
•有更多机型和安装方式可选

•2个24V交流输出模块，每个模块8个输出总共16个输出
•可连接最多三个扩展型控制器，达到256个24V交流输出
•最多2个数字输入模块，每个模块8个输入，共16个
•最多2个模拟输入模块，每个模块11个输入，共22个
• 本地组网 - 最多可控制 50个控制器
•可有两种CPU电源改成：电源：230伏交流电
•高压保护电路
•外置存储卡
•可连接计算机

•3条注肥通道(3x600l/h)
•单EC/PH监测
•16个24V交流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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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特佳 NetaJet 3G

• 可编 15个灌溉程序
•可根据包括：日照强度、时间等的外部因素进行灌溉的编程
• 每个灌溉程序可控制最多 40个阀门
• 可编 10个施肥程序
•可根据时间或比例（根据灌溉水量决定注肥次数）或根据EC/PH值进行施肥的编程
•可实时监测混合液的离子浓度（EC值）和酸碱度（PH值）
•可同时控制多条注肥通道
• 最多 8个流量监测
• 可控制高达 24组过滤器反冲洗
• 基于气象站监测的温度与湿度，有 5个动态程序控制降温和增湿系统
•专业型控制器可连接到气象站和其他控制器，监测和记录相关气候数据
• 可控制高达 24组过滤器反冲洗
•可根据过滤器进出水口压差决定是否自动反冲洗

产品编号 类型产品图片

33100-002820 旁路式注肥

产品描述

程序参数

水力参数

硬件参数

• 3条注肥通道(3x300l/h)
• 1条酸通道
• 40个24V交流输出
• EC/PH监测
• RS485通讯卡

• 适合系统过流量：
     20-400m³/h（旁路式）
     3-18m³/h（在线式）
•适合主管道压力范围：2.5‒6bar
• 最多可选择6*50-1000L/h注肥通道
• HydroMix水力混肥腔
•在进出水口配备减压阀和持压阀
•配有采样阀门
•标配1个EC探头和1个PH探头
•可扩展至双EC探头和双PH探头
•有更多机型和安装方式可选

•40个24V交流输出，每个模块8个输出，单机可扩展至64个输出
•可连接最多三个扩展型控制器，达到256个24V交流输出
•最多两个数字输入模块，每个模块8个输入口，共16个
•最多两个模拟输入模块，每个模块11个输入口，共22个
•本地联网 - 最多可控制 50个控制器
•控制器电源：230伏交流
•高压保护电路
•外置存储卡
•可连接计算机



耐特佳 NetaJet 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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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编 15个灌溉程序
•可根据包括：日照强度、时间等的外部因素进行灌溉的编程
•每个灌溉程序可控制最多 40个阀门
•可编 10个施肥程序
•可根据时间或比例（根据灌溉水量决定注肥次数）或根据EC/PH值进行施肥的编程，EC肥可在极短时
间内输出稳定EC混合液
•可以同时控制多条注肥通道
•高达 8个流量监测
• 可控制高达 24组过滤器反冲洗
•可根据过滤器进出水口压差决定是否自动反冲洗

产品编号 类型产品图片

下单生成 旁路式注肥或在线式注肥

程序参数

水力参数

硬件参数

•适合系统过流量：20 ‒ 400 m³/h
•适合主管道压力范围：2.5-7.5 bar
•最多可扩展至8条600L/H或5条1000L/H的注肥通道
•EC＆PH独立控制器和显示屏
•EC/PH独立传感器
•有更多机型和安装方式可选

•2个24V交流输出模块，每个模块8个输出总共16个输出
•可连接最多三个扩展型控制器，达到256个24V交流输出
•最多2个数字输入模块，每个模块8个输入，共16个
•最多2个模拟输入模块，每个模块11个输入，共22个
•本地组网 - 最多可控制 50个控制器
•控制器电源：230伏交流电
•注肥通道为模拟量自动调节电动阀
•高压保护电路
•外置存储卡
•可连接计算机



4

福莱斯 NetaFlex

•可编 15个灌溉程序
•可根据包括：日照强度、时间等的外部因素进行灌溉的编程
•每个灌溉程序可控制最多 40个阀门
•可编 10个施肥程序
•可根据时间或比例（根据灌溉水量决定注肥次数）或根据 EC/PH值进行施肥的编程
•可实时监测混合液的离子浓度（EC值）和酸碱度（PH值）
•内置混肥腔，可控制混肥比例
•可以同时控制多个吸肥通道
•最多 8个流量监测
•可控制高达 24组过滤器反冲洗
•可根据过滤器进出水口压差决定是否自动反冲洗

产品编号 类型产品图片

33400-001200 在线开放式注肥

产品描述

程序参数

水力参数

硬件参数

•2条注肥通道(2x400l/h)
•1条酸通道50l/h
•单EC/PH监测
•16个24V交流输出

•适合系统过流量范围：3 ‒ 64 m3/h
•适合主管道压力范围：2 ‒ 4.5 bar
•最多可扩展至6条600L/H注肥通道
•EC＆PH独立控制器和显示屏
•可扩展至双EC传感器和双PH传感器

•2个24V交流输出模块，每个模块8个输出口总共16个输出口
•可连接最多三个扩展型控制器，达到256个24V交流输出
•最多2个数字输入模块，每个模块8个输入，共16个
•最多2个模拟输入模块，每个模块11个输入，共22个
•本地组网 - 最多可控制 50个控制器
•控制器电源：230伏交流电
•高压保护电路
•外置存储卡
•可连接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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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滴旺（高流量） FertiOne HF

•可选择搭配NMC-PRO系列的灌溉控制器，实现程序控制功能。

产品编号 类型产品图片

33250-001316 旁路式注肥

产品描述

程序参数

水力参数

硬件参数

•单条注肥通道(1x5000l/h)
•仅有1个水泵控制箱，无灌溉控制器

•适合主管道压力范围：2-8bar
•只有1条注肥通道，不可扩展

•控制器电源：230伏交流电
•高压保护电路

     

肥滴旺 FertiOne

•可编 15个灌溉程序
•可根据包括：日照强度、时间等的外部因素进行灌溉的编程
•可编 10个施肥程序
•可根据时间或比例（根据灌溉水量决定注肥次数）或根据EC/PH值进行施肥的编程
•可控制高达 15组过滤器反冲洗
•可根据过滤器进出水口压差决定是否自动反冲洗

产品编号 类型产品图片

33250-001028 旁路式注肥

产品描述

程序参数

水力参数

硬件参数

•单条注肥通道(1x1000l/h)
•配套NMC-Junior Pro入门级灌溉控制器
•15个24V交流输出

•适合主管道压力范围：2-6bar
•只有1条注肥通道，不可扩展

•控制器电源：380伏交流电
•高压保护电路*图片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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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丘里注肥器
产品描述产品编号产品图片

33000-001300
文丘里套装3/4"
最大注肥量215L/H

33000-001320
文丘里单体3/4"
最大注肥量215L/H

33000-001410
文丘里单体2"
最大注肥量1100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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