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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了解更多有关产品和服务信
息：www.royalbrinkman.cn
 
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您可以：
- 查找国内市场销售的所有产品
- 阅读设施园艺专家撰写的文章
- 发送报价请求

生产玫瑰所需要
的一切

Royal Brinkman是一家全球设施园艺
供应商，顾问和安装商，拥有专业的设
施园艺的专业知识。Royal Brinkman
成立于1885年，拥有超过135年的历
史。1985年，在公司百年诞辰之际，它被
荷兰王室授予”皇家”勋章。

今天，Royal Brinkman已成为全球最
大的专业设施园艺设备供应商之一。

Royal Brinkman专注于温室种植的七
个领域：作物护理，作物轮作，作物保护
和消毒，机械设备，技术项目，包装和设
计以及维护用具。

微信官方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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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客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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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亚洲和非洲区域经理，Vincent负责这些地区
内的所有销售活动。“与客户接触是我工作中最愉
快的部分。我喜欢帮助客户，给他们适当的建议，
并帮助他们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案。我如何帮助种
植者改善种植，更多的是倾听而不是只说话。重要
的是要仔细倾听客户必须处理的问题，从中获得
机会并为他们遇到的问题找到解决方案。自2011
年开始，我一直在Royal Brinkman工作。我可以
为客户提供附加值，这激励我尽我所能帮助他们。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让客户满意！”

作为客户经理，北佳是客户的第一联系人。“我的
工作是提供正确的解决方案和产品，然后尽可能
巧妙地将货物从A运输到B。这需要与客户、供应
商和供应链中的其他环节进行大量互动。” 她定期
拜访Royal Brinkman的客户。“我认为，我们的客
户知道他们可以向我们提出他们的问题，并且我
们广泛的知识和产品可以为他们提供他们正在寻
找的解决方案，这一点非常重要。此外，我也从建
立长期客户关系中获得乐趣。你经常看到他们如
何从小种植者成长为大企业，这种变化是一件很
棒的事情。”

除了大量的产品，Royal Brinkman的高级产品顾问还会为您提供相关的产品推荐。公司训练有素的经销
团队将为您订购的产品精心包装，并按时交付给您。相关产品或其他信息，请联系：

我们的产品顾问

亚洲&非洲大区经理  
Vincent vander Wilk

M +31 653740575
E vincent@royalbrinkman.com

中国客户经理
Beijia Zang

M +86 17335138637     
E beijia.zhang@royalbrinkman.com



作物护理

Q4白遮光剂

D-fuse漫射剂

Q-Heat 遮光漫射剂

在温室中种植玫瑰，您需要用于不同用途的产品。为了创造种植玫瑰的最
佳环境和生长条件，温室可以配备以下材料。

作物护理主题中的产品专注于充分利用作物的光合作用。因此，我们计算
基质，肥料和光照条件的最佳组合，其中调节光照我们利用各种遮光剂和
漫反射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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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ree漫射剂



遮光剂 
许多作物无法承受强光照，高温亦或是两者兼而有之。那遮光剂和/或漫反射涂料
将提供解决方案。夏季时在温室表面涂上一层涂料，不仅可以反射光线，如果需要，
还可以减少热量。 因此，可以很容易的预防温室内的高温，并可预期在整个夏季对
作物进行全面保护。

采前处理 
从收获的那一刻起，花卉和植物就开始
失去活力。我们的采后解决方案可提高
质量，减少浪费并提高花芽的开放。这
样，它们可以更长时间地保持新鲜。

肥料 
在园艺中，施肥是作物生长的关键部分。每种作物都有不同的需求，因此施肥策略也不同。这就是为什么Royal Brinkman为专业
设施园艺提供各类肥料。无论是固体肥料，单体或复合肥料（NPK），还是各种类型的液体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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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轮作
在作物轮作主题中，您将找到开始新一轮种植所需的所有产品：岩棉和椰
糠基质，土壤覆盖物，薄膜，各类修枝剪和刀具，CO2软管等等。

基质和其他配件是作物生长基础所需部分。在Royal Brinkman，您会
发现各种各样的基质垫和其他产品，这些产品在基质培养过程中仍然可
用。 Forteco Power为作物提供了很多好处。它保留了足够的水分，因此
杜绝了植物缺水的风险。灌溉容易，这使得种植者可以在安全范围内调节
水量。

产品优势
- 适用于长周期作物
- 稳定的质量
- 一致
- 灌溉和施肥的售后服务

产品
- 通用尺寸 100-20-10cm （高）
- 基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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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质块

竹签

AC膜

嫁接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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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用具 

专业玫瑰剪

防护面具和滤网

玫瑰收集垫

EC/Ph测量仪

在维护用具主题中，您将找到温室中日常使用的产品：一次性用品，衣服，
鞋类，油漆，刀具，口罩，手套，容器等等。 

硫磺熏蒸器
针对可怕的白粉病的强大和预防性植物保护方法。
为了有效地对抗白粉病，必须要有足够的硫蒸发并且良好均匀的分
布。Nivola硫磺熏蒸器有完美的平衡和安全的蒸发温度。以最少的能量
消耗蒸发最大量的硫。同时，强大的气流使蒸发的硫磺在温室中充分扩
散。Nivola硫磺熏蒸器在全球范围内专注于作物防治白粉病超过45年。

好处：
- 有效可靠
- 硫最佳分布
- 低能耗
- 使用寿命长

使用指南：
- 1硫磺熏蒸器/100m2



Service Engine
Service Engine 是一个数字工具，可以
组织所有的服务和维护任务，如预防性
维护、赔偿和故障

Hortispares
Hortispares 在hortispares.com网站
上您可以找到适合各种类型设备的备
件。它包含了超过10000个零部件，这些
零部件可以运往世界各地。

独家

消毒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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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omic Star 

即使在一个没有管轨系统的温室里 
，Benomic Star 也可以应用到所有的 
日常作物生产中。

无论是在地面上还是在混凝土路面上 
，Benomic Star都非常容易管理。可以 
改善员工的工作条件，提高工作效率。

机械设备是我们在国际上的专业领域之一，根据您的具体种植状况，结合
我们的种植知识，给出专业的建议和指导。我们在贯穿整个生产周期的五
个方面给予支持：作物轮作，卫生消毒，作物保护，内部物流以及简单操作
产品。

我们在拉秧机，喷洒设备，以及植物支撑系统，以及温室内部物流系统如
轨道车，采摘车和采收运输车等方面提供解决方案。此外，根据相关的卫
生条款（与我们的Hortihygenz团队合作）和在作物轮作过程中的一些器
械使用，可以把保证您的温室在种植季开始到结束都可以保持清洁。

机械设备



完整的清洁消毒方案
工人在温室内进出移动是传播病毒的一个重要原因。及时消毒清洁手脚是防止病毒
进入温室的最好方法。

-消毒站
URK 确保您清洁和安全的进入温室。
消毒剂喷洒在手上的同时刷子在清洁
鞋子。这种机器有助于防止病虫害如
病毒进入温室。

屋面清洗机

罐车

打药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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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确定了您的要求，我们从水电安装到照明和空气系统，到最后的
气候控制，我们根据客户要求定制安装。因为每个项目都是不一样的，根
据每个项目的特殊性，我们选择最合适的产品，保证安装的有效性，可持
续性。保证提供最好的解决方案。

从每个项目的开始到项目执行过程中，良好的合作是非常必
要的。从开始讨论种植方案到确定种植所需材料，我们的专
家全程提供方案和建议。以及在项目结束后，我们也会提供
您必要的产品和设备的维护服务。

机械设备 

Molear纳米气泡技术 
纳米气泡可以改善水质，直接向根部环
境输送更高水平的氧气。这项技术确保
了水中含有优质富氧，支持植物发育，减
少压力预防病害。

用DryGair除湿 
解决温室高湿的一个办法是打开窗户，
这会产生大量的能耗，花费大量的成本。
使用DryGair,可以有效祛湿，维持稳定
的温度和湿度，降低能源成本，减少病害
保护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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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项目方案 
这个流程图展示了项目的方案过程，确保使用正确的产品并
保证及时开始作物种植。

Service &
maintenance

Greenhouse
Heating
Screening

Designing your technical installation Building the projectAdding growing solutions Discussing the needs for the first crop Growing your crop     

Internal 
logistics

Air
treatment

Project
realization

Operational
reliability

Climate
Hygiene

Crop
ProtectionWater

Vocom

Electrical

Lighting

Logistic Solutions

Intergrated Pest Management

Knowledge

Solar

royal brinkman

HortiHygie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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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项目安装 制定种植方案 项目建造 开始种植首批种植材料需求



包装和设计提供各种包装材料，如盆，容器，托盘和塑料膜。这个主题还包
括针对您产品的解决方案，如我们的Hebo Halter。在为您的产品包装找
到最合适和可持续的材料之后，我们的设计工作室可以为您创建一个独
特的包装设计，完全符合您的企业形象。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新的企业形
象，以加强您的地位，对竞争对手，我们的设计工作室可以帮助您。

包装和设计

玫瑰花器

玫瑰薄膜包装

概念
我们甚至可以帮助您根据当前的趋势、
您的销售策略和您的客户目标群体为您
的企业创建一个总体概念。一个总体概
念包含一个企业概念，一个标志和(多种)
包装材料，根据您的选择来创造一个新
的形象。此外，我们的包装专家可以为您
的产品提出多样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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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超过一百个国家
与种植者合作帮助提高
产量。



黄带 

黄带的黄色对白粉虱有很大的吸引力，
但也包括蚜虫，潜叶蝇，蚜虫和真菌蚋。
黄带是高密度聚乙烯制成，使用寿命很
长。黄带在两侧具有强粘合层。湿胶的质
量强，即使在喷洒之后，仍然保持粘性。
目标是，在任何时候尽可能捕捉昆虫。研
究表明，黄带能够悬挂整个种季节，并能
保持最佳粘性。

优点
- 密度聚乙烯材料
- 使用寿命长，产品性能稳定
- 可以定制 (最小订货量)
- 抗紫外线和水

14 — Royal Brinkman 玫瑰

作物保护和消毒主题中包括了全系列的生物和化学植保产品。我们相信
IPM策略，它着重于卫生，生物和化学作物保护之间的适当平衡，并结合
正确的施用。

作物保护和消毒



Menno Florades 
Menno Florades (原Menno clean) 主
要成分是苯甲酸，是一个强大的消毒剂，
能对细菌，真菌，病毒和类病毒作用。该
产品是专门为园艺开发的，因此针对对
植物病原体进行了检测。

优点：
- 针对植物细菌、真菌、病毒
- 对休眠孢子有效
- 稳定
- 长效
- 可测量有效
- 对物料无害
- 无味
- 环保
- 保质期长

Huwa-San TR
Huwa-San tr-50是一种独特的稳定过氧
化氢，以其卓越的稳定性和高效的操作
脱颖而出。Huwa-San 是用于强力清洗
水滴软管、水罐和水系统其他部分。得益
于其独特的稳定作用，Huwa-San 在整
个供水系统中保持着强大消杀能力。此
外，不同于其他产品，它不含任何有害物
质，无臭，无色，无腐蚀性，在正确的剂
量。Huwa-San 在清除生物膜和防止水
系统堵塞方面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作用。
我们建议使用 Huwa-San 需进行过氧
化物测试。

优点
- 在整个水系统中稳定作用
- 防止细菌传播
- 无有害物质
- 可生物降解的
- 预防藻类
- 无味和无色
- 无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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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no Hortisept Clean 
Menno Hortisept Clean 是一种碱性
清洁剂，专门用于农业和园艺表面清洁。
一些有机污染物，如植物汁液很容易浸
泡掉，容易用水冲洗。此外，也不会留下
任何残留。

Menno Hortisept Clean 应用
领域 
当时用Menno Hortisept  Clean 清洁，
很少会有发泡情况。这使得这种清洁剂
非常适合在不适宜发泡的地方如托盘清
洗线上使用。

Menno Hortisept Clean 清洁
小贴士
• 一定要先进行试验性治疗，以测试产

品的兼容性。
•防止溶液干燥。
•避免与植物直接接触而造成损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