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设施园艺设备及资材
的一站式供应和咨询

Royal Brinkman是来自荷兰的现代设施园艺设备及
资材的一站式供应商，同时也竭诚为设备的安装、维
护以及资材的使用提供全方位的咨询服务。公司由C. 
Brinkman先生于1885年创立，拥有135多年的历史，
并于1985年暨公司百年诞辰，被荷兰王室授予 “皇家” 
头衔。如今，Royal Brinkman已成为享誉全球、规模最
大的设施园艺设备及资材的供应商之一。
Royal Brinkman 专注玻璃温室种植七大领域 （作物
护理，更茬换季，保护和消毒，机械设备，技术项目工具
用品，包装设计），竭诚为您提供可靠、便利、实用、专业
和可交付性强的产品和服务。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了解更多的产品和服
务：www.royalbrinkman.com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
您可以：
• 找到超过25，000种的产品
• 通过客服获取专业的量身定制的咨询服务

除了海量产品，Royal Brinkman资深的产品顾问将为您提供相关产品建
议。公司训练有素的配送团队将精心包装您订购的产品，并按时交付到您
的手中。 想要了解相关产品或其他信息，请联系： 

姓名： Vincent van der Wilk 
职位： 客户经理
邮箱： vincent@royalbrinkman.com
电话： +31 174 446 455   

姓名： 李红   
职位： 客户经理
邮箱： hong.li@royalbrinkman.com       
联系电话： +86 1340846 4770

姓名： 张北佳   
职位： 客户经理
邮箱： beijia.zhang@royalbrinkman.com
联系电话： +86 18521730595



Bio Chopper Compact 

自动拉秧粉碎机
自动拉秧粉碎碎机可将番茄、辣椒、茄子、黄
瓜、等作物残余秧苗粉碎为原始体积的20%
。
该设备是荷兰工厂根据最新的欧洲安全标
准而设计制造的。其功率为2.500-5.000平方
米/小时（视具体情况而定）。 
选择 BCC自动拉秧粉碎机 的原因： 
设备所使用的液压系统和切割刀片，便于维
护和清洁
• 质量世界一流，安全系数高
• 自动化拉秧粉碎，省时省力
• 为提前开始新一轮种植抢时间，下一季作

物能更早上市
• 提供一流的售后服务和一年保修期
• 设备畅销全球27年

Hygiene station compact URK / V70

紧凑型卫生站 URK / V70
URK 系列的卫生站带有手部消毒机、步行
式鞋履清洁器和旋转门装置，为您的工厂提
供 100% 全套卫生防控设备。该系列为紧凑
型机型，可安置于最狭小的走廊和通道。
• 保持生产区域卫生清洁的重要工具
• 对进入生产区域人员手和鞋同时消毒
• 消毒过程完成卫生站的锁会自动打开，允

许通过
• 简单、快捷、有效地消毒
• 由优质不锈钢生产
• 即买即用系统，无需
• 提供左侧型、右侧型、双向通道型
• 即买即用，无需复杂安装。

Top Cleaner greenhouse roof cleaner 

多功能玻璃温室屋顶清洁器
Top Cleaner 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文洛式温室（Venlo），可人工控制
或电脑全自动控制清洁工作。这款温室屋顶清洁器不仅可以轻松
去除屋顶玻璃上和水槽中的污垢，还可以应用于各种涂料和遮阳
降温剂的全自动喷洒。 
选择Top Cleaner的原因： 
• 一流的售后服务和两年保修期
• 显示屏全中文界面，提供中文操作手册
• 一台设备多种用途，可清洗屋顶，可喷涂料
•  Top Cleaner是最安全、性价比最高的屋顶清洁器

Benomic pipe-rail trolleys 

管轨升降车
BENOMIC是最新的、最美观的温室轨道车
的标志性产品。最高可升至550厘米的
BENOMIC可应用于温室内作物的打理、维
护和收获。 
选择 Benomic 管轨升降车 的原因： 
• 荷兰厂家原产，质量可靠
• 光滑防水的外观便于清洁和维护
• 驱动电机功率为0.37 kW，运行速度可达

60米/分
• 最大承重增至300千克 
• 驱动电机功率为0.37kW，运行速度可达

60米/分钟

Empas Georgia Sprayers  

喷雾车 600—2000升
Empas Georgia Sprayers 喷雾车是最受欢迎的喷雾车之一。荷
兰厂家设计生产。使用方便，操作简单，适用于大面积区域喷洒。室
内室外都可使用。多年来广受各地使用者好评。产品有以下特点：
•  喷雾车使用大型水箱，因而无需在作业期间频繁注水。 
•  有多种版本供您选择：汽油发动机或电动机，以及隔膜泵或柱

塞泵。 隔膜泵适用于喷射粘性较大的液体，例如硫磺石灰。 柱塞
泵适用于更高的压力，例如用于喷洒植物保护产品。

•  油箱中凹进的轮舱将机器保持在低水平状态，从而使加油口很
容易够到。 

•  有不同容量设计，欢迎您按照自身需求订购

机械设备



Q-Heat Shading agent  

Q-Heat遮光漫射剂
Q-Heat遮光漫射剂是一种耐候性强、可调节的漫射遮光产品，可实
现最大限度的生长进光量（PAR）和最大限度的热反射。它特别设计
用于玻璃、塑料薄膜、聚碳酸酯和丙烯酸等温室。Q-Heat 非常耐损
耗，但很容易清除。Q-Heat 遮光剂含有特别开发的涂料，可以使生
长光最大限度地进入温室，并提供最大限度的热反射和光漫射。
• Q-Heat 不含任何对环境有害的成分
• 有效隔热（通过近红外反射）
• 同时保持生长所需光照量（高 PAR 透射率）
• 遮光程度可以调节
• 可使用 Removit涂层清除剂轻松去除

O-hook 

O型番茄吊蔓钩
Royal Brinkman的番茄吊蔓钩享誉全球，
其明星产品是O型吊蔓钩：该吊蔓钩以一种
全新方式缠绕吊蔓绳，可以在钢丝上自由落
下，方便操作，快速可靠。 
新型O型吊蔓钩的优点： 
• 操作更简单、更高效，
• 将线圈向右拉动，实现快速放线
•  吊蔓绳不会回弹
•  吊蔓绳的长度，粗细，颜色可以根据您种

植作物种类定制 

Grafting Clips

 嫁接夹
幼苗的生长条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光照条
件和温度。幼苗不同的生长条件，嫁接夹也
需要作出不同改变。
Royal Brinkman 设计的全系列嫁接夹
• 适用于所有园艺作物，适用于各种植株大

小
• 柔软而灵活，可以夹番茄、辣椒和茄子植

株，
•  可以在任何天气条件下使用
• 且 100% 可回收。
• 在双翼上施加更多抓力，比标准嫁接夹更

具抓持力。

Tomato Clips 

番茄支撑保护夹
产品特性： 
• 操作简单、高效
• 可重复利用
• 轻巧且设计感强
• 超强承重
• 响亮的‘咔哒声’确保夹子已扣紧
• 内外设有通风孔，可防止灰霉病
• 多次重复使用后，夹子不会染色
• 提供不同颜色的产品且产品材料可降解 

作物护理

更茬换季



保护消毒

Sticky Trap Roll 

粘虫带（黄色/蓝色）
使用粘虫带是温室防虫治虫的最佳方法。过
硬的产品质量确保其拥有超强的耐用性。
黄色粘虫带可吸引白蝇、蚜虫、潜叶虫、蓟马
等。
蓝色粘虫带可吸引蓟马（但也能捕捉其他类
型的飞虫）。 
产品性能： 
• 高品质PE材质
• 强力黏胶、耐用性强、粘虫不粘手
• 可按需定制尺寸长度等
• 防水、抗热、耐紫外线

Menno florades 

扶绿德多功能消毒剂
扶绿德是一种性能强大的消毒液，可用于高
效杀灭细菌、真菌、病毒和类病毒。专为温室
园艺作业开发，因此特别对植物病原体进行
了检测。可对温室内大部分资材进行消毒。
经常使用不会影响材料在抗腐蚀等方面的
性能。
• 在荷兰唯一获得授权使用的玻璃温室园

艺消毒液。
• 对细菌，真菌，病毒和类病毒有效，对休眠

孢子有效
• 长期作用，持久的功效
• 无味，环保无公害，使用无害材料
• 保质期长，溶液稳定，有效性可通过溶液

的 pH 值测定

Royal Brinkman 来自荷兰，面向全球，经营百年的设施园艺一站式资材和设备供应商
微信公众号：RoyalBrinkman  网站：www.royalbrinkman.cn

七大产品服务主题：

更茬换季 工具用品作物护理 保护消毒 包装设计 机械设备 技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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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您关注Royal Brinkman微信公众
号，了解设施农业最新资材设备信
息。
扫描以下二维码或者搜索公众
号“RoyalBrinkman”进行添加。在微信
公众号上我们会定期分享由我们的专家
撰写的与设施园艺相关的知识文章，欢
迎您关注分享！

最新促销活动：
购买指定产品，将有机会获得EC/PH测试仪一台。详情请关注
Royal Brinkman微信公众号，在主页回复“促销”即可报名
参加。获奖方式详情参见报名页面说明。本活动解释权归
Royal Brinkman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