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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强健动力充沛的风送式喷药车 

全新功能、动力、性能满足您的作业需要 

用途广泛的 AF505CPS/DPS 与 AF605CPS/DPS 系列喷药车，不锈钢结构，PTO 动力，全新的功能、动力、性

能充分满足您的高强度植保需求。有 500 或 600 加仑药箱可选，所有关键部件均为不锈钢材料，特别适用柑

橘、桃树、杏树、胡桃、苹果等果园的喷药作业。为满足矮密作物种植者的需要，药箱与机架设计有窄型可

选，以适应较窄行距的喷药需要；同时 AF505/605CPS/DPS 又有多种可选配置，可满足较大树木的喷药需要。 

 

对于大规模商业化运作与有特殊要求的用户 SS500/1000 型号喷药车更是一个理想选择。整车结构从不锈钢药

箱、到特制超高动力性能风机与送气系统、及牵引系统都全新设计以满足更大动力要求与更灵活的操控性。

SS500/1000 型号喷药车安装有 PosiTrac 寻迹机构，

可快速方便与拖拉机三点悬挂连接，使拖拉机与喷

药车如同一体一样工作。如您需要更高性能的喷药

车，请选择 SS500/1000 型号喷药车 
 

让喷药车适合树木的大小 

AF505CPS/DPS 与 AF605CPS/DPS 喷药车可同时

满足不同大小数木的喷药要求。标配的变速器与可变翼风机可使喷药机与任何大小的拖拉机配合使用。

只需变换挡位，2 速变速器便可使喷药机从小型拖拉机转换到大型拖拉机上使用。这意味着您可以根据

树木的大小来选择拖拉机与喷药机如何组合。如用喷枪喷洒，只需将变速杆转换至空档即可。业内领先

的 SS500/1000 型号喷药机配置高输出的可变翼风机及送风系统，配套所需功率为 70-100 马力，可向客

户提供无比优越的性能超大覆盖面与惊人的保护效果。 
 

DW 送风系统提供更多动力 

所有 AF505 与 AF506 喷药机均标配 36 英寸（920 毫米）16 叶可变翼轴流风机，风力强劲，坚固耐用，即使较小的拖拉机亦能产生强大的空气排量与较高的风速。 

超强动力的 SS500/1000 型喷药机标配最新尖端技术的 8 叶 36 英寸（920 毫米）可变翼轴流风机，中心轴设有离心离合器，有效减少启动与停车时磨损。 



选择符合您需要的喷药泵 
AF505 与 AF506 型喷药车有两种高压喷药泵可选以符合您的需要。两种喷

药泵均性能优异，表现出色，适合喷洒高浓度与低浓度的溶液。AF505 与

AF506CPS 喷药车装配耐用的双级离心泵，流量为 80GPM@160psi。高压

喷洒或定点喷洒，可选择 DPS 喷药机，该机型装配 4 缸高压泵，该泵流量

为 38GPM@700psi。 
SS500/1000 型号喷药车装配均装配双级离心泵。 
 
 

 



产品规格型号 
 AF505型 AF605型 SS500型 SS1000型 

药箱容积 1890 L 2268 L 1890 L 3780 L 

药箱材料  加厚不锈钢 加厚不锈钢 加厚不锈钢 加厚不锈钢 

药箱直径 1.19 m 1.27 m 1.19 m 1.44 m 

药箱搅拌 不锈钢机械搅拌器 不锈钢机械搅拌器 不锈钢机械搅拌器 不锈钢机械搅拌器 

总长 4.24 m 4.24 m 4.47 m 5.08 m 

总宽 1.98 m 1.98 m 1.98 m 2.44 m 

总高 1.22 m 1.27 m 1.22 m 1.44 m 

地面净空 0.3 m -0.66 m 0.3 m-0.66 m 0.3 m-0.66 m 0.50 m 

空车重量/CPS型 975 kg 1066 kg 975 kg 1361 kg 

空车重量/DPS型 953 kg 1043 kg N/A  N/A  

风机尺寸 91 cm - 16叶片 91c m - 16叶片 91c m - 8叶片 91 cm - 8叶片 

风机形式/材料 可变翼，玻璃纤维增强尼龙 可变翼，玻璃纤维增强尼龙 可变翼，玻璃纤维增强尼龙 可变翼，玻璃纤维增强尼龙 

风机变速箱 2个档位，加一个空档 2个档位，加一个空档 单速 单速 

防滴喷嘴 每侧10个可翻转喷头 每侧10个可翻转喷头 每侧10个可翻转喷头 每侧10个可翻转喷头 

PTO形式 恒速 恒速 恒速 恒速 

建议配套功率 40-75马力 40-75马力 70-100马力 70-100马力 

药箱过滤 篮网过滤器 篮网过滤器 篮网过滤器 篮网过滤器 

吸头 配过滤器 配过滤器 配过滤器 配过滤器 

管路过滤器 管路串联 管路串联 管路串联 管路串联 

压力表(CPS)  0-20 bar 0-20 bar 0-20 bar 0-20 bar 

压力表(DPS)  0-69 bar 0-69 bar N/A  N/A  

车架  5英寸加厚槽钢 5英寸加厚槽钢 5英寸加厚槽钢 6英寸加厚槽钢 

车轮高设定 8位可调 8位可调 8位可调 3位可调 

轮胎 高浮力轮胎 - 14L X 16.1  高浮力轮胎- 14L X 16.1  高浮力轮胎- 14L X 16.1  Softrac II - 21.5 X 16.0  

离心泵流量 302 升/分钟 @ 11 bar  302 升/分钟 @ 11 bar  302 升/分钟 @ 11 bar  302 升/分钟 @ 11 bar  

隔膜泵流量 144升/分钟 @ 47 bar 144 升/分钟 @ 47 bar N/A N/A N/A  N/A N/A N/A  

喷洒总管 不锈钢 不锈钢 不锈钢 不锈钢 

风机壳 不锈钢 不锈钢 不锈钢 不锈钢 

导向叶片 高强度玻璃纤维 高强度玻璃纤维 高强度玻璃纤维 高强度玻璃纤维 



可选部件 
 智能目标识别系统 

 电磁阀开闭阀 

 液力控制阀 

 液力制动器 

 3”快速加水总成 

 2”后部加水总成 

 不锈钢V形上部与下部导流板 

 坡地吸管止回阀 

 不锈钢通用喷药塔 

 不锈钢葡萄用喷药塔 

 山核桃涡形喷药总成 

 条播作物喷洒系统 

 特种轮胎、轮毂与轴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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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更多风送喷药机型号，请与我们联系 

国际领先的风送式喷药-机体现当代科技发展，引领喷药机行业标准 

有 70 年历史的美国特维兰公司是喷药机械的代名词，全线生产从草坪喷药机到用于大型作业场合

的大型双风机风送式喷药系统，产品广泛应用于果园、大田作物、高尔夫球场、苗圃、葡萄园、

蔬菜种植、坚果种植、市政、下水管道清洗、高速公路清洗、防疫消毒等领域。更有智能喷药系

统可选，具有自动标把识别功能，大量节约农药浪费，绿色环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