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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耐特 D-NET 9575 AA 

可調式搖臂噴頭 

應用：用於露天作物的邊際灌溉 

優點及功能： 

    可調整噴灑範圍從360度更改為任何角度 

    高噴灑均勻度, 高水分利用效率 

    節省人工成本及維護成本 

    結構強, 高抗紫外線材質, 適用所有氣候條件 

特性： 

    出水量：1030 l/h (@3 bar) 

    建議動作壓力：2.5-4.0bar 

    噴灑角度：24 度 

    入水口接頭：3/4”外絲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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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頭基本資料 

噴嘴尺寸(3.96mm)  
動作壓力 (bar) 

2.5 3.0 3.5 4.0 

流率 (L/H) 940 1030 1112 1189 

半徑 (M) 12.0 12.5 12.5 13 



麥格 MEGANET 

旋轉噴頭 

應用：用於露天作物的灌溉 

優點及功能： 

    兩道相同的水道以維持噴頭完美的平衡性能 

    密閉結構防止昆蟲侵入 

    具有獨立過濾器 

    高均勻性 

    高抗紫外線材質, 適用所有氣候條件 

特性： 

    出水量：450 / 550 l/h (@2.3 bar) 

    建議動作壓力：2.0-3.0bar 

    噴灑角度：24 / 15 度 

    入水口接頭：1/2”外絲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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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頭基本資料 

流率 

(L/H) 
噴嘴顏色 

噴嘴尺寸 

(mm) 

最大動作壓力

(bar) 

距離地面 100cm

高噴灑直徑 

距離地面 50cm

高噴灑直徑 

450 藍色 2.79 3.0 16.0  

550 棕色 3.08 3.0  14.0 



杰羅 GYRONET TURBO 

大流量噴頭 

應用：用於露天作物的灌溉, 隧道溫室降溫  

             及除塵 

優點及功能： 

    高噴灑均勻性 

    密閉結構防止昆蟲侵入 

    適用於防霜害及降溫系統 

    高抗紫外線材質, 適用所有氣候條件 

特性： 

    出水量：300 l/h (@2.2 bar) 

    建議動作壓力：2.0-3.0bar 

    入水口接頭：1/2”外絲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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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頭基本資料 

流率 (L/H) 噴嘴顏色 噴嘴尺寸 (mm) 最大動作壓力(bar) 
距離地面 100cm

高噴灑直徑 

300 綠色 2.31 3.0 10.0 



杰羅 GYRONET HF 

微噴頭 

應用：用於露天作物的灌溉, 隧道溫室降溫  

             及除塵 

優點及功能： 

    高噴灑均勻性 

    密閉結構防止昆蟲侵入 

    適用於果樹、蔬菜、苗圃及防霜害及降溫系統 

    高抗紫外線材質, 適用所有氣候條件 

特性： 

    出水量：200/300 l/h (@2.2 bar) 

    建議動作壓力：2.0-3.0bar 

    最大動作壓力： 2.5 bar 

    入水口接頭：擠入式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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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頭基本資料 

流率 (L/H) 噴嘴顏色 噴嘴尺寸 (mm) 最大動作壓力(bar) 
距離地面 100cm

高噴灑直徑 

200 黃色 2.04 2.5 10.0 

300 綠色 2.48 2.5 11.5 



超越 SUPERNET LR&LRD 

壓力補償微噴頭 

應用：用於大根域樹木的灌溉 

優點及功能： 

    密閉結構防止昆蟲侵入 

    適用於果樹及其他苗木 

    適用於防霜害及降溫系統 

    高抗紫外線材質, 適用所有氣候條件 

    獨特的調節裝置, 確保每棵樹獲得一致的噴灑量     

 特性： 

    LR ：大噴灑半徑 

    LRD：限制噴灑範圍 

    出水量：90 l/h  

    建議動作壓力：1.5-4.0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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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頭基本資料 

流率 (L/H) 噴嘴顏色 噴嘴尺寸 (mm) 最大動作壓力(bar) 
距離地面 20cm

高噴灑直徑(M) 

90 橘色 1.74 4.0 7.0 / 2.0 



賓耐特 SPINNET  

倒懸微噴頭 

應用：用於溫室, 網室及苗圃的灌溉 

優點及功能： 

    耐酸鹼原料(AA), 允許噴灑化學藥劑及肥料 

    高噴灑均勻度的全覆蓋噴灌系統 

    搭配止水閥防止對作物的損壞 

    高抗紫外線材質, 適用所有氣候條件 

特性： 

    無橋架設計 

    出水量：120 / 200 l/h  @2.3bar 

    建議動作壓力：2.0 – 3.0bar 

    入水口接頭：擠入式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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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頭基本資料 

流率 (L/H) 噴嘴顏色 噴嘴尺寸 (mm) 建議動作壓力(bar) 噴灑直徑(M) 

120 紅色 1.44 2.0-3.0 9.0 

200 黃色 1.86 2.0-3.0 9.0 



賓耐特 SPINNET SD 

倒懸微噴頭 SD 

應用：用於溫室, 網室及苗圃的灌溉 

優點及功能： 

    耐酸鹼原料(AA), 允許噴灑化學藥劑及肥料 

    在單一灌溉管路上具有良好的均勻分佈 

    SD的特殊設計可提高條狀區灌溉均勻度 

    高抗紫外線材質, 適用所有氣候條件 

特性： 

    無橋架設計 

    針對長方形噴灑範圍設計的SD接頭  

    出水量：120/70, 200/120 l/h  @2.0bar 

    建議動作壓力：2.0 – 3.0bar 

    入水口接頭：擠入式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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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頭基本資料 

流率 (L/H) 
噴嘴

顏色 

噴嘴尺寸 

(mm) 

建議動作壓力

(bar) 

150cm 高      

噴灑直徑(M) 

SD 噴嘴尺寸

(mm) 

120/70 紅色 1.44 2.0-3.0 7.5 1.46 

200/120 黃色 1.86 2.0-3.0 7.5 1.87 



微耐特 VIBRONET  

倒懸微噴頭 

應用：應用於苗圃發芽床 

優點及功能： 

    高噴灑均勻度 

    此噴頭以振動為動作基準 

     振動設備可不斷自我清潔, 污垢不會在噴嘴中累積 

    高抗紫外線材質, 適用所有氣候條件 

特性： 

    無橋架設計 

    出水量：40 l/h  @3.0bar 

    建議動作壓力：3.0bar 

    入水口接頭：擠入式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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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頭基本資料 

流率 (L/H) 噴嘴顏色 噴嘴尺寸 (mm) 建議動作壓力(bar) 
150cm 高      

噴灑直徑(M) 

40 紅色 0.60 3.0 4.0 



微耐特 VIBRONET SD 

微噴頭 SD 

應用：應用於果樹、苗木灌溉 

優點及功能： 

    高噴灑均勻度 

    此噴頭以振動為動作基準 

     振動設備可不斷自我清潔, 污垢不會在噴嘴中累積 

    適用於露天的大水滴, 不受風力影響 

    相對較小的噴灑直徑, 適合密集種植的果樹 

    高抗紫外線材質, 適用所有氣候條件 

特性： 

    無橋架設計 

    出水量：30 / 50 / 70 l/h  @1.5bar 

    建議動作壓力：1.0 – 2.0 bar 

    入水口接頭：擠入式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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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頭基本資料 

流率 (L/H) 噴嘴顏色 噴嘴尺寸 (mm) 測試動作壓力(bar) 
20cm 高        

噴灑直徑(M) 

30 天藍色 0.34 1.5 1.5 

50 淺灰色 0.38 1.5 1.7 

70 黑色 0.99 1.5 2.0 



酷耐特 COOLNET PRO 

倒懸微霧噴頭 

應用：育苗床加濕及溫室、畜舍降溫與加濕 

優點及功能： 

    耐酸鹼原料(AA), 允許噴灑化學藥劑及酸處理 

    低壓(4.0bar)微霧噴頭(平均水滴顆粒65 微米) 

     針對降溫, 加濕及發根床設計的噴霧頭 

特性： 

    無橋架設計 

    出水量：5.5 / 7.5 l/h  @4.0bar 

    建議動作壓力：3.0 – 5.0 bar 

    入水口接頭：擠入式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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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頭基本資料 

流率 (L/H) 噴嘴顏色 噴嘴尺寸 (mm) 建議動作壓力(bar) 

5.5 淺綠色 0.51 4.0-5.0 

7.5 銀灰色 0.61 4.0-5.0 



噴頭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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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圖片 產品編號 產品名稱  產品圖片 產品編號 產品名稱 

 63000-000910 T 型接頭(灰)   63000-001180 1/2”螺牙接頭 

 63000-001350 B/B 接頭(灰)   63000-001450 M/M 接頭(灰) 

 63000-001900 B/F 接頭(黑)   63000-001950 B/F 接頭(灰) 

 63000-002000 B/M 接頭(黑)   63000-002060 B/M 接頭(灰) 

 

63000-002100 3/8”螺牙(黑)   63000-002400 塞頭 

63000-002120 3/8”螺牙(灰)   63000-002910 配重 

 

63000-002980 
1.5/0.7 止水閥

(藍) 
 

 

63000-003550 15cm 倒懸管 

63000-003100 
3.0/1.5 止水閥

(綠) 
 63000-003820 30cm 倒懸管 

 

63000-003571 10cm 提升管  63000-005620 60cm 倒懸管 

63000-005500 60cm 提升管  63000-014300 SD120/70 紅 

 

63000-008600 150cm 提升管  63000-014400 SD200/120 黃 

 63520-005900 SuperNet 支撐桿   65080-002600 8mm 倒刺接頭 

 65080-002825 
12mm 倒刺

x1/2"內牙 
  65080-002871 

12mm M/B 接

頭 

 65080-002880 12mm 塞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