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纳科园林机械（寿光）有限公司
寿光麦圣草坪养护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嘉达利普高尔夫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专业运动草坪机械制造商



主
营
业
务

• Kartaliep”“Naki”日本石川岛 芝浦（IHI）
系列运动草坪养护设备销售与售后服务

• 美国“Cub Cadet”（卡博）草坪机
• 美国“卡莱”草坪轮胎、台湾伊诺华草坪轮胎

等
• 美国“TeeJet”“Hypro”“Hardi”喷雾配件

特约经销
• 日本洋马、久保田、斯巴鲁、科勒等进口品牌

发动机配件
• 印度马恒达草坪拖拉机、潍坊鲁中草坪拖拉机、

黄海金马草坪拖拉机指定代理商
• 批发零售各种进口品牌草坪养护机械零配件及

国产代用零件



主
营
业
务

• 承接高尔夫球场、足球场、跑马场、
公园绿地等场所的草坪养护管理，场
地设计建造、施工

• 目前国内唯一一家自带全套养护设备
和技术人员承接高尔夫球场草坪养护
的专业公司

• 销售各类草坪机械零配件
• 承接各种草坪机械与工程机械的维修
保养



主
营
业
务

• 研发制造各种草坪养护机械、园林机械、农业
机械、电动观光车

• 生产销售各种进口草坪零配件代用件
• 改装各种草坪拖拉机，维修各类草坪机械与工

程机械
• 来料来图加工订做各类草坪专用机械设备
• 美国“TeeJet”“Hypro”“Hardi”，意大利

“UDOR”喷雾配件销售
• 日本洋马、久保田、斯巴鲁、科勒等进口品牌

发动机配件
• 批发零售各种进口品牌草坪养护机械零配件及

国产代用零件



高尔夫球场果岭专用设备

牵引式果岭飞沙机



高尔夫球场果岭专用设备

KM-4B手扶自走果岭覆沙机

设备型号 KM-4B

发动机 Honda 9.0HP    GX270SL

沙箱容量 0.41m³

变速挡位 前进三档、后退一档

工作宽度 950mm

驱动轮形式 断开式包胶压辊

整机重量 396Kg

传送皮带 麻纹粗面传送带



高尔夫球场果岭专用设备

KM-400坐骑式果岭覆沙机

设备型号 KM-400

发动机 Honda 9.0HP    GX270SL

沙箱容量 0.41m³

变速挡位 前进三档、后退一档

工作宽度 950mm

驱动轮形式 断开式包胶压辊

整机重量 396Kg

传送皮带 麻纹粗面传送带



高尔夫球场果岭专用设备

KF-15B手扶自走果岭覆沙机

设备型号 KF-15B

发动机 Honda 5.5HP    GX160SL

沙箱容量 0.36m³

传动方式 皮带传动

工作宽度 950mm

散布方式 滚刷散布

轮胎 五条13x5.00-6草坪轮胎

传送皮带 半圆花纹高强度传送带



KD11-C

高尔夫球场果岭专用设备

手推果岭农药喷洒器

设备型号 KD11-C

轮胎型号 轻型免充气实心轮胎

喷枪 美国TEEJET全金属喷枪

喷洒宽度 2400毫米

喷洒臂形式 折叠

喷头 6个单嘴或三嘴进口喷头

选配 压力指示表、行走速度计

设备型号 KD11-C



高尔夫球场果岭专用设备

KT-2170手推果岭施肥机

设备型号 KT-2170

撒播方式 甩盘式

驱动方式 行走轮驱动

料 桶 54升容量塑胶材质

撒播宽度 3米

出料口 精确可调出肥量



高尔夫球场果岭专用设备

直落式草坪精播机

设备名称 手推直落式精播机

设备型号 K36H13

料斗容量 54公斤

整机重量 21公斤

工作宽度 914毫米

轮胎 13x5.00-6草坪轮胎

播种精度 0.2克

出料口 不锈钢

K36H13



高尔夫球场果岭专用设备

手扶自走果岭滚压机

设备型号 KTG-100

匹配动力 本田9马力汽油发动机

外形尺寸 (长x宽x高）2150x1200x1200

工作宽度 910毫米

整机重量 360公斤

满水重量 540公斤

滚筒形式 断开式差速滚筒

变速形式 前进3档，后退1档

制动方式 机械盘式制动

KTG-100



高尔夫球场果岭专用设备

手扶果岭梳草机

设备型号 KS510

发动机 本田5.5马力汽油发动机

工作宽度 510毫米

梳草深度 0-35毫米

刀片数量 11-29片

轮胎（前） 2.50-4

轮胎（后） 4.10x3.50-5

包装尺寸 850x700x600

其他配置 配置安全熄火装置

KS510



高尔夫球场果岭专用设备

手扶果岭梳草机

设备型号 KS510-S

发动机 美国百力通6.0马力汽油发动机

工作宽度 510毫米

梳草深度 0-35毫米

刀片数量 11-29片

轮胎（前） 2.50-4

轮胎（后） 4.10x3.50-5

包装尺寸 850x700x600

其他配置 配置安全熄火装置

KS510-S



高尔夫球场果岭专用设备

手扶果岭梳草机

设备型号 KGS800

发动机 本田9马力汽油发动机

工作宽度 600毫米

梳草深度 0-35毫米

刀片数量 17~31片

驱动方式 自走差速变速器 （2+N+R)

前滚轮 光面压草滚筒

驱动轮胎 13x5.00-6

前支撑轮胎 2.50-4

KGS800



高尔夫球场果岭专用设备

果岭三联梳草刀具

设备名称 三联果岭机梳草刀总成

匹配机型
TORO、JACOBSEN、JOHN DEERE

等品牌机型

刀片材质 高锰合金刀片或镶嵌合金头刀片

驱动方式 剪草机液压或电动马达

工作深度 0~20毫米

刀片数量 17~45片

滚 筒 前后双滚筒

连接方式 机械挂接

KGS800



高尔夫球场果岭专用设备

果岭通风降温风扇

设备型号 KGF-150            KGF-150T

适配电压 380V                    220V

风筒直径 1500毫米

额定风量 75000~82000m³/h

控制系统 大功率变频器

额定转速 580r/min

额定功率 5.5KW              1.5kw

扇叶材质 不锈钢或铝合金

风压 500~680pa

KGF-150       KGF-150T



清扫设备

牵引式涡扇吹风机

设备型号 KF-300A            KF-300B 

工作方式
B&S 13.5HP/16HP/Honda 13HP汽

油发动机

吹风方向 电动遥控360度正反向旋转

扇叶形式 镁合金材质涡轮风扇

轮胎 18x6.50-8/18x8.50-8草坪轮胎

最大风速 293km/h

最大风量 307m³/min

启动方式 电启动/手拉启动选配

整机重量 55~73kg

KF-300A       KF-300B



清扫设备

悬挂式吹风机

设备型号 KFS-800

工作方式 拖拉机三点悬挂

吹风方向 左右两侧可调

PTO转速 540转/分钟

工作宽度 12m~16m

最大风速 270km/h

最大风量 350m³/min

匹配动力 40马力以上拖拉机

传动方式 拖拉机PTO提供动力

KFS-800



清扫设备

拖挂式球道清扫机

设备型号 KF6000                  KF6000DX

轮胎 31x13.50-15八层级草坪轮胎

匹配动力
美国 B&S23马力/31马力/35马力汽油
发动机 （可选拖拉机PTO动力）

工作宽度 1560mm

集草箱容量 3.96m³

集草箱提升
行程

1850mm

卸载方式 液压自卸

风机形式 吸入式涡轮风机

液压输入
压力16兆帕，齿轮泵流量3.0升/分钟

以上

滚刷形式 排式加厚型尼龙滚刷 （可内嵌钢丝）

KF6000  （PTO） KF6000DX



清扫设备

电动升降草坪刷沙器

设备名称 电动升降草坪刷沙器

设备型号 KST210

工作宽度 2100毫米

提升方式 电动升降

最大提升高度 300毫米

轮胎 13x6.50-6草坪轮胎

工作电源 牵引设备提供12V直流电源

牵引臂 角度可调式

刷型 尼龙条形刷

KST210



清扫设备

动力辊刷草坪刷沙器

设备名称 动力辊刷草坪刷沙器

设备型号 KST16

工作宽度 1500

提升方式 电动升降

滚刷动力 轮胎驱动

驱动轮胎 15x6.0-6草坪轮胎

行走轮胎 18x8.50-8

提升缸电压 12V

附件 后置条形刷

KST-16



清扫设备

折叠草坪刷沙器

设备名称 折叠草坪刷沙器

设备型号 KST240

刷毛材质 棕榈刷丝或尼龙刷丝

工作宽度 2400毫米

主体结构 钢制框架结构

展开尺寸 (长x宽x高）650x2620x180

牵引设备 球车或耙沙机等

KST240



清扫设备

草坪专用拖沙网

设备名称 草坪专用拖沙网

设备型号 KGT12                     KGT20

工作宽度 900毫米 1830毫米

网片材质 镀锌板材或不锈钢材质

网片尺寸 900x1200毫米 1830x2040毫米

牵引挂件 包塑钢丝绳

伸展平整度 自由伸展平整不大于百分之八

KGT12         KGT20



球道/长草区设备

牵引式球道滚压机

设备名称 牵引式球道滚压机

设备型号 KT-1800

滚筒形式 断开差速式

滚筒直径 600-900毫米

工作宽度 1800毫米

重量调配 滚筒内加水或沙子

匹配牵引 25HP以上拖拉机

裸机重量 230-350公斤

KT-1800



球道/长草区设备

牵引式球道铺沙机
KPT-1500

设备名称 牵引式球道铺沙机

设备型号
Model

KPT-1500

牵引设备 30马力以上拖拉机

配套液压 液压泵流量不低于5.0升/分钟

沙箱容量 1.23-1.65m³

液压系统 美国原装进口液压部件

工作宽度 1560mm

散布方式 滚刷散布

轮胎 四条24x12.00-12草坪轮胎

传送皮带 半圆花纹高强度传送带



球道/长草区设备

牵引式球道铺沙机
KPT-2000

设备名称 牵引式球道铺沙机

设备型号 KPT-2000

牵引设备 40马力以上拖拉机

配套液压 液压泵流量不低于8升/分钟

沙箱容量 3.2m³

液压系统 美国原装进口液压部件

工作宽度 1560mm

散布方式 滚刷散布

轮胎 四条24x12.00-12草坪轮胎

传送皮带 平纹加厚高强度传送带



球道/长草区设备

悬挂式球道施肥机
KTS-700C

设备名称 悬挂式球道施肥机

设备型号 KTS-700C

料斗容量 700L

料斗材质 防腐蚀玻璃钢

PTO转速 540r/min

工作宽度 8m~15m

撒肥方式 不锈钢甩盘旋转喷洒

传动箱类型 全钢制直角传动箱

匹配动力 30~60马力以上拖拉机



球道/长草区设备

牵引式球道打药机
KS-1000       KS-1000D

设备型号 KS-1000       KS-1000D

轮胎 24x12.00-12草坪轮胎

发动机 本田13HP 或B&S16HP双缸风冷汽油机

药箱
304不锈钢材质、1003升容量

控制系统 进口手控 电控装置

水泵类型 进口大流量中压隔膜泵

喷枪 进口全金属手持喷枪

喷头类型 单嘴喷头 三嘴喷头

工作宽度 5600mm

选配附件 美国原装进口泡沫划线器



球道/长草区设备

牵引式球道打药机
KS-1500DC

设备型号 KS-1500DC

轮胎 31x13.50-15草坪轮胎

发动机
本田13HP 或B&S16HP 双缸风冷汽油

机
药箱

304不锈钢材质1500升容量

控制系统 进口手控 电控装置

水泵类型 美国HYPRO大流量离心泵

喷枪 进口全金属手持喷枪

喷头类型 单嘴喷头 三嘴喷头

工作宽度 5600mm

选配附件

标配全电控喷洒系统、50米高压卷管
及卷管器、全金属手持喷枪、电动搅
拌装置、泡沫化线装置、电动升降喷
洒臂



球道/长草区设备

牵引式球道打药机
KS-500L      KS-800L      KS-1000L

设备名称 牵引式球道打药机

设备型号 KS-500L        KS-800L        KS-1000L

轮胎 18x8.50-8       20x10.00-8       24x12.00-12

发动机 Honda  5.5HP  

药箱 500升、800升、1000升塑胶桶

水泵类型 进口或合资品牌三缸柱塞隔膜泵

工作宽度 5400mm

喷头类型 单嘴喷头 三嘴喷头

喷枪 进口全金属手持喷枪

选配装置 泡沫划线器



球道/长草区设备

移动药肥混合搅拌罐
KHH3000

设备名称 移动药肥混合搅拌罐

设备型号 KHH3000

主配动力 本田13马力汽油发动机

进水泵动
力

本田5.5马力汽油发动机

药物混合
方式

机械搅拌（叶轮）

出水泵类
型

大流量污水泵

水箱 304不锈钢材质，3000升容量

匹配载体 载重3吨以上货车或拖车

其他配置
罐内配置高压清洗喷头，美国
HYPRO加液口（带过滤装置），水
量显示器



球道/长草区设备

多功能越野车 work 1000

设备名称 多功能越野车

设备型号 work 1000

发动机 Q465E1四缸水冷加强制风冷电喷汽油机

驱动方式 电子控制2WD-4WD

悬挂及制动方式 四轮独立悬挂，前后碟刹

最大功率 35.5kw（48HP）/5300rpm

变速形式 前进三档、后退一档，高低档

爬坡能力 ≤40°

轮胎 前轮23x8.50-12 ，后轮23x10.50-12

行走速度 0-60公里/小时

附属选配装置
运输车厢、车载打药机、车载铺沙机、车

载吹风机



球道/长草区设备

单联球道梳草机
KFM160-A

设备名称 单联球道梳草机

设备型号 KFM160-A

匹配动力 25马力以上拖拉机

驱动方式 拖拉机PTO提供动力，双链条驱动

工作宽度 1600毫米

梳草深度 0-35毫米

深度调整 前后双滚筒调整深度

移动方式 拖拉机三点悬挂

整机重量 162公斤

刀片数量 21-35片



球道/长草区设备

三联球道梳草机
KFW04

设备名称 三联球道梳草机

设备型号 KFW04

匹配动力 35马力以上拖拉机

驱动方式 拖拉机PTO提供动力

工作宽度 1720毫米

梳草深度 0-35毫米

轮胎 13x5.00-6

刀片数量 21-33片

整机重量 240公斤

刀具传动 链条传动



球道/长草区设备

三联球道梳草机
KSM321

设备名称 三联球道梳草机

设备型号 KSM321

匹配动力 40马力以上拖拉机

驱动方式 拖拉机PTO提供动力

工作宽度 2100毫米

梳草深度 0-40毫米

轮胎 13x5.00-6

刀片数量 31-51片

刀片旋转方向 正反向自由切换

整机重量 430公斤



球道/长草区设备

地带动球道切根打孔机
KT1700

设备名称 地带动球道切根打孔机

设备型号 KT1700

匹配动力 40马力以上拖拉机

驱动方式
拖拉机三点悬挂牵引，地带动提供动

力

工作宽度/深度 1700毫米/100毫米

整机重量 950公斤

外形尺寸 2010x1105x930

刀片数量 31-51片

装配刀片 三角切根刀片或打孔针

刀组部分 三组刀组独立浮动，仿地形良好



球道/长草区设备

球道垂直打孔机
KT1500

设备名称 球道垂直打孔机

设备型号 KT1500

牵引设备 30马力以上拖拉机

工作方式 拖拉机三点悬挂

工作宽度 1524mm

最大打孔深度 120mm

最大工作效率 6900㎡/h

传动方式 皮带传动

PTO转速 540r/min

选配附件 拖沙刷



球道/长草区设备

草坪切边机
KQ-36

设备名称 草坪切边机

设备型号 KQ-36

发动机 本田5.5HP/B&S6.0HP汽油发动机

离合形式 张紧皮带离合

整机重量 26Kg

刀片类型 一字或三齿型

切割角度 左右调动90度

最大切割深度 30mm

包装尺寸
LxWxH 660x550x500



沙坑设备

全液压驱动耙沙机

设备名称 全液压驱动耙沙机

设备型号
Model

KTR-8            KTR-8W

发动机 B&S 305447,16HP/3600rpm

驱动方式 2驱/3驱配置，全液压驱动

工作宽度 1900mm

推沙板宽度 1020mm

耙犁升降 液压升降

轮胎规格 22x11.00-10宽幅沙地胎

附件配置 不锈钢前推板，中耕锄，后爬犁

KTR-8           KTR-8W



拖车系列

果岭机拖车

设备名称 果岭机拖车

设备型号 KTG-4

轮胎 16x7.50-8/18*8.50-8草坪轮胎

车轮形式 半浮动式

最大载重 350kg

稳固方式 五点锁紧

匹配车型 耙沙机/球车

整机重量 65kg

KTG-4



拖车系列

果岭机拖车

设备名称 果岭机拖车

设备型号 KTG-5

轮胎 16x7.50-8草坪轮胎

车轮形式 全浮动式

最大载重 200kg

稳固方式 五点锁紧

匹配车型 耙沙机/球车

整机重量 53kg

KTG-5



拖车系列

果岭机拖车

设备名称 果岭机拖车（尺寸可定制）

设备型号 KTG-1                      KTG-2

轮胎 16x7.50-8/18*8.50-8草坪轮胎

箱内尺寸(mm)                                                           1300x910               1500x1150                                                                 

最大载重 350-800kg

后挡板 弹簧锁销稳固伸缩臂定位

表面处理 底层环氧富锌底漆，表面汽车烤漆

整机重量 72KG                  98KG

KTG-1        KTG-2



拖车系列

草屑清运拖车

设备名称 草屑清运拖车（尺寸可定制）

设备型号 KTX100

轮胎 16x7.50-8/18*8.50-8草坪轮胎

箱内尺寸(mm)                                                           1400x1000                                 

最大载重 200kg

后挡板 抽拉式活动尾板

车厢材质 铝合金花板

整机重量 52KG

KTX100



拖车系列

草坪自卸拖车

设备名称 草坪自卸拖车 （尺寸可定制）

设备型号 KTE-T1                 KTE-T2

轮胎
Tires

24x12.00-12                31x13.50-15
草坪轮胎

抬升方式 单油缸液压自卸

最大载重 1吨、2吨、 3吨（可定制）

翻转方向 可选

箱内尺寸(mm)                                                           2150x1300x400 （可定制）

牵引臂 选配可调手摇支撑架

表面处理 底层环氧富锌底漆，表面汽车烤漆

KTE-T1       KTE-T2



拖车系列

双层草坪自卸拖车

设备名称 双层草坪自卸拖车 （尺寸可定制）

设备型号 KTE-T7                      KTE-T8

轮胎
24x12.00-12      31x13.50-15

草坪轮胎

抬升方式 单油缸液压自卸

最大载重 1吨、2吨、 4吨（可定制）

车厢形式 可拆卸双层车厢板

箱内尺寸(mm)                                                           2200x1400x800 （可定制）

牵引臂 选配可调手摇支撑架

表面处理 底层环氧富锌底漆，表面汽车烤漆

KTE-T7       KTE-T8



拖车系列

多功能车配套自卸拖车

设备名称 多功能车配套自卸拖车

设备型号 KTE-TX   

轮胎 24x12.00-12            草坪轮胎

抬升方式 单油缸液压自卸

最大载重 2吨（可定制）

翻转方向 可选

箱内尺寸(mm)                                                           2050x1280x400 （可定制）

牵引臂 选配可调手摇支撑架

表面处理 底层环氧富锌底漆，表面汽车烤漆

KTE-TX



拖车系列

重型草坪自卸拖车

设备名称 重型草坪自卸拖车（尺寸可定制）

设备型号 KTU-3500          KTU-4000

轮胎
24x12.00-12                  31x13.50-15

草坪轮胎

车轮形式 分组断开浮动式

最大载重 3吨、3.5吨、4吨（可定制）

翻转方向 可选

牵引臂 选配可调手摇支撑架

液压配置 12T三节重型油缸

箱内尺寸(mm)                                                           2700x1500x400mm(可定制）

KTU-3500          KTU-4000



球场专用筛沙机

滚筒式筛沙机

设备名称 滚筒式筛沙机

设备型号 KTQ-30

工作效率 18-35立方米/小时

沙箱容量 0.30~0.45立方米

传动形式 可调速变速齿轮箱

外形尺寸 (长x宽x高）3160x1050x1920

动力匹配
3.5千瓦三相电动机、双缸风冷汽油

发动机、双缸风冷柴油机

筛网 多级加厚不锈钢筛网

选装配置 单独上料装置（上料机）

KTQ-30



球场专用筛沙机

滚筒式筛沙机

设备名称 滚筒式筛沙机

设备型号 KTQ-50      KTQ-50D

工作效率 18-50立方米/小时

沙箱容量 0.40~0.58立方米

传动形式 可调速变速齿轮箱

外形尺寸 (长x宽x高）4350x1050x2160

动力匹配
3.5千瓦三相电动机、双缸风冷汽油

发动机、双缸风冷柴油机

筛网 多级加厚不锈钢筛网

选装配置 单独上料装置（上料机）

KTQ-50       KTQ-50D



施工建造设备

箱式造型平整器

设备型号 KY16A                     KY16B

工作宽度 1600毫米 2000毫米

划切犁刀 6片 8片

匹配设备 35马力以上拖拉机

平整刀片 高碳钢加厚刀片

平整刀数量 单片 双片

移动方式 拖拉机三点悬挂

KY16A         KY16B



施工建造设备

牵引式液压造型平整机

设备名称 牵引式液压造型平整机

设备型号 KX2015

工作宽度 2450毫米

提升方式 液压油缸提升

最大提升高度 320毫米

平整刀片 高碳钢加厚刀片

匹配动力 40马力以上拖拉机

液压动力 拖拉机齿轮泵流量不小于6升/分钟

行走轮胎 205/70R15

KX2015



施工建造设备

牵引式激光平地机

设备名称 牵引式激光平地机

设备型号 KJ2500

工作宽度 2500毫米

配套动力 50~65KW拖拉机

最大入土深度 240毫米

发射器发射距离 ≥300米

自动调平角度 （0）±5

信号接收角度 （0）360°

行走轮胎 235/75R15、235/85R16

KJ2500



刀具研磨设备

电子调刀尺

设备名称 电子调刀尺

设备型号 KX-10

尺板材质 铝合金

量程范围 0~25mm

标示单位 公英制

测量精度 0.02mm

表面处理 发黑着色

KX-10



刀具研磨设备

倒磨机

设备名称 倒磨机

设备型号 KM-20

动力匹配 单相350瓦倒顺转减速电动机

输出转速 126转/分钟

高度调整 150-400毫米

传动输出轴 可拆卸式

外形尺寸 (长x宽x高）700x380x400

KM-20



刀具研磨设备

自动滚刀磨床

设备型号 DIAMOND3000A

电源 380V    50HZ

行磨电机 375W

旋转马达 台湾IHP AC MOTOR 3259PRM

噪音 75-90分贝

自行机构 皮带快加驱动机构

刀片切换 自动切换

整机重量 560KG

行程开关 固态非接触式开关

DIAMOND3000A



刀具研磨设备

自动底刀磨床

设备型号 DIAMOND3000B

电源 380V    50HZ

行磨电机 500W高速电机

空气压力 170psi

行程开关 固态非接触式开关

控制系统 日本原产PLC

研磨精度 0.02mm

整机重量 520KG

外形尺寸 (长x宽x高）1420x980x1520mm

DIAMOND3000B



刀具研磨设备

滚刀快速开刃机

设备名称 滚刀快速开刃机

设备型号 KM2000

配套动力 美国原装直角气动砂轮机

驱动方式 空气动力

空气压力 6.5千克/立方厘米

转速 11000转/分钟

固定方式 强磁性磁铁吸合底刀架

KM20000



刀具研磨设备

底刀快速开刃机

设备名称 底刀快速开刃机

设备型号 KN2000

配套动力 美国原装气动砂轮机

驱动方式 空气动力

空气压力 6.5千克/立方厘米

转速 18000转/分钟

固定方式 强磁性磁铁吸合底刀架

KN2000



其他设备

起草皮机
KHS-355

设备型号 KHS-355

匹配动力 本田9马力汽油发动机

起草方式 振动式摆臂切草

切草宽度 355毫米

起草厚度 55毫米

传动方式 张紧离合皮带传动

工作效率 600-800平方米/小时

行进方式 自走式

整机重量 81公斤



其他设备

鲁中草坪专用拖拉机

设备型号 LZ404   LZ504  LZ554

品牌 山东鲁中

发动机 莱动、全柴、新柴

档位 2轴4*（2+1）组成式

动力输出
540 / 760 r / min 或 540 / 1000 

r / min

PTO 国际标准6花键

草坪轮胎 31x9.50-16（前） 13-20（后）

后悬挂 三点悬挂，选配摆式牵引

选配装置 安全架、遮阳棚、前配重

LZ404   LZ504  LZ554



其他设备

福田草坪拖拉机系列

设备型号 M404-E       M504-E

品牌 福田欧豹

发动机 莱动、全柴、新柴

档位 2轴4*（2+1）组成式

动力输出
540 / 760 r / min 或 540 / 1000 

r / min

PTO 国际标准6花键

草坪轮胎 31x9.50-16（前） 13-20（后）

后悬挂 三点悬挂，选配摆式牵引

选配装置 安全架、遮阳棚、前配重

M404-E       M504-E



其他设备

拖挂式三联旋刀剪草机

设备型号 KT-FM150

匹配动力 拖拉机PTO提供动力

刀片数量 3片

工作宽度 1500mm

剪草高度 38~120mm

传动方式 张紧离合皮带传动

额定转速 540r/min

排草方式 后排草

整机重量 280kg

KT-FM150



其他设备

开洞机（地钻）

设备名称 开洞机（地钻）

设备型号 KTJ-60

动力匹配 25-50马力拖拉机

动力传输 拖拉机PTO直接提供

最大钻坑直径 600毫米

最大钻坑深度 700毫米

钻头转速 540转/分钟

挂接方式 拖拉机三点悬挂

适用区域 树木种植

KTJ-60



其他设备

碎木机（枝叶粉碎机）

设备名称 柴油动力碎木机

设备型号 KCW200

发动机 YD480四缸水冷柴油发动机

最大碎木直径 200毫米

刀盘直径 850毫米

进料口尺寸 200毫米

工作效率 9-13立方米/小时

移动方式 装配行走轮胎牵引行走

选配 可选配三相电动机

KCW200



其他设备

碎木机（枝叶粉碎机）

设备名称 拖拉机悬挂式碎木机

设备型号 KWP-4                     KXP-6

动力匹配 35马力拖拉机 4千瓦电动机

最大碎木直径 150毫米 180毫米

刀盘直径 600毫米 850毫米

进料口尺寸 180毫米 200毫米

工作效率 5-7立方米/小时 7-11立方米/小时

移动方式 拖拉机三点悬挂 固定式

碎料类型 片状结构

KWP-4         KXP-6



其他设备

灌溉补水工具车

设备名称 灌溉补水工具车

设备品牌 KARTALIEP

设备型号 KX-3 

连接管径 1英寸

接头材质 纯铜旋转接头

轮胎规格 13x5.00-6

最大卷管 60米1英寸水管

附件 可加装牵引支架

KX-3



其他设备

小型电动吊装天车

设备型号 KX1000 

电源/功率 220v/3KW

防护等级 IP40

吊装行程 4米

左右行程 2.8米

控制系统 手动与遥控双路控制

立柱高度 2.5~3.5米

额定起重量 1000公斤

KX1000 



其他设备

新型球车路专用集水井

设备名称 新型球车路专用集水井

设备品牌 KARTALIEP

设备型号 KJS-1100

接管口径 110mm（可定制尺寸）

产品材质 45#钢板或304不锈钢（需订制）

产品说明

本集水井具有成本低、维修养护方便、
易清理、施工方便、耐热、耐严寒、
抗重压、美观大方等优点，相对比传
统砖砌集水井成本可节省60%，使用
寿命也远远强于传统产品，目前已经
有多家球会在使用，效果非常明显

KJS-1100 



日本石川岛草坪设备

手扶果岭剪草机

设备名称 超精细手扶果岭剪草机

设备品牌 SHIBAURA

设备型号 G-EXE22              G-EXE26

发动机 斯巴鲁EX13D    4.5马力风冷汽油机

剪草宽度 557mm             643.5mm

剪草高度 2.0（超薄底刀）~26mm

整机重量 78kg                    83kg

传动形式 多级齿轮传动（只有滚刀为皮带传动）

整机特性 行走速度高低档可调，滚刀转速可调

选配附件 照明灯、梳草刀、梳草滚刷

G-EXE22              G-EXE26



日本石川岛草坪设备

手扶果岭剪草机

设备名称 全浮动式手扶果岭剪草机

设备品牌 SHIBAURA

设备型号 G-FLOW22

发动机 斯巴鲁EX13D    4.5马力风冷汽油机

剪草宽度 557mm

剪草高度 2.0（超薄底刀）~30mm

整机重量 96kg

速度 4.3~5.5km/h（高低档两段）

刀组部分 全浮动柔性连接

传动形式 多级齿轮传动（只有滚刀为皮带传动）

G-FLOW22



日本石川岛草坪设备

三联滚刀剪草机

设备名称 四轮三联滚刀剪草机

设备品牌 SHIBAURA

设备型号 SR370

发动机 22.8HP芝浦S773L水冷柴油发动机

驱动方式 HST液压无级变速，2驱4驱切换

剪草高度 15~60毫米

剪草宽度 1800毫米

转向方式 全液压可调式转向

滚刀片数 5片、7片、9片可选

最大爬坡 35°

倒磨装置 可单只刀独立倒磨

SR370



日本石川岛草坪设备

三联滚刀剪草机

设备名称 三联滚刀剪草机

设备品牌 SHIBAURA

设备型号 AM201     AM301

发动机
15HP VANGUARD 305447风冷汽油发

动机

剪草宽度 1800毫米

剪草高度 10~55毫米

驱动方式 HST液压驱动行走

滚刀片数 4片、7片可选

整机重量 580公斤

刀组传动 皮带传动

使用区域 球场过渡区域草坪

AM201     AM301



日本石川岛草坪设备

五联滚刀剪草机

设备名称 五联滚刀剪草机

设备品牌 SHIBAURA

设备型号 SR525A                SR525HP

发动机 芝浦N844L四缸水冷柴油发动机

发动机功率 36马力 45.6马力

剪草高度 7~32毫米

剪草宽度 2500毫米

驱动方式 HST液压无级变速，两驱四驱切换模式

滚刀片数 7片、9片、11片可选

行进速度 高低档切换

工作效率 183亩/小时

SR525A         SR525HP



日本石川岛草坪设备

坐骑式坡地剪草机

设备名称 坐骑式坡地剪草机

设备品牌 SHIBAURA

设备型号 SG280A

发动机 28马力芝浦N843三缸水冷柴油发动机

剪草宽度 1524毫米

剪草高度 34~110毫米

行进驱动方
式

HST液压无级变速，两驱四驱切换模式

机身重量 770公斤

旋刀数量 3片

工作效率 64亩/小时

选配附件 草屑收集装置组件

SG280A



日本石川岛草坪设备

三联梳草切根机

设备名称 拖挂式三联梳草切根机

设备品牌 SHIBAURA

设备型号 SMA82

驱动方式 拖拉机PTO驱动

安装方式 拖拉机三点悬挂挂接

梳草切根刀
片

3x17片（每组）

作业宽度 2100毫米

作业深度 0~30毫米

整机重量 480公斤

刀片旋转方
向

正反向旋转切换

匹配拖拉机 40马力以上

SMA82



日本石川岛草坪设备

果岭梳草切根机

设备名称 自走式果岭梳草切根机

设备品牌 SHIBAURA

设备型号 C-7

发动机 10HP斯巴鲁EH340D风冷汽油发动机

行进变速 两档切换行进

刀片数量 34片

整机重量 185公斤

刀片旋转方
向

正反向旋转切换

作业宽度 528毫米

作业深度 0~35毫米

C-7



日本石川岛草坪设备

牵引式果岭铺沙机

设备名称 牵引式果岭铺沙机

设备品牌 SHIBAURA

设备型号 M-4BS

发动机
8.0HP斯巴鲁EH25-2BS电启动风冷汽油

发动机

变速装置 前进三档，后退一档

铺沙宽度 800毫米

铺沙装置 传送带运转，滚刷强制打沙

整机重量 360公斤

行走驱动轮 断开式耐磨包胶滚筒

M-4BS



日本石川岛草坪设备

多功能草坪拖拉机

设备名称 多功能草坪拖拉机

设备品牌 SHIBAURA

设备型号 ST445-GSB

发动机 45.6马力芝浦N844L水冷柴油发动机

行进驱动方
式

机械式四轮驱动

三点提升 JIS1型

动力输出 6花键PTO

变速档数 前进24档、后退24档

轮胎
前轮27x10.50-15,后轮44x18.11-20草坪

轮胎

差速装置 强制机械差速

转向装置 全液压转向

ST445-GSB



日本石川岛草坪设备

多功能草坪拖拉机

设备名称 多功能草坪拖拉机

设备品牌 SHIBAURA

设备型号 ST460MCJ

发动机 60马力芝浦N844LT-D-60D水冷柴油发动机

行进驱动方
式

机械式四轮驱动

三点提升 JIS1型

动力输出 6花键PTO，两档输出

变速档数 前进24档、后退24档

轮胎 前轮27x10.50-15,后轮44x18.11-20草坪轮胎

差速装置 强制机械差速

转向装置 全液压转向

ST460MCJ



足球场专用设备

牵引式坪修整床刷

设备名称 牵引式坪床刷

设备型号 KY17

工作宽度 1700毫米

提升方式 拖拉机三点悬挂

耙齿调整范围 0~60mm

刮平器 浮动式

匹配动力 25马力以上拖拉机

后滚筒 可调

后置排刷 可快速更换

KY17



足球场专用设备

牵引式坪床刷

设备名称 牵引式坪床刷

设备型号 KY17C

工作宽度 1700毫米

提升方式 拖拉机三点悬挂

耙齿调整范围 0~60mm

刮平器 浮动式

匹配动力 25马力以上拖拉机

后滚筒 可调

后置排刷 可快速更换

KY17C



足球场专用设备

草坪专用拖沙网

设备名称 草坪专用拖沙网

设备型号 KGT12                     KGT20

工作宽度 900毫米 1830毫米

网片材质 镀锌板材或不锈钢材质

网片尺寸 900x1200毫米 1830x2040毫米

牵引挂件 包塑钢丝绳

伸展平整度 自由伸展平整不大于百分之八

KGT12       KGT20



足球场专用设备

牵引式坪床镇压机

设备名称 牵引式坪床镇压机

设备型号 KT-17X

工作宽度 1700毫米

提升方式 拖拉机三点悬挂

滚筒直径 350mm

拖刷材质 棕毛刷

匹配动力 25马力以上拖拉机

滚筒重量 满水310kg

选配附件 前耙犁

KT-17X



足球场专用设备

牵引式差速滚压机

设备名称 牵引式差速滚压机

设备型号 KT-1800

滚筒形式 断开差速式

滚筒直径 600-900毫米

工作宽度 1800毫米

重量调配 滚筒内加水或沙子

匹配牵引 25HP以上拖拉机

裸机重量 230-350公斤

KT-1800



足球场专用设备

牵引式草坪刷

设备名称 牵引式草坪刷

设备型号 N15

工作宽度 1500mm

提升方式 电动提升

轮胎型号 15x6.00-6

悬挂方式 三点悬挂或硬连接

牵引设备 拖拉机或割草机

选配附件 耙犁



足球场专用设备

牵引式草坪刷

设备名称 牵引式草坪刷

设备型号 N18S

工作宽度 1800mm

提升方式 拖拉机三点悬挂

下压控制 拖拉机液压

刷子材质 加粗尼龙刷

匹配动力 25马力以上拖拉机



足球场专用设备

设备名称 手推人工草坪充沙机

设备型号 NCS150

工作宽度 700mm

装载能力 150kg

整机重量 72kg

外形尺寸 900×1300×750mm

工作方式 人工手推

NCS150
手推人工草坪充沙机



足球场专用设备

设备名称 运动场专用划线机

设备型号 N6900

工作压力 350bar

工作形式 冷喷划线

喷射流量 12升/分钟

喷嘴直径 0.17~0.19mm

匹配动力 Honda GX160   5.5HP

最大输出压力 3000N/S

轮胎 充气轮胎

N6900
运动场专用划线机



足球场专用设备

牵引式草坪搂草耙

设备名称 牵引式草坪搂草耙

设备型号 NP180

工作宽度 1800

提升方式 拖拉机三点悬挂

耙犁形式 浮动式

轮胎型号 15x6.00-6

匹配动力 25马力以上拖拉机

调整范围 0~30mm

NP180



足球场专用设备

人工草坪刷草器

设备名称 人工草坪刷草器

设备型号 NF15

工作宽度 1500

提升方式 拖拉机三点悬挂

工作方式 液压动力辊刷

驱动方式 拖拉机液压

匹配动力 25马力以上拖拉机

滚刷材质 尼龙（可嵌入钢丝）

滚刷直径 230mm

NF15



足球场专用设备

草坪垂直打孔机
KT1500

设备名称 草坪垂直打孔机

设备型号 KT1500

牵引设备 30马力以上拖拉机

工作方式 拖拉机三点悬挂

工作宽度 1524mm

最大打孔深度 120mm

最大工作效率 6900㎡/h

传动方式 皮带传动

PTO转速 540r/min

选配附件 拖沙刷



足球场专用设备

地带动切根打孔机
KT1700

设备名称 地带动切根打孔机

设备型号 KT1700

匹配动力 40马力以上拖拉机

驱动方式
拖拉机三点悬挂牵引，地带动提供动

力

工作宽度/深度 1700毫米/100毫米

整机重量 950公斤

外形尺寸 2010x1105x930

刀片数量 31-51片

装配刀片 三角切根刀片或打孔针

刀组部分 三组刀组独立浮动，仿地形良好



足球场专用设备

单联梳草机
KFM160-A

设备名称 单联球道梳草机

设备型号 KFM160-A

匹配动力 25马力以上拖拉机

驱动方式 拖拉机PTO提供动力，双链条驱动

工作宽度 1600毫米

梳草深度 0-35毫米

深度调整 前后双滚筒调整深度

移动方式 拖拉机三点悬挂

整机重量 162公斤

刀片数量 21-35片



足球场专用设备

牵引式农药喷洒机
KS-1000       KS-1000D

设备型号 KS-1000       KS-1000D

轮胎 24x12.00-12草坪轮胎

发动机 本田13HP 或B&S16HP双缸风冷汽油机

药箱
304不锈钢材质、1003升容量

控制系统 进口手控 电控装置

水泵类型 进口大流量中压隔膜泵

喷枪 进口全金属手持喷枪

喷头类型 单嘴喷头 三嘴喷头

工作宽度 5600mm

选配附件 美国原装进口泡沫划线器



足球场专用设备

悬挂式施肥机
KTS-700C

设备名称 悬挂式施肥机

设备型号 KTS-700C

料斗容量 700L

料斗材质 防腐蚀玻璃钢

PTO转速 540r/min

工作宽度 8m~15m

撒肥方式 不锈钢甩盘旋转喷洒

传动箱类型 全钢制直角传动箱

匹配动力 30~60马力以上拖拉机



足球场专用设备

牵引式铺沙机
KPT-1500

设备名称 牵引式草坪铺沙机

设备型号
Model

KPT-1500

牵引设备 30马力以上拖拉机

配套液压 液压泵流量不低于5.0升/分钟

沙箱容量 1.23-1.65m³

液压系统 美国原装进口液压部件

工作宽度 1560mm

散布方式 滚刷散布

轮胎 四条24x12.00-12草坪轮胎

传送皮带 半圆花纹高强度传送带



足球场专用设备

KM-400坐骑式草坪覆沙机

设备型号 KM-400

发动机 Honda 9.0HP    GX270SL

沙箱容量 0.41m³

变速挡位 前进三档、后退一档

工作宽度 950mm

驱动轮形式 断开式包胶压辊

整机重量 396Kg

传送皮带 麻纹粗面传送带



足球场专用设备

直落式草坪精播机

设备名称 手推直落式精播机

设备型号 K36H13

料斗容量 54公斤

整机重量 21公斤

工作宽度 914毫米

轮胎 13x5.00-6草坪轮胎

播种精度 0.2克

出料口 不锈钢

K36H13



足球场专用设备

KT-2170手推施肥播种机

设备型号 KT-2170

撒播方式 甩盘式

驱动方式 行走轮驱动

料 桶 54升容量塑胶材质

撒播宽度 3米

出料口 精确可调出肥量



足球场专用设备

NQ-20不锈钢取草器

设备型号 NQ-20

材 质 不锈钢

切草尺寸 230x230mm

切草深度 60mm

外形尺寸 270x400x800mm

重 量 5kg



草坪机械零配件



草坪机械零配件



草坪机械零配件



草坪机械零配件



草坪机械零配件



草坪机械零配件



草坪机械零配件



草坪机械零配件



草坪机械零配件



草坪机械零配件



草坪机械零配件



草坪机械零配件



草坪机械零配件



耗材类



耗材类



新款底盘，切割效果更好

新款缓冲器设计有类
似于耙子样的缺口，
使草保持直立

真正的转速可调

可调节手柄配有蝶形螺
母, 无横杆,轧扁式的操
纵杆

新“S”型刀片,具有更
好的碎草效果

双切割高度调节手柄及
贯穿式轮轴

更具进攻性的割草机前
端设计

长方形集草袋，宽口且安装方便

短轮距赋予整机更好的
机动性，并且便于存储

底盘可清洗

草 坪 机



21” 手推草坪机

优势

•11” 后轮

•“Tri-Action” 切割系统

•对称式底盘和新款刀片

•前护罩

•底盘突出轮子两侧

•双高度调节手柄

•配有挂钩的侧排导罩
技术参数

•引擎可选

•21“ 切割直径

•三合一底盘



优势

•高后轮的后轮驱动

•单控制杆的底盘高度调节

•My Speed 速度可选

•Tri Action 切割系统

•对称式底盘和新款刀片

•前护罩

•底盘清洗喷嘴

•操作舒适

•价格实惠，高端配置

技术参数

•引擎可选

•21” 切割直径

•三合一底盘

21” 自 走 草 坪 机



割灌机 背负割灌机 修枝机

手持类产品线

链锯



割 灌 机

27cc

33cc 43cc

35cc 45cc

中端

高端

小排量 大排量



高端割灌机 CC745 / CC735 

技术参数

• 45CC 排量

• 转速：全速10000rpm 

怠速3000rpm 

•切割直径: 420mm

• 杆径： 28mm

• 燃油容量: 0.9L/0.7L

• 启动方式: 拉绳

• 重量: 5.6kg/5.0kg



高端割灌机
CC745/CC735 1, 川崎动力,高质量引擎

2, 日本进口离合器, >500+hrs

3, 高质量减振橡胶垫

4, 五工位复合材料高度挂架，
适合不同高度人群

5, 人机工程学手柄设计，减振橡胶手柄，
减少工作疲劳

6, 专业级日本进口齿轮箱, >500+ hrs 寿命

7, 日本进口打草头, >300+ hrs, 
1万次撞击寿命测试



背负式割灌机 CC645

技术参数
•排量：45CC
• 转速：全速10000rpm /怠速3000rpm 
• 切割直径: 420mm
• 杆径： 26mm
• 燃油容积: 0.9L
• 启动: 拉绳

优点

• 川崎动力，高品质引擎

• 日本进口齿轮箱，>500Hrs

• 减振设计，降低背部疲劳

•安全性，人机手柄设计，解放双手疲
劳

• 进口打草头，>10000次撞击测试

使用范围

•高端质量专业用户
•花园，绿化护理
• 割草/修灌木
• 山丘草坪护理



背负式割灌机 CC433

技术参数

•排量：33CC

• 转速：全速90000rpm /怠速3000rpm 

• 切割直径: 420mm
• 杆径： 26mm
• 燃油容积: 0.9L
• 启动: 拉绳

优点

•专利外观设计，独有造型

• 减振设计，降低背部疲劳

• 顶部邮壶设计，更方便操作

• 安全性，人机手柄设计，解放双手疲
劳

使用范围
•中端质量客户
•花园，绿化护理
• 割草/修灌木
• 山丘草坪护理



绿篱机 CC223

技术参数

• 排量：23CC

• 转速：10000rpm/怠速3000rpm 

• 刀片数量: 双刀

• 刀片节距: 35mm

• 切割长度: 610mm

• 燃油容积: 0.4L

• 启动: 拉绳

• 重量: 5.6kg

优点

•川崎动力，高品质引擎

•日本进口齿轮箱，>500Hrs

• 日本进口刀片，锋利耐久切割

• 低振动设计，降低疲劳

• 180度可旋转手柄，适应不同工况

使用范围

• 专业级用户

• 花园护理

• 茶园护理、收割



油锯 CC1936

优势:

•满足EPA II 排放测试 >50hrs
•专业人性化设计，更易清理与保养
•低燃油消耗率
•免工具油箱盖设计
•大容积油箱设计
•怠速时停止润滑油供给，更省机油
•德国制造，高品质保证

技术参数:

• 排量：36.3CC engine Power 

• 功率：1.4kw

•链距： 3/8”

•链板长度： 35cm

• 燃油容积: 0.4L

• 润滑油容积: 0.21L

• 启动: 拉绳

•重量：4.2kg

使用范围: 

• >300小时的中端品质用户
• 伐木，断枝，林场，农场护理



油锯 CC4051 

优点:

•满足EPA II 排放测试 >50hrs
•专业人性化设计，更易清理与保养
•低燃油消耗率
•免工具油箱盖设计
•大容积油箱设计
•怠速时停止润滑油供给，更省机油
•德国制造，高品质保证

技术参数:

• 排量：51CC

• 功率：2.9kw

•链距： 0.375”

•链板长度： 38cm

• 燃油容积: 0.6L

• 润滑油容积: 0.21L

• 启动: 拉绳

•重量：5.2kg

使用范围:

• >1200小时的专业级用户
• 伐木，断枝，林场，农场护理



背负式吹风
机 BB432

技术参数:

• 排量： 32CC 

•吹速：241Kph

• 风量：500CFM

• 启动r: 拉绳

优点：

•4冲程，全轴，专业级发动机
• 可变速度调节
• 弹簧助力启动，更易启动
• 满足EPA II 排放要求，
• 美国制造，高品质保证

使用范围: 

• 高端专业级用户

• 树叶，碎屑清理

• 积雪清理



引擎 20-23马力科勒汽油机

耕地机附件 Mid PTO used for Deck 

Drive 

Standard Tools for 

Installation 

Works with MTD Tans-

axle 

刀片 1.22米耕地宽度

40.6cm直径刀片

轮子
40.6cm直径前轮

58.4cm直径后轮

技术参数
2500



•在同等级的草坪车中，LTX1042有
着较强的牵引力
•LTX1042 有着超紧的转弯半径，操
作性更强
•强有力的专业级引擎
•独特的，卓越的切割工艺
•大排草口
•SmartJet™ 高压刀盘冲洗系统

引擎 19HP科勒发动机
净重 226kg (498 lbs) 
前进速度 0-8kph 
后退速度 0-4kph
转弯半径 30cm (12") 
割草宽度 42"

LTX 1042

技术参数

优点



GT 2544

•在高地不平的草坪上，GT2544也能有
效的、快捷的、强劲的以及舒适的完
成多种工作。

•更好的驱动系统，轴驱动将引擎动力
直接输入变速箱，没有传统的皮带打
滑、断裂等问题。

•更耐用的变速箱，全铸铁变速箱带机
油滤清器，大大提高了使用寿命，并
提升了性能。

•更舒适的使用，符合人体功能学的高
背座椅，使您在工作中也能感受到轻
松，12V插座将这台草坪车变作一个小
型的移动供电设备。

•强有力的专业级别引擎。

引擎 20 HP 科勒双缸
OHV

净重 363kg
前进速度 0-9kph 

后退速度 0-5.6kph

转弯半径 53cm (21")

割草宽度 44"

优点

技术参数



优点

•23 HP* Cub Cadet® Kohler® 

Command® V-Twin OHV engine ，更
舒适，安静的操作，更持久的使用寿命

•直接轴传动技术使传输的动力效率更高，
使您不再有皮带传动带来的烦恼。

•刀盘电动升降，操作更简易

•可调整的方向盘, 柔软的质地，配上高

背座椅，即使您长时间割草，也能永保
舒适

•Excluse SmartJet™ 底盘清洗系统. 高
压的喷口能轻易除去底盘的碎草和杂物

技术参数

引擎 23 HP* Kohler® 

Command® V-

Twin OHV

前进速度 0 - 6.5 mph

后退速度 0 - 3.5 mph

转弯半径 18"

底盘/刀片 48“ 和 54” 三刀
和GT 2000可选

GT 2100



Z-FORCE  48”

优点

•Zero-turn 草坪车是更专业的草坪车

•更轻松的操作

•更平滑的切割

•更强劲的动力

•作为零转角系列的增强版，本产品对动力，
传动机构，以及机架进行了升级，更加符合
专业用户的需求

引擎 22 HP* Kohler® 
Command® V-
Twin OHV

净重 722bl

前进速度 0-8kph 

后退速度 0-3.5kph

转弯半径 48"

技术参数



联系我们

纳科园林机械（寿光）有限公司
北京嘉达利普高尔夫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

业务电话：13475364894    13475365031
传真：0536-5501185

地址：山东省寿光市圣城西街与西环路
交汇处
企业网址：http://www.sdnaki.com

业务电话：13370157838    13466625031
传真：010-84790571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东路中国铁建
广场对过
企业网址：http://www.jiadalip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