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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友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环境友好事业，有二十多年历史，集
研发、制造、商贸为一体，现拥有市级技术研发中心和现代化的制造工
厂，超过100个分支机构。
总部位于北京市顺义区空港C区百盈路8号院。

绿友五大主业：园林绿化设备、高尔夫设备、森防装备、
	 	 电动车辆、生物质粉碎机。

绿友两大产品：
●	自主产品：绿友、美神、GREENMAN等。
●	代理产品：迪尔、木霸克、爱丽斯、先正达、爱可、雨鸟、亨特等。

绿友两大市场：
●	国内市场：全国100多个销售子公司、门店、办事处。
●	国际市场：子公司分布在美国西雅图、澳大利亚珀斯、印度德里；
	 产品远销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印度等19个国家和地区。

绿友企业文化：崇德诚信、进取创新、团结协作
绿友服务理念：有绿友为友		无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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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友集团坚持“技术领先”战略，借助产、学、研合作优势，依靠自有
技术力量，研究、开发了一系列具有核心技术和关键生产工艺的产品，
在国内园林机械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GREENMAN泵站产品拥有10余项实用新型专利，三项软件著作版权，
并且产品通过了美国UL产品认证，具备出口美国资质。															

GREENMAN泵站共计有四大类，三十余种型号，并可根据客户要求进
行产品的定制。

GREENMAN泵站生产严格按照各项生产规范进行，从原材料的进厂
检验开始，到最终打压测试完毕包装出厂，所有环节都有相应的文件
规范，全部按照绿友公司“全自动恒压变频泵站”的企业标准进行生
产制造。

TECHNOLOGY AND 
PRODUCTION PROCESSES
核心技术与关键生产工艺

前期提供泵站现场勘查，以及泵站配置参考方案。对于不同的应用、地
形和水源提供不同的泵站配置。并提供泵站产品系统安装尺寸图。

绿友泵站是专业泵站，它是在由工厂成套生产的泵站，是满足泵站建设
项目的交钥匙工程的配套产品。在工程泵站安装过程中，绿友公司将派
技术人员进行全程技术支持，提供系统设备调试指导及免费调试，解决
施工中与其它工种技术配合的问题	。

绿友公司一直致力于改进泵站的控制软件，以便于满足客户提出的合理
化要求，使更多的客户使用方便。后期所提供的控制软件升级将由专业
工程师指导客户完成，对于客户有困难完成的，专业工程师将上门为客
户提供升级服务。不断改进的现场服务才是客户真正依赖的价值，绿友
的售后服务会一直终身伴随着泵站产品的全过程。

SERVICE GUARANTEE
泵站产品的服务保证

泵站做为整个喷灌系统的心脏，其性能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整个喷灌系统的喷洒
效果，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新技术的更陈出新，越来越多技术应用到泵站的设计
和使用中来，变频技术的发展让泵站具备了恒压变频功能，大大增加了泵站的
使用效率，并且降低了电能损耗和减少了水资源的浪费，专业的可编程控制技
术让泵站的运行更加合理，多种故障报警提示功能和现代物联网的通信功能让
泵站处于全自动运行无人值守状态，降低了人力物力。

绿友集团下设泵站设备事业部，专业从事泵站设计、生产、维修业务十余年，
积累了大量的泵站设计施工经验，并根据喷灌现场的实际条件设计制造泵站，
充分满足客户对泵站的不同的性能要求，所生产的泵站产品出口至美国、非洲
和亚洲各国家。

GREENMAN全自动恒压变频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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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20系列户外箱式泵站系统

GP20 系列户外箱式泵站系统
GP20 系列泵站系统结构紧凑，安装便捷，安全可靠，操作简单，
适合小型景观、体育草地、住宅及商务中心等小型灌溉项目。

紧凑的结构及触摸屏显示，使客户的安装与操作变得更加简单
泵站采用变频器驱动，有效的避免了离心泵启动时对电网产生的冲击
分布于全国各地的服务网点保证了泵站的安装、运行、培训与服务的及时性

精准的压力调节功能：
GP20	 系列的小型泵站使用了西门子 V20 系列
的变频器，性能稳定，当外界用水量发生变化时，
它能迅速、精准的调节压力，以保持压力的恒定。

可在户外使用的泵站：
箱体采用喷塑处理，涂层外观质量优异，附着
力及机械强度强。本产品具有高效的抗腐蚀性
和耐久性，满足了客户在户外安装使用的要求。

运转测试：
每一个泵站产品在出厂之前，都会在现场条件
下进行完整的性能测试，以确保每一台泵站都
是合格品。所有 GREENMAN	品牌的泵站产品
提供一年的质保。

液晶触摸屏操作界面，简洁的人机界面设计，用户
可方便的通过面板设定数据，还可以监控设备多种
工作状态，如系统压力，运行电流，电机转速，以
及故障状态等

精确的压力控制，系统内置 PID	控制器，根据系统
管道压力的变化情况，自动调节输出流量，满足喷
头正常工作要求

采用变频启动方式，避免电动机工频直接启动对喷
灌管道造成的冲击，延长管道工作寿命

自动休眠功能，当管路中未开启用水设备时，系统
自动休眠，节省电能且降低水泵损耗

完善的故障防护功能，系统可检测多种故障：
传感器异常报警
电源故障报警 ,	包含断错相、过压欠压
电机过载报警
变频器故障报警

箱内配置了防雷模块：
保证了箱式泵站在户外的安全使用

箱内配置稳压罐：
降低水压对管道的冲击力。

箱内配置进水口液位计，防止缺水而导致密封损坏。

针对客户的要求，系统可选泵站故障短信通知功能，
当泵站检测到异常从而保护性停泵时，可发送短信
通知到管理人员手机，避免了系统意外停泵时，管
理人员不知道而导致草坪缺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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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20 系列泵站性能图表 高精度的不锈钢压力传感器，泵
的过流部件和安装的阀门均为不
锈钢材质

柜体的防护等级达到 IP44，顶部双
层防护，整体喷涂户外粉

掀盖式操作方式，触摸屏与操作
按钮处于最合理的位置

使用西门子变频器，采用了 PID 控
制技术，使得泵站的启动更加顺畅

GP20 系列产品特点

出水口

进水口(自流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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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50系列户外箱式泵站系统

GP50 系列户外箱式泵站系统
内部功能强大，配套全自动反冲洗过滤器，
控制系统先进，可通过配置底阀，使其具备良好的自吸功能，
又可直接使用在市政自来水管道中，
适用于大多数户外灌溉项目。

合理的配置与完善的功能：
GP50	 系列箱式泵站控制系统采用西
门 子 品 牌， 包 括 V20 系 列 变 频 器，
S7-200	Smart 系列的程序控制器和
触摸屏，内部集成全自动反冲洗过滤
器，进水口配置自吸罐或无负压罐。

能适应更加苛刻的使用环境：
箱体为喷塑处理，觉有高效的抗腐蚀性和耐久性，内部水
泵部件和电气部件分隔放置，顶部使用双层隔离顶盖，可
满足大多数用户的需求。

GP50 系列泵站性能图表

整机运转测试：
每一个泵站产品在出厂之前，都会在现场条件下进行完
整 的 性 能 测 试， 以 确 保 每 一 台 泵 站 都 是 合 格 品。 所 有
GREENMAN	品牌的泵站产品提供一年的质保。

GP50 系列产品特点

液晶触摸屏操作界面，用户可方便的通过
面板设定压力、休眠频率等数据，还可以
监控设备多种工作状态，如系统压力，运
行电流，电机转速，以及故障状态等。

精确的压力控制，启动压力逐步给定功能，
根据系统管道压力的变化情况，自动调节
输出流量，满足喷头的正常工作要求，
GREENMAN 泵站配置的喷灌控制软件能
确保喷灌管道的安全运行。

内部配置全自动反冲洗过滤器，可通过压
差变化进行自动冲洗。

配置电动主阀，在非灌溉时间定时关阀，
防止管道漏水而造成泵站的频繁启动。

可直接连接在市政管道上，减压罐上端配
置有进排气阀，保证不会产生负压从而影
响市政供水。

完善的故障防护功能，
系统可检测多种故障：
传感器异常、电源故障报警。
包含断错相、过压欠压。
电机过载、VFD	故障。
电源意外中断等报警状况。

通过配置底阀可实现高度2米内的自吸取水
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配置水上式底阀或水
下式底阀，从而使泵站实现对水资源最大
限度的利用，当水源距离泵站高差超过 2
米以上时，可选配底部提水泵，通过程序
控制对水泵进行联动，从而加大泵站的使
用范围。

采用高精度的不锈钢压力传感器对过滤
器两端进行压差检测，并可在进口端配
置无负压罐或自吸装置。

顶部双层防护，元件与水泵、过滤器完
全隔离。柜内配置了散热风扇，保证了
柜内变频器、电机与其他电器元件不受
高温影响。

泵站内部管路采用不锈钢快速接头，
拆卸十分方便，并配置有进水口液位
检测，保证水泵不会缺水干转。

使用西门子 V20 系列变频器，采用了
PID 控制技术，控制系统集成全自动反
冲洗系统，有效的祛除水中杂质。

安装便捷，功能强大，
足球场、商务小区和
市政灌溉项目最合理的泵站产品

泵站进水管

底阀

选配底部提水泵

河道或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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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集成式泵站/其他定制型泵站

户外集成式泵站
GREENMAN	户外集成式泵站 ,	结构紧凑，外形美观，安装方便，
大大减少泵房的施工成本与对现场环境的破坏，
特别适用于公园、体育草坪与住宅等
中大型的灌溉项目。

采用西门子最新款 S7-1200 系列 PLC， 
并使用 GREENMAN	 灌溉专用控制软
件，触摸屏操作简单，界面清晰。

VFD 驱动泵自动循环功能：控制系统
保证了每一台主泵累计工作时间趋于一
致，使每台泵处于相似的工况状态。

泵站系统集成自动反冲洗过滤控制：将过滤控制与泵站控
制集成为一体，设有定时、压差、流量几种过滤器冲洗信号。

完善的故障防护功能，保护系统正常运行；系统可检测多
种故障：水位过低、流量过大、异常超压、电源相序错、
缺相、超压欠压、电机过载、变频器故障、压力传感器断
线、电源意外中断、过滤器故障等非正常情况下系统会自
动报警。

启动压力逐步给定功能，系统初始启动时，自动慢速将喷
灌系统压力升高至设定的工作压力而不能过快地提高系统
压力，以免发生水锤，防止管道遭受冲击，GREENMAN	
泵站优越的控制系统确保喷灌管道安全运行。

专利的双主传感器冗余结构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设有两
个主压力传感器，系统工作时，会监测两个传感器的状态，
当检测到主传感器出现异常时，可切换至另外的传感器。

产品特点
一体式泵站，可安装在湖边
或渠道附近，无需另外建造
泵房。泵站整体喷涂户外粉，
防护等级达到 IP44，能适用
于大多数户外环境。

泵房四面均设有可自由开合
的柜门，便于观察泵站的使
用情况。内部安装有排风设
备，保证了泵站运行过程中
及时散热。

泵站内部结构紧凑，配置
有专利的补水罐结构与全
自动反冲洗过滤器，运行
时噪音低，振动小。

泵站整体在工厂内进行完整
测试，现场只需安装进出水
管与电源线，顶部可拆卸，
安装过程更加简单。

注：以上流量为单泵流量，如需 2+1 流量可进行累积。 泵房高度为 2200mm, 四周最小操作空间为 1200mm

户外集成式泵站性能图表

GREENMAN 其他定制型泵站

户外集成式泵站特点

配置有砂石网式过滤泵站 高扬程的自吸泵站 电源为太阳能供电的潜水泵泵站

具有离心、砂石和网式
三级过滤的泵站

具有两路进水选择的自吸泵站 小型深井泵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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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MAN 草坪灌溉泵站

泵出口双导向消声止回阀，
降低停泵的噪音

专业定制的欧式手柄蝶阀，
美观耐用

专利的深井泵泵座安装结构

专业定制的自动泄压阀，
确保管道不受水压冲击

专利的填料箱维护结构，
操作简单

专业定制的深井泵泵座结构，
易于观察，方便检修

无孔整体式平台 西门子可编程序控制器 ABB 或西门子变频器

专利的双压力
传感器结构

西门子
低压元器件

ABB 或 ETON
电机保护断路器

ETON 按钮指示灯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13

GREENMAN 泵站
整体通过了 UL 认证

草坪灌溉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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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MAN 泵站控制系统性能 

GREENMAN 泵站是专用于草坪灌溉的泵站 ,
部分特征如下：

完善的故障防护功能，保护系统正常运行；系统
可检测多种故障：水位过低、流量过大、异常超压、
电源相序错、缺相、超压欠压、电机过载、变频
器故障、压力传感器断线、电源意外中断、过滤
器故障等非正常情况下系统会自动报警。

GREENMAN	 泵站采用构造先进的两级滤网电动
机驱动全自动过滤器，先进的构造使滤网的冲洗
做到工作水流方向与冲洗水流方向相反，实现真
正的反冲洗。泵站控制系统集成自动反冲洗过滤
控制：将过滤控制与泵站控制集成为一体，设有
定时、压差、流量几种过滤器冲洗信号；当压差
值或时间达到设定值时，过滤器会自动进行反冲
洗，直到压差值低于设定值，从而确保滤网的安
全、洁净。

启动压力逐步给定功能：草坪喷灌系统对泵站的
要求与市政等其它系统的泵站有根本差别，要求
系统初始启动时，自动慢速将喷灌系统压力升高
至设定的工作压力而不能过快地提高系统压力，
以免发生水锤，防止管道遭受冲击，GREENMAN	
泵站优越的控制系统确保喷灌管道安全运行。

专利的双主传感器冗余结构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设有	2 个主压力传感器，系统工作时，会监测	2	
个传感器的状态，当检测到主传感器出现异常时，
系统自动切换到另一个传感器，并给出报警，不
会中断系统的工作，从而允许管理人员在不停止
供水的情况下，有充足的时间采购及维修。避免
出现传统的单一传感器系统出现故障时，系统无
法探测压力，不能自动运行的麻烦。

VFD 驱动泵自动循环功能：控制系统保证了每一
台主泵累计工作时间趋于一致，使每台泵处于相
似的工况状态。

先进的草坪灌溉泵站控制理念，针对草坪喷灌用水不能中断的要求，
系统具有全自动、二级手动工作模式，最大限度的保证灌溉用水。
完善的系统设计与制造确保系统能够在各种状况下不停止供水。

针对草坪灌溉的用水特点，自主开发的GREENMAN灌溉专用控制
软件，采用西门子S7-1200系列PLC，触摸屏操作简单，界面清晰。

GREENMAN 泵站完善的故障检测系统

电动机过载报警：
当电动机电流超过设定电流时，检测元件发送信号给
PLC，控制系统给出报警并禁止这台电动机运行，但系统
仍然继续供水，同时在显示屏上显示相应的“电动机过载
报警”。这时需查找电动机过载的原因，等故障排除后，
可允许这台电动机重新投入运行。

压力传感器故障报警：
当主压力传感器出现故障或信号线开路时，系统会自动切
换到另一个压力传感器运行。显示屏上显示“主压力传感
器故障报警”。副压力传感器出现故障时，同样会提示报警。
出现这种故障时须查找原因，排除故障。

流量过大报警：
当主泵全部处于满负荷状态运行，如“当前压力”低于“设
定压力”，且差值持续大于 2bar 时，延时 10 分钟系统自
动停机报警，同时在显示屏上显示“流量过大报警”。须按“复
位”按钮进行复位。这个功能通常在主管道破裂的情况下
起作用。

电源超压、缺相、错相报警：
当三相供电电源出现超压、欠压、缺相、错相的故障时，
控制系统会停机报警，同时在显示屏上显示“电源相序保
护报警”。当故障排除后，须按“复位”按钮进行复位，
使系统重新投入运行。

水位过低报警：
当水井中的水位过低时，液位计会触发，控制系统停机并
报警，同时在显示屏上显示“水位过低报警”。当水位恢
复时，系统自动转入运行状态，报警信息需人工清除。

压力上限报警：
当系统压力由于异常原因，超过设定的警戒压力时 , 控制
系统会自动停机报警，同时在显示屏上显示“压力上限报
警”。应查明压力异常的原因，重新使系统投入运行。

变频器故障报警：
当变频器出现故障时，系统会自动停机报警，同时在显示
屏上显示“变频器故障报警”。通过查找变频器故障代码
判断相应的故障原因。等变频器的故障排除后，按“复位”
按钮进行复位。

过滤器故障报警：
当泵站安装有全自动反冲洗过滤器时。如过滤器出现不间
断地进行反冲洗时，系统会自动报警并关闭反冲电动机，
同时会在显示屏上显示“过滤器故障报警”。出现这种情
况可能的原因是过滤网已堵死，需要人工拆洗。当过滤器
的传感器或限位开关出现故障时，也会提示报警。

电源故障报警：
在泵站系统突然停电的情况下，如果再来电，为确保安全，
系统不会自动启动，而会出现报警，这时会在显示屏上出
现“电源故障报警”。这时，必须重新启动系统并手动“复
位”才可运行，防止系统的意外启动。

草坪灌溉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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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MAN 泵站可选配件

Greenman 泵站控制柜可选配威图机柜，
配置水热交换器或机柜空调

可选 GREENMAN 泵站远程监控系统，
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可以通过网络了解到泵站的运行情况。

运行信息自动存储：可通过移动设备查看运行日志	。
故障信息即时传递：发生故障时可通过邮件等方式通知客户。
远程参数可调整：通过设定权限可在互联网端对泵站参数进行调整。
定期维护通知：安装在绿友总部的服务器可统计泵站的使用情况，由工程师给出合理的保养维护计划。																										

可选软起动器后备变频器配置，无论是手动还是自动状
态下，当变频器出现故障时，切换到软起动器替代变频器，
避免电动机工频直接启动对喷灌管道造成冲击。

GREENMAN泵站可配套专用的施肥系统，
根据管道流量的变化自动调节输出浓度，同
时还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制调整水质 PH 值的
注入系统。

可选泵站故障短信通知功能，当泵站检测到异常从而保
护性停泵时，可发送短信通知到管理人员手机，避免了系
统意外停泵时，管理人员不知道而导致草坪缺水的情况。

泵站型号 流量 (m3/h) 扬程 (m) 总功率 (KW) 主泵单台功 (kw) 转速 过滤器型号
GREENMAN-260-85-2+1-200 300-180 70-99 105 45 1460 SHDW-300
GREENMAN-260-94-2+1-200 300-180 77-109 105 45 1460 SHDW-300
GREENMAN-260-102-2+1-200 300-180 84-119 125 55 1460 SHDW-300
GREENMAN-390-85-3+1-250 450-270 70-99 150 45 1460 SHDW-400
GREENMAN-390-94-3+1-250 450-270 77-109 150 45 1460 SHDW-400
GREENMAN-390-102-3+1-250 450-270 84-119 180 55 1460 SHDW-400
GREENMAN-480-80-3+1-250 600-375 66-91 180 55 1460 SHDW-600
GREENMAN-480-92-3+1-250 600-375 76-104 240 75 1460 SHDW-600
GREENMAN-480-104-3+1-250 600-375 85-117 240 75 1460 SHDW-600
GREENMAN-520-85-4+1-250 600-360 70-99 195 45 1460 SHDW-600
GREENMAN-520-94-4+1-250 600-360 77-109 195 45 1460 SHDW-600
GREENMAN-520-102-4+1-250 600-360 84-119 235 55 1460 SHDW-600
GREENMAN-640-80-4+1-250 800-500 66-91 235 55 1460 SHDW-800
GREENMAN-640-92-4+1-250 800-500 76-104 315 75 1460 SHDW-800
GREENMAN-640-104-4+1-250 800-500 85-117 315 75 1460 SHDW-800

GREENMAN 泵站选型表

* 更多型号请咨询绿友当地分公司

GREENMAN - 380 - 86 - 3+1 - 250 - 11018

泵站品牌 流量 扬程 配置 出口管径 生产序号

草坪灌溉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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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站泵房建造注意事项
GREENMAN 泵站根据多年泵站安装的经验，对泵房的建造提出如下注意事项：
泵站地面基础高程的确定：泵站地面高程是根据水源的最高水位来确定的，客户测算水源可能的最高水位，在此高程基础
上再增加 600-800 毫米既是泵房的地面高程。
影响井深及泵长的因素：根据选定的流量和扬程，泵及附属扬水管有一个最小的长度，井深需大于这一长度。考虑到不同
的水源类型，水位的高差变化不同，所以要测算可能的最高水位与最低水位的高程差，这个高程差要加到井深里面。深井
泵的最下端与井底之间需留有空间，作用在于存储沉积的淤泥，尺寸越大，清理井底的周期越长。GREENMAN 泵站推荐
不小于 600 毫米。每一套 GREENMAN 泵站都会附有泵房参考尺寸图，客户要注意确认设计的水位变动允许范围与现场是
否相符。
泵房的设计建造需要预留泵站出水管道以及排污管道的出口，以避免泵房建造好后再重新打洞。
关于泵房的空间高度与检修天窗：考虑到泵的安装与检修，泵房需要具有一定的高度，当球场允许建造较高的泵房时，推
荐不带检修天窗的泵房，因为泵站的维护可能会安排到下雨天泵站允许关机时进行，雨天打开天窗吊装泵会对设备和维修
人员不利。如果泵房高度足够，则无需天窗。若球场对泵房高度有严格限制，则须预留天窗，但必需及时做好防护。

GREENMAN 泵站全自动过滤系统
GREENMAN 泵站控制系统集成全自动反冲洗过滤控制技术。控制系统将过滤器控制与泵站控制集成为一体。若过
滤系统出现异常，如压差异常、反冲洗电动机出现故障、接近开关及行程开关出现故障，都可被系统检测并在显示
屏上显示出来。全自动反冲洗过滤器的工作与泵站的工作协同配合，
这与过滤器独立控制的系统，有着本质的区别。

●	自动冲洗过滤网，清洗滤网时主管道仍然正常供水；
●	具有四种控制模式：压差控制、流量控制、
	 时间控制、手动控制，压差优先，功能齐全；
●	通过集成 PLC 编程控制反冲洗过滤器；
●	结构形式多样，适合现场各种情况的安装，
	 拆卸、维护简单方便；
●	精工制作，严格测试；
●	碳钢外壳，内外表面喷塑防腐，
	 美观大方，使用寿命长；
●	多段组合式 PVC 骨架复合不锈钢过滤网，维护便捷。
	 同时降低运行维护费用；
●	内部采用粗滤、精滤两级过滤，滤网面积大，
	 压力损失小，耐堵能力强。

绿友集团致力于为用户提供一流品质的产品，针对泵站钢结
构所处环境的特点，依据 ISO12994 设计的 C3 级别 3
涂层防腐涂层体系：底漆采用高性能环氧富锌底漆，中涂
采用双组分环氧防腐中间漆，面漆采用双组分丙烯酸聚氨酯
面漆。经实验室测试可满足防腐年限 10-15 年。
GREENMAN 泵站的集水仓、连接管道内壁采用环氧长效
防腐漆，无论你是否能够看到，GREENMAN 泵站都会表
里如一的做好产品质量。

GREENMAN 泵站在生产过程中经过多道检验工序，所
有泵站在出厂前都经过统一的测试程序，包括满功率的水泵
测试、整体泵站运行切换测试、柜内各项报警测试、出口总
流量的校准测试。除提供标准型号的泵站产品外，还可以

根据客户现场的已有的水井、泵房等固定构造定制出
符合现场实际要求的特殊型号的泵站。

GREENMAN 泵站的质量保证

在中国地区已经有超过两百家客户使用了 GREENMAN 泵站
上海F1球场	 	
云南阳光高尔夫
苏州三阳高尔夫球会
无锡太湖国际高尔夫
唐山展耀高尔夫	 	
南京卧龙湖高尔夫
徐州大龙湖高尔夫
东方(武汉)高尔夫	
江西新余仙女湖国际乡村俱乐部
南戴河国际森林俱乐部

广州南沙高尔夫球会
西安秦岭高尔夫	 	
梅州麓湖山国际高尔夫球会
银川怡和生态园高尔夫
广州南湖高尔夫球会
宜昌三峡龙蟠湖	 	
乌海润地高尔夫	 	
包头亚欧高尔夫	 	
湖北五乐台度假区
上海周浦四季花海公园	 	

上海青年高尔夫训练基地
福建莆田妈祖高尔夫
海南美浪湾高尔夫球会
咸阳太伟高尔夫	 	
太原西山高尔夫	 	
海南明日香高尔夫球会	
沈阳北熊高尔夫	 	
巴州民族体育公园	 	
广东河源体育公园	
大众汽车仪征厂区

镇江沙山体育公园
温州三垟湿地公园
福州青口中央公园
京都新世纪高尔夫
珠海长隆海洋王国
福建天福茶园
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
烟台植物园

GREENMAN 全自动恒压变频泵站



* 型号、技术参数及外型因产品设计更新而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绿友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空港C区百盈路8号院			邮编：101301

电话:	010-60442533		传真:	010-60442770

绿友集团销售服务热线 : 400-610-2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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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reenman.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