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雨鸟让您的球场草坪状况领
先一步
作为唯一一家致力于灌溉的制造商，Rain Bird重新定义高尔夫球景观灌溉含义。 

我们设计每个产品都充分考虑到高尔夫球手和经理所面临的挑战。从升级新技术而无需掏汰现有产品，

到提供即时诊断和调整的持续的双向沟通，雨鸟集成系统让您的球场草坪状况领先于每一个挑战。

“我觉得，特别是使用IC和751系列， 

我们对所需灌溉场地定位更加精准。 
而不只是打开所有开关。我喜欢手轻触

开关那一瞬间到雨帘射程从整圆变扇

形的感觉。”

Blair Kirby | 草坪总监

Admirals Cove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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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鸟制造的优良零件另人中意。

这些部件坚固。耐用。既使使用在每天需要中水灌溉的沙漠地区，

雨鸟喷头也能使用15年。” 

Shawn Emerson | 草坪总监

沙漠山区



高尔夫旋转喷头



雨鸟®旋转喷头

攻坚设计，持久筑造。
雨鸟使用高效喷嘴和防喘振电磁阀将创新技术融入喷头制造。 
受到各地高尔夫球场专业人士的信赖，这些行业领先的喷头提供提供最佳游戏场地表面，高度耐用， 

降低水费，永久兼容。

GBS25™保护

所有雨鸟电磁高尔夫喷头具有坚固

的GBS25电磁阀。 
具有无与伦比的25千伏电涌保护，

内置过滤二级保护免于碎屑干扰

和柱塞捕获，它免除了困扰最强喷

头的最常规的维修

烦恼。

雨鸟 500/550 系列
500/550系列为开球台，果岭及和其他中短投射范围的小区域提供正确

的浇灌覆盖。使用可使喷射水注流速更高水滴更大的喷嘴， 

可切断风力阻挡，可以在短时间内精确地应用水源。

规格 500系列 550系列

半径 28英尺to 47英尺(8.5 米 to 14.3 米) 28英尺to 49英尺(8.5 米 to 14.9 米)

流速
7.25 至to 13.2 加仑/分钟 (0.46 到 0.83 升/秒); 

(1.65 至 3.00 立方米/小时)
7.25 至 13.6 加仑/分钟 (0.46 至 0.86 升/秒);

(1.65 至 3.09 立方米/小时)

角度 全圆，360度 从30度至345度可调节

壳体高度

型号 电磁，集成控制，止溢/液
压：12.0英寸(30.5 厘米) 
B型：9.6英寸 (24.5 厘米)

型号 电磁，集成控制，止溢/液
压：12.0英寸(30.5 厘米) 
B型：9.6英寸 (24.5 厘米)

弹起高度 2.6英寸(6.6厘米) 2.6英寸(6.6厘米)

顶部直径
型号 电磁，集成控制，止溢/液

压：6.25英寸 (15.9厘米)
B型：4.25英寸 (10.8厘米)

型号 电磁，集成控制，止溢/液
压：6.25英寸 (15.9厘米)

B型：4.25英寸 (10.8厘米)

顶级可维修内部组件 是 是

型号

• 500E: 全圆电磁型 

• 500IC: 全圆集成控制型 

• 500S/H: 全圆组合使用止
溢或液压型 

• 500B: 全圆
Seal-A-Matic（隔封）™

• 550E: 扇形电磁

• 550IC: 扇形集成控制型

• 550S/H: 扇形组合使用止
溢或液压

• 550B: 半圆  
Seal-A-Matic（隔封）™

IC SystemTM

雨鸟IC完全控制系统。每一单个转子的集

成控制（IC）系统可精确控制所需灌注区

域，并由于使用创新的随时随地诊断程

序可用最小努力保持最佳条件。 
 

顶级维护性

设计用于节省贵司员工时间， 

雨鸟喷头提供顶级维护的 
角度和压力调节以及易于访问内部

组件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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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系列：28英尺to 47英尺(8.5 米 to 14.3 米)
550系列：28英尺to 49英尺(8.5 米 to 14.9 米)



雨鸟 700/751 系列
为了准确覆盖大部分草坪，700/751系列喷头提供无与伦比的灵活性。 

具有行业领先的喷淋均匀和旋转螺丝调节性能，选择700系列为全圆或

751用于全圆和扇形应用程序。

规格 700系列 751系列

半径 56英尺至79英尺(17.1 米至 24.1米) 35英尺至75英尺(10.7 米至 22.9米)

流速
16.3至 43.9 加仑每分钟 (1.03 至 2.76 升/秒);

(3.70 至9.95立方米/小时)
7.0 至 37.7 加仑每分钟 (0.44 至 2.38 升/秒);

(1.59 至 8.56 立方米/小时)

角度 全圆，360度 全圆 360度， 自30度至345度可调节

壳体高度

型号 电磁，集成控制，止溢/液压： 

12.0英寸(30.5 厘米) 
B型：9.6英寸 (24.5 厘米)

型号 电磁，集成控制，止溢/液压： 

12.0英寸(30.5 厘米)
B型：9.6英寸 (24.5 厘米)

弹起高度 2.6英寸(6.6厘米) 2.6英寸(6.6厘米)

顶部直径
型号 电磁，集成控制，止溢/液压：6.25

英寸 (15.9厘米)
B型：4.25英寸 (10.8厘米)

型号 电磁，集成控制，止溢/液压： 
6.25英寸 (15.9厘米)

B型：4.25英寸 (10.8厘米)

顶级可维修内部组件 是 是

型号

• 700E: 全圆电磁型

• 700IC: 全圆集成控制型

• 700S/H: 全圆组合使用止溢或液压型

• 700B: 全圆隔封™

• 751E: 全圆/扇形电磙

• 751IC: 全圆/扇形集成控制

• 751S/H: 全圆/扇形组合使用止溢或
液压

• 751B: 全圆/扇形隔封™

角度A 第一步
设置原始喷头角度。

整圆 第二步
拧转螺丝至全/扇形调节状态， 

以便设置全圆操作。 
 

 第三步
  旋转喷头至A角或B角度， 

然后置于扇形。 

当需在全圆和扇形之间调节时， 

无需重设角度。

快速调节技术特色的MemoryArc®

角度B

角度A

700系列：56英尺至79英尺(17.1 米至 24.1米)

751系列：35英尺至75英尺(10.7 米至 22.9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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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系列：63英尺至97英尺 (19.2 米至 29.6 米)

950系列：70英尺至92英尺 (21.3 米至 28.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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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您是否为适应发展需要 
或仅想获取更多有限水源， 

快速调节技术让您的员工只需拧转螺

丝便可轻松调节角度。 
MemoryArc保留两个弧度设置， 

所以可以全圆和扇形之间转动调节，

瞬间完成操作。

EAGLE™ 900/950 系列
900/950系列喷头具有最广的投掷范围，为大面积均匀浇灌提供保障。 

900/950高性能喷嘴允许您通过增加水滴尺寸达到更远的距离以提高

效率和覆盖率。

规格 900系列 950系列

半径 63英尺至97英尺 (19.2 米至 29.6 米) 70英尺至92英尺 (21.3 米至 28.0 米)

流速
21.4至57.1加仑每分钟 (1.35 至 3.60 升/秒); 

(4.85 至 12.97 立方米/小时)
19.5 至 59.4 加仑每分钟 (1.23至 3.75 升/秒); 

(4.43 至 13.49 立方米/小时)

角度 全圆，360度 自40度至345度可调节

壳体高度 13.4英寸 (34.0 厘米) 13.4英寸 (34.0 厘米)

弹起高度 2.25英寸 (5.7 厘米) 2.25英寸 (5.7 厘米)

顶部直径 7英寸 (17.8厘米) 7英寸 (17.8厘米)

顶级可维修内部组件 是 是

型号

• 900E: 全圆电磁型

• 900IC: 全圆集成控制型

• 900S/H: 全圆组合使用止溢或液压型

• 950E: 扇形电磁

• 950IC: 扇形集成控制型

• 950S/H: 扇形组合使用止溢或液压

快速调节技术特色的MemoryAr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