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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饲喂机的最全选择
作为优质饲养技术专家，Trioliet提供品种最全的混合饲喂机、饲
喂机器人、自推进式混合饲喂机和固定式混合机。我们为全世界所
有畜牧业者以及各种经营状况提供最佳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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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我们都应给奶牛提供均衡的膳食以保证他
们的健康，让它们处于最佳状态。因此，关注
优秀的混合质量与良好的饲喂管理十分重要。
但这十分花费时间。

实际上，在农场经营中精确饲喂是一件重要但耗时的工

作。Trioliet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饲喂系统能

够让您不费吹灰之力即可为奶牛准备最佳的一餐。仍然不

清楚哪个系统最适合您的需求吗？ 我们可以通过仔细检测

您的个人经营状况为您选择最佳饲喂系统。根据逾65年的

经验，我们知道什么最适合您和您的动物们，并且我们也

有足够的信心表示我们熟知饲喂技术。

清晨

熟悉
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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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每日需要均衡
的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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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许多奶牛场中众所周知的现象，奶牛通过在饲料中

移动他们的鼻子努力找到并选出最美味的食物。这不是

理想的情况。奶农们在最佳饲料配比的选择上花费了大

量的时间，并且奶牛的选择行为可能导致最重要的组分

被留在饲料架的底端。这会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包括

较低的饲喂效率、瘤胃酸中毒和  其它健康问题。所以我

们应如何阻止奶牛在饲料架中挑选它们的饲料呢？ 答案

很简单： 使用最好的混合器。 

奶农Bert Versteeg和他的妻子Anja、儿子Robert一起经

营农场，他们有120头奶牛，60头小牛。去年饲喂顾问告

诉Versteeg可以进一步减少饲喂架中出现的饲喂选择问

题，虽然 平均每头奶牛每天27公斤的产奶量完全足够。

这个一个价值的过程的开端，它为奶牛饲养提供了新思路

与新操作技术。Bert Versteeg表示： “在我看来饲料已

混合均匀，但顾问并不满意。显然，奶牛的选择仍然太多

了。”

预防 饲料选择

通过改变投料顺序和其它因素以确保饲料的均匀混合。现

在Bert Versteeg首先会用牧草填充搅拌车，而不是先装入

浓缩饲料。Versteeg表示： “我首先装入牧草，然后加入

一定比例的玉米。混合15分钟后再加入水和浓缩饲料。” 

先在混合桶中加入优质牧草和一点点玉米可以让两个螺旋

桨更易于处理紧凑型饲料，有助于螺旋刀更轻松地完成工

作。直到牧草被切断并适当分离，更精细的浓缩饲料才被

加进去。Versteeg表示： “全新的物料加入顺序让饲料的

混合更加容易，同时也降低了对牵引力的要求。”

更多故事请查看我们的博客 

www.trioliet.cn

正确的装料 顺序 
很重要

Bert Versteeg | 奶农 

客户案例研究

120 头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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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解决方案
我们的混合饲喂机是在荷兰的奥登兹奥研发和组装的。具有世界领
先的质量与创新性。我们之所以能以提供坚固的机器并延长其服务
寿命而闻名，是有原因的。

贯穿一切是自豪家族
企业文化的强烈意识

当您选择了Trioliet，您就得到了高质量的产品。我们擅长技术创新。我们拥有

超过60份的专利，都言之有物。我们的研发部门由一群在机械工程领域有造诣

的高水平工程师构成。他们与农业部门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意味着我们一直是从

用户的角度来研发产品。新仪器在投产之前都会经过全方位检测。

每天，大约250名员工在荷兰总部、农场中、家里甚至是在国外从事我们的饲料

系统的开发、组装和销售工作。

质量与创新



1312

全球性企业

每天全世界有百万头奶
牛通过我们的仪器饲喂

大约85%的仪器被出口到五十多个国家。在德国、美国、墨

西哥、乌拉圭、智利、沙特阿拉伯、法国、爱尔兰、中国、挪

威、俄罗斯和澳大利亚，你都可以看到Trioliet饲喂机的踪影。

此处罗列的国家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1514

创新 防磨板 
混合饲喂机的混合桶底部桶壁所承受的压力最大。所以我

们用加厚钢板制造混合筒，以保证高水平的耐磨能力。这

个独一无二的防磨板保证了更强的稳定性和更长的使用寿

命。

双螺旋搅拌桨
Trioliet的螺旋搅拌桨很薄，对于混合桶这是最佳比例。借

由这个形状我们可以获得最佳混合效果，即使是小量的饲

料也可以被混合得十分均匀。

 

TRIOFORM螺旋刀
Trioliet螺旋刀的形状也很独特。刀片具有自锐性，同时

刀片的气动设计也可以节省能源。保持螺旋刀处于良好状

态十分重要。锋利的刀片可以保证更好的混合效果并使用

更少的能源。这也保证了更长的使用寿命和并降低能源成

本。因此，您应该定期检查刀片是否仍处于良好状态。刀

片在螺旋搅拌桨的位置对于良好的饲料混合效果也十分重

要。组装的螺旋刀片的位置取决于饲料的组成和混合桶的

类型。

TRIOLIET的一些创新发明：

TU 青贮饲料切割机 
我们今天看到的TU 青贮饲料切割机最早是由Trioliet公

司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研发的。U型的切割结构具有突破

性，它可以同时切碎大量的饲料。这个坚固的青贮饲料切

割机一直是许多农场的得力助手。

“ 双流 ”混合桶
得益于Trioliet混合饲喂机装载2至3个螺旋搅拌桨的创新设

计，根据“ 双流” 原则，饲料在纵向和横向均得到混合。

饲料在双螺旋搅拌桨的特殊结构的作用下被纵向推起，并

在重力的作用下落下。混合桶配备有专利保护的补充嵌

件，所以饲料可以在整个混合桶中横向运动。这个“双流”

原则可以带来完美的混合效果，因此它可以阻止奶牛只挑

选最美味的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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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切割组件
自动加料仪器中的通用切割组件只需要消耗非常少的能

量，并且与其它出料装置相比消耗更少的能量。Trioliet切

割组件还可保留饲料结构，使其保持自然状态（不像研磨

机）。除此之外，青贮饲料墙可在青贮饲料提取之后保持

光滑和密封。这可以阻止氧气进入青贮饲料，从而保持饲

料的质量。

SHIFTTRONIC 
Shifttronic是一个减速箱，它根据负载，基于最优功率要

求自动调整齿轮。这可以防止搅拌饲喂机和牵引机的传动

轴过载，并因此节省柴油（全自动）。

TRIOTRAC
不需要装料器或牵引装置 
用于饲喂

Triotrac是拥有全球最大装载量的自推进式混合饲喂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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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oliet和农场之友基金会联合开展了“租赁一头奶牛”的

项目，致力于改善非洲畜牧业者的生活。通过资助非洲

牧民可以分期付款购买奶牛，这两个组织希望提高非洲

家庭的经济水平。

 
对于非洲牧民而言，奶牛是宝贵的财富。它可以提供牛

奶、饲养和粪肥，是一种经济储备。牛奶是一种高营养食

品，尤其是对于小孩来说，对于他们的饮食这是一种很好

的补充。非洲的奶牛场主要由只有一或两头牛的家庭牧场

构成，和这里不同的是，这些牧场主要由妇女经营。作

为“租赁一头奶牛”计划的一部分 牧民的妻子们借钱租赁怀

孕的母牛，这些钱由农场之友基金会提供。基金会为当地

牧民提供奶牛饲养相关的经验与专家意见，并给他们提供

实现更高牛奶产量的注意事项

除此之外，他们还获得了如何实现自给自足的建议。通

过这个方式，我们在坦桑尼亚已经帮助了2500名牧民。

他们已经实现自给自足，不再需要农场之友基金会的帮

助。Robert Liet，Trioliet主管表示： “我们全力支持这项

计划，希望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并同时帮助这些家庭增

加收入。” 这是一个伟大的项目，通过这个项目我们可以

传递关于饲喂的知识。”

TRIOLIET为非洲家庭 

提供奶牛小额贷款。

绿色标志  

我们设计和生产每一样产品的目的都是为畜牧业者提供

服务。轻松工作、节约时间与能源、保持牧群的健康以

及最佳的混合质量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非常注意环

境和生活条件。对可持续发展  做出重大贡献的产品，被

授予绿色标签质量标志。例如我们的节能Shifttronic减速

箱、Trioliet切割组件或稻草鼓风机上的除尘注水系统。你

可以通过机器上的绿色标签来识别绿标质量标志。

绿色标志

可持续的 商业Trioliet愿意为人类和动
物营造更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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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单单在荷兰就估约有12000头奶牛因为
吃了隐藏在饲料里的垃圾而受伤。另有4000头
奶牛因为创伤性胃炎而死亡。瓦赫宁根大学与
研究中心深入研究垃圾的危害，发现因为创伤
性胃炎，奶农们每年需为奶牛的治疗、死亡和
奶量减产损失大约1400万欧元。*然而，有一个
解决方法许多奶农都没有注意到： 混合饲喂车
中的磁铁。

螺旋搅拌桨上的磁铁
来自荷兰弗里曾芬的Pim Lenferink知道磁铁有助于避免

许多伤害发生。从去年起，他使用Trioliet搅拌饲喂机饲养

135头奶牛，这台混合饲喂机装有螺旋搅拌桨磁铁。

在他的经销商告诉他可以在螺旋搅拌桨上放置磁铁之前，

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个产品。他绝不会后悔购买这台仪器。

他在餐桌上展示了他的“收获”，并挑选出最引人注目的物

件。其中包括了钉子、带刺铁丝和螺丝。但是一些有时难

以确定的金属物品也包含在这些收集物里。有的边缘非常

锐利，并且就像圆珠笔一样长。很明显，这些物件一定会

对奶牛造成伤害。“在一个月内我们就收集到30个物件”

，Pim Lenferink说到。“每天我们都能在磁铁上发现尖锐

的金属物件。我们太吃惊了，所以立即在第二个螺旋搅拌

桨上安装上磁铁。”

预防 创伤性胃炎

鸟类可能是罪魁祸首
这些金属物件进入饲料之中的过程十分神秘。Pim表

示： “它们可能是学生或是过往的司机丢的。但我们也

曾听说过乌鸦会捡起这类物品用以筑巢，但随后又会因

其太重而丢掉。不管原因是什么，这些金属物件的确引

人深思。我之前不知道后果会是什么。

但我难以想象牧民们能在准备青贮饲料的时候把尖锐物

件尽数挑出。毕竟你不知道你忽略了什么。人们常认为

他们可以从牧草青贮饲料中找到尖锐物件，但如果是副

产品、干草和草砖呢？”

Lenferink最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磁铁被一层厚厚的

金属砂覆盖 - 极小的金属颗粒，这些颗粒极有可能是来

自一批购买的浓缩饲料。Pim表示： “这不会立即产生

伤害，但这些颗粒不应在那里。如果没有磁铁，我们不

可能有办法将它找出。这显示了磁铁的重要性。据我所

知，这应该是每个混合饲喂车应具有的标准特性，因为

它可以拯救许多牲畜的痛苦。”

更多故事请查看我们的博客：  

www.trioliet.cn

饲喂机中的磁铁 可预
防 许多牲畜 遭受痛苦

Pim Lenferink | 奶农

客户案例研究

135 头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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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饲喂效率一
样， 饲喂量也对奶

牛的综合健康情况也
有 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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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OLIET混合饲喂机的特性

 独特的带有“ 水平流 ”的混合桶可实现最佳饲料混合效果 | 不对称安装的嵌片也促进了饲料的横向混

合。这将提供最优和均匀混合的饲料和快速、均匀的出料。

 一个大窗口，可以很好看到混合过程

 独特的承重系统 | D三个坚固的称重棒确保最大的稳定性。因为每个称重棒的双重测量，因此所得重量

值具有极高的精确度。这个有照明功能的重量指示器由防撞击和防水外壳有效保护起来

 独特的螺旋搅拌桨轴承 | 混合饲料时，大量的横向力与垂向力作用于螺旋搅拌桨上，尤其是进行牧草打

捆时。螺旋搅拌桨中的大轴距与坚固的顶部可以保证最佳的稳定性和较长的使用寿命。 

 纤细、稳定的螺旋搅拌桨支撑柱 | 螺旋搅拌桨支撑柱由底板下方的底盘直接支撑，因此十分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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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oform螺旋搅拌刀节省能源 | Trioform螺旋搅拌刀的专利形状可减少阻力。这可以节省能源。除此之

外，刀片具有自锐性，并因此在操作中十分耐用。

 特制的焊接螺旋搅拌桨 | 因为重叠构造，这些螺旋搅拌桨更为坚固（更长的使用寿命）。

 双流螺旋搅拌桨可实现更好的饲养 | 纤细的螺旋搅拌桨体与较大的搅拌桨表面积可保证最佳的填充系数和

快速、均匀的混合。两个对称的螺旋搅拌桨叶可保证快速、均匀的饲料排出，即是是小量混合可也实现。

 坚固、稳定的混合桶 | Trioliet的混合桶底部桶壁所承受压力最强。它安装了一个特殊的防磨板。这保证了

更强的稳定性和更长的使用寿命。

 每种稳定性皆适用 | 低而宽的轮胎可实现较低的机器高度。这种车很容易装载并且几乎可以在任何稳定的

地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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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我们的视频：
“我如何选择我的搅拌饲喂机” TRIOLI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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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带有一个、两个或者三个纵向螺旋搅拌桨的混合饲

SOLOMIX 
混合饲喂机

们拥有非常多种类的混合饲喂机。我们的
Solomix系列由超过两千种不同的型号组成。我
们几乎可以确信我们可以为您提供最佳解决方
案。

我们的混合饲喂机有不同的大小，其容量从5到52m3不

等。根据容量的大小，混合饲喂机将会配备一个、两个或

三个的双流螺旋搅拌桨。

配有两个和三个螺旋搅拌桨的机器具有独特的设计，可以

确保饲料在混合桶中横向和纵向传输（既所谓的“双流”原

则）。因此多种饲料组分可以被十分均匀地混合在一起。

您可以从一系列出料部件中挑选：
 B:  横向输送带

 K:  横向输送链

 C:  偏移的弯曲横向输送链 

 S:  可用于饲料槽饲喂的长度可伸缩的横向输送链

 ZK: 出料门

最适合您的容量和出料单位取决于您的农场条件。您的牛

棚大小也非常重要。例如，最窄的搅拌饲喂机2.14米宽，

最矮的搅拌车2.12米高。

选择与偏好
我们提供多样的选择，例如一个牧草鼓风机、一个饲草环

或是一块磁铁。请尽管咨询可选项目。

Solomix 2 Solomix 3

Solomix 1 Solomix P



2928

产品

混合饲喂机可提供一个切割（或自动）装载系统

 
自装载混合饲喂机

我们拥有多种类型的自装载搅拌饲喂机。您可
以从中选择一台带有自动切割或一个固定刀片
的自装载系统。也可以选择一台带有起重板或
装料平台的自装载搅拌饲喂机。

我们的自装载混合饲喂机的提取系统与带有研磨系统的自

装载混合饲喂机相比，耗能更少。并且保留了饲料结构。

 巨大的切割或起重板

 带有自动切割部件或固定刀片的Triomix

 带装料平台的垂直升降平台

自动装载器的优势是不需要附加的装载设备

即可提取和装载青贮饲料。

自装载饲喂机

 
青贮饲料切割饲喂机

不需要混合，但是希望 能高效率地将饲料由青
贮饲料窖中转移到牛棚里？ 如果是这样，我们
的青贮饲料提取机 和排料机是您的最佳选择。

我们的青贮饲料提取机和排料机是紧凑并可自动装载的饲

喂机，并且不会混合饲料。有不同的类型以供选择； 有U

型的切割框架、切割板、起重板和装料平台。这些机器都

很万能，它们有助于饲喂的过程的简单化，并且可以将饲

料从青贮窖中运输到牛棚，且不会有任何泄漏。

您知道Trioliet是U型青贮饲料切割机的发明者吗？

TriomixMasterkam

UKW

Turbobuster Gig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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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特别感谢切割-装载系统

自推进式
混合饲喂机

您在青贮饲料的提取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力
气。这就是为什么保证饲料质量持续稳定也十
分重要的原因。在这里青贮饲料的提取方法非
常重要。

借助自推进式混合饲喂机，例如Smartrac G和T(S)，或

是Triotrac，您不需要装载设备或牵引机用于饲喂。这些

混合饲喂机 装载有切割（或自动）装载系统。Trioliet青

贮饲料提取系统保持饲料结构完整，因此营养物质可以得

到保留，不像研磨系统会完全粉碎饲料的结构。

我们拥有大小介于12到24m3 的装载混合饲喂

机。Triotrac是拥有全球最大装载量的自推进式混合饲喂

机。它每分钟可处理大约1500千克的饲草与3000千克的

玉米。Triotrac的切割-装载系统可在青贮饲料的后面留

下完全笔直的切割面 并能将青贮饲料切割得非常笔直。

这保证了青贮饲料不能加热并且几乎没有牧草损失。装载

系统可用于快速、精准装载所有类型的饲料，包括圆形或

方形的草捆。

如果您认为良好的饲料结构和快速的操作十

分重要，我们 的自推进式混合饲喂机非常适

合您。

Triotrac Triotrac

Smartrac

Smart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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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全自动饲喂系统的最广选择

TRIOMATIC全自动
饲喂系统和饲喂机器人

是否重视精准饲喂、高效率使用时间以及您的
牲畜的幸福呢？ 如果是的，那么Triomatic全
自动饲喂系统是您的理想选择。

拥有4种饲料厨房 和 3种饲喂机器人 可供选择，我们的

产品线中有多达12种的全自动饲喂系统。您可以从悬挂式

或是装有滚轮的饲喂机器人和饲料厨房中选择疏松的块状

草捆或圆形的草捆。一些饲料厨房拥有多达五天的高容纳

量。我们可以通过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是电脑轻易

改变饲喂量。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Triomatic全自动饲喂系统吗？ 

观看顾客使用经验和视频，请访问

www.trioliet.cn

Triomatic T40Triomatic WP 2 300

Triomatic T40 Triomatic T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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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固定式混合饲喂机的容量介于7-52 m3

用于青贮饲料的固定式混合机

固定式混合饲喂机的优势是以电为能源，以减
少能源消耗。

在分布了大面积喂养站的大型农场中，位于农场中心位置

混合饲料并通过传送带输送饲料是非常有利的。

固定式混合饲喂机也同样适用于小型农场，例如，如果您

想要通过输送带系统分发饲料或是饲喂通道中已无空间放

置搅拌车。我们提供容量介于7-52 m3的固定式混合饲喂

机。

在一个固定的位置混合

沼气池投料系统

用于沼气的固定式混合饲喂机

V您认为使用替代能源重要吗？ 若果是的，那
么您有考稳过购买一台沼气装置用于生产能源
吗？

使用替代能源越来越重要。在沼气装置的帮助下，粪肥可

以转化为沼气，而沼气可以用于加热植物或是转化为环保

气体。

借由沼气装置您可以以干净、公认的科学方式实现发电和

供电。我们的纵向混合机非常适合添加固体。我们提供

全套的固定式混合机作为沼气池的供料系统 - 容量介于

10-80 m3之间。

我们的沼气供料系统的容量介

于10-80 m3之间。

Triocot外壳

Solomix 3 STAT Solomix 3 Biogas

Solomix 1 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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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监控您的饲料消耗情况

TFM饲料跟踪管理系统 & 
TRIOTRONIC称重系统

均衡的饲喂量是  健康的牲畜群和高质量、高
价值 产品的秘密。这个技术每天可计算出最佳
饲喂量，就像书面设想的那样。

饲料管理软件比对先前确定的饲喂量与实际输送的饲料

量。通过这些数据，作为一名畜牧业者，您可以直观地看

到区别所在并且了解需要提高的地方。您可以深入了解饲

料和浓缩饲料成本与产量之间的对比。通过这些观察您可

以开始做出战略性调整并更为精准地饲养您的牲畜。这可

以让您每天的饲料成本降低约4%。

饲料的组成、饲喂量、动物的群体和混合饲喂机的信息被

输入到电脑中，这些信息可通过USB或是WiFi与混合车中

的称重电脑交换。

您可以一瞥即知已经被装载的饲料量 

和已饲喂的饲料量 与计划饲喂量的区别。

 

您将因此清楚得知每头牛的干物质摄入量是多少。这也让

您可以在恰当的时间做出调整。我们拥有三种饲料管理

软件。我们为奶农、肉牛牧民和饲料承包商提供定制产品

包。三种产品包均可为控制饲料消耗同时提高饲喂效率和

牛奶产量提供全方位解决方案。TFM Tracker™乳业（奶

牛）软件有基本版和PRO+版本，并且易于升级。

称重系统至关重要

称重系统对于装载正确质量的饲料至关重要。我们的

Triotronic称重系统因所具有的三根称重棒已按最大精度设

计，其中两根安装于轮轴上，另外一根安装在牵引杆上。

称重数据可从混合饲喂机的重量指示器上读取，或是与可

编程的Triotronic 7600T称重电脑组合，通过手机程序或装

载机器舱内的控制室无线读取。 

更精准的饲喂

Triotronic 7600T

Triomaste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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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k Verweij是一名奶农，也是一名奶酪制造
者。
他和他的两位兄弟一起，经营着位于荷兰波尔
斯布鲁克的家族企业。他们的400头奶牛每周生
产大约10000千克的高达奶酪。

当2014年牛棚重建之时，Verweij决定安装全自动饲喂系

统。Cock Verweij表示：“Triomatic系统的容量对我来说

是决定性因素。我们每天需要饲喂奶牛18次，其它品种12

次。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好的饲喂机器人，那么就只能雇佣

更多的人力。即是是这样，我们也无法拥有现在所有的灵

活度。

 在过去，我们每天需使用混合饲喂机饲喂四次，这意味着

我们每天需要花费大约6小时。现在我们只需要填满饲料

厨房。这项工作每周花费我们12小时时间，这其中包括了

青贮饲料工作和调整饲喂量。”

在周末饲喂工作照常进行，不需要任何人监督操

作。Verweij表示： “这让我们变得轻松灵活，因为我们

现在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去做其它事情。而它的其他优势在

于，例如，我们可以轻易地根据天气情况调整饲喂。如果

白天天气非常炎热我们通过设置饲喂时间以减少饲料的供

应。当晚上气温降下来后，便可采用更高的饲喂量或增加

饲喂时间。通过这个方式，我们可以对环境和奶牛的“需

求”做出最佳反应。”

容量和混合质量是 决定性因素 。
好在有更高的饲喂频率和新鲜的饲料，奶牛可从饲料中吸

收更多的营养。更有规律的和有条理的饲喂有助于消化，

并帮助保持奶牛的瘤胃功能正常。牛棚也因此更安静，因

为每天都会饲喂几次牛。“自从引入Triomatic系统，牛棚

变得很安静，并且我们的饲喂效率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机器人混合得出乎意料的好，奶牛无法再从中选择，这为

我们带来了更好的回报。非常感谢这个完美的混合效果，

我们现在所需的浓缩饲料比往常少了许多。”

非常感谢完美的混合效果，我们

现在所需的浓缩饲料量比之前大

大减少了。

Cock Verweij | 奶农、奶酪制造者

客户案例研究

400 头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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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保养

我们的饲喂系统使用频繁，它需
要定期保养。为了可以按您的需
求提供快速服务，我们在全世界
拥有大量的 经销商。他们已准
备好为您提供建议与帮助

在位于奥登兹奥的总部，我们自己的服

务工程师和装配工人为经销商们提供支

持。

中央仓库在这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我们有能力在24小时内在世界各地提供

（备件）零件，无论是从位于荷兰的总

部还是我们位于美国和中国的仓库。我

们的供应商会定期接受培训，因此他们

总是与最新的发展保持同步。全世界的

装配工人和销售人员会来到Trioliet公司

总部进行技术和商业训练。

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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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TRIOLIET

三位‘trio’ Liet兄弟于1950年在皮尔默伦德创立了Trioliet。
仅仅过了65年，我们的家族企业成长为一家全球性企业。

就如您所见，我们是最优饲喂技术的总供应商。每天全世

界有上千头的奶牛通过我们的机器饲喂。在短短的65年

里，我们的家族企业成长为一家全球性企业。我们认为，

为全球的专业农场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牛饲喂工作提供可持

续的最优解决方案是我们的职责所在。这意味着设计新的

解决方案和优化现有技术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有能力

为全世界牧场提供定制解决方案。为此，我们动用了广泛

的产品线。我们希望也能为您服务。   Robert L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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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OLIET销售组织

国家/地区 进口商/销售区域 联系方式 城镇 联系电话 网址 邮箱地址

中國 区域经理中国 冉龙   139 1173 4350 www.trioliet.cn r.long@trioliet.com

荷兰 TRIOLIET BV Harry Kleverkamp   (+31) (0)541-57 21 21 www.trioliet.nl h.kleverkamp@trioliet.com

比利时 瓦隆 Charles Gravez   (+33) 6.81.08.89.94 www.trioliet.nl c.gravez@trioliet.com 
 佛兰德斯 Anton Toonders   (+31) (0) 613137175 www.trioliet.nl a.toonders@trioliet.com

加拿大 TRIOLIET BV Mark Kroese 奥登兹奥 (+31) (0)541-57 21 21 www.trioliet.com m.kroese@trioliet.com

丹麦/挪威/瑞典/芬兰  Robin Hansen 奥登兹奥 (+31) (0)541-57 21 21 www.trioliet.com r.hansen@trioliet.com

德国 TRIOLIET BV Harry Kleverkamp 奥登兹奥 (+31) (0)541-57 21 21 www.trioliet.com h.kleverkamp@trioliet.com

法国 TRIOLIET BV Jarno Reulink 奥登兹奥 (+31) (0)541-57 21 21 www.trioliet.com j.reulink@trioliet.com

希腊 Sylco Hellas K. Syleos S.A.  塞萨洛尼基 (+30) 2310 51 51 22 nikos@sylco.gr

爱尔兰  Padraig O’Kane   (+44) 7850 - 98 94 98 www.trioliet.com p.okane@trioliet.com

意大利 TRIOLIET BV Guillermo Keegan Polpenazze (+39) 392 22 16 980 trioliet.italia@hotmail.it

奥地利  Thomas Fragner Groß-Gerungs (+43) 6645458694  t.fragner@trioliet.com
 （福拉尔贝格州） Björn Fritz 肯普滕市 (+49) 0171 2461322  b.fritz@trioliet.com

波兰 Agromix  梁赞 (+48) 655 388 267 www.agromix.agro.pl office@agromix.agro.pl

葡萄牙 Ausama SA Ricardo Marques   (+34) 964366159  comercial@ausamasl.com

俄罗斯 Kolnag  卡洛姆娜 (+74) 966100383 www.kolnag.ru info@kolnag.ru

西班牙 Ausama SL Moncho Vidal Lopez 西莉达 (+34) 986585726 www.ausama.es comercial@ausamasl.com

美国 TRIOLIET BV Hans Lambers 奥登兹奥 (+31) (0)541-57 21 21 www.trioliet.com h.lambers@trioliet.com

英国 英国南部 Simon Ward   (+44) 7718-47 55 32 www.trioliet.com s.ward@trioliet.com
英国北部 Glen Williams    (+44)-7496 94 92 74 www.trioliet.com g.williams@trioliet.com

亚洲 TRIOLIET BV Mark Kroese 奥登兹奥 (+31) (0)541-57 21 21 www.trioliet.com m.kroese@trioliet.com

大洋洲（澳大利亚/新西兰）  Robin Hansen 奥登兹奥 (+31) (0)541-57 21 21 www.trioliet.com r.hansen@trioliet.com

南美洲 巴西/智利/乌拉圭/
 巴拉圭/阿根廷 Guillermo Keegan   (+39)- 392 22 16 980 www.trioliet.com gkeegan65@gmail.com



Trioliet. 为您制造。

TRIOLIET BV
Kleibultweg 59

NL-7575 BW 奥登兹奥

荷兰人

T (+31) 541 - 57 21 21

F (+31) 541 - 57 21 25

info@trioliet.com

TRIOLI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