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ynx® 中央控制系统

只需轻动指尖，所有
喷灌信息应有尽有。  
随时。 随地。



Lynx® 中央控制系统

概述

更好的信息有助于做出
更好的决定

Toro® Lynx® 中央控制系统专为帮您解决每天要面对的独一无二的
挑战以及不断变化的优先事项而开发。  有了 Lynx，现在您在一个
界面即可了解所有重要的喷灌信息，它们拥有统一直观的界面， 
非常便于使用。

易于使用
Lynx® 拥有独特的用户界面，该界面可合并所有必要数据，并直观、简要地显示您需要的信息
（警报、计划内浇灌等信息）。 通过收藏夹菜单，只需按一下鼠标，即可轻松访问您需要的所
有信息。

轻松控制 
Lynx® 可以将来自多个来源的过往、当前和未来球场信息提供到单一、直观的界面，令您可以
采取快速、准确的行动，从而有效控制和管理您的高尔夫球场。

借助 NSN® 可提供全天候支持
Toro 专有的国家支持网络(National Support Network)可安排了解您的需求、经验丰富的服务专
家，提供软件和网络协助。 NSN Connect 可直接连接至该系统，提供即时支持或计划内的数据
备份保护。

轻松设置
Lynx® 的开发实现了快速设置——提供快速、准确的系统设置方式，可准确地将水喷灌到您希
望的地方，并且让您可以随着球场状况的改变进行编辑。

随时随地提供。 
LYNX 让您可以随时随地访问喷灌控制器——简单又安全！ 不论您在家中、路上还是在现场，
都可以访问 LYNX 控制系统（及所有程序、文件及电子邮件）。

欲了解更多，请登录
www.torolynx.com



Lynx 系统可帮助您：
• 实现用水和资源的最佳管理

• 在当天为其他任务节省更多时间
• 尽可能提升高尔夫球场的营运能力和美学效果
• 控制用水、基础设施和人工等项目的费用

“对比安装前后的 12 个月期间，年初至今， 
我们已经节省了 35% 的水量，相当于 702,937 
立方米。Lynx 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们获得了精确的每日 ET 读数，并能够准确地
将水量用在需要的地方。现在的情况可以说前

所未有的好。”
Craig Haldane
高尔夫球场维护总监，酋长高尔夫球俱乐部 (Emirates GC)
迪拜（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Lynx 可让我们无
需过多地考虑喷灌
问题，因为它能高
效地管理需要浇水
的地方。” 
Isaac Kasper 
球场管理人助理  
Minikahda 俱乐部
美国



菜单简洁 

所有类似功能被划分到不
同文件夹下

Lynx® 中央控制系统

使用简单

按区域进行动态的向下钻
取，可按区域或球洞获取
信息

喷灌功能一览 

通过水滴颜色，可以知道
是否将进行喷灌

保存最重要的页面  
只需轻点鼠标，即可访问
所有日常功能

“我发现，能够节省时间的原
因之一，就是能够在家中控制 
Lynx。” 
Brandon Schindele 
高尔夫球场管理人，Edina 乡村俱乐部
美国

“如果您想作出更改，可以轻松
完成，而且可以轻松培训其他员
工如何运行该程序。” 
Jeff Johnson
高尔夫球场管理人，美国 Minikahda 乡村俱乐部



确定喷灌用水量， 
单位是毫米/分钟。

确定您准备在 
当周的哪些天 

打开喷头。

可轻松编辑您的球场地
图或创建您自己的交互

式地图。

想象一下，只需轻动指尖， 
所有喷灌信息应有尽有。 
Lynx： 将轻松与高效推向
全新高度

利用 Turf Guard  
实施智能喷灌

Turf Guard 传感器可帮助
您确定何时进行喷灌， 

以及施用多少水量。

欲了解更多，请登录
www.torolynx.com



轻松设置并定制您的喷灌系统
由于球场经理坚持要求软件应简单易用，因此 Lynx® 中央控制
系统的开发可以实现快速设置和操作。Lynx® 由 Toro 设计，
旨在体现安装者和使用者的意见及偏好。

出色的球场地图编辑和创建
Lynx® 中央控制系统的高级功能令您可以轻松编辑球场地图，或使用
球场的数字图片，创建自己的完全交互式地图。 地图设置非常简单，
且通过 Lynx®，您可以利用地图对喷灌活动进行编程和控制，并且可
立即知晓喷灌系统其它部分发送的操作反馈。

Lynx® 中央控制系统

主要特色

使用任何数字图片作为背景，即可快速创建交互式地图层。 

在地图喷灌层中，可轻松将喷头、分控箱、Turf Guard®  
无线土壤传感器和开关添加、拖放和指定到精确位置。 

根据整个球场区域、具体球洞或个别喷头，可轻松指定预设
或自定义的水喷洒功能。



欲了解更多，请登录
www.torolynx.com

搭配其他系统组件，可实现无与伦比的
喷灌效果
Lynx® 可与其他草坪管理组件搭配，提供无可比拟的喷灌效果，让您
可以访问所需的全部信息，从而支持您的喷灌管理。 Lynx 可以与现
场硬件、泵站、气象站、电气系统、智能手机等等无缝整合，包括 
Toro® Turf Guard® 无线土壤监测系统。

全面的“球场报告”功能
可提供系统状态信息，甚
至手动浇灌活动的相关信
息，从而支持您的计划内
喷灌活动。 

Lynx® 可在每晚浇灌后自
动生成报告，因此一眼即
可快速确认所有喷头的运
行情况。

全面的报告可提高生产力
借助 Lynx 提供的全面报告，可以立即解决任何喷灌问
题，避免球场遭受损失。 . . 或者，Lynx 会告诉您一切按
计划进行，此时您只需继续其他任务即可。



与 Lynx 无缝整合的现场 控制系统

先进的双线控制
双线系统以智能模块替代了分控箱，这些智
能模块安装在喷头旁或喷头上。这些模块全
部通过简单的双芯电缆连接至中央计算机。 
不再使用分控箱和数千米长的电缆，因而简
化了安装过程、提高了美感且降低了成本。

持续的双向通信
实时诊断和电压测试
同类最佳的全方位防雷保护
防止人为破坏和洪涝灾害
利用电缆可扩展系统。

TORO 现场控制系统
Toro 是全球领先的高尔夫球场喷灌
公司，提供一系列现场控制方案

分控箱控制
分控箱系统利用安装在每个球洞上的控制器，操作指定数量的站点。 这些控制
器经过协调，可与中央计算机配合工作，但也可以单独编程，进行自适应和独
立操作。

分控箱系统可提供优异的备份， 
在现场通过面板也可以操作。 
它们独立于计算机系统之外。

基于站点的流量管理： 可减少夜间
浇灌窗口，优化泵流量。 

分控箱升级套件可对老旧的 Toro 
分控箱装置实施极具成本效益的升
级，无需更换整个系统。

有线、双向无线电和寻呼通信选
项，可让安装和维护更加轻松便
捷。

欲了解更多，请登录
www.toro.com



Lynx® 中央控制系统可与 Toro 的现场控制系
统进行无与伦比的整合，令您可以获得所需
的完整信息，帮助您做出喷灌决定。 

“借助 Lynx，可以更好掌控，
只需快速查看一个屏幕，一切
信息都尽收眼底，而且非常容
易操作。”
Rudi Hermans 
高尔夫球场管理人，比利时 Millenium 高尔夫俱乐部

“十分简单易用。使用 Lynx，
只需几分钟就能创建出一个全
新的程序。”
Brandon Schindele
高尔夫球场管理人，Edina 乡村俱乐部
美国



Toro® 现场 控制系统

全新的 INFINITY™ 系列可改善球场质量、同时减轻工作负载、最重要的是、保证球手
能随时使用场地。 喷头维护时间从小时缩短到分钟、为您显著节省成本。 

INFINITY™ 系列高尔夫
球场喷头 精心设计，可应对当今挑战。 

精心设计，可适应未来技术。

Smart Access®
可从顶部接触所有关键组件。

无需挖掘，也不会出现难看的草坪修复痕迹
可定制的喷头码标组件
无埋地电线接头或接地故障
盖子损坏后可更换
无需关闭喷头水源，就可拆除喷头控制导阀
提高工作效率
降低长期拥有成本

防护罩
防护罩可将电线接头与土壤和潜在
接地短路隔开。 无需挖掘，即可进
行系统故障排除与维修！

保障未来
SMART ACCESS 隔室可提供增长空间。  
不论未来怎样，这款喷头都能随时可用。 

SMART ACCESS 隔
室可为解码器模
块和电线接头提
供空间，并提供未
来增长需要的所有
空间。

欲了解更多，请登录
www.toroinfinity.com



FLEX 800™ 
系列 高尔
夫球场喷头

这款高尔夫球场喷头具备 
800S 和 DT 系列的全部效
率、历经考验的功能和优势

仰角角度调节 

24 个喷射仰角角度或双仰角角度，有助于
抗风、避开障碍物或减小半径。

棘轮弹升体 

可轻松快捷地对齐弧度或调整喷洒位置，
以适应季节性需求。

大喷嘴选择 
从 6.0m 至 30.5m，我们可满足您的所有要
求！ 只有 Toro 可为您的系统提供优化灵活
性，以实现最佳的喷洒均匀性。

弧度与全圆型号 

可轻松快捷地对齐弧度或调整喷洒位置，
以适应季节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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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中描述的产品仅用于展示目的。 实际公开销售的产品可能在用途、设计、规定附件和安全功
能上有所差异。 我们保留在不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改进我们的产品并更改相关规格、设计和标配设
备的权利，且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请咨询您的代理商，了解我们的全部保修详情。

Toro 永远都会按照您希望的方式、在您需要的时间、以最好的方式， 
帮助您养护您自己的园林景观，并且，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出色。  

facebook.com/toro.yard
twitter.com/TheToroCompany
youtube.com/ToroCompanyEurop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