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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信息 

 

查找安全符号 

安全警告符号表明存在危及人身安全，必须采

取额外安全预防措施的潜在危险。当您看到此符号

时，务必提高警惕，并且仔细阅读符号后的信息。

除设备设计和配置外，危险控制和事故防范还取决

于设备操作、运输、保养和存放相关人员的认识、

关注、谨慎和适当培训。 

了解信号词 

信号词指定危险严重程度或级别。 

危险，红色安全标志，表示瞬发性危险，如果

不避免，将导致死亡或严重受伤。此信号词仅限于

极端的情形，通常用于出于功能目的而无法防护

的机器部件。 

警告，橙色安全标志，表明潜在的危险，如果

不避免，可能会导致死亡或重伤，包括拆除防护装

置可能面临的危险。它也可能被用于提请注意不安

全的做法。 

小心，黄色安全标志，表明潜在的危险，如果

不避免，可能会导致轻度或中度受伤。它也可能被

用于提请注意不安全的做法。 

准备好应对紧急事件 

▲准备好应对火灾。 

▲手头应该随时备有急救包和灭火器。 

▲在电话旁边保存医生、救护车、医院和消防部门
的紧急电话号码。 

熟悉安全标贴 

▲通读并理解第5页的“安全标贴”。 

▲阅读标贴上提到的所有说明。 

▲保持各种标贴干净。更换损坏、褪色和难以辨认
的标贴。 

 

 

 
 

 

 

 

 
 

 
 

 
 

 

 

 
 
 
 

危险 

警告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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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防护装备 

▲穿上防护服和防护装备。 

▲穿上适于工作的服装和装备。避免穿着宽松的衣
服。 

▲长期暴露在很高的噪音中会引起听力损伤或失
聪，所以要戴上合适的听力保护装置（比如耳罩或
耳塞）。 

▲安全操作设备需要集中全部注意力，所以在操作
机器时不要戴娱乐型耳机。 

化学品要妥善搬运。 

农药可能会有危险。使用不当会严重损害人 

员、动植物、土壤和财产。 

▲在3P806NT上不得使用液体处理的种子。 

▲阅读并遵循化学品制造商的说明。 

▲穿上防护服和防护装备。 

▲所有化学品都要小心搬运。 

▲避免吸入由各类化学火灾引起的烟雾。 

▲不得在淡水源周边100英尺（30米）之内进行排
水、冲洗或清洗肥料，也不得在洗车场进行清洗。

▲按化学品制造商的规定存储或处理未使用的化
学品。 

▲正确处理空的化学容器。法规通常要求进行三次
功率漂洗或冲洗，以防止再次使用时容器穿孔。 

避免使用高压流体 

受压泄漏液体能穿透皮肤而引起严重伤害。 

▲在断开液压管路之前通过泄压避免危险。 

▲用一张纸或纸板（而非身体部位）检查有无泄 
漏。 

▲用液压系统工作时请戴上防护手套和安全眼镜
或护目镜。 

▲如果发生意外，立即向熟悉此类损伤的医生寻求
治疗。 

乘车人要躲开机器 

乘车人会挡住操作人员的视线。他们可能会被

外物撞击或从机器上抛出。 

▲决不许儿童操作设备。 

▲操作期间使所有围观者远离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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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安全灯和安全装置 
在公路上行进时，缓慢移动的拖拉机和拖挂农

机可能会造成危险。很难看见它们（尤其在夜里）

。 

▲只要在公路上行驶就要使用闪光警告灯和转向
信号灯。 

▲使用农机配备的灯光和设备。 

安全地运输机器 
农机的 大运输速度为20英里/小时（30公里/

小时）。在一些地形不平的地区要求速度更低。突

然制动会引起牵引载荷滑出并翻倒。 

▲不得超过20英里/小时（30公里/小时）。行驶速
度决不能超过充分控制转向装置和停车所需的速
度。如果条播机没有配备刹车。降低速度。 

▲遵守国家和当地法律。 

▲携带反光标识或旗子，万一在路上抛锚时可以用
它们来标出条播机的位置。 

▲半悬挂农机减轻了转向轮上的重量。 

验证拖拉机正确配重。关注转向牵引不佳的迹象。

 

轮胎不能作为台阶 
不要使用计量轮或提升辅助轮胎作为台阶。轮

胎会在脚下旋转，导致坠落到农机或地面上，可能

会造成严重受伤。 

▲即使将条播机降低到地面上，该计量轮的轮胎也
可能随时与地面接触不稳。在很多条件下，看上去
与地面接触但是却还能灵活转动。 

▲当降下条播机时，升降辅助轮胎可以与地面接触
不稳，甚至不接触地面。 

停机并存储 
▲停放在水平地面上。 

▲用挡块固定条播机。 

▲解开挂钩并将条播机存放在通常孩子不玩耍的
地方。 

轮胎安全性 
换胎可能会有危险，而且应该由经过培训的人

员用正确的工具和设备进行。 

▲给轮胎充气时，要使用夹盘和加长软管，而软管
的长度要确保您可以站在一侧，而不是在轮胎总成
的前方或正上方。使用安全笼架（如果可用）。 

▲在拆装轮子时，要使用足以承载相关重量的搬运
设备。 

 
 
 
 
 
 
 
 
 

 
 
 

 

 

 

小心 

速度 
限值

始终 

为了避免因未固定的运输轮胎受

伤 
不得作为台阶站立或使用轮胎。

轮胎容易旋转时，不得与地面接

触 
818-398C 版本 A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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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安全维护 
▲开始工作之前要理解上述程序。使用合适的工具
和设备。参阅本手册。 

▲在干净、干燥的区域工作。 

▲进行维修前，降低条播机、停稳拖拉机、关闭发
动机并取下钥匙。如果必须升起农机进行维护作
业，使用额定条播机重量的支撑块或千斤顶支架。

▲确保停用所有运动部件并泄放所有系统压力。 

▲让条播机完全冷却。 

▲维修或调整电气系统之前，断开电瓶接地电缆
（ 负极）。 

▲焊接：断开电瓶接地线。避开加热油漆气味。 

▲检查所有零件。确保零件完好并正确安装。 

▲清除累积的润滑脂、油或碎屑。 

▲在操作之前，从条播机上拿走所有工具和未使用
的零件。 

始终保证安全 
在操作之前通读并理解本手册中的说明。阅读

各种标贴上提到的所有说明。 

▲熟悉条播机的所有功能。 

▲仅从驾驶员座椅操作机器。 

▲在拖拉机发动机运转时不要使条播机无人值守。

▲钩挂时，不得站在移动的拖拉机和条播机之间。

▲手脚和衣服要远离电动部件。 

▲穿上合身的衣服，避免和运动部件缠绕在一起。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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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贴标. 
安全反光标识和标贴 

你的农机配备了所有的灯光、安全反光镜和标 
志。它们设计用于帮助您安全操作您的条播机。 

▲阅读并遵循标贴上的指示。 

▲各种灯要保持在工作状态。 

▲保持所有安全标贴干净且清晰可读。 

▲更换所有损坏或缺失的标贴。从您的Great 
Plains经销商处订购新贴标。有关标贴的正确放置
参见本节。 

▲订购新零件或部件时，也要索取相应的安全标
贴。 

 

反光镜：慢速行驶的车辆（SMV） 

818-055C 

 
在升降辅助支撑焊接件的顶部； 

共1个 

请参阅第25页的“运输”。 

 

反光镜： 红色 

838-266C 

 
在升降辅助横管梁的后面，白天反光镜的外侧； 

共2个 

请参阅第25页的“运输”。 

 

反光镜：琥珀色 

838-266C 

 
在行进板末端的侧架上， 

在下前工具杆的前外端； 

共4个 

 

 
 

安装新标贴时： 

1. 把准备放置标贴的区域打扫干净。 

2. 剥掉标贴的背衬。紧压表面，并小心避免在标

贴下产生气泡。 

 
 
 
 

 
 

 
 

 
 
 

请参阅第25页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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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光镜：白天 

838-267C 

 
在升降辅助横管梁的后面，红色反光镜的里面； 

共2个 

请参阅第25页的“运输”。 

 

危险：移动链（可选） 

818-518C 

 
双种子：在种箱端壁外，两个盖子下方; 

共2个 

 

危险：移动链（可选） 

818-518C 

 
原生草：在种箱端壁外，两个盖子下方; 

共2个 

 

危险：移动链（可选） 

818-518C 

 
小颗粒种子：小颗粒种子选配的链罩； 

 
 

 
 

 
 

 
 

共1个 

 

运动的链条危险 
为了防止因运动的链条导致严重受伤 
● 附件缺失，严禁操作 

运动的链条危险 
为了防止因运动的链条导致严重受伤 
● 附件缺失，严禁操作 

运动的链条危险 
为了防止因运动的链条导致严重受伤 
● 附件缺失，严禁操作 

危险 

危险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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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 铰链断裂 

818-590C 

 
在每个铰链的右侧，机架的前面； 

共2个 

请参阅第14页的“拖拉机与条播机连接”。 

 

危险：可能存在的化学品危险： 

838-467C 

 
在小颗粒种箱盖的下面； 

共1个 

请参阅第27页的“装物料”。 

 

警告：速度 

818-337C 

 
在上前横管梁的前面，计量轮的左侧； 

共1个 

请参阅第25页的“运输”。 

 

警告运输锁 

838-057C 

 
在升降辅助安装焊接件的左面上； 

共1个 

818-590C 

 

 
 

 
 

 
 

 
 
 

 

 
 

挤压危险 
为了避免严重受伤或死亡： 

● 不得站在农机和移动的拖拉

机之间。 
● 远离人群

可能的断裂危险 
有些化学物质可能会导致严重烧伤、肺损伤、

甚至死亡。 
为了避免严重受伤或死亡： 
●只能使用本附件中规定的种子。 

●切勿用于计量化学品。 

超速危险 
为了防止严重受伤或死亡： 
不要超过 20 英里/小时的 高运输

速度。这会引起车辆失控和/或机器损

坏。 

818-337c 版本 B

挤压危险 
为了避免严重受伤或死亡，安装运输锁：

● 在进行维护之前。 
● 在调整条播机之前。 
● 在运输之前。 

838057C 修订版

危险 

危险 

警告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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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高压液体 

838-094C 

 
在上前横管梁的前面，铰接装置的左侧； 

共1个 

请参阅第14页的“拖拉机与条播机连接”。 

 

警告： 坠落危险 

838-102C 

 
在梯子的左侧机架上； 

共1个 

请参阅第27页的“装物料”。 

 

警告：手动挤压（可选） 

838-611C 

 
双种子：下盖; 

共1个 

请参阅第27页的“装物料”。 

 

警告：手动挤压（可选） 

838-611C 

 
原生草：下盖; 

共2个 

请参阅第27页的“装物料”。 

 
 

 
 

 
 

高压流体危险 
为了避免严重受伤或死亡： 
● 在调整、修复或断开前，释放系统压力。 
● 查找泄漏时，戴上适当的手部和眼睛保护设施。用木

板或纸板代替手进行检查。 
● 对所有组件进行良好的维护。 

为了避免严重受伤或死亡： 
● 当攀爬梯子或上台阶时，注意您的脚下

台阶。 

挤压危险 
为了防止严重受

伤，请远离运动部

件。 

挤压危险 
为了防止严重受

伤，请远离运动部

件。 

警告 

警告 

警告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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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运动部件 

818-860C 

 
在变速箱上前横管梁的前面； 

共1个 

 

小心：步骤 A 以外的轮胎 

818-398C 

 
在轮胎上方脚轮臂的外表面上； 

共2个 

参见第3页的“轮胎不得用作台阶”。 

 

小心： 一般标记 

818-719C 

 
在上前横管梁的前面，中间偏左位置； 

共1个 

参见第1页的“重要安全信息”。 

 

小心： 轮胎气压和力矩 

838-092C 

 
在每个升降辅助轮的轮圈上； 

共2个 

 
 

 
 

 
 

 

 

 

运动部件的危险 
为了避免严重受伤或死亡： 
● 保持手、脚、头发和衣服远离运动部

件。 

● 不得在运行的机器上站立或攀爬。 

为了避免因未固定的运输轮胎

受伤 
不得作为台阶站立或使用轮胎。

轮胎容易旋转时，不得与地面接

触 

为了避免受伤或死亡： 
●使用前，阅读并理解操作手册。 
●在进行维修、调整、修理或拔出之前，降低设备、停止拖

拉机引擎、设置驻车制动并拔下点火钥匙。 
●不得乘坐在上面。 
●操作期间，远离人群。 
●进行维修前，安全支持和固定该设备。

为避免错误的轮胎气压或车轮螺栓扭矩造

成的人员受伤或设备损坏： 
●轮胎的 大充气压力为 60 磅。 
●车轮螺栓是拧紧力矩为 85 磅-英尺 

警告 

小心 

小心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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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运输锁 

848-339C 

 
在脚轮横管梁的顶面上； 

共2个 
 

为了防止可能的设备损坏： 
运输锁仅能在连接/断开拖拉机时使用。 
在其他情况下使用它们会导致运输中的操

控性受限。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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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Great Plains欢迎您加入其日益壮大的新产品

用户群。. 半悬挂式8英尺免耕条播机是精细设计

并由经验丰富的工人采用优质材料建造的。正确

的组装、保养和安全操作规范可以帮助您在很多

年满意地使用该机器。 

机组描述 
3P806NT是一种拖挂播种农机。本条播机的

工作幅宽是 8英尺（2.5米）。该条播机具有直臂，

和06系列双盘开沟器。开沟器盘片形成苗床，种

子管安装在两个开沟盘之间，将种子播种在犁沟

。开沟盘后的压土轮用于压实犁沟和测量开沟器

播种深度。开沟器体上的T形把手可以对播种深度

进行调整。 

该计量系统有前面的计量轮驱动。播种率通

过调整手柄和和主种子箱的驱动齿轮箱进行设 
置。原生草播种率通过链轮选择进行设置。 

预期用途 

此条播机用于在平整、半平整或稍有起伏的

地面条件下，种植草籽、生产农作物或在现有的

草地上进行播种。 

包括的机型 

本手册适用于Great Plains条播机型号：

3P806NT-1375，15行，7.5英寸（19.1厘米） 

标配的 3P806NT 机型具有一个主种子箱。可以添

加第二个主种子箱（双种子）、化肥箱、原生草和

/或小颗粒种子箱。 

本手册涵盖了当前和以前的 Great Plains 
3P806NT 机型。一些明显的操作差异采用带有系

列号 A1056V-和 A1057V+的标题注明（“ – ”为

“较低”，“+”为“较高”）。 

使用本手册 
本手册使您熟悉相关的安全、装配、操作、

调节、故障排除和保养信息。阅读本手册并遵循

其中的建议有助于确保安全高效的操作。 

 
 

本手册中的信息在印刷时是 新的。可以改

装某些零件以确保顶级性能。 

 

文件族 

151-143M 操作手册（本文档） 

151-143P  3P806NT 零件手册 

151-143B  播种率手册 

 

 
标记经济性（非安全性）风险： 

注意提供有关当前主题信息的关键点。请阅
读并遵守这些说明，以免损坏设备并确保要求的
种植结果。 

注释： 此表列出了有关当前主题或前期可能

误解的有用信息。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本手册中

所用的右侧和左侧是通过面朝使

用中的机器的行驶方向来确定的。 

在一些线条插图中显示了改变的

方向：向上、向后、向左、向下、

向前、向右。 

 

注意 

图 1：A1057V+3P806NT 半悬挂式免

耕条播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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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主协助 
如果您需要客户服务或备件，请联系Great 

Plains经销商。它们有经过培训的人员，还有专为

Great Plains产品设计的备件和设备。 

请参阅图2 

您的机器上的零件经专门设计，只应该用

Great Plains的备件替换。从您的Great Plains经销商

订购配件时经常要用到序列号和型号。系列号板

位于前横管梁的顶部、靠近变速箱的位置。 

把您的条播机型号和序列号记录在这里，以供快

速查阅之用： 

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序列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的Great Plains经销商想让您对自己的新机

器感到满意。如果您不明白本手册的一部分内容

或者不满意得到的服务，请采取以下措施。 

1. 与您的经销店服务经理商议此事。确保他们知

道所有问题，以便可以帮助您。 

2. 如果您仍不满意的话，请找到经销店的所有人

或总经理。 

 
如需更多帮助，请写信给： 

产品支持部 

大平原农机制造公司服务部 

邮政信箱 5060 

Salina， KS 67402-5060 

 
gp_web_cs@greatplainsmfg.com 

785-823-3276 

图 2 
序列号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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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和设置 

 

本节帮助您准备好使用您的拖拉机和条播机。 

交付前设置 
如果该条播机刚刚交付，或分解装运，需要在首

次播种使用前完成本项目： 

● 参见第 78 页的“附录 B - 交付前”。 

您可能还需要安装出厂时未安装的功能、选项和

附件，其中包括： 

● 第 88 页的“硬质合金圆盘刮板安装”。 

● 第 90 页的“重量支架安装” 

● 原生草播种率低位安装，在减少套装的

202-583M 说明书中查找。 

种植前设置 
本节的其余部分涵盖在首次使用条播机之前

需要完成或进行检查的项目。 

安装前检查清单 

1. 阅读并理解第 1 页的“重要安全信息”。 

2. 检查所有工作部件是否可以自由移动，螺栓是

否紧固，开口销是否敲平。 

3. 检查所有黄油嘴是否安装到位且经过润滑。请

参阅第54页的“润滑和定期维护”。 

4. 重新连接因存放而断开的播种管或施肥管。请

参阅第 86 页的“连接各行的计量软管”。 

5. 检查所有安全标贴和反光标识是否定位正确且

清晰可读。如果损坏，请更换。见第 6 页的“安

全贴标”。 

6. 给轮胎充气到建议的压力，并且按规定拧紧轮

子螺栓。请参阅第65页的“附录A - 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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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拖拉机挂接到条播机上 
3P806NT 是一种 II 类 3 点铰接农机，使用 2

点半悬挂模式。 

注释： 拖拉机的 3 点顶部链接不用于运输或

播种作业。全 3 点模式与升降辅助机构不兼容。 

1. 铰接前，拆除拖拉机牵引杆。如果在铰接、升

起或降低操作中与牵引杆接触，将会损坏条播机

计量轮胎或总成。  

2. 如果需要延长铰链，在继续铰接之前，按照“铰

接延长杆安装”的说明，在条播机上安装延长杆

或收回杆。 

 
设备损坏风险： 

Great Plains CPH 、 PFH 或 SSH 配 件 挂 钩 与
3P806NT不兼容。 

 
挤压危险： 

您可能因被压在拖拉机和条播机之间而受重伤或
死亡。不要站在或将您身体的任何部位放在条播
机和移动的拖拉机之间。安装铰接销前，停止拖
拉机发动机并设置驻车制动。 

3. 根据需要提高或降低拖拉机的 3 点提升臂或铰

接延长杆，并将下臂固定在条播机上。不使用上

臂。 

4. 设置拖拉机的 3 点控制为浮动位置。 

 
设备损坏风险： 

直至连接液压和电气连接后，方可提起拖拉机的 3
点提升臂。 

 

 

 

 

 
 

 

 

 

 

 

 

 

 

 
 

 

 

 

 

 

 

 

注意 

危险 

注意 

重要！ 

为防止设备损坏： 
● 在准备挂接农机之前，拆除

拖拉机的牵引杆。 
● 否则，会损坏驱动轮。 

危险 

挤压危险  
为了避免严重受伤或死亡： 
● 不得站在农机和移动的拖拉机之间。

● 远离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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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软管连接装置 

液压软管连接装置（系列号A1057V+） 

在升起条播机之前，用系列号 A1057V+的条

播机连接拖拉机的液压系统。 

3P806NT 条播机的液压系统具有一个单动提

升辅助油缸。（此油缸具有比以前的 A1056V-机型

液压系统所用的双油缸更大的能量。）该油缸用于

提升条播机的后端（拖拉机的 3 点提升臂提起其

前端）。 

请参阅图3 

5. 确定拖拉机可以远程使用该提升辅助机构，并

设置该回路的拉杆至浮动位置（以释放压力）。 

6. 将单提升软管连接到拖拉机远程的延长端口。 

注释： 首次使用之前，采用与拖拉机接头兼

容的 1/2 英寸 NPT 外螺纹软管接头。 

在 NPT 上使用液体管螺纹密封剂（非密封胶

带）。 
1/2 英寸 FNPT 的提升型 QD（快速断开）接头

的零件号为 811-856C。 

给液压装置放气 

当首次加压液压系统时，如果空气进入系统，

必须将其排出，否则提升可能造成两端不平衡。

请参阅第 52 页的“给液压系统放气（系列号

A1057V+）”。 

液压软管连接（系列号A1056V-） 

适用于系列号 A1056V 的条播机， 

请参阅图 4。 

3P806NT 条播机（系列号 A1056V-的机型）

的液压系统具有两个单动提升辅助油缸。这两个

油缸用于提起条播机的后端（拖拉机的 3 点提升

臂提起其前端）。 

 

电气连接 

请参阅图5 

7. 把条播机灯光插头插在拖拉机的电源插座上。 

8. 如果拖拉机3点提升臂恰好提升至提升辅助线

路位置，盘卷或绑好多余的电线，只留出允许条

播机向后倾斜停靠所需长度即可。 

 

 
高压液体危险： 

受压泄漏液体的压力非常高，能穿透皮肤。
加压前要检查所有液压管路和配件从非常小的孔
中泄漏的液体几乎发现不了。使用纸张或纸板（而
非身体部位）并戴厚手套检查有无疑似泄漏。如
果人员受伤，立即寻求熟悉此类受伤的医生进行
治疗。 

 

 

 

警告 

图 3 
条播液压系统 

(系列号A1057V+) 

图 4 
条播液压系统 

(系列号 A1056V-)

图 5 
灯光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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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平条播机 
在典型的播种条件下进行平衡。在坚硬的地

面或路面上，犁刀和开沟器会阻止条播机的调平

。 

9. 如果锁上脚轮旋转锁，收起拉杆并插上销子。

请参阅第 25 页的“运输”。 

10. 提升回路的延长杆用于延长升降辅助油缸。 
请参阅第 20 页的“条播机起 /降（系列号 
A1057V+）”。 

11. 从提升辅助油缸上取下运输锁道。请参阅第

20 页的“条播机升降装置（系列号 A1057V+）”
。 

请参阅图6 

12. 当将条播机降低到地面上时，初步调整拖拉机

的 3 点提升臂，使开沟器管处于地面以上建议的

初始高度。 

13. 驱动轮应处于从顶部向下的第四安装孔内○1

。此为出厂配置。 

注释： 驱动轮轴高度可能需要根据地面条件来进

行调整。请参阅第 34 页。 

14. 从前到后检查机架的水平。如果不水平，用行

程控制垫片调整后侧高度。 

 

 
 

图 6 
初始工作高度 

243/4英寸 

62.9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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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控制垫片（系列号A1057V+） 

（适用于系列号 A1057V+的条播机，对于

A1056V-的条播机，请参见第 18 页） 

条播机后部（降下时）的高度用一组条播机

自带的行程控制垫片（零件号 810-442C）进行调

整。五个周边结合垫片存放在组合长度为 6 1/2 英

寸（165 毫米）的存储杆上。 

请参阅图7和图8中的表格 

15. 从提升辅助焊件储存杆上拆下所需的行程控

制组合垫片，并安装在油缸活塞杆上。这种调整

没有出场建议，因为它取决于所使用的拖拉机。 

注释：如果在起伏地面上进行种植，必须用

拖拉机液压机构手动调整举升辅助气缸，使机器

向后浮动。 

 
 

检查水平 

16. 降低条播机，直到气缸保持在行程控制垫片 
行。请参阅第20页的“条播机起 /降（系列号 
A1057V+）”。 

17. 向前拖动条播机，将犁刀和开沟器放置地下，

并确保提升辅助脚轮处于拖动位置。设置拖拉机

刹车。 

18. 当达到正确的水平时，设置止动、锁定或参照

拖拉机钩挂扩展上的指示，以防止降低到条播机

水平以下。 

19. 从前到后检查框架的水平。如果不水平，用行

程控制垫片调整后侧高度。如果改变了，重新检

查前工具杆高度，并重新调整拖拉机3点提升臂。

重复操作，直到水平。 

堆栈长度 
垫片规格 

1 英寸 11
/4英寸 1½ 英寸 13/4英寸

英寸 毫米 25 毫米 32 毫米 38 毫米 44 毫米

1.00 25 1    

1.25 32  1   

1.50 38   1  

1-75 44    1 

2.00 51 2    

2.25 57 1 1   

2.50 64 1  1  

2.75 70  1 1  

2.75 70 1   1 

3.00 76  1  1 

3.25 S3 2 1   

3.25 S3   1 1 

3.50 89 2  1  

3.75 95 2   1 

3.75 95 1 1 1  

4.00 102 1 1  1 

4.25 10S 1  1 1 

4.60 114  1 1 1 

4.75 121 2 1 1  

5.00 127 2 1  1 

5.25 133 2  1 1 

5.50 140 1 1 1 1 

6.50 165 2 1 1 1 

图 8 

行程控制组合垫片 

图 7 
行程控制垫片（A1057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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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控制垫片（系列号 A1056V-） 

（适用于系列号 A1056V-的条播机，对于系

列号为 A1057V+的条播机，，请参见第 17 页） 

条播机后部（降低时）的高度用条播机自带

的一组行程控制垫片○4 （零件号 810-242C）进行

调整。五个周边结合垫片存放两侧，具有 20 种不

同的组合长度。 

请参阅图7和图7中的表格 

1. 从提升辅助焊件储存杆上取下所需的行程控制

组合垫片，并安装在油缸活塞杆上。这种调整没

有出场建议，因为它取决于所使用的拖拉机。 

检查水平 

 

注释：如果在起伏地面上进行种植，必须用

拖拉机液压机构手动调整举升辅助气缸，使机器

向后浮动。 

 
2. 降低条播机，直到气缸保持在行程控制垫片 
行。 

请参阅第21页的“条播机升降装置（系列号

A1056V-）”。 

3. 向前拖动条播机，将犁刀和开沟器放置地下，

并确保提升辅助脚轮处于拖动位置。设置拖拉机

刹车。 

4. 当达到正确的水平时，设置止动、锁定或参照

拖拉机钩挂扩展上的指示，以防止降低到条播机

水平以下。 

5. 从前到后检查框架的水平。如果不水平，用行

程控制垫片调整后侧高度。如果改变了，重新检

查前工具杆高度，并重新调整拖拉机3点提升臂。

重复操作，直到水平。 

堆栈长度 
垫片规格 

1 英寸 11/4英寸 1½ 英寸 13/4英寸

英寸 毫米 25 毫米 32 毫米 38 毫米 44 毫米

1.00 25 1    

1.25 32  1   

1.50 38   1  

1-75 44    1 

2.00 51 2    

2.25 57 1 1   

2.50 64 1  1  

2.75 70  1 1  

2.75 70 1   1 

3.00 76  1  1 

3.25 S3 2 1   

3.25 S3   1 1 

3.50 89 2  1  

3.75 95 2   1 

3.75 95 1 1 1  

4.00 102 1 1  1 

4.25 10S 1  1 1 

4.60 114  1 1 1 

4.75 121 2 1 1  

5.00 127 2 1  1 

5.25 133 2  1 1 

5.50 140 1 1 1 1 

6.50 165 2 1 1 1 

图 10 

行程控制组合垫片 

 
 
 
 
 
 

a. 如果需要不同数量的垫片来达到边对边平衡，参阅第 50 页“吊环螺栓调节”。

图 9 
行程控制垫片（A1056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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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本节包含了一般操作程序。 

经验、熟悉机器和以下信息将带来高效作业

和良好工作习惯。操作农用机械时要始终保持安

全意识。 

启动前检查清单 

 
高压液体危险： 

受压泄漏液体的压力非常高，能穿透皮肤。
加压前要检查所有液压管路和配件从非常小的孔
中泄漏的液体几乎发现不了。使用纸张或纸板（而
非身体部位）并戴厚手套检查有无疑似泄漏。如
果人员受伤，立即寻求熟悉此类受伤的医生进行
治疗。 

1. 仔细阅读第 1 页开始的“重要安全信息”。 

2. 按照第 54 页“润滑和定期维护”所示，润滑条

播机。 

3. 检查所有轮胎的充气适当。见第 65 页的“轮

胎充气图表”。 

4. 检查所有螺栓、销子和紧固件。扭矩如第 66 页

“扭矩值图表”所示。 

5. 检查条播机有无磨损或损坏的零件。去田间之

前修理或更换零件。 

6. 检查液压软管、管接头和液压缸有无泄漏。去

田间之前修理或更换零件。 

7. 转动每个接地驱动轮，查看驱动系统和仪表都

工作正常且无异物。 

8. 检查脚轮枢轴解锁。 

 
掉落危险： 

当在条播机梯子和行人板上行走时，注意脚下台
阶。 

从条播机上掉落可能导致严重受伤或死亡。 

 

 
 

 

 

 
 

警告 

警告 

为了避免受伤或死亡： 

● 使用前，阅读并理解操作手册。 

● 在进行维修、调整、修理或拔出之前，降低设备、停止拖拉机引擎、设置驻车制动

并拔下点火钥匙。 

● 不得乘坐在上面。 

● 操作期间，远离人群。 

● 进行维修前，安全支持和固定该设备。 

为了避免严重受伤或死亡： 

● 当攀爬条播机梯子和行人板上

行走时，注意脚下台阶。 

警告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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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播升/降装置（系列号A1057V+） 
（适用于系列号A1057V+的条播机，对于

A1056V-，参见第21页） 

依靠前面的拖拉机3点提升臂和后面的液压

升降辅助油缸升高和降低条播机。 

当在耕地上进行播种时，联结和提升电路可

以以任何顺序或同时进行操作。但是二者必须降

低进行种植，并且降下的牵引杆高度必须按照第

16页的步骤14进行设置。 

升起 

1. 充分升高拖拉机的3点提升臂。 

2. 激活提起回路操作杆，完全伸展提升辅助缸。

设置电路至中性。 

 
挤压危险： 

依靠固定在条播机上的中性电路只能进行耕地上
转弯。 为所有其他提起操作、运输、停放、维护
和存放，使用停机位和锁定通道。 

 

运输、停车或存放时提起 

请参阅图11和图12 

3. 如果提起进行种植，从升降辅助缸上取下通道

锁○1 。放在提升辅助焊接件右侧的销孔○2 内。 

4. 安装行程控制垫片○3 ，从升降辅助焊件上的杆

○4 内取出需要的垫片组合并卡在活塞杆○5 的周围

。使用本地开发的垫片组合（见第 17 页）。 

升高进行运输、停车或存放 

请参阅图11和图12 

5. 如果提起来进行运输或存放，设置提升回路至

中性位置保持在提起位置。设置拖拉机驻车制动

并关闭拖拉机。 

6. 从提升辅助油缸上取下行程控制垫片○5 。将垫

片存放在焊接杆○4 上。 

注释：如果 近进行开发或更改，请记下拆除的

组合件。 

7. 在活塞杆上安装通道锁 1。用销子进行固定。 

8. 重新启动拖拉机。缓慢移动升降回路杆将其缩

回，允许对油缸进行锁定（并释放液压系统的压

力）。 

 

 
 

小心 

图 11 
锁定通道（系列号 A1057V+）

图 12 
行程控制垫片（A1057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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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播升/降装置（系列号 A1056V-） 

（适用于系列号A1056V-的条播机，对于

A1057V+，参见第20页） 

依靠前面的拖拉机3点提升臂和后面的液压

升降辅助油缸升高和降低条播机。 

当在耕地上进行播种时，联结和提升电路可

以以任何顺序或同时进行操作。但是二者必须降

低进行种植，并且降下的牵引杆高度必须按照第

16页的步骤14进行设置。 

升起 

1. 充分升高拖拉机的3点提升臂。 

2. 激活提起回路操作杆，完全伸展提升辅助缸。

设置电路至中性。 

 
挤压危险： 

依靠固定在条播机上的中性电路只能进行耕
地上转弯。 为所有其他提起操作、运输、停放、
维护和存放，使用停机位和锁定通道。 

运输、停车或存放时提起 

请参阅图13 

3. 如果提起进行种植，从升降辅助缸上取下通道

锁○1 。将其放在提升辅助立管焊接件内板的销孔

○2 内。 

请参阅图14 

4. 安装行程控制垫片○3 。从升降辅助焊件上的杆

○4 内取出需要的垫片组合并卡在活塞杆○5 的周围

。使用本地开发的垫片组合（见第18页）。 

升高进行运输、停车或存放 

5. 如果提起来进行运输或存放，设置拖拉机驻车

制动并关闭拖拉机。 

请参阅图14 

6. 从升降辅助油缸上取下行程控制垫片○3 。将垫

片保存在焊接杆○4 上。 

注释：如果 近进行开发或更改，请记下拆除的

组合件。 

请参阅图13 

7. 从立管焊接件上取下通道锁○1 ，将其安装在活

塞杆上。用销子进行固定。 

8. 缓慢移动升降回路杆将其缩回，允许对油缸进

行锁定（并释放液压系统的压力）。 

 
 

 
 

 

 

小心 
图 13 

锁定通道（系列号A1057V-） 

图 14 
行程控制垫片（A1056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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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 
提升辅助缸是单作用油缸。移动拖拉机遥控

电路杆将其收回。条播机靠重力落下来。油缸活

塞推动液压油返回至拖拉机的油箱。 

注释： 不要使用浮动降低，或将条播机突然

落下。 

如果从运输、停放或储存中降下来，首先必

须提起条播机，取出锁通道，并安装行程控制垫

片。参见第16页的“调平条播机”。 

1. 慢慢移动升降回路杆将其收回，直到每个提升

辅助缸完全落下来。 

2. 降低拖拉机的3点提升臂到停止位置，挡上或参

照第16页上第14步建立的指标。 

3. 移动升降辅助电路杆至浮动位置。 

4. 如果准备开始播种，设置拖拉机3点铰接装置至

浮动位置（而不是设计或深度控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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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轮枢轴锁（系列号A1057V+） 
（适用于系列号A1057V+的条播机，对于

A1056V-的条播机，参见第24页） 

为了防止拖车运输时，条播机发生侧运动，

提升辅助脚轮可锁定在其完全相反的方向。提升

辅助机构只能在相反位置锁定。 

此功能仅用于拖车运输。不得使用这些用于

半安装拖曳或耕地作业的锁子。 

锁脚轮 

请参阅图15 

1. 铰接条播机时，升高拖拉机的3点提升臂和提升

辅助机构（参见第20页）。安装升降锁通道○1 。 

2. 向后将条播机拉回到拖车地面上。 

注释：在非常窄的拖车地面上，在移动条播机到

拖车之前，可能需要锁定脚轮。确保条播机精确

对准再开始操作，因为插上锁销会大大降低可操

作性。 

3. 在两个脚轮上，将弹簧预压的锁销柱塞○2 提起

并打开 90度。反向移动，在每个锁管下对准后，

将锁销卡入放在脚轮板切口○3 内。 

4. 降低条播机。 

解除脚轮 

请参阅图15 

1. 解锁前钩挂的条播机。 

2. 保持锁销○2 在位，直到条播机从拖车上卸下，

除非该拖车平板有足够的宽度，允许脚轮可以安

全地整圈旋转。 

3. 从锁板孔内取出锁销○2 ，并旋转90度，保持在

解锁位置。 

 

 

 

 

 
 

 
 
 

图 15 

锁定的脚轮枢轴（系列号 A1057V+）

为了防止可能的设备损坏： 
运输锁仅能在连接/断开拖拉机时使用。

在其他情况下使用它们可能会导致运

输过程中操控受限。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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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轮枢轴锁（系列号 A1056V-） 

（适用于系列号A1056V-的条播机，对于

A1057V+的条播机，参见第23页） 

为了防止拖车运输时，条播机发生侧运动，

提升辅助脚轮可锁定在其完全牵引或完全相反的

方向。 

此功能仅用于拖车运输。不得使用这些用于

半安装拖曳或耕地作业的锁子。 

锁脚轮 

请参阅图16 

1. 铰接条播机时，升高拖拉机的3点提升臂和提升

辅助机构（参见第21页）。安装升降锁通道○1 。 

2. 向后将条播机拉回到拖车地面上。 

注释：在非常窄的拖车地面上，在移动条播机到

拖车之前，可能需要锁定脚轮。确保条播机精确

对准再开始操作，因为插上锁销会大大降低可操

作性。 

3. 向前或向后拖动，直到脚轮朝向所希望的方向，

并且锁定板切口○2 对准每个准锁定管○3 的下方 

4. 在左右升降辅助臂上，取下固定销○4 ，允许锁

销○5 落入锁定板切口。 

5. 存放固定销在提升辅助立焊件的锁通道存储孔

○6 内。 

6. 降低条播机。 

解除脚轮 

请参阅图16 

1. 解锁前钩挂的条播机。 

2. 保持锁销在位，直到条播机从拖车上卸下，除

非该拖车平板具有足够的宽度，允许脚轮安全地

进行整圈旋转。 

3. 从存储位置退出保持销○4 。 

4. 从锁板孔内取出锁销○5 。 

5. 对齐锁销孔与上锁管○3 上的孔。用固定销○4
固定锁销。 

 

 

 
 

 

 

 
 
 
 

图 16 

锁定的脚轮枢轴（系列号A1056V-） 

为了防止可能的设备损坏： 
运输锁仅能在连接/断开拖拉机时使用。

在其他情况下使用它们可能会导致运输

过程中操控受限。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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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 
运输说明和建议取决于运输方法。拖拉机牵

引在本页的“半悬挂3点运输”部分中进行说明。 

采用拖车运输在第26页的“拖车运输”部分

进行说明。 

半悬挂3点式运输 

 
失控危险： 

仅采用 3 点牵引用条播机自己的轮胎进行拖
挂。 

其他任何类型的拖挂很有可能导致失控和严
重事故，可能带来受伤或死亡的风险，以及几乎
可以肯定的重大设备损坏。 

在用拖拉机运送前，检查以下项目： 

1. 检查拖拉机足以牵引条播机。 

拖拉机必须具有至少 80 马力（60 千瓦）。 

使用具有充分提升能力是拖拉机，并且要考

虑保持对转向的控制。典型条播机的配置重量参

见下页表格。拖拉机必须有足够的前端重量。 

2. 卸下条播机的箱子。条播机可以带着全部材料

（非原生草等）满箱进行运输，但增加的重量会

增加制动距离并降低操作性。尽可能在运输前将

其拆下。 

3. 完全提起条播机（第 20 页）。 

4. 在提升油缸安装锁定通道（第 20 页）。 

注释：只能在条播机充分提起后，方可固定或拆

除油缸锁。 

5. 检查脚轮锁是否脱开（第 23 页）。 

牢记保持间隙 

请记住，条播机可能比拖拉机更宽。 

留出安全间隙。 

遵守道路交通规则 

公共道路行驶时，遵守所有国家、地区和当

地的安全法规。 

 
 
 

 

 
超速危险： 

用太轻的车辆高速牵引条播机会导致车辆失
控和严重交通事故、人员受伤和死亡。要减少危
险，则：不要超过 20 英里/小时。检查您的拖拉
机上的压载是否足以应付条播机的重量。有关压
载物的要求参见你的拖拉机操作手册。 

 
道路交通事故风险： 

运输过程中的液压缸或拖拉机电路发生故障
会导致条播机突然下降，这可能导致严重的交通
事故、人员受伤或死亡。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在
运送条播机之前，安装油缸锁。 

 
设备损坏风险： 

安装脚轮锁之后，不得牵引条播机车轮。它
们在半悬挂牵引中是不必要的，会显着降低转向
能力。带脚轮锁的拖拉机牵引很可能会导致设备
损坏。如果安装了锁，应将其取下（第23页）。 

 
操作混淆的风险： 

与拖挂型设备相比，具有后部升降辅助轮的
半悬挂式设备在田野里和公路运输中的机动是不
同的。观察转弯和运输时的注意事项。 

 
播种风险： 

不要装有原生草种子箱进行运输。较重的混
合成分会沉在底部，可以防止驱动系统的运行，
并导致不规则的播种率和种子分布。 

 

危险 
警告 

小心 

注意 

注意 

注意 

超速危险 
为了避免严重受伤或死亡： 
高运输速度不得超过20英里/小

时。可能导致车辆失控和/或机器损

坏。 
818-337c版本B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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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 a3P806NT 称重配置 

 
标准条播机

选项（40） 
装有化肥的

条播机 
装有原生草

的条播机 
装有小种子

的条播机 

装有化肥和

小种子的条

播机 

装有原生草

和小种子的

条播机 

所有箱子清空 4054 磅 4269 磅 4386 磅 4166 磅 4340 磅 4500 磅 

1839 千克 1936 千克 1990 千克 1890 千克 1969 千克 2041 千克 

装满主箱和装满肥

料箱（如果有） 

5078 磅 5851 磅 5410 磅 5190 磅 5922 磅 5524 磅 

2303 千克 2654 千克 2454 千克 2354 千克 2686 千克 2506 千克 

带所有空箱重量 
5213 磅 5429 磅 5546 磅 5326 磅 5500 磅 5659 磅 

2365 千克 2462 千克 2516 千克 2416 千克 2495 千克 2567 千克 

装满主箱、配量并装

满肥料（如果有） 

6237 磅 7011 磅 6570 磅 6350 磅 7082 磅 6683 磅 

2829 千克 3180 千克 2980 千克 2880 千克 3212 千克 3032 千克 

 

拖车运输 

 
装载机动的危险 – 在拖车运输条播机进行

装载或卸载机时，请小心规划。后部脚轮可能会
转动并转并迫使条播机脱离拖车。 

▲确保拖车的额定负载。 

▲保证拖车对于负载足够宽。 

▲确保负载正确固定。 

装载拖车 

1. 带有液压遥控器的3点钩挂拖拉机（第15页）。 

2. 升高条播机（第20页）。 

锁定脚轮装载 

3. 认真对齐拖拉机、条播机和拖车，以便： 

a. 后的运动不需要转弯； 

b. 脚轮完全颠倒。 

4. 安装脚轮回转锁销（第 23 页）。 

5. 小心地将条播机倒回到拖车上。 

6. 放下条播机（第 20 页）。 

7. 用货物皮带或链条固定负载。 

 
大平原建议在拖车运输装载之前，锁定脚轮；

并在运输和卸载时保持锁定。这样可以降低可能
导致农机明显损坏的装载和运输事故的风险。 

 
装载不稳定的风险 – 不得在宽度或长度不

足的拖车上进行运输。如果两个脚轮轮胎没有放
在拖车平板上，很少有开沟器会支撑整个条播 
机。负载可能会超出，造成附近人员的严重受伤
或死亡风险附近，并会造成主要设备的损坏。 

 
设备损坏的危险 – 进行任何运动，条播机必

须 3 点铰接在拖拉机上。如果试图没有铰接进行
运动，可能会损坏脚轮或开沟器。遵守所有铰接
注意事项。 

 

卸载拖车 

1. 检查脚轮是否仍然锁定。 

2. 解开货物皮带或链条。 

3. 带有液压遥控器的3点钩挂拖拉机（第15页）。 

4. 在狭窄的拖车上，确认脚轮枢轴摆动旋转仍被

锁定（第 23 页）。 

5. 升高条播机（第20页）。 

6. 小心从拖车上拖下条播机。 

7. 解除脚轮摆动旋转锁（如果锁定，第 23 页）。 

8. 除非到达种植地面，不得打开升降辅助油缸运

输锁（第 20 页）。 

 

 
      
a. 系列号 A1057V+的农机重量是大致近似的，并且根据材料的密度、压土轮选择、附件和用户的修改，有几百磅的差

异。设定每 100 磅套件重量的配重套数字为 10。 

小心 

注意 

危险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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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物料 
装满种子和化肥，条播机的重量会增加1580

磅（718千克）。核实拖拉机工作能力时要把这个

重量算进去。 

装种子时必须挂上条播机。 

因为即使作垄速度完全相等，消耗率也会因

隔室而异，所以要比需要的量稍微多装一些物 
料。 

主种箱装载○1  

1. 检查确认所有排种门的位置都是针对种子粒度

确定的，而不是为清空设定的。请参见播种率手

册中的“定位种子杯活门”。 如果在运输前装种

子，则把它们设定到位置 1（ 小的种子）。 

2. 根据需要，针对计划的行间距装上或拆掉选装

种塞。见第 63页的“导种管塞（小粒种子）” 

如果在运输之前装载并且尚未完成校准，设

置种子速率手柄的0位置在0点，并且在门位置在1
点，在运输过程中种子不会泄漏。 

3. 主种箱盖把手也是一个锁销。它需要支起来，

打开盖子。 

4. 将种子均 地准入所有隔舱。 

为了可能存在的未用箱子的磨损： 

● 拆除小种子箱的 终传动链。 

● 拆除原生草地面驱动链（右轮）。 

装填原生草箱○2  

1. 主种箱盖把手也是一个锁销。它需要支起来，

打开盖子。 

2. 将种子均 地准入所有隔舱。 

装填小粒种箱○3  

1. 如果在运输之前装载并且尚未完成校准，设置

种子速率手柄的0位置在0点，在运输过程中种子

不会发生泄漏。 

2. 如果种子要处理，则要采取所有必要的物料安

全预防措施。 

3. 小种子箱盖用两个外部橡皮锁链进行封闭。将

它们拉起到后面，打开盖子。 

4. 将种子均 地准入所有隔舱。 

5. 要减轻磨损，则从小粒种箱上拆掉主轴驱动 
链。 

装填双种箱 

请参见“主种子箱装载” 。 

 
 
 
 
 

 
执行全部规定材料的安
全防范措施。 

 
 

装肥料 

装满肥料后，条播机重量会增加560磅（255
千克）或更多。核实拖拉机工作能力时要把这个

重量算进去。 

如果可能的话，运输后再装肥。除非施肥率

调节器设置为零，在运输过程中，即使脱开传动

系统，也可能会通过量表发生一些溢出。 

1. 检查清肥门是否关闭，而所有锁扣都牢固。 

2. 如果在运输之前装载并且尚未完成校准，设置

施肥率调节器的0位置在0点，在运输过程中肥料

不会泄漏。 

3. 肥料盖由一个弹簧加载的保险杠保持闭合。轻

轻提起手柄，将其排出。 

4. 把肥料均 地装入肥室。 

5. 为了减少磨损，拆除未使用种子箱的传动链。 

 
 

警告 

图 17 
原生草箱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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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量说明 

种子和化肥播种率设置的详细信息可以在调

整部分中查找，并参照播种率手册的数据。 

每个箱子的播种率设置控制是不同的，但是

彼此独立的。一些箱子有多种控制。 

基本播种率设置可以在种子播种率手册中查

找（零件号151-143B，通常位于条播机前面中心

的手册-Pak™外壳上）。 

对于所有箱子的所有图示流量是近似的。

Great Plains强烈建议对每个种箱进行校准。 

 

 主箱双种子 原生草 小种子 施肥率 

播种率范围   播种率降低 

播种率手柄 播种率旋钮 粗略播种率  驱动类型 驱动类型 

精细播种率  主动/从动 主动/从动 

种杯调整  门手柄    

 

播种深度说明 

标称种植深度的设定与持续保持受多个条播

机可调功能影响，这些功能是相互作用的。从

大到 小的影响分别是： 

请参阅图18 

① 犁刀高度（第16页） 

犁刀耕犁开沟器前面的土壤，通常比开沟器

设置更大的深度。因此，开沟器只需要将其播种

轴打开成V形沟槽。开沟器一般不会比犁刀插入更

深，并且如果太接近犁刀深度可能会导致不均

的播种深度。 

② 开沟器深度（压土轮高度）（第39页） 

在免耕条件下，使用T形把手设置开沟器深度

在犁刀深度附近或之上的任何平面。在松软或传

统耕种的土地上，开沟盘的深度与犁刀深度的相

关性更低。 

③ 单行向下压力（弹簧）（第37页） 

在大多数情况下，出厂弹簧设置足以保证耕

犁土壤内形成一致的沟槽。在极端条件下，犁刀

耕犁在所需的深度，开沟器可能会形成不太一致

的深度。如果不能增加犁刀深度，可以提高开沟

器单行弹簧的向下压力。 

④ 圆盘刀调整（如刀片磨损）（第36页） 

由于刀片磨损时，圆盘刀直径及其接触间隙

会发生变化。如果不调整盘片间距和T形把手设

置，播种深度也将改变（或变得不规则）。通常

情况下，在犁刀高度需要调整之前，盘片需要全

部进行更换。 

 

 

 

 
 
 
 
 
 
 
 

 
开沟器在地里时切勿倒退。 否则可能会损坏或堵
坏开沟器。 

注意 

图 18 

06系列犁刀与分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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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亩计数器操作 
英亩计数器计数轴旋转时的转数 – 在条播

机降下运动或曲柄旋转期间进行计数。当使用全

行、厂定轮胎和轮胎充气压力时，这种仪表进行

了编程，可以显示以英亩数或公顷数表示的转 
数。 

注释： 异常情况和/或非标准行距可以会造成

英亩计数器的计数与种植的实际英亩数的差异。 

正常操作顺序 

注释：英亩计数器可以在条播机校准期间进

行转数计数（虽然仪表必须位于或移到转动的曲

柄上，但是这样对于校准也是有用的）。 

1. 记录在开始种植（和校准之后）的英亩计数器

读数。大的“12345.6”的格式显示，为仪表安装

后的总种植面积。如果显示为空白，请参阅以下

“休眠显示”。 

2. 降下条播机和农具。英亩计数器计数轴的转数，

计算英亩或公顷数，并加到运行总计数内。 

3. 在播种期间（降下条播机并前进），显示空白

（变为休眠），但继续进行面积计数。 

4. 当在转弯、遇到障碍物和运输过程中提起时，

驱动轮停止，仪表计数不再增加（非种植）转 
数。 

5. 只要轴停止旋转，液晶显示器会在30-60秒后激

活，并保持30-45分钟可见。 

6. 在完成种植后，记录 终读数或总数。如果显

示器在读取数据前进入休眠状态，请参阅“休眠

显示”。 

7. 用第6步当前会话显示的总读数减去第1步读取

的读数。 

 

静止显示 

请参阅图20 

为了节省电量，液晶显示屏在大部分时间内

会显示空白。如果你需要在“超时”或进入休眠

状态下阅读显示值： 

● 使用校准曲柄转动传动轴一次； 

● 在显示屏下部区域的任一标志点○1 ，轻轻拍打

或挥动一块磁铁。小心不得划伤窗口。 

当激活后，左下角显示为仪表出厂设置的每

英亩转数。 

 
 
 
 
 
 

 
 

 

图 19 

电子英亩计数器 

图 20 

仪表显示 

大平原制造有限公司 

转数/英亩

Salina Kansas 邮编67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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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作业 
1. 将条播机铰接在合适的拖拉机上（第14页）。 

 
挤压危险： 

您可能因被压在拖拉机和条播机之间而受重伤或
死亡。不要站在或将您身体的任何部位放在条播
机和移动的拖拉机之间。 停止拖拉机发动机并拉
紧驻车制动器。 

2. 如果安装，取下脚轮摆动旋转锁（第23页）。 

3. 充分提起条播机（第20页）。 

4. 旋转计量轮。检查送料杯、种子管和驱动器是

否工作正常、无异物。 

5. 取下提升辅助油缸运输锁并存储在焊件上（第

22页）。 

6. 安装行程控制垫片（第17页）。 

7. 装填材料（第27页）。 

8. 设置播种率手册中规定的初始种子量。 

9. 旋转计量轮充满送料杯。检查开沟器管子的流

动性。 

10. 校准播种率（参见播种率手册）。 

11. 记录初始英亩计数器读数（第29页）。 

12. 向前拉降下条播机，同时设置挂钩和提升辅助

回路为浮动状态，并开始播种。 

13. 当在每行结束进行转弯或其他短半径转弯时，

总是要提起条播机（通过拖拉机3点提升臂和提升

辅助机构）。当着地驱动轮离开地面时，自动停

止播种。 

停放 
当停用条播机36小时或更少时间时，执行以

下步骤。准备长期存放，请参阅“存储”部分。 

1. 将条播机放在一个平坦、稳固的区域。 

2. 降低拖拉机3点提升臂和缩回提升辅助气缸（第

22页），直到条播机防止在地面上。 

3. 设置提升辅助电路为浮动，以释放所有压力。 

4. 从降下来的条播机3点铰接点上拆下销子（不是

从使用的任何铰接连杆前面取下）。 

5. 断开照明线束和任何其它电连接。 

6. 断开升降辅助液压管路。 

 
与拖挂型设备相比，具有后部升降辅助轮的

半悬挂式设备在田野里和公路运输中的机动是不
同的。观察转弯和运输时的注意事项。 

存储 
将条播机存放在孩子不去玩耍的地方。犁刀/

开沟器不得接触地面。 

1. 断开与拖拉机的铰接（第14页）。 

2. 卸下种子箱和肥料箱（46页）。 

3. 彻底清洁种子箱和送料杯内的种子、种子处理

残留物和残留化肥。 

4. 将条播机放在一个平坦、稳固的区域。 如果可

能的话，将条播机存放在车棚下或盖上篷布，确

保寿命更长。 

5. 在犁刀和开沟器盘片下放置一块篷布、托盘或

木板。 

6. 降低拖拉机3点提升臂和缩回提升辅助气缸（第

22页），直到条播机防止在地面上。 

7. 设置提升辅助电路为浮动，以释放所有压力。 

8. 从降下来的拖拉机3点连接上取下销子（使用的

任何延长杆可以留在条播机上）。 

9. 断开照明线束和任何其它电连接。 

10. 断开升降辅助液压管路。 

11. 清除可能会保持水分和造成腐蚀的灰尘和污

物。 

12. 断开开沟器上的种子和化肥软管。允许自由挂

起。 

13. 盖上或堵住种子管以防止昆虫进入。 

14. 润滑并调整所有滚子链。 

15. 特别小心地润滑方孔内送料杯的驱动链轮。 

16. 润滑区域在“润滑和定期维护”中进行说明。 

17. 检查条播机是否存磨损或损坏的部件。在淡季

期间进行维修和维护。 

18. 用喷漆覆盖条播机上的划痕、剥离和磨损区

域，以保护金属。 

19. 如果存放在室外，盖上篷布。 
 

危险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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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 

要充分发挥您的条播机的性能，你需要了解

所有部件的工作情况，而且许多部件使您可以进

行调节，获得 优的田间效果。 

3P806NT具有06系列双盘开沟器，在浮动开

沟器架上装有深度控制压土轮。开沟器体交错排

列，使土壤容易流出。所有开沟器都在一条公共

轴线上转动，当开沟器架沿地面轮廓运行时可以

保持一致的深度。弹簧可为开沟器双圆盘提供开

挖播种沟所需的向下压力。弹簧使开沟器可以浮

动下行进入洼地，也可以浮动上行越过障碍。考

虑到轮胎压痕中的情况，开沟器可以单独调节。 

即使种植条件很少发生变化，由于正常磨损，

一些调整项目也需要定期关注。 

播种率和施肥率 
通过计量轮驱动的开槽送料仪表播种种子。

独立的机构推动进行主要种子、化肥、原生草和

小种子播种。 

主箱播种率通过以下调整进行控制： 

● 左驱动型变速箱杆 

● 种子箱上的播种率手柄（条播机前侧） 

● 排肥杯活门（每个种子管口配备一个） 

双箱种子播种率通过以下调整进行控制： 

● 右驱动型变速箱杆 

● 种子箱上的播种率手柄（条播机后侧） 

● 排肥杯活门（每个种子管口配备一个） 

原生草播种率受到如下控制： 

● 速率降低链轮（参见手册202-583M） 

● 右驱动型变速箱杆（条播机前侧） 

● 原生草种子箱的驱动链轮 

小种子播种率通过小种子箱的播种率手柄进行控

制（条播机后侧） 

施肥率通过肥料箱的施肥率调节器进行控制（条

播机后侧） 

种植深度 
设定标称种植深度并始终如一地达到这一深

度时会受到多种可调的条播机功能的影响，它们

是（从影响 大到影响 小）： 

● 犁刀高度 

● 开沟器深度（压土轮高度） 

● 开沟器下压力 

● 圆盘刀调整（如刀片磨损）。 

 
 

调节 页码 调节影响 

调平条播机   

框架高度（前测） 16 犁刀深度 

提升辅助垫片（后侧） 17 前后框架平衡和一致的播种深度 

吊环螺栓调整  50 两侧的框架平衡 

条播重量调整  34 达到重载免耕条件下的犁刀深度 

设置主箱种子播种率 SRM 主要种子播种率 

设置原生草播种率 SRM 原生草播种率 

小粒种子播种率  SRM 小种子播种率 

设置施肥率  SRM 适用施肥率的精确控制 

行播组件调节  35  

圆盘刀片调节  36 播种深度一致  

开沟器向下压力  37 找平行播组件并且保持轮胎压痕中一致的播种深度 

圆盘刮刀调节  37 播种深度一致  

种子镇压器调节 38 一致的布种和覆盖 

开沟器深度（压土轮高度）  39 播种深度 

SRM播种率设置详见播种率手册，零件号151-143B，通常附在条播机前面的手工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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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刀调整 
请参阅图21 

免耕犁刀○1 直接安装在条播机上每个开沟器

的前面。犁刀切入硬土层，并在土层上犁耕开沟

器的沟槽。安装在条播机框架上的犁刀使得犁刀

的切入深度随着条播机的抬高和降低而变化。 

要设置条播机播种深度，必须： 

1. 通过提高或降低前驱动轮设置犁刀深度（见下

文）。 

2. 检查条播机的前后水平，并重新调整升降辅助

行程控制垫片（第 17 页）。 

3. 用压土轮上的 T 型手柄○2 设置开沟器深度（第

39 页）。 

4. 如果土壤条件需要，通过增加配重提高犁刀的

下压力（第 34 页）。 

犁刀通常下压至止停位置工作，只是偶尔盘

片遇到障碍物时，犁刀弹簧才会压缩。 

如果有必要，调整个别犁刀或开沟器，使轮

胎轨迹运行更深，请参阅第 34 页的“犁刀深度（单

行）”。 

需要切出土壤购彩的犁刀下压力随土壤条件

的不同而不同。增加配重或缩短犁刀弹簧可以增

加犁刀下压力和剪切力。 

犁刀深度（所有行） 

请参阅图22 

通过重新定位轴的位置，提高或降低驱动轮，

以获得正确的犁刀深度。 

● 提高轮组，犁刀更深。 

● 降低轮组，犁刀更浅。 

注释：出厂默认设置为孔○d 。 

注释：不得降低犁刀，来协助穿透坚硬的土

层。相反，应通过增加条播机的配重来增大犁刀

下压力。请参阅第 33 页的“犁刀下压力”。 

 
通常的做法是设置犁刀深度比希望的种植深

度约深 1 英寸。 

 

 

 

 

 

 

 
 
 
 
 

 
 

注意 

图 21 
犁刀 

图 22 
犁刀深度调整 

犁刀深度

孔 英寸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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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刀向下压力 
犁刀的 大下压力取决于： 

● 条播机的空重（第 26 页）； 

● 额外的配重（第 34 页）； 

● 开沟盘消耗的下压力（在 50-150 磅的范围内）； 

● 当前装填的材料重力（种植过程中下降到零）。 

3P806NT 配置通常太轻，而不能在所有行达

到 400 磅的出厂下压力值。右表所示为典型的可

用压力值。如果配重可用，不得增加犁刀弹簧的

压力等级。 

犁刀弹簧长度 
犁刀弹簧预设长度为 10 英寸（25.4 厘米），

弹簧压缩前为犁刀提供 400 磅的初始作用力。此

设置适用于大多数困难的免耕条件。 

在目标作业深度的正常运行中，弹簧完全伸

直或仅存在轻微压缩。他们只在在遇到障碍物和

坚硬土壤时发生短时压缩。 

● 在坚硬的免耕条件下，您可能会发现大部分时

间弹簧受到压缩。这意味着刀片没有达到所需犁

刀深度。如果具有足够的条播机重量，你可以增

大弹簧下压力来进行补偿。 

● 在松软但存在岩石的条件下，出厂设置可能高

于所需设置。通过降低刀片越过障碍物的压力可

以延长刀片的使用寿命。 

要调整犁刀弹簧： 

请参阅图23 

1. 提起条播机并安装运输锁。请参阅第 20 页的

“条播机起/降（系列号 A1057V+）”。 

2. 确定所需的新弹簧长度 1。见右表。 

3. 测量需要改变的当前弹簧长度。如果短于 9 3/4

英寸或者长于 10 1/4 英寸，不得进行进一步调整。 

4. 松开锁紧螺母○2 。 

5.旋转调节螺母○3 ，直到弹簧达到新的长度。拧紧

固定螺母。 

注释： 如果所有的弹簧都连续地压缩，犁刀

可以将条播机提离地面（在接地驱动轮上），导致

低的播播种率和不均 的播种深度。如果需要高

的压力，可能要求框架配重。 

每行的有效犁刀力度 

条播机配置 空载条播机 配备全套配重的条

播机 

标准条播机 161 磅（73 千克） 250 磅 (114 千克)

条播机/带肥料 178 磅 (81 千克) 267 磅 (121 千克)

箱 

条播机/带原生

草箱 
187 磅 (85 千克) 276 磅 (125 千克)

条播机/带小种

子箱 
170 磅 (77 千克) 259 磅 (118 千克)

肥料箱/小种子

箱 
183 磅 (83 千克) 273 磅 (124 千克)

原生草箱/小种

子箱 
196 磅 (89 千克) 285 磅 (129 千克)

32337B 

 

 
 

弹簧长度 ○1  刀片压力 

101⁄2 英寸 (26.7 厘米) 175 磅.（79 千克）  

101⁄4 英寸 (26.0 厘米) 300 磅. (136 千克)  

10 英寸 (25.4 厘米)  400 磅. (181 千克)  

93⁄4 英寸 (24.8 厘米)  525 磅. (238 千克)  

 

 
机器损坏的风险： 

重置犁刀弹簧长度短于 9 3/4 英寸可能导致零
件过早失效，并会导致保修失效。3P806NT 配置
没有足够的配重可以将所有弹簧压缩至短于 9 3/4

英寸。 

 

 

注意 

图 23 
犁刀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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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刀深度（个别行） 
所有犁刀的运行深度通过改变工具杆的高度

同时进行调整。少数犁刀的高度调整可以对于在

轮胎轨迹的行是有用的。 

个别犁刀的调整如下。 

1. 在水平地面上，降下条播机，直到犁刀刚好接

触地面。 

2. 通过调整降低轨迹内的单行所需的量，提起条

播机。 

请参阅图24 

3. 在要调整的每个犁刀上，稍微松开全部六个固

定螺栓（○1 、○2 ）。 

4. 使用橡胶锤，上下敲击弹簧杆○3 ，直到犁刀盘

的底部边缘与地面接触。 

5. 拧紧两个固定螺栓○1 ，直到两个 U 型螺栓牢固

地卡在弹簧杆○3 的边缘上，卡具之间存在小间隙

是正常的。 

6. 拧紧四个 U 型螺栓○2 。 

7. 降下条播机，向前拖动 30 英尺（10 米）。 

8. 检查犁刀刀片与开沟器刀片（沟槽中心线）的

对齐状况。 

条播重量调整 
在坚硬的免耕条件下，或者如果需要增加犁

刀弹簧力，可能需要增加外框架配重（否则更大

的力会将条播机提离地面，导致不可靠的接地驱

动操作）。 

增加重量需要可选的配重套件和用户配置的

拖拉机标准“配重箱”（套件不包括在配重内）。

订购参见第 64 页，安装参见第 90 页。 

该套件包括两个支架。 每个支架 多可接受

5 个 100 磅（45 千克）的配重块。下表显示该套

件可以为每行提供的附加力。 

增加的重量 
每行的附加力 

磅 千克 

2 15 7 

4 31 14 

6 46 21 

8 62 28 

10 77 35 

 

 
 
 

注释： 不得调整所有犁刀的杆高度。使用拖

拉机3点提升臂和前计量轮设置分组犁刀高度（第

16页）。 

 
 

 
 

 

图 24 
框架安装的犁刀高度 

图 25 
增加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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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播组件调节 
参见图 26（该图描述了支持 3P806NT 条播机

使用的所有可选附件[化肥和 Seed-Lok®除外]的
06 系列行单元的均 播种，犁刀不是开沟器总成
的零件，没有显示） 

由前向后，Great Plains 06 系列行单元包括以

下功能（有些可选）： 

1. 圆盘刀片：标配，每个行播组件 2 个。 

双圆盘刀片能开挖垄沟，建立播种床。各垫

片可以对刀片进行调节，使垄沟变得整洁。 

参见第36页的“圆盘刀调整”。 

2. 双下压弹簧： 标配 

可调弹簧为每行机构和附件插入犁刀犁耕的土壤

提供力量。请参阅第 37 页的“开沟器下压力”。 

3. 主箱种子送种管：标配 

无需调整。 

4. 种子镇压器：种子槽（如图所示）标准 

无需调整。如果 Seed-Lok 接头是现场安装，

可能需要缩短槽口。参见第 48 页维护部分的“种

子槽口更换”。 

Seed-Lok 接头固定轮（可选） 

改善了种子与土壤的接触情况。见第 38 页
的“Seed-Lok®锁定”。 

5. 圆盘刮刀：标配 

在粘性土壤中，刮片有助于保持开沟器圆盘

刀的自由作业。标配有槽刮刀。 

请参阅第37页的“圆盘刀调整”。 

选装弹簧加压硬质合金刮刀。订购参见第60
页，安装参见第88页。 

6. 原生草种子箱送种管：选装 

无需调整。 

7. 化肥输送管：选装（未显示） 

无需调整。 

8. 小种子箱种子送种管： 选装 

无需调整。 如果安装肥料箱，小种子通过侧

管输送（未显示）。 

9. 压土轮：标配（任选类型） 

T 型手柄控制压土轮高度和开沟器深度。压土

轮用于覆盖种子沟槽。 

见第 39 页的“开沟器深度（压土轮高度）”
。 

 

 
 
 
 
 
 
 
 
 
 
 
 
 
 
 
 
 
 
 
 

 
行播组件在地里时不要倒退。这样做会造成

严重损坏和行播组件堵塞。 

 

注意 

图 26 

06系列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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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盘刀片调节 
开沟器圆盘角度和交错角度是不能调节的，

但圆盘到圆盘的间距是可以调节的，而当各圆盘

正常磨损时可能需要注意这一点。更换刀片时必

须重置垫片。 

请参阅图 27 

理想的间距会使刀片接触大约 1 英寸。如果

刀片之间可以插入两张纸，它们之间的间隙应为
1/2-1 3/4英寸（1.3-4.4厘米）。 

如果接触面积明显变大或变小（或者根本没

有接触），则需要移动一个或多个间距垫圈对它

进行调节。如果接触面积随刀片旋转而变，则一

个或两个刀片很可能已经弯曲并且需要更换。 

调节圆盘接触情况 

 
尖物危险： 

行机构盘片可能是锋利的。 在这个区域进行
调节时要小心。 

请参阅图28 

1. 提高条播机并锁定升降辅助缸。 

2. 卸下固定开沟器圆盘刀一侧的螺栓○1 。小心地

取出圆盘刀，注意在圆盘刀的内外侧各有多少个

垫片○2 。不得丢失枢轴组件和防尘罩○3 。 

3. 要减小圆盘之间的间距（正常情况），则把一

个间距垫圈从圆盘内侧移到外侧。 

4. 重新组装圆盘，并检查其接触情况。 

 
 

 
 

小心 

图 27 

检查圆盘刀接触 

图 28 

调整圆盘刀垫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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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沟器调整 
开沟器向下压力 

开沟器弹簧为开沟器圆盘刀提供打开种子沟

槽所需的下压力。弹簧使开沟器可以浮动下行进

入洼地，也可以浮动上行越过障碍。 

每个开沟器弹簧可以进行下压力调整。 

当在拖拉机轮胎轨迹内种植时，这是非常有

用的。 

请参阅图29 

要调整压力，取出弹簧底部的“W”卡子。

如果需要更大的压力，放置“W”卡子到更高的

孔内；如果需要更小的压力，将其放入更低的孔

内。 

“W”卡子孔 
增大行的下压力 

磅 千克 

高 +60 +27 

中间 +30 +14 

低 出厂设置 

 
只能针对几行进行这种调整，通常为轮胎轨迹 
内。 

不得在所有行上设置更高的压力。代替使用犁刀
调整（第 32 页）和框架配重调整（第 34 页）。 

调整单行压力之后，重新检查条播机的水平（第
16 页）。 

 

圆盘刮刀调节 
为了保持开沟器圆盘刀自由转动，在圆盘刀

之间的安装去泥刮片，当刀盘旋转时进行清洁。

随着田间条件的变化，可能需要调整刮刀。 

在潮湿的条件下，可能需要降低刮片。如果

开沟器不能自由转动，可能需要升高刮片。 

请参阅图30 

要调整刮片，松开 3/8 英寸的螺栓 1 并根据需

要移动刮片。 

标准刮片如图所示。弹簧预压的硬质合金刮

片可供选择（参见第 60 页）。他们不需要进行调

整。 

 

 
图 29 

开沟器下压力调整 

 
 
 
 

 
 

注意 

图 30 
圆盘刮刀调节 

高压力 

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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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种子管调节（选装） 
请参阅图 31 

在选配小种子箱的条播机上，通过朝前旋转

种子管 1，可以实现更深播种位置。 

只有种子引导机构为活门时，才建议这种播

种方向。如果存在 Keeton®或 Seed-Lok®接头，种

子落在活门上并分散，而不是种植更深。 

 
 
 
 
 
 

Seed-Lok®锁定 
选装 Seed-Lok® 压种轮可提供额外的种子

与土壤接触面积。这些轮子由弹簧加载，不需要

调整。在一些潮湿的粘性条件下，轮子上可能会

积聚泥土。要避免与此相关的问题，您可以锁定

镇压器。 

参照图 32（为清楚起见，显示的是拆下一个开沟
器圆盘的情况——装着圆盘的情况下也可以做到
这一点）。要锁定 Seed-Lok® 压种轮，则： 

1. 把锁定钢丝拉到一边 ①。 

2. 向上拉压种轮辐 ②，并且释放钢丝锁住轮辐。 

 

 
 

图 31 
小种子管 

图 32 
Seed-Lok®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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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沟器深度（压土轮高度） 
附在每个开沟器体上的压土轮可以控制播种

深度。要保持深度一致，可以通过每个开沟器上

的可调挡块向上固定开沟器圆盘底部和压土轮之

间的位置关系。 

压土轮也可以封闭种沟，并轻轻地把土压在

种子上。为实现一致的土壤紧实度，压土轮可以

从正常工作位置自由向下移动。这样开沟器圆盘

即使在遇到障碍或硬土时也可以保持压实动作。 

请参阅图33 

通过调整压土轮的高度设置开沟器播种深 
度。要进行调整，首先轻轻提起条播机，然后在

开沟器顶部抬起并滑动T型手柄。 

● 对于较浅的播种，朝着条播机滑动 T 型手柄。 

● 对于更深的播种，远离条播机滑动 T 型手柄。 

 

 
 

 

 

图 33 
压土轮调整 

深度调整

较浅 

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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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问题 原因 解决方案 

种子间距不均 或机架间距

不均  

过高的耕地速度。  降低耕地上速度。  

种子杯堵塞。 清理种子杯。 

种子管堵塞。 清理种子管。 

开沟器盘片不能自由转动。  请参阅故障排除部分的“开沟器盘片不能自由转

动”。 

地面驱动轮打滑。 检查轮胎气压和框架高度。可能需要在干燥的条

件下进行处理。 

种子杯过宽。 使用更快的驱动速度并将种子杯溜槽关闭至更

窄的位置。  

链条跳齿。 检查链条松弛和磨损。 

泥块堆积在播种接头上。 锁定种子接头（第 38 页）或等待干燥的条件。

不均 的种子深度 过高的耕地速度。  降低耕地上速度。  

种植条件太湿。  等到干燥天气。  

条播机不水平。 重新调整，第 16 页。 

脚轮提起条播机。 设置提升辅助回路为浮动。 

开沟器盘片不能自由转动。 

垃圾或泥块堆积在圆盘刀上。 调整刮刀，参阅第 37 页。  

刮片调整过紧，限制了运动。 调整刮刀，参阅第 37 页。  

损坏的圆盘轴承。  更换圆盘轴承。  

弯曲或扭曲开沟器架。 更换开沟器架。 

种植条件太湿。  等到干燥天气。  

太大的开沟器下压力。 如果开沟器盘片可以用手自由转动，但在耕地里

不转，减少下压力，第 37 页。 

不正确的压土轮调整。  重新调整压土轮，第 39 页。 

实际材料播种率与预期值存

在差异 
错误的框架高度。 检查框架高度（第 16 页）和轮胎（65 页）。 

不当的轮胎尺寸或气压。 检查轮胎尺寸和气压，第 65 页。 

种子杯内种子处理材料堆积。 清理种子杯内的种子处理材料。 

不正确播种率调整。 检查变速箱、链轮、播种率手柄和种子门设置。

如果未校准，进行校准。 

种子破损率高 过高的耕地速度。  降低耕地上速度。  

种子杯溜槽打开过小。 将种子杯打开至更大的位置。 

种子杯门把手打开不够。 将种子杯门手柄打开至更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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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原因 解决方案 

压土轮不能按预期压实土壤 

太湿或成块。 等到干燥天气或重新压实。 

压土轮深度与犁刀深度不匹配。 重新调整压土轮深度，第 39 页。 

开沟器圆盘刀下压力不足。 提高开沟器下压力，第 37 页。 

箱子没有均 清空。  一些箱子在每个隔舱之间的送料杯

数量不同。 
装填比需要更多的材料。重新装填时进行重新分

配。 

主箱种子杯门设置。 根据种子大小，设置所有的门一致。 

安装种子塞。 取下种子塞。 

仪表或管道堵塞。 清除堵塞。 

压土轮或开沟器堵塞 种植条件太湿。  等到干燥天气。  

开沟器下压力过大。 减少开沟器下压力，第 37 页。 

将条播机支在地面上。  清理并检查是否有损坏。 

损坏的圆盘轴承。  更换圆盘轴承。  

刮片磨损或损坏。 更换刮片。 

种子杯链轮锁定或种子杯传

动轴扭曲 
异物卡入一个或多个种子杯链轮。 清理种子杯链轮。使用干净的种子。 

干燥种子杯内的液体杀虫剂。 拆下每个种子杯，清理集结物并刮除转动表面上

的异物。 

犁刀深度不足 没有足够的下压力。 当涉及到几行时，调整犁刀（第 32 页）。影响到

所有行时，增加配重（第 34 页）。 

单行下压力设置太高（减少施加在

犁刀上的配重）。 
将该行下压力降低至标准值（第 37 页）。设置犁

刀更充分地犁耕沟槽（第 32 页）。  

犁刀和条播机过深。 

犁刀设置太深或弹簧力过高。 正确调整，参见第 32 页。 

不正确的压土轮调整。  设置压土轮为较浅的深度。 

在免耕条件下犁刀和开沟器

堵塞 

 条播机与各行保持一个很小的角度。 

小种子箱不能均 排空 
可调隔离器设置不均 。 

移动可调隔离器，为首先流完的区域留出更大的

量。 

链条 
碎片、固定夹 

确保固定夹朝向与链条行进方向相反的方向。参

见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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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原因 解决方案 

英亩计数器不准确 车轮过度打滑。 检查框架高度、轮轴位置、轮胎尺寸和压力。如

果正确，等待干燥条件下进行。 

通过错位。 检查播种通过区域没有留下空隙（低于报告区

域）或造成重叠（高于报告区域）。 

车轮打滑与名义状况不同。 
如果差异是一致的，为该条件确定一个校正因 
子。 

检查英亩计数器是否连接在条播机

上。 
激活显示屏。左下角必须显示 “656.2 转/英亩”

或“1621.5 转/公顷” 。如果不是，联系经销商

。 

英亩计数器电池耗尽。 更换英亩计数器（该装置是密封的，电池不可更

换）。参见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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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和润滑 

 

适当的维修和保养是延长机具寿命的关键。通

过仔细而系统性的检查，您可以避免昂贵的保养，

减少停机时间和修理。 

进行调整或实施保养前总要关闭拖拉机并拔

掉其钥匙。 

 
挤压危险： 

在机具上（特别是在机具下）工作时，始终把
机架垫的足够高。机具掉落挤压可能会造成严重伤
害或死亡。 

 
高压液体危险： 

加压前要检查所有液压管路和配件 

使用纸张或纸板（而非身体部位）并戴厚手套
检查有无疑似泄漏。受压泄漏液体的压力非常高，
能穿透皮肤。从非常小的孔中泄漏的液体几乎发现
不了。如果发生意外情况，立即向熟悉此类伤害的
医生寻求医疗救助。 

条播机用了几个小时以后，检查所有螺栓，确

保其没有松动。 

1. 在条播机上工作之前要可靠地挡住它。 

2. 润滑第54页的“润滑和定期维护”所列出的区

域。 

3. 清理没有上润滑脂的任何接头。 

4. 按第 65 页的“轮胎充气图表”上的规定给轮

胎充气。 

5. 检查液压软管是否有切口、裂纹和老化现象。

检查接头上是否有泄漏迹象。 

6. 更换任何磨损、损坏或难以辨认的安全贴标。

从您的 Great Plains 经销商处订购新贴标。见第 5 
页的“安全贴标”。 

 
 
 
 
 
 

 
 

 
 

警告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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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轮刹车调整 
脚轮刹车调整（系列号A1057V+） 

（适用于系列号A1057V+的条播机，对于系列号

A1056V-，参见第45页） 

请参阅图34 

每个后提升辅助轮有一个独立的脚轮摆动调

节装置。根据耕地条件以及道路运输条件的不同，

进行相应的调整。 

脚轮压板和管： 

该管用作枢轴制动器○1 ，并协助防止在运输

过程中脚轮摆动。 

如果在转弯运输或者在耕地上使用期间脚轮

发生摆动，调整压板螺栓○2 。 

 
 
 
 

请参阅图35 

从螺栓头到焊件顶面的出厂设置均调整为

13/4英寸（4.4厘米），这以测量值是一个起始点，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进行微调。根据条件，

从耕地到公路运输可能需要进行调整。如果更换

过脚轮制动部件，将螺栓返回为出厂设置。 

压盘调整 

1. 松开锁紧螺母○3 。 

2. 顺时针转动螺栓○2 ，直到弹簧完全压缩。 

3. 退出螺栓1/4英寸（6毫米）。 

4. 拧紧固定螺母。 

 
 

 
 
 

图 34 
后脚轮调整 

(系列号A1057V+) 

图 35 
后脚轮调整螺栓 

(左图所示) 

英寸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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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轮刹车调整（系列号 A1056V-） 
（适用于系列号A1056V-的条播机，对于系列

号A1057V+的条播机，参见第44页） 

请参阅图 36 

每个后提升辅助轮有一个独立的脚轮摆动调

节装置。根据耕地条件以及道路运输条件的不同，

进行相应的调整。 

脚轮压板和管： 

该管用作枢轴制动器○1 ，并协助防止在运输

过程中脚轮摆动。 

如果在转弯运输或者在耕地上使用期间脚轮

发生摆动，调整压板螺栓○2 。 

 
 
 
 

请参阅图 37 

从螺栓头到焊件顶面的出厂设置均调整为

13/4英寸（4.4厘米，这以测量值是一个起始点，需

要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进行微调。根据条件，从

耕地到公路运输可能需要进行调整。如果更换过

脚轮制动部件，将螺栓返回为出厂设置。 

 

压盘调整 

1. 松开锁紧螺母○3 。 

2. 顺时针转动螺栓○2 ，直到弹簧完全压缩。 

3. 退出螺栓1/4 英寸（6毫米）。 

4. 拧紧固定螺母。 

 

 
 

 
 
 

图 36 
后脚轮调整 
（左图所示） 

图 37 
后脚轮调整螺栓 
（如右图所示） 

英寸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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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清空 
主箱和双箱检修 

参阅图 38，改图描述了种子杯门把手处于正常操
作位置。 

1. 将要清空的条播机部分的排种量手柄设置到零

位（0）。这会把排种杯链轮移出种道。 

2. 在要清空的每一行或相关的几行下放一块油布

或一只桶。 

3. 在那一行的排种杯处，把门手柄 ① 从定位凹

槽的作用区域里拉出来，并且向下摇到位置 ②。 

4. 打开主种箱，并且用一把小刷子朝设定为清空

状态的排种杯的方向清扫种子。如果种子不能自

由流动，则检查排种杯、软管和导种管内是否有

障碍物。 

5. 如果可以使用吸尘器，用它来去除残留的物 
质。 

没有必要操作仪表驱动轴进行清理。 在排种

量调到零的情况下，排种杯内的任何东西都不移

动；不过，检查各凹槽是否过量磨损和损坏时需

要轴转动。 

设置播种率手柄为100并脱开锁定枢纽。在放

下开沟器接合离合器时，可以用校准曲柄慢慢转

动排种器中间轴，同时另一个人负责从打开的种

箱检查各凹槽。 

原生草箱清空 
如果有合适的真空可用，打开原生草箱盖并

真空排出剩余的种子。 

如果抽真空后仍留有太多的种子，或无法进

行抽真空： 

1. 升起并锁定条播机。在原生草种子箱下放一块

垫布。 

2. 设置原生草（右变速箱）驱动器类型为 4。可

选安装 小的终端从动链轮。 

3. 安装校准曲轴，并打开驱动系统，直到从原生

草管没有种子流出。 

4. 从上面真空抽出任何残留物质。 

 

 
设备损坏风险： 

不建议用水冲洗原生草箱，特别是在使用了
种子润滑材料的情况下。水可能会导致固化残留
物的积聚。混合原生草中使用的填充材料也会存
在问题。 

 

 
 

 

 

 

 

 
 
 
 
 
 
 
 
 
 
 
 
 
 

注意 

图 38 

种子杯清理 

图 39 

原生草箱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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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箱清空 
施肥后，尽快清洁肥料箱。肥料中经常含有

腐蚀性的化学物质。 

请参阅图 40 

用一把小勺或一只小罐从各条播机种箱中尽

可能多地清除肥料。 

清空时会沿种箱的整个长度排放物料。准备

好收集设备。准备好收集设备。 

松开条播机上的所有清空锁扣，并且打开清

空门。 保持门开着，直至冲洗完毕。 

请参阅图 41 

用高压水清洗肥料箱内部。 

关闭清空门之前使条播机种箱干燥。 

小粒种种箱清空 
1. 打开箱盖，并舀出尽可能多的种子。 

2. 回收剩余的种子时要在开沟器处的小粒种子导

管下放一块收集用油布。 

3. 抬起条播机。 

4. 设置播种率手柄为 100。 

5. 旋转校准曲柄或端轮，直至种子不再流出。 

6. 如果有真空吸尘器，则从排种器顶部清除所有

残留种子。 

 

 
 

 
 
 

 

圆盘维护 
犁刀和开沟器盘片在正常工作中会发生磨

损，直径变小。定期检查盘片直径，并在低于建

议的极限值时，进行更换。盘片也可能由于不正

常的地段危害而发生变形、或弯曲凹陷。立即更

换损坏的盘片。 

开沟器圆盘更换 

重新定位的垫片不再能使两个刀片按照第 36
页上推荐的“圆盘刀调整”形成接触时，更换 15
英寸（38.1 厘米）的开沟器盘片。  

新盘片或盘片总成的型号，请查阅更新的

零件手册。 

犁刀圆盘更换 

当调节条播机水平变得困难时，更换 17 英寸

（43.2 厘米）犁刀刀片。需要标记刀片更换的两

个标志为： 

● 犁刀高度调整等级使用 低的轴孔（32 页）。 

● 犁刀叶片直径接近或低于 15 英寸（38.1 厘米）

。 

更换和替代犁刀刀片，参见第 59 页。 

图 40 
肥料清理拉链 

图 41 
肥料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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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条保养 
开始使用条播机10小时后，首次检查传动 

链。因为需要就位，所以新链条容易变得更松。

此后，每100小时检查一次该链条。 

在受潮的任何时间内，或在种植季节结束进

行存放时，润滑该链条。 

 

链条松紧度 

参照图 42。在该图中，为清楚起见，极大地夸大
了松弛程度，并且省去了张紧轮。 

1. 测量允许的松弛度○1 ： 

确定每根链条上跨距 长的地方（通常是没

有穿过张紧轮的跨距）。 

2. 确定理想的松弛度： 

长链（超过 36 英寸/91 厘米。）： 
1/4 英寸 每英尺 (21 毫米/米) 

垂直的短链条： 
1/4 英寸 每英尺 (21 毫米/米) 

水平的短链条： 
1/2 英寸 每英尺 (42 毫米/米) 

3. 测量当前的松弛度○2 ： 

在链条跨度的中心位置上垂直于链条作用一

个力，链条向两个方向上偏斜。 则松弛度就是移

动的距离。 

4. 调节张紧轮，达到理想的松弛度。 

每次装链条时都要确保可拆卸链节上的夹子

的方位使突出物 少。 

请参考图 43（箭头表示链条方向） 

安装夹子，开口端朝向远离链条运动方向（在

链条传动图上用灰色或条纹箭头指示）。 

 

排种活门更换 

当前的条播机型活门 

请参阅图44 

要更换排种活门○1 ，用尖嘴钳或类似工具夹

住活门的“T”型顶面。向上拉从金属托架○2 取出

活门。 

将新的排种活门○1 插入金属托架○2 ，直到活

门卡入支架顶部的“T”型顶面位置。 

如果还安装一个种子导流装置，可能需要缩

短活门。 

 

 
 

 

 

 

 

 

 

 

 
 

 
 

 

图 42 

测量链条松紧度 

图 43 

链夹方向 

图 44 

排种管活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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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式的条播机型活门 

请参阅图45 

要更换排种活门○1 ，使用尖嘴钳或类似工具

夹住压片○2 。从金属支架○3 上向下拉出塑料种子

导 
板。 

通过金属托架○3 推入新的排种活门○1 ，直到

压片○2 卡住排种活门。 

 

 
 

图 45 

排种管活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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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环螺栓调整 
吊环螺栓调整（系列号A1057V+） 

（适用于系列号 A1057V+ 的条播机，对于

A1056V-的条播机，参见第 51 页） 

请参阅图 46 

有时可能需要进行调整，使吊环螺栓处于提升辅

助焊件的顶部，例如： 

● 下降位置太高，甚至在活塞杆上没有垫片。 

要进行调整： 

1. 确定条播机高度需要如何改变。 

2. 3点挂接条播机到拖拉机上（第14页）。升高条

播机，并将后工具杆支持在千斤顶上。 

3. 松开锁紧螺母○1 。 

4. 旋转调节螺母○2 （在焊接件顶端面，图中不可

见）来改变所需的高度量。○3  向下移动吊环螺栓

提高高度。提高吊环螺栓来降低高度。 

5. 拧紧固定螺母。 

6. 降低条播机并检查设置。 

吊环螺栓的出厂设置为： 

○4 3 1/2英寸（88.9毫米） 

 

 
 

 

图 46 
提升辅助吊环螺栓（A1057V+） 

3.5 英寸 (88.9 毫米)

警告 
碰撞危险。

为了避免严重受伤或死亡，安装运输锁：

● 在进行维修之外。 
● 在调整条播机之前。 
● 在运输之前。 

838-057c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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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环螺栓调整（系列号A1056V-） 
（适用于系列号A1056V-与系列号A1057V+

的条播机，参见第50页） 

请参阅图47 

有时可能需要进行调整，使吊环螺栓处于提

升辅助焊件的顶部，例如： 

● 条播机两侧不水平，或者； 

● 下降位置太高，甚至在活塞杆上没有垫片。 

要检查两侧的水平： 

1. 将条播机移动到平坦地面上，混凝土路面是理

想的。 

2. 升起条播机。安装提升辅助锁通道。 

3. 完全降低提升辅助回路。降低拖拉机的 3 点提

升臂，足以保持条播机的前后水平（并保持开沟

器离开地面）。 

4. 测量从地面到行人板后角之间的距离。如果这

些测试值误差不在 1/8-
1/4英寸（5 毫米）范围内，

调整吊环螺栓。 

要进行调整： 

5. 确定调整哪一侧（或两侧），以及条播机高度需

要进行什么样调整。 

6. 3点挂接条播机到拖拉机上（第14页）。升高条

播机，并将后工具杆支持在千斤顶上。 

7. 松开锁紧螺母○1 。 

8. 旋转调节螺母○2 （在焊接件顶端面，图中不可

见）来改变所需的高度量。 向下移动吊环螺栓○3

提高高度。提高吊环螺栓来降低高度。 

9. 拧紧固定螺母。 

10. 降低条播机并检查设置。 

吊环螺栓的出厂设置为： 

④ 3英寸（76毫米）。 

 

 
 
 
 
 
 
 
 
 
 
 
 

图 47 

提升辅助吊环螺栓（A1056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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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种压力（系列号 A1057V+） 
（适用于系列号 A10576V+ 的条播机，对于

A1056V-，参见第53页） 

 
高压液体危险： 

受压泄漏液体的压力非常高，能穿透皮肤。
加压前要检查所有液压管路和配件从非常小的孔
中泄漏的液体几乎发现不了。使用纸张或纸板（而
非身体部位）并戴厚手套检查有无疑似泄漏。如
果人员受伤，立即寻求熟悉此类受伤的医生进行
治疗。 

检查拖拉机液压系统油箱是否充满。 

 
出种压力线仅在于： 

JIC（美国工业联合会，37° 扩口）或NPT（国
家管螺纹、锥形螺纹）接头。 

避免种子流出：ORB（O型圈） 

无出种子加压线：快断接头。 

1. 检查拖拉机油箱内的液压油并补充至适当的水

平。根据需要给系统加工作液。低水位可能将空

气引入系统，导致干燥或不均 的活塞运动。 

2. 条播机钩挂拖拉机（第14页）。 

3. 如果安装了提升辅助锁通道或行程控制垫片，

提起条播机并拆除它们。 

4. 充分降低的条播机（第20页）。 

5. 设置拖拉机提升电路为浮动，并关闭拖拉机。 

6. 断开（稍微松开）弯管接头的 JIC 连接。 

7. 启动拖拉机。慢慢地延长提升辅助电路，直到

在断开的接头上出现液压油。 

8. 设置电路至中性，并关闭拖拉机。 

9. 将 JIC 接头拧紧至 18-20 英尺磅（24-27 牛米）

。 

10. 如果油缸渗漏并上紧，提起条播机并重新安装

拆除的锁通道或垫片。 

 
 

 
 

 

 
 
 
 
 
 
 
 
 
 
 
 
 
 
 

 

警告 

注意 

图 48 
升降辅助系统出种 
(系列号A1057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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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种压力(系列号 A1056V-) 
（ 适 用 于 系 列 号 A1056V- 的 条 播 机 ， 对 于

A10576V+，参见第52页） 

 
高压液体危险： 

受压泄漏液体的压力非常高，能穿透皮肤。
加压前要检查所有液压管路和配件从非常小的孔
中泄漏的液体几乎发现不了。使用纸张或纸板（而
非身体部位）并戴厚手套检查有无疑似泄漏。如
果人员受伤，立即寻求熟悉此类受伤的医生进行
治疗。 

检查拖拉机液压系统油箱是否充满。 

 
出种压力线仅在于： 

JIC（美国工业联合会，37° 扩口）或NPT（国
家管螺纹、锥形螺纹）接头。 

避免种子流出：ORB（O型圈） 

不得渗漏至QD（快速断开）接头上的压力线

位置。 

1. 检查拖拉机油箱内的液压油并补充至适当的水

平。根据需要给系统加工作液。低水位可能将空

气引入系统，导致干燥或不均 的活塞运动。 

2. 条播机钩挂拖拉机（第14页）。 

3. 如果安装了提升辅助锁通道或行程控制垫片，

升高条播机并拆除它们。 

4. 充分降低的条播机（第21页）。 

5. 设置拖拉机提升电路为浮动，并关闭拖拉机。 

6. 断开（稍微松开）弯管接头的 JIC 连接○1 。 

7. 启动拖拉机。慢慢地延长提升辅助电路，直到

在断开的接头上出现液压油。 

8. 设置电路至中性，并关闭拖拉机。 

9. 将 JIC 接头拧紧至 18-20 英尺磅（24-27 牛·米）

。 

10. 如果油缸渗漏并上紧，提起条播机并重新安装

拆除的锁通道或垫片。 

 
 
 

 

 
 
 
 
 
 
 
 
 
 
 
 

 

警告 

注意 

图 49 
升降辅助系统出种 
(系列号 A1056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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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滑和定期维护 

 

多用途喷

雾润滑剂 
 

多用途润

滑脂  
多用途润滑油 检查 

 

要求的维修

间隔（工作

小时数） 

 
犁刀臂枢轴 

 
每行一个枢轴，共 15 个（通过油脂箱） 

润滑类型：润滑脂 

用量=直到出现油脂 

 
 
 
 
 

提升辅助臂枢轴（系列号A1057V+） 

 
每个枢轴上有一个加油嘴；共4个 

润滑类型：润滑脂 

用量=直到出现油脂 

 
 
 
 

提升辅助臂枢轴（系列号A1057V-） 

 
每个枢轴上有一个加油嘴；共2个 

润滑类型：润滑脂 

用量=直到出现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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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轮枢轴（系列号 A1057V+） 

 
每个枢轴上有一个加油嘴；共2个 

润滑类型：润滑脂 

用量=直到出现油脂 

 
 
 
 
 

脚轮枢轴（系列号 A1057V-） 

 
每个枢轴上有一个加油嘴；共2个 

润滑类型：润滑脂 

用量=直到出现油脂 

 
 
 
 

肥料轴轴承（选配件） 

 
每个轴承 1 个加油口，每个轴上 2 个轴承； 

共2个 

润滑类型：润滑脂 

用量：直至感到阻力为止。 

注释： 如果还安装了小种子箱，从下面访问这些

润滑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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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种子轴轴承（选配件） 

 
共 1 个加油嘴 

润滑类型：润滑脂 

用量：直至感到阻力为止。 

 
 
 
 
 

毛毡密封件 

 
每个轴端 1 个密封，共 2 个 

润滑类型：油 

用量：浸泡密封 

注释： 如果还安装了小种子箱，从下面或通过端

壁间隙访问这些密封件。 

 
 
 
 

排种杯驱动轴链轮 

 
1 sliding sprocket 

润滑类型：油 

用量：涂满 

来回移动排种量调节手柄，使油进入方孔。进行

这项操作时种箱是空的，否则手柄可能会难以设

定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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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动链 

条播机配置的链轮定位，请参阅第 68 页的“链轮

路径” 

润滑类型：链条润滑油 

用量=彻底润滑。 

犁刀轮毂轴承 

每个犁刀上 1 个加油嘴；共 15 个 

润滑类型：润滑脂 

用量=直到感到有阻力 

地面传动轮轴承 

每个车轮上 2 个，共 4 个 

润滑类型：润滑脂 

用量=重新包装 

 

根据需要 

季节的 

季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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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轮轴承（系列号 A1057V+） 

2 个轴承 

润滑类型：润滑脂 

用量=重新包装 

脚轮轴承（系列号 A1056V-） 

每个车轮上 2 个，共 4 个 

润滑类型：润滑脂 

用量=重新包装 

变速箱 

变速箱在出厂时进行润滑和密封。 

正常情况下，它不需要保养或润滑。 

如果变速箱已经打开进行过维修，使用零件编

号为 788067 的至少 7 盎司齿轮润滑油重新润滑所

有齿轮和周围的轴承。 

确保水分和灰尘不会进入变速箱。检查（必要

时更换）变速箱传动轴和换挡轴上的橡胶密封件。

在用螺栓进行装配之前，在齿轮箱配合表面上

涂覆一小层脱脂厌氧密封胶（乐泰 525 或等同材

料）。 

 
适量使用。多余的密封胶可能从涂覆表面上挤出
来，粘住轴承或齿轮。 

 
 
 

季节的 

季节的 

关于维修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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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装件 

 
英亩/公顷计 

3P806NT 条播机上的数字英亩计是标准配置，

设定为 3P806NT 的转数/面积，并采用典型目标测

量单位。如果你想要更换测量单位，订购下列之一

。 

说明 零件号 

美国常用单位 891-011C 

公制 891-012C 
 

搅拌器，主种子箱 

可以在主种箱上加装一种选装搅拌器。它从计

量杯的正上方直接搅拌种子，用孕育剂粘连分离大

豆，并帮助防止轻质蓬松的种子混入（它不能代替

可选的原生草种子箱）。 

如果该条播机只有一个主种子箱，或有双种子

箱或原生草种子箱作为唯一的可选箱，订购“带驱

动”套装，获得必要的辅机驱动组件。 

如果条播机肥料箱、小种子箱或其任意组合的

种子箱，订购“不带驱动”套件。 

说明 零件号 

3P806NT 搅拌器套件带驱动 118-967A 

3P806NT 搅拌器套件不带驱动 118-968A 

在可选的双种子箱内，搅拌器是标准配置。 

犁刀刀片 

3P806NT 条播机上的标准犁刀刀片为 17 英寸

（43.2 厘米）的 820-156C 涡轮型或 820-018C 凹

槽型。 

可更换和备用刀片包括： 

说明 零件号 

○1 50 转 5/16 凹槽 820-018C 

○2 12 转 3/4 波纹 820-082C 

○3 24 转 5/8 波纹 820-116C 

○4 20 转 5/8 涡轮 820-15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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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质合金圆盘刮片 

开槽刮片为标准配置。 

可选硬质合金圆盘刮片为弹簧预压型，不需要

定期调整。圆盘刮片与标准种子导流板和

Seed-Lok®兼容，但与 Keeton®不兼容。每行订购

一个。 

说明 零件号 

弹簧刮片总成 121-781A 

请参阅第 88 页的“硬质合金圆盘刮片安装”

。 

双种箱 

这种种子箱安装在主种子箱后侧，选配用于种

植各种种子的第二种子箱。它用于种植与主种子箱

相同的或附加的作物。双种子可以以与主种子箱不

同的播种率进行播种。每英尺宽的种子箱容量为一

蒲式耳。 

双种子箱可以在工厂或现场进行安装。 

订购信息，请咨询您的 Great Plains 经销商。 

注释：双种子箱与原生草或肥料选项（或套件）

不兼容。 

相关操作，请参见： 播种率手册第 27 页的“装

物料”、“设置主箱播种率”和第 46 页的“主种箱

和双种箱清理”。 

肥料箱 

肥料箱附件设计用于计量干肥料和每行的施

肥率。它的驱动独立于条播机上的其它箱子。. 标
准肥料附件包括一个驱动系统、7.4 立方英尺的肥

料箱、不锈钢计量仪表、以及输送管。 

订购信息，请咨询您的 Great Plains 经销商。

注释： 肥料附件是与现有的、同时安装或随

后安装的小种子箱兼容。肥料附件与原生草兼容。

相关操作，请参见：播种率手册第 27 页的“装

物料”、“设置施肥率”和第 47 页的“肥料箱清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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铰接延长套件 

该附件用于延长条播机的 3 点铰接机构，以排

除对不正常轮基和超大轮胎拖拉机的干扰。该延长

机构可以作为原始条播机订单的一个选项，或者作

为一个单独的套件。 

该套件包括前孔所用的销子。 

说明 选项 零件号 

紧凑型延长铰接套件 (67) 118-966A 

注释：该延长铰接套件与大多数标准快速挂钩

兼容。 

请参见第 89 页的“铰接延长机构安装”。 

压土轮选择 

标配的条播机包括压土轮选择。 

可用附加轮，并且可现场安装。 

本手册没有列出特定地区常用压土轮套件的

零件编号。请咨询您的大平原经销商。 

系列 II 原生草附件 

此附件设计用于播种蓬松、难以种植的草种。

标准设备包括专用地面驱动和变速箱系统、英亩计

、具有 II 系列计量仪的 8 蒲式耳种子箱、系列 II
搅拌器和种子管。 

订购信息，请咨询您的 Great Plains 经销商。

注释： 原生草与肥料选项（或套件）不兼容

。原生草与小种子现有的、同时安装或后续安装的

小种子附件兼容。 

相关操作，请参见：播种率手册第 27 页的“装

物料”、“设置原生草播种率”和第 46 页“原生草

箱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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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拆隔断 

这个隔断减小了小粒种箱中的侧到侧种子流

量。 在条播机越过斜坡和在种子存在特殊流动的

情况下，它能够防止种子堆积。隔板单独出售。请

订购所需的数量。 

说明 零件号 

小粒种箱可拆隔断 123-409D 
 

种子镇压器 

标配的 3P806NT 条播机包括种子导流板。同

时只可以安装一种类型种子导流装置。每个开沟器

需要订购一个镇压器成套组件。 

Seed-Lok ®种子镇压器 

说明 零件号 

系列 Seed-Lok® 成套组件 122-193K 

对于操作，请参阅第 38 页的“Seed-Lok®锁

定”。 

种子润滑剂 

只有种植原生草时，使用种子润滑剂。 

说明 零件号 

石墨（1 磅/0.45 千克/瓶） 821-042C 

石墨（5 磅/2.3 千克/壶） 821-060C 

请参阅第 27 页的“装物料”。 

导种管塞（主要种子） 

该管塞用于堵塞仪表上方主种子箱或双种子

箱的种子流。 设定为暂时不用的每行都需要订购

一个。 

说明 零件号 

槽轮式排种器塞 817-087C 

请参见播种率手册中的“主种子行切断”。 



美国大平原农机制造公司  选装件 63
 

2011-12-20  151-143M-CMN
 

 

导种管塞（小粒种子） 

这个塞子阻止来自小粒种箱的种子流到排种

器之上。设定为暂时不用的每行都需要订购一个。

说明 零件号 

SML SDS 杯塞 133-315H 
 

小粒种子播种装置 

小种子（SGS）附件设计用于计量各种小种子

的播种率。 它的驱动独立于条播机上的其它箱子

。. 标准的附件包括一个驱动系统、1.9 蒲式耳（67
升）的种子箱、计量仪和种子管。 

订购信息，请咨询您的 Great Plains 经销商。

注释： 小种子附件与现有的、同时安装或后

续安装双种子、肥料或原生草兼容。 

相关操作，请参见： 播种率手册第 27 页的“装

物料”、“小种子播种率”和第 47 页的“小种子箱

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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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重支架 

配重支架可用于在免耕条件下增加穿透性的

附加重量。该套件包括两个支架。 每个支架 多

可以接受五个标准 100 磅（45 千克）“箱”式拖拉

机配重。该配重支架可作为原始条播机订单的一个

选项，或作为单独的组件。 

该套件不包括配重块。 

说明 选项 零件号 

配重支架包 (66) 151-135A 

另请参见： 

第 90 页的“配重支架安装”和第 34 页的“条

播机配重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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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和容量

3P806NT 

行间距 7.5 英寸（19.1 厘米） 

每台条播机的行数 13 

作业宽度 97.5 英寸（247.7 厘米） 

重量，磅 4054-4500 磅（1839-2041 千克）a 

运输宽度 约 99 英寸（251 厘米） 

高度 约 95 英寸（2.41 厘米） 

长度 约 141 英寸（141 厘米） 

运输间隙 约 16 英寸（40.6 厘米）b 

容量：

主种子箱 14.3 蒲式耳（504 升） 

双种箱 8 蒲式耳（282 升） 

原生草箱 8 蒲式耳（282 升） 

小种子箱 1.9 蒲式耳（67 升） 

肥料箱 7.4 立方英尺（211 升） 

搅拌器 主种子箱内为选配，可选双种子箱内为标配，可选原生草箱内为标配。

运输/升降辅助轮 265/70B16.5 NHS 滑移转向 

地面驱动轮 5.70 长 x 8. 8x3.75 4- 螺栓轮辋 

拖拉机要求 半悬挂 3 点 II 类铰接、80 马力（60 千瓦）、1 液压回路 

a. 空重范围：代表性配置重量，请参见第 26 页。

b. 安装后侧提升锁通道，并升高半悬挂铰接钩到条播机的铰接高度。

轮胎充气图表

轮胎尺寸 充气 轮胎保修信息

265/70B16.5 NHS 滑移转向 
60 磅/平方英寸 

414 千帕 

所有轮胎都由原始轮胎制造商保修。轮胎保修信息可

在您的操作和零件手册中随附的小册子中找到，也可

在以下列出的制造商网站上在线查询。如需帮助或信

息，请联系离您 近的授权农用轮胎零售商。

制造商 网站

Firestone  www.firestoneag.com 

Gleason  www.gleasonwheel.com 

Titan  www.titan-intl.com 

5.70-8 8-层 
50 磅/平方英寸 

345 千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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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矩值图表 

螺栓规格 螺栓头标识 螺栓规格 螺栓头标识 

  

2 级 
 

5 级 
 

8 级 

  
5.8 级 

 
8.8 级 

 
10.9 级 

in-tpia N-mb ft-lbd N m ft-lb N-m ft-lb 毫米 ×节距 c N-m ft-lb N-m ft-lb N-m ft-lb

1⁄4-20 7.4 5.6 11 8 16 12 M 5 × 0.8 4 3 6 5 9 7 
1⁄4-28 8.5 6 13 10 18 14 M 6 × 1 7 5 11 8 15 11 
5⁄16-18 15 11 24 17 33 25 M 8 × 1.25 17 12 26 19 36 27 
5⁄16-24 17 13 26 19 37 27 M 8 × 1 18 13 28 21 39 29 
3⁄8-16 27 20 42 31 59 44 M10 × 1.5 33 24 52 39 72 53 
3⁄8-24 31 22 47 35 67 49 M10 × 0.75 39 29 61 45 85 62 
7⁄16-14 43 32 67 49 95 70 M12 × 1.75 58 42 91 67 125 93 
7⁄16-20 49 36 75 55 105 78 M12 × 1.5 60 44 95 70 130 97 
1⁄2-13 66 49 105 76 145 105 M12 × 1 90 66 105 77 145 105
1⁄2-20 75 55 115 85 165 120 M14 × 2 92 68 145 105 200 150
9⁄16-12 95 70 150 110 210 155 M14 × 1.5 99 73 155 115 215 160
9⁄16-18 105 79 165 120 235 170 M16 × 2 145 105 225 165 315 230
5⁄8-11 130 97 205 150 285 210 M16 × 1.5 155 115 240 180 335 245
5⁄8-18 150 110 230 170 325 240 M18 × 2.5 195 145 310 230 405 300
3⁄4-10 235 170 360 265 510 375 M18 × 1.5 220 165 350 260 485 355
3⁄4-16 260 190 405 295 570 420 M20 × 2.5 280 205 440 325 610 450
7⁄8-9 225 165 585 430 820 605 M20 × 1.5 310 230 650 480 900 665

7⁄8-14 250 185 640 475 905 670 M24 × 3 480 355 760 560 1050 780

1-8 340 250 875 645 1230 910 M24 × 2 525 390 830 610 1150 845

1-12 370 275 955 705 1350 995 M30 × 3.5 960 705 1510 1120 2100 1550

11⁄8-7 480 355 1080 795 1750 1290 M30 × 2 1060 785 1680 1240 2320 1710

11⁄8-12 540 395 1210 890 1960 1440 M36 × 3.5 1730 1270 2650 1950 3660 2700

11⁄4-7 680 500 1520 1120 2460 1820 M36 × 2 1880 1380 2960 2190 4100 3220

11⁄4-12 750 555 1680 1240 2730 2010
a. in-tpi = 标称螺纹直径（英寸）- 每英寸螺纹数 

b. N· m = 牛-米 

c. mm × pitch =标称螺纹直径（毫米）× 螺距 

d. ft-lb = 英尺-磅 

13⁄8-6 890 655 1990 1470 3230 2380

13⁄8-12 1010 745 2270 1670 3680 2710

11⁄2-6 1180 870 2640 1950 4290 3160

11⁄2-12 1330 980 2970 2190 4820 3560

扭矩允差是扭转力矩值的 + 0%，-15%。除非另有规定，否则使用上面列出的扭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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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图表 
提升辅助：系列号 A1057V+ 

 
提升辅助：系列号 A1056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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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条路线 

条纹箭头显示链轮方向。 

“T”标志显示链轮和从动轮齿数。 

“P”标志显示链轮节距数。 

变速箱的地面传动 

该组件驱动主种子箱（通过变速箱），并且如

果需要安装，可选所有附件。变速箱输出链路，请

参阅第 69 页的“变速箱到主种子箱计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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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速箱到主种子箱的计量仪 

变速箱输入，请参阅第 68 页的“地面驱动变

速箱”。主箱计量仪是连接到左变速箱输出的唯一

计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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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速箱至双种子箱的计量仪（选配） 

变速箱输入，请参阅第 68 页的“地面驱动变

速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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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速箱原生草箱的计量仪（选配） 

变速箱输入，请参阅第 68 页的“地面驱动变

速箱”。 
 

 
 

原生草驱动链轮： 

14T 通过存储塔是 23T（附带 17T 一起

装运，如此页所示） 

变速箱输出链轮： 
标准条播机：19T 
带减速组件：12T 

原生草中间轴输入链轮： 
标准条播机：17T 
带减速组件：1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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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种子箱搅拌器（选配） 

不得安装在肥料箱或小种子箱上。 

 
搅拌器和肥料驱动器（选配） 

不得安装在小种子箱上。 

肥料箱传动，参见第 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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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器和小种子驱动器（选配） 

不得安装在肥料箱或原生草箱上。 

原生草箱配置如下。 

小粒种箱传动参见第 76 页 

 
搅拌器和小种子箱驱动 带原生草箱（选配） 

不安装施肥器。 

如果没有安装原生草箱，参见上面。 

小粒种箱传动参见第 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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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箱驱动器（选配） 

不得安装主种子箱搅拌器。 

肥料箱驱动，请参阅下面。 

 
肥料箱驱动器（选配） 

如果还安装小种子箱，参见第 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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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小种子箱的肥料箱驱动器（选配） 

肥料箱驱动详细说明，请参见上图。 

小种子箱驱动器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76 页。 

 
小种子驱动器（选配） 

如果还安装肥料箱，参见上面。 

如果还安装主箱搅拌器，有或没有安装原生草箱，请参见第 73 页。  

小种子箱驱动的详细说明，请参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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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种子箱驱动 带原生草箱（选配） 

不安装施肥器。 

如果没有安装原生草箱，请参见第 75 页。 

小种子箱驱动器，请参见下文或第 77 页。 

 
小种子箱驱动器（选配） 

如果还安装肥料箱，请参见第 77 页。 

以小种子链轮的中间轴附件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73 页、75 页或 76 页。 

 
 

 

小种子箱链轮附件： 
如果只选装小种子箱，为 122P；如果还安

装了原生草箱，为 214P（如果安装肥料箱，

请参见第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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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肥料箱的小种子箱驱动器（选配） 

当还安装肥料箱时，小种子箱中间轴通过肥料

箱传动轴进行驱动。如果未安装肥料箱，请参见第

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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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交付前 

 

图注 

①-⑨标注标识在当前○a -○z 引用图纸中的

零件。这些数字可能在不同的页面重复使用。 

11-12标注为引用已经更换的现有零件或暂时

拆下的零件。这些说明与纸箱、包装袋、物品标签

以及当前零件手册的说明相符。 （参考页） 

101-189 标注为引用新零件，其说明与当前的

条播机零件手册匹配。 

接头标识 

参照图 50 

①  JIC – 接头行业协会（SAE J514）注明 “M”

接头为直螺纹○2 和锥度 37°（或在“F”接头

上开度为 37°）。 

④ ORB - O 型密封圈（SAE J514）注明为直螺纹

⑤和 O 型橡胶圈⑥。 

具有方向性的接头，如以上的 ell，也有一个垫圈

⑦和锁紧螺母⑧（“可调螺纹端口螺柱”） 

 

 接头扭矩值  

接头 英尺 - 磅 牛·米 

9/16 JIC 18-20 24-27 
9/16 ORB w /锁紧螺母 12-16 16-22 

9/16ORB 直 18-24 24-32 
3/4 JIC 27-39 37-53 

3
/4 ORB w /锁紧螺母 20-30 27-41 

3/4ORB 直 27-43 37-58 

卸载卡车 

3P806NT 条播机采用平板车运输。 

当与 Great Plains 的司机协调卸载时，计划将

部分组装的条播机卸载在一个地点： 

• 距离压土轮后侧至少有 10 英尺（3 米）的间隙；

• 可在前面进行拖拉机牵引； 

• 具有充足的光线； 

• 平整、水平和干燥的地面上。 

安装所需工具： 

• 具有 500 磅（277 千克）能力的举升机； 

• 基本的手工工具。 

 

 

图 50 
液压接头零件标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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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提升辅助装置 

安装车轮 

参照图 51 

注释：根据需要，使用脚轮枢轴锁⑦，以防止

脚轮摆动。 

注释：枢轴臂 109 按图示举起。该臂放在地面

上时，可以进行此项工作。 

 

脚轮架 

1. 对于每个脚轮框架 108，以下轮毂总成和主轴需

要预组装： 

总成和主轴的预装配： 

140 802-065C HHCS 3/4-10X2 1/4 GR5 

160 804-023C 锁簧垫圈 3/4 PLT 

173 815-200C 轮毂总成 6 螺栓 6BC 4.62 枢轴 

107 151-156H 1007 主轴 GW 焊接件 

153 803-210C 六角锁紧螺母 1 1/2-12 PLT 

组装车轮 

参照图 52 和 图  53 

2. 选择其一： 

122 196-274K 右侧轮胎/轮辋 265/70B16.5 刹车 
ST 

以及 6 个： 

145 802-845C 车轮螺栓 9/16-18X1 1/8 GR5 

 

注释：轮辋 171 的“外侧”具有气门杆 172
。螺栓孔凸出至外侧，并且加工有自动定心螺栓

145。主轴的“外侧”是具有两个锁紧螺母的螺纹

端 153。 

3. 将主轴 107 插入车轮内。插入螺栓 145，用手

拧紧。 

注释：按照螺栓扭矩上紧的顺序，逐步拧紧螺

栓至 5 级规范。 

 

请参考图 54（途中表示为脚轮框架到脚轮臂的前
端） 

4. 将车轮/主轴总成对准插入脚轮框架。带气门杆

的车轮方向朝外（如图所示，如果脚轮框架相反，

则该方向朝内）。用螺栓 140 和锁紧垫圈 160 进行

固定。 

图  51 

分解主轴 

图  52 

组装车轮 

图  53 

螺栓扭矩上紧顺序 

图  54 
安装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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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枢轴 

参照图 55 

5. 选择枢轴支架： 

110 151-171H 提升辅助后枢轴支架 

1 个 

117 151-381D 提升辅助轴摆动销 

2 个： 

119 161-056D 脚轮隔垫 

6. 用（前）平行臂板○8 将枢轴支架 110 定位安装

在枢轴臂焊接件 125 枢轴锁 116（前）侧。脚轮稳

定器 124 在枢轴臂的后侧，对准枢轴孔。 

 
零件损坏的风险： 

插入枢轴销 117 时，注意避免损坏垫片 119 或撞出

衬套 184。 

7. 在枢轴支架 110 和枢轴臂 125 的前孔之间插入

一个垫片 119。从正面将销子 117 的螺纹端插入枢

轴支架内。 仔细调整垫片的位置，直到销子穿过

它。 

8. 在枢轴支架 110 和枢轴臂 125 的后孔之间插入

一个垫片 119。仔细调整垫片的位置，直到销子穿

过它。 

9. 选择一个： 

139 802-060C HHCS 5/8-11X4 GR5 

149 803-024C 锁定螺母 5/8-11 PLT 

对齐销子螺栓孔 117与枢轴支架 110前管上的螺栓

孔。从顶部插入螺栓 139，用锁紧螺母 149 固定，

使用 2 级扭矩。 

10. 选择一个： 

127 500-064D 垫圈 - 安全链 SA 

151 803-031C 六角螺母 1-8 PLT 

161 804-027C 锁簧垫圈 1 PLT 

在枢轴销 117 的带螺纹端，安装一个平垫圈 127
、锁紧垫圈 161 和螺母 151。拧紧螺母至 2 级扭矩

。 

 

 

图  55 
后枢轴安装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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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轮轴安装 
参照图 56 和 图  57 
开始安装轴 
11. 选择一个： 
121 161-116D 提升辅助脚轮轴 
139 802-060C HHCS 5/8-11X4 GR5 
149 803-024C 锁定螺母 5/8-11 PLT 

将脚轮轴 121 闯过脚轮支架板○1 并用螺栓 139 和螺母

149 进行固定。 
安装锁定柱塞 
12. 选择一个： 
167 807-175C 压缩弹簧 796ODX. 065WX1. 
116 151-355D 1007 锁定柱塞 
164 805-076C 圆柱销 3/16 X 1 3/4 PLT. 

将锁定柱塞弹簧 167 放在锁定柱塞 116。从柱塞管○2
的底部向上插入，将二者推入柱塞管内并用圆柱销 164
进行固定。 

注释： 锁闭柱塞管○2 必须面向条播机的前部。如果

向后，枢轴臂管是向后的，必须进行切换。 
完成安装轴 
13. 选择一个： 
119 161-056D 脚轮隔垫 
120 161-114D 脚轮固定器帽 
每侧 2 个： 
184 890-072C 衬套 2 1/2 X 2 1/4 X 2 LG. 
135 802-034C HHCS 1/2-13X1 1/4 GR5 
157 804-015C 垫圈锁簧 1/2 PLT 

 

将垫片 119 放在脚轮轴 121 的顶部。用木槌，将一个

衬套 184 敲入枢轴臂管底部的轴孔内，将另一个衬套

敲入在枢轴臂管顶部的孔内。将轴穿过枢轴臂内的这

些衬套。在顶部放置脚轮保持帽 120 并且用两个弹簧

垫圈 157 和两个螺栓 135 进行固定，完成轴的组装。

安装锁管 
14. 选择一个： 
124 266-020D UHMW RND 2.0 DIA X 2.0 LONG 
166 807-143C 压缩弹簧 1.88OD X .36 + 
123 266-012D 圆盘 3/16“ THK 1 7/8” 
141 802-067C HHCS 3/4-10X4 GR5 FTHD 
152 803-048C 六角锁紧螺母 3/4-10 PLT 
组装衬套 124、弹簧 124 和小圆盘 123。将其向上推入

锁管内。用螺母 152 和螺栓 141 固定。 
安装脚轮加油嘴 
15. 选择其一： 
128 800-001C 润滑脂直加油嘴 1/4-28 
在枢轴臂管端部的轴内安装加油嘴 128。 
16. 在其它脚轮上重复以上所有步骤。 

 
 

 

图  56 
脚轮轴安装 

图  57 
组装脚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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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提升辅助支架 

参照图 58 

框架安装焊接件 113 

17. 选择一个： 

113 151-179H 提升辅助框架焊接件 

分别选择 8 个螺栓、垫圈和螺母： 

136 802-053C HHCS 5/8-11X1 3/4 GR5 

148 803-021C 六角螺母 5/8-11 PLT 

159 804-022C 锁簧垫圈 5/8 PLT 

163 804-195C 平垫圈 1.31ODX.65IDX.188T 

将支架焊接件 113 与条播机框架上的孔连接。 

安装卡箍 114 和长垫片 118 

18. 分别选择两个： 

118 151-384D 提升辅助支架卡箍垫片 

选择一个： 

114 151-180H 提升辅助支架卡箍焊接件 

分别选择 8 个： 

138 802-057C HHCS 5/8-11X2 1/4 GR5 

148 803-021C 六角螺母 5/8-11 PLT 

159 804-022C 锁簧垫圈 5/8 PLT 

放入连个卡箍垫片 118。将提升辅助安装卡箍焊接

件 114 放在垫片上。 

用螺栓、垫圈和螺母进行固定。 

连接提升辅助螺栓到支架 111 上 

19. 选择其一： 

111 151-172H 支架上的提升辅助螺栓 

20. 分别选择 10 个： 

137 802-055C HHCS 5/8-11X2 GR5 

159 804-022C 锁簧垫圈 5/8 PLT 

148 803-021C 六角螺母 5/8-11 PLT 

用螺栓、垫圈和螺母将提升辅助螺栓安装在框架

111 的焊接件上。 

 
 

图  58 
在支架上安装框架焊接件和

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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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平行臂 

参照图 59 和 图  60 

下平行臂 

21. 选择其一： 

112 151-173H 提升辅助装置平行臂 

注释： 下平行臂 112 具有一个带有圆柱吊耳○1 的

横管臂。该平行臂用靠近前方的横管、朝上吊耳和

朝后的吊耳进行安装。 

22. 选择一组： 

144 802-728C HHCS 1-8X18 GR5 

162 804-029C 平垫圈 1 SAE 

161 804-027C 锁簧垫圈 1 PLT 

151 803-031C 六角螺母 1-8 PLT 

23. 将下平行臂 112 的前管与提升辅助支架 111 的

下孔○2 对准。插入螺栓 144，装上平垫圈 162 和

锁紧垫圈 161。用螺母 151 固定，拧紧至 2 级扭矩

。 

24. 选择一组： 

144 802-728C HHCS 1-8X18 GR5 

162 804-029C 平垫圈 1 SAE 

161 804-027C 锁簧垫圈 1 PLT 

151 803-031C 六角螺母 1-8 PLT 

将提升辅助枢轴 110 的下孔○3 与下平行臂 112 的

后管对准。插入螺栓 144，装上平垫圈 162 和锁紧

垫圈 161，用螺母 151 固定，拧紧至 2 级扭矩。 

上平行臂 

25. 选择其一： 

126 402-172H 16R 平行臂焊接件 

注释： 上平行臂是对称的。没有顶部、底部、正

面或背面之分。 

26. 在上平行臂和上孔上重复步骤 22-24。 

安装平行臂加油嘴 

27. 选择四个： 

128800-001C 润滑脂直加油嘴 1/4-28。在每个平行

臂顶部和底部横杆中间安装各一个加油嘴 128。 

图  59 
安装平行臂 

 

图  60 
平行臂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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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安装 

参照图 61 

28. 选择一个： 

169 811-065C EL 9/16MJIC 9/16MORB 

183 841-286C HH1/4R2 134 9/16FJIC 1/2MNPT 

29. 将软管 183 的 FJIC 端固定到弯管 169 的端口

。按规定拧紧。 

30. 在 MORB 接头处，完全松开锁紧螺母。 

轻松连接软管的 MORB 端至缸体的顶端（基端）

端口。定位弯头，使软管路线向下。不要拧紧 ORB
接头或其锁紧螺母。 

31. 选择两组： 

130 800-239C 1.125 接线和管夹 

134 802-017C HHCS 3/8-16X1 GR5 

156 804-013C 锁簧垫圈 3/8 PLT 

147 803-014C  六角螺母 3/8-16 PLT 

注释： 将软管固定在框架支撑板的两个点上。 

32. 将管夹 130 卡在输入软管 183 上，插入螺栓

134。用锁紧垫圈 156 和螺母 147 固定，拧紧螺母

。 

33. 输入软管 183 端部为 1/2英寸外螺纹 NPT 接头

。下一步，用这种连接条播机所需样式和规格的接

头与液压源进行连接。条播机上不包括这种接头。

如果在现场采用这种接头实现条播机与拖拉机进

行连接，在进行连接之前，在其螺纹上涂抹液态密

封胶。不得使用塑料胶带密封。 

 

充放液压 

参照图 62 

 
出种压力线仅在于： 

JIC（美国工业联合会，37° 扩口）或 NPT（国家
管螺纹、锥形螺纹）接头。  

避免种子流出： 

ORB（O 型圈） 

无出种子加压线： 

快断接头。 

请参阅第 52 页的“液压释放（系列号 A1057V+）”
。 

 

图  61 
安装液压管路 

 

图  62 
提升辅助油缸压力释放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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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提升辅助装置 

参照图 63 

34. 找到 1 套行程控制垫片： 

168810-242C 行程控制垫片 1 1/8。如果它们在主种

子箱内，重新将该组件安装到焊接件的杆上。 

35. 将条播机降下到锁通道上。确保有光完全放置

在该通道上，该通道的任何部分不得放在油缸的螺

栓面上。 

36. 按照第 50 页的“吊环螺栓调节”，进行两侧水

平检查，并进行所需的任何调整。 

 

 
 

图  63 
行程控制垫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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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行连接仪表软管 

所有的仪表软管都在各行机构上断开进行运

输。夹具放在种子箱内运输。开沟器具有 多三个

材料软管开口： 

• 前面孔○f 通常用于主种子箱的输送管。 

• 如果安装，中间孔○c 通常用于双种子、肥

料或本地草。 

• 如果安装，后面孔○r 通常用于小种子。从

左行机构开始（第 1 行）。对于每一行： 

请参阅图 64 

主种软管 

选择其一： 

129 800-008C 软管夹子 1 1/2 NO. 24 

打开夹子 129。将其放到软管 174 的出口端，

靠着肋板。 充分将软管的出口端滑到在前面行机

构开口○f 的种子管入口 178 上。将夹子移动到种

子管入口凸起唇缘的正下方。 

双种子或肥料软管 

选择其一： 

132800-346C 软管夹 25/8＃42 

打开夹子 132。将其放到软管 176 的出口端，

靠着肋板。 将软管的出口端充分滑动到在中心行

机构开口○c 的输送管入口 179 上。将夹子移动到

软管颈的中间位置。 

原生草软管 

选择其一： 

132800-346C 软管夹 25/8＃42 

打开夹子 132。 将其放到软管 175 的出口端，

靠着肋板。 软管的出口端完全滑动到中心行机构

开口○c 的原生草管入口 181 处。将夹子移动到软

管颈的中间位置。 

小种子软管 

选择其一： 

131 800-321C 软管夹子内径 12 3/4 英寸 

打开夹子 131。 将其放到软管 177 的出口端，

靠着肋板。 将软管的出口端充分滑动到后行机构

开口○r 的小种子管入口 103。将卡子移动到软管

颈的中间位置。 

 
图 64 

种子和肥料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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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SMV 反射镜 

请参阅图 65 

SMV 反射镜 182 预组装到支架 101 上进行运

输，而是从枢轴 110 上卸下来。将其装在种子箱或

零件箱里。 

选择两组： 

143 802-092C RHSNB 5/16-18X3/4 GR5 

154 804-009C 垫圈锁簧 5/16 PLT 

146 803-008C 六角螺母 5/16-18 PLT 

向上竖起反射镜 182，和红/橙反射面朝后。用

螺栓 143 将支架 101 固定在提升辅助枢轴 110 上，

锁紧垫圈和螺母 146。 

 
 

图 65 
SMV 反射镜 



88 3P806NT  美国大平原农机制造公司

 

151-143M-CMN  2011-12-20 
 

 

 
附录 C - 附件安装 

硬质合金圆盘刮刀安装 

选配的硬质合金圆盘刮刀能出厂安装。 

有关订购信息，参见第 60 页。这些说明描述套件

的安装： 

121-781A 弹簧刮片总成 

从第 1 行开始（ 左边的一行机构）： 

37. 删除一个或两个盘刀片获得安全访问支架○1
的路径。注意衬套和垫片正确重新组装的位置（第

36 页）。 

38. 拆下现有的有槽刮刀。 

请参阅图 66 

39. 选择其一： 

142802-079C  HHCS 3/8-16X11/4 GR5 

如果存在 Seed-Lok®，或者也要安装，也要选择一

个： 

156804-013C 锁簧垫圈 3/8 PLT 

在螺栓 142 上放置锁紧垫圈 156（因为不使用螺母）

40. 选择其一： 

155804-012C 平垫圈 3/8 SAE PLT 

在螺栓上放置这个平垫圈。 

41. 选择其一： 

890-357C 刮片 – 弹簧加载 – 空气设计 

如果刀片并没有完全预装配，每个刀片选择一个：

186 K7090 左侧气动设计刮片 

187 K7091 右侧气动设计刮片 

189 K7096 垫片和垫圈组合 

188 K7093 气动设计刮片 15LB 弹簧 

将一端（186 187）套入另一端后面。使用小顶孔连

接两侧之间的弹簧 188。从正面插入垫片 189，狭

窄的凸起中心向后（在大刀片孔内）。 

42. 将螺栓穿过刮片刀片（186、187）和垫片 189
。 

43.如果没有 Seed-Lok®，分布选择一个： 

156804-013C 锁簧垫圈 3/8 PLT 

147803-014C 六角螺母 3/8-16 PLT 

使用锁紧垫圈 156 和螺母 147 将刮片总成固定到刮

片支架○1 上。 

如果存在 Seed-Lok®（未示出），使用 Seed-Lok®内

的螺纹孔将刮片组件固定在 Seed-Lok®上。不使用

六角螺母 147。 

44. 重新安装拆下来的盘刀片。 

 
图 66 

硬质合金圆盘刮刀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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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钩延长安装 

在超大轮胎或不常用轮胎基座的拖拉机上，直

接铰接时，后牵引轮胎可能过于接近（或接触）条

播机组件。在这种情况下，可用一个铰接延长套件

（第 61 页）。 

 
Great Plains CPH、PFH 或 SSH 配件挂钩与

3P806NT 不兼容。 

在连接拖拉机之前，在条播机上安装延长杆。

 
挤压危险： 

您可能因被压在拖拉机和条播机之间而受重
伤或死亡。不要站在或将您身体的任何部位放在条
播机和移动的拖拉机之间。安装铰接销前，停止拖
拉机发动机并设置驻车制动。 

请参阅图 67 

1. 从条播机上取出铰接销。 

2. 使用提升或举升机构（通常在前方顶连杆○1 的

销孔处）。使延长杆直立，将其提高到足够用条播

机 3 点顶部链接○3 连接后方顶部连杆○2 。在条播

机上用销子进行固定。 

3. 在举升机构的协助下，将延长杆○4 的下后点与

条播机的下方点○5 对准。用销子进行固定。 

4. 拆除提升或举升机构。 

如果需要，延长杆可以安装在未铰接的条播机

上，因为它可以固定在条播机的所有三个点上。 

 
设备损坏风险： 

当用或不用延长杆进行钩挂时，不适用拖拉机
顶部连杆。整个 3 点操作与升降辅助装置不兼容。
延长挂钩只能通过 2 点提升延长杆安装在拖拉机
下方的 3 点提升臂上。 

 
图 67 

挂钩退回/延长 

注意 

注意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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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重支架安装 

这些说明适用于安装选配的 151-135A 配重支

架套件。 

请参阅图 68 

从条播机的左侧开始。 

1. 选择其一： 

104151-134H 配重支架焊件 

2. 将焊件 104 放在顶部前框架工具杆的左侧端。

定向斜边并且上部支架朝后。 

3.选择二： 

165806-160C U 型螺栓 3/4-10 X1/324×4 和 4
个套件： 

160804-023C 锁簧垫圈 3/4 PLT 

150803-027C 六角螺母 3/4-10 PLT 

4. 用 U-螺栓 165、锁紧垫圈 160 和螺母 150 将焊

件 104 固定在工具栏上。 

5. 检查所使用的配重，并确定如何安装的配重支

架调节腿。所示的方向对于所有配重并不是 佳的

。 

6. 选择其一： 

115151-271D 配重支架调节腿和两组： 

137 802-055C HHCS 5/8-11X2 GR5 

158804-021C 平垫圈 5/8 SAE PLT 

159804-022C 锁簧垫圈 5/8 PLT 

148803-021C 六角螺母 5/8-11 PLT 

7. 用螺栓 137、垫圈 158、锁紧垫圈 159 和螺母

148 将调整腿 115 与上支架固定在一起。根据所确

定的配重，必须松开螺栓，知道配重安装好。 

8. 在条播机的右侧重复步骤 1-6。 

配重选择，参见第 34 页的“条播机配重调整”。 

 
图 68 

安装配重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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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 
美国大平原农机制造公司向原采购商保证该播种装置无任

何材料和工艺缺陷，保修期限从原采购日起按预定正常个人使

用一年；商业或出租用 90 天。 本保修单只限于由美国大平原

农机制造公司更换任何有缺陷的零件以及由经销商安装上述零

件的替换零件。美国大平原公司保留对据报有材料或工艺缺陷

的任何设备或零件进行检查的权利。本保修条件只限于由美国

大平原农机制造公司更换有缺陷的零件和由经销商安装上述更

换零件。Great Plains 保留检查据报有材料或工艺缺陷之设备或

零件的权利。 

本保修条款不适用于被 Great Plains 判定为误用、意外损坏

或缺少正常保养或看护的任何零件或产品，对性能或可靠性有

不利影响的方式修理或改装的任何零件或产品，或已用于设计

外用途的任何零件或产品。本保修条款不适用于产品以高于 20
英里/时的速度下被拖引的情况。 

须对出售该产品的原经销商提出本保修条款项下的要求，

并须通过该经销商对所有保修条款进行调整。Great Plains 保留

随时更改产品材料或设计的权利，无需另行通知。本保修条款

不得解释为 Great Plains 承担有关资产直接、后果性或可能性损

坏的各种责任。而且，Great Plains 不承担由超合理控制范围外

原因引起的损坏。本保修条款的范围不得扩大至作物损失、由

收割延迟引起的损失、劳动、供货、租借机械或其它原因引起

的费用或损失。 

本次销售无任何其他类型的明示或暗示的保证，本次销售

否认和排除任何超出本书面保证中所列义务范围的针对特定用

途的适销性和适用性的暗示保证。 

除非自原始购买日期起 10 日内向美国大平原农机制造公

司进行登记，否则本保修单无效。 



92 3P806NT  美国大平原农机制造公司

 

151-143M-CMN  2011-12-20 
 

 
 
 
 



美国大平原农机制造公司  索引 93
 

2011-12-20  151-143M-CMN
 

 

 
索引 

 
A  

液压事故 2 

英亩计数器 59 

英亩计数器操作 29 

英亩 29 

地址 12 

调整 31 

搅拌器 59 

琥珀反射镜 5 

A1056V- 11、15、18、21、24、45、51、53

、54、55、58、67 

A1057V+.11、15、17、20、23、26、44、50

、52、54、55、58、67 

B  

支撑 28 

垫层 25 

开沟器刀片 36 

螺栓型式 79 

支架重量 34、64 

脚轮制动 44 

衬套 80 

C  

校准 29 

标注 78 

能力 65 

硬质合金刮片 35、37、60 

脚轮制动 44 

脚轮枢轴锁 16、23、24、25 

脚轮 17、18 

第 II 类 14 

注意的定义 1 

链条 48、68 

链夹 48 

链条路径 68 

通道锁定 20、21 

检查单  

现场操作 30 

装载拖车 26 

锁定脚轮 23、24 

降下 22 

预设置 13 

预启动 19 

提起 20、21 

卸下拖车 26 

解锁脚轮 23、24 

3 点运输 25 

化学品 2 

孩子 2 

清理 2 

肥料 47 

主箱 46 

仪表 27 

原生草 46 

小种子 47 

清理门 27 

链条夹 48 

服装 2 

组合垫片 17、18

照明接头 15

容器 2

犁刀 28、32

下压配重 33

犁刀调整 32

犁刀刀片磨损 47

犁刀刀片 59

犁刀深度 32

犁刀深度图 32

单个犁刀深度 34

犁刀弹簧 33

CPH 14、89

客户服务 12

危险的定义 1

白天反射镜子 6

标志更换 5

标贴 

警告 

掉落 10

总则 9

不得踩踏 9

轮胎 9

危险 

链条 6

化学品 7

铰接断开 7

警告 

坠落 8

压手 8

液压 8

运动部件 9

速度 7

运输锁 7

安全标志 5

犁刀深度 32

种植深度 28

播种深度 32

条播机说明 11

盘片直径 47

方向 11

盘刀角度 36

盘刀磨损 47

盘接触 36

盘刮片 37

盘刀错位 36

处置 2

化肥清理门 47

英亩计休眠显示 29

下压力 28

犁刀下压力 33

开沟器下压力 37

双种子 47

E 铰接延长杆 14、61、89

吊环螺栓 50、51

F 

出厂设置 

地面驱动轴 16

化肥附件 60

化肥清理 47

化肥箱盖 27

化肥装载 27

施肥率 28

现场操作 30

消防 1

首次现场使用 13

排种活门 49

溜槽 59

犁刀力 33

框架重量 34

油烟 4

G 

计量轮 3

变速箱 58

石墨 62

大平原厂家批号 12

H 

播种率手柄 27

种子杯手柄 46

耳机 2

听力 2

公顷 29

公顷计 59

高度 17、18

高压流体 2、15

铰接 14

铰接延长杆 14、30、61、89

所需铰链 27

液压渗漏 52、53

液压图 67

液压连接 15

液压安全 52、53

液压设置 84

I 

惰轮 68

液压伤害 15

安装 

刮片 88

重量支架 90

预期用途 11

J 

JIC 52、53、84

K  

Keeton® 38

千帕 65

K7090 左侧刮片 88

K7091 右侧刮片 88

K7092 垫片 88

K7093 弹簧 88

L 

化肥清理锁链 47

英亩计液晶显示屏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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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露 2 

左手，定义 11 

调平 16 

调平，边对边 51 

盖，主种箱 27 

盖，原生草种箱 27 

盖，小种子箱 27 

提升辅助装置 15、17 

提升辅助装置和 3

点式 

89 

提升辅助气缸 16 

提升辅助轮胎 3 

提辅助，锁具 20、21 

灯具连接 15 

灯 3 

灯，毛种 59 

液体处理 2 

装填肥料 27 

状态物料 27 

装填小种子 27 

锁链通道 20.21 

锁具、脚轮 25 

锁具、脚轮枢轴 16、23、24 

锁具、气缸 25 

锁定，Seed-Lok 38 

乐泰胶 525 58 

降低 20、21 

润滑 54 

M  

磁铁 29 

主种箱盖 27 

主种箱搅拌器 59 

主种箱清空 46 

保养安全 4 

手册 11 

物料率 28 

公制 59 

典型、条播机 11 

N  

缩小挂车下平面 23、24 

原生草 59 

原生草附件 61 

原生草箱 27 

原生草箱盖 27 

原生草清空 46 

原生草运输 25 

非标准行间距 29 

禁止踩踏 3 

注释，定义 11 

注意，定义 11 

免耕 33 

NPT 15、52、53、84 

O  

开沟器  

向下压力 37 

种子深度 39 

  

开沟器深度 39

开沟器高度 16

开沟器弹簧 37

田间操作 30

ORB 52、53、84

月季 11

摆动 44

大轮胎 89

肌注手册 11

P 

平衡臂 83

停止 30

分配、小种子 62

零件 12

零件手册 11

模型、螺栓 79

PFH 14、89

电话 12

枢轴 80

枢轴锁 79

数轴锁、脚轮 23、24

种植深度、影响因素 28、31

塞子、主种箱 62

塞子、小种子箱 63

交付前 13

压土轮 39、61

保护设备 2

Psi 65

Q 

QD 52、53、84

快断插头 52、53、84

R 

提升 20、21

播种率调节 27

播种率设置 28

红色反光镜 5

反光镜 

琥珀色 5

白天 6

红色 5

SMV 5

反光镜、安全 5

备件 12

重新装载 13

扶手 2

右手，定义 11

多岩情况 33

月季 11

行单位 35

橡胶栓扣 27

S 

安全标贴 5

安全信息 

标贴 5

安全标志 1

定期维护 54

刮刀安装 88

刮刀 88

刮刀、超硬合金 60

刮刀，圆盘 37

刮刀、超硬合金 35

第二种子 60

种杯活门 46

种子镇压器 62

种子阀门 48、49

导种管 86

装填种子 27

种子润滑 62

种子塞 62、63

播种率手册 28

播种率 28

播种管 38

播种深度 32

Seed-Lok 38、62、88

Seed-Lok® 38

半悬挂 23、24、25、30、65

系列号 12、15

系列号中断 11

服务 12

倒退工具包 61、89

设置、播种前 13

SGS（小粒草种） 63

停机 3

单动式，气缸 22

松紧、链条 48

慢速移动车辆 5

小种子附件 63

小种子盖 27

烟 2

SMV 87

SMV（慢速移动车

辆） 
5

黄豆 59

垫片 80

垫片、图表 17、18

垫片、气缸 50、51

垫片、形成控制 17、18、20、21、85

垫片、开沟器圆盘 36

说明 65

弹簧杆 34

弹簧、犁刀 33

弹簧、开沟器 37

弹簧、行组件 28

SSH 14、89

存储 3、30

行程控制图表 17、18

形成控制垫片 17、18、85

支架 12

转环锁 16

标志，安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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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表  

调整摘要 31 

配置重量 26 

犁刀深度 32 

犁刀力 33 

文件 11 

接头扭矩 78 

播种率控制 28 

单行弹簧 37 

规格 65 

行程控制垫片 17 、18 

轮胎 65 

扭矩值 66 

故障排除 40 

配重 26 

配重作用 34 

电话 12 

T 型手柄 32、39 

轮胎轨迹 32、37 

轮胎 3、65 

齿数 68 

扭矩值 66 

JIC 扭矩 52、53 

拖拉机运输 25 

拖拉机重量 25 

拖拉机配重 64 

拖车 23、24 

拖车运输 26 

运输 25、27 

运输锁 20、21 

运输速度 3 

带种子运输 25 

用拖拉机运输 25 

拖车运输 26 

涡轮增压 59 

美国常用 59 

W  

W 夹子 37 

警告的定义 1 

保修 91 

清洗 46 

波动 59 

重量支架 64 

配重支架 64 

配重支架安装 90 

配重套件 34 

典型的配重 26 

拖拉机重量 25 

焊接 4 

车轮 79 

符号  

（66） 配重套件 64 

（67） 铰接装置 61 

数字  

00P  68 

00T 68 

06 系列 28、35

118-966A 铰接延长杆 61

118-967A，搅拌器 59

118-968A，搅拌器 59

121-781A 刮片 60

122-193K Seed-Lok 62

123-409D 隔板 62

133-315H 塞子 63

151-134H 焊件 90

151-135A 配重套件. 64、90

151-143B 手册 11、28

151-143M 手册 11

151-143P 手册 11

151-156H 焊件 79

151-171H 焊件 80、82

151-173H 臂 83

151-179H 焊件 82

151-180H 焊件 82

151-271D 腿 90

151-355D 柱塞 81

151-381D 销子 80

151-384D 垫片 82

161-056D 垫片 80、81

161-114D 帽 81

161-116D 轴 81

196-274K 轮 79

20 公里/小时 3

202-583M 手册 13

265/70B 65

266-012D 板 81

266-020D 活塞 81

3 点 14

3 点 89

3 点操作 89

3P806NT 65

3P806NT-1375  11

30 公里/小时 3

402-172H 臂 83

5.70-8  65

500-064D 垫片 80

525 乐泰润滑油 58

788067 齿轮润滑油 58

800-001C 加油嘴 81、83

800-008C 夹子 86

800-239C 夹子 84

800-321C 夹子 86

800-346C 夹子 86

802-017C 螺栓 84

802-034C 螺栓 81

802-053C 螺栓 82

802-055C 螺栓 82、90

802-057C 螺栓 82

802-060C 螺栓 80、81

802-065C 螺栓 79

802-067C 螺栓 81

802-079C 螺栓 88

802-092C 螺栓 87

802-728C 螺栓 83

802-845C 螺栓 79

803-008C 螺母 87

803-014C 螺母 84、88

803-021C 螺母 82、90

803-024C 螺母 80、81

803-027C 螺母 90

803-031C 螺母 80、83

803-048C 螺母 81

803-210C 螺母 79

804-009C 锁紧垫圈 87

804-012C 垫圈 88

804-013C 锁紧垫圈 84、88

804-013C 垫圈 88

804-015C 弹簧 81

804-021C 垫圈 90

804-022C 锁紧垫圈 82、90

804-023C 垫圈 79、90

804-027C 垫圈 80、83

804-029C 垫圈 83

804-195C 垫圈 82

805-076C 销子 81

806-160C U 型螺栓 90

807-143C 弹簧 81

807-175C 弹簧 81

810-242C 垫片 17、18、85

811-065C 弯头 84

811-856C 接头 15

815-200C 轮毂 79

817-087C 种子塞 62

818-055C 反射镜 5

818-094C 标志 8

818-102C 标志 8

818-337C 标志 7

818-398C 标志 9

818-518C 标志 6

818-590C 标志 7

818-611C 标志 8

818-719C 标志 9

818-860C 标志 9

820-018C 犁刀刀片 59

820-082C 犁刀刀片 59

820-116C 犁刀刀片 59

820-156C 犁刀刀片 59

821-042C 石墨 62

821-060C 石墨 62

838-057C 标志 7

838-092C 标志 9

838-265C 反射镜 5、6

838-266C 反射镜 5

838-467C 标志 7

841-286C 软管 84

848-339C 标志 10

890-072C 衬套 81

890-357C 刮片 88

891-011C 英亩计 59

891-012C 公顷计 59



   
 

  
 

 
 
 
 
 
 
 
 
 
 
 
 
 
 
 
 
 
 
 
 
 
 
 
 
 
 
 
 
 
 
 
 
 
 
 

美国大平原农机制造公司 

Great Plains Manufacturing Inc. 

地址:邮政信箱 5060 

Salina，Kansas 67402-5060 U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