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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识别 
在下面的日志中记录机器的详细信息。如果您替换了此手册，请确保将此信息转移到新手册中。 

如果您或经销商添加了与机器没有原始订购的可选配置，或删除了原始订购的可选配置，那么您的机器的重量和测量值

将不再准确。 通过累加本手册中技术参数& 作业能力部分中的重量和测量值与可选配置重量和测量值来更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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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Safety 

Information 

 

 

下面列出的是一些常规的作法，这些作法可能适用于本手册中描述的产品，也可能不适用于
本手册中描述的产品。 

拖拉机停车 & 存放 

如果连接了动力输出轴，那么
请断开。 

将车停在坚实、平整的地面上，并将
较低的作业工具放置到地面或支撑
块上。 

 将拖拉机停放在停车场或设置停车
闸，关闭发动机，取下点火钥匙，
防止擅自起动。 

 将所有液压压力释放到辅助液压管
路中。 

在离开操作人员座位前，等待所
有部件停止。 

上下拖拉机时，应使用台阶、抓手
和防滑面。 

在孩子们通常不玩耍的地方拆下并
储存作业工具。使用定位块和支
撑块，固定作业工具。 

 
 
 

关闭 

!   警告 

表示危险的情况，如果不加以避免，

可能导致死亡或重伤。 

 

!  小心 

表示危险情况，如不加以避免，可能

导致轻微或中度伤害。 

注意信号词 

 

信号词表示危险的严重程度或等级。

信号词是: 

!   危险 

表示危险的情况，如果不加以避免，

将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 

寻找安全警示标志 
安全警示标志表明存在潜在的人身安全隐患，必须采取额外
的安全防范措施。当您看到这个符号时，请保持警惕并仔细
阅读它后面的消息。除了设备的设计和配置外，危害控制和
事故预防还取决于对操作、运输、维护和存储设备的人员的
认识、关注、谨慎和适当的培训。 

! 
安全第一 
小心操作是预防事故的最佳保证。 

所有操作人员，无论他们有多少经
验，在操作动力机器和本作业工具之
前，都应仔细阅读本手册和其他相关
手册，或者有人将手册读给他们听。 

彻底阅读和理解“安全标签”部分。
阅读上面的所有说明。 

请勿在药物或酒精影响下操作设备，
因为它们会减弱安全、正确操作设
备的能力。 

操作人员应熟悉拖拉机的各项功能
及附件，并能迅速处理突发事件。 

在实施操作之前，确保所有适用于操
作的防护装置和护罩都到位并得到
保护。 

让所有旁观者远离设备和工作区
域。 

当液压控制在空档时，从驾驶员座
位上，启动拖拉机。 

只可在驾驶座上，操作拖拉机和控
制器。 

切勿从移动的拖拉机上下来，或者
让拖拉机在发动机运转时处于无人
看管状态。 

倒车时，不允许任何人站在拖
拉机和作业工具之间。 

手、脚和衣服远离动力驱动部
件。 

运输和操作设备时，要注意头顶和
侧面的物体，如栅栏、树木、建筑
物、电线等。 

切勿拖拉机转弯半径过小，引起
挂接的作业工具骑在拖拉机后轮
上。 

把作业工具放在孩子们通常不玩耍
的地方。当需要时，用安全装置
固定，防止支撑块掉落。 

儿童安全注意事项 

如果操作者对儿童的存在没有警觉，
悲剧就会发生，儿童通常会被作业工
具和他们的进行的工作所吸引。 

永远不要以为孩子会留在你最后看
到他们的地方。 

让孩子远离工作区域，在一个负责
任的成年人的监督下。 

如有儿童进入工作区域，应保持警
惕，并关闭作业工具和拖拉机。 

切勿用拖拉机或作业工具运载儿童。
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让他们乘坐。
它们可能会掉下来，被碾过或干扰
对动力机器的控制。 

即使在大人的监督下，也不要让孩子
操作电动机器。 

切勿让儿童在电动机器或作业工具
上玩耍。 

倒车时要格外小心。在拖拉机开
始移动之前，向下和向后看，确
保作业区域是无人靠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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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列出的是一些常见的作法，这些作法可能适用于本手册中描述的产品，也可能不适用于本手册
中描述的产品。 

 

安全运输 

遵守联邦、州和地方法律。 

使用足够大小和容量的拖曳车辆和
拖车。用系带和铁链把固定好的设
备拖到拖车上。 

突然刹车会导致被拖挂车突然转向并
翻车。如果拖挂车没有配备刹车，
则降低速度。 

避免与任何架空公用线路或带电导
线接触。 

 总是当装载臂末端降到地面时，
进行驾驶。 

始终直上直下陡坡驾驶，并且带有
负载的负载末端在“上山”一侧。 

在斜坡上停车时，启动停车制动
器。 

附加设备的最大运输速度为每小时
20英里。不要超过。切勿以不能充
分控制方向盘及停车的速度行驶。
有些崎岖的地形需要较慢的速度。 

作为指导说明，使用下列最大速度
重量比的附加设备: 

当附加设备的重量小于或等于拖
曳设备的机器重量时，每小时20

英里。 

当附加设备的重量超过机器拖曳
设备的重量但不超过其重量的两
倍时，每小时10英里。 

重要提示: 切勿拖载重量超过拖载车
辆重量两倍的负载。 

 
 
 
 
 
 
 
 
 
 

 

维修保养安全实践 

在工作前了解程序。有关其他信
息，请参阅操作手册。 

在干净、干燥、光线充足的地方平
整的地面上工作。 

在离开操作人员座位进行维修前，
将作业工具放低至地面，并遵循所
有关闭程序。 

不要在任何液压支撑设备下工作。
它可以沉降，突然泄漏，或意外下
降。如有必要在设备下工作，应事
先用支架或适当的挡块牢固地支撑
设备。 

 使用正确接地的电源插座和工具。 

使用正确的工具和设备进行状态良
好的工作。 

让设备冷却后再在上面进行相关
的工作。 

 
在维修或调整电气系统之前，或在装

置上焊接之前，断开电池接地电缆(-

)。 

检查所有部件。确保某些部件处
于良好状态并正确安装。 

用真正的大平原零件替换这个作业
工具上的零件。不要以不利于性能
的方式更改此作业工具。 

 作业作时不要给作业工具上油。 

清除积聚的油脂、油或杂物。 

始终确保妥善收集和处置从维修和保
养作业工具时产生的任何材料和废
物。 

操作前从设备上拆卸所有工具和未
使用的部件。 

切勿在镀锌金属上焊接或燃烧，否
则会释放有毒气体。 

使用安全链 

如果它从拖拉机牵引杆分离，安全
链将有助于控制所牵引的机械。 

使用强度额定值等于或大于拖曳作
业工具毛重的链条。 

将安全链连接到拖拉机牵引杆支架
或其他指定的锚固位置。在链条上
只允许有足够的松驰来允许转动。 

一定要把作业工具挂接在拖拽它的
机器上。切勿使用安全链拖拽工
具。 

轮胎安全 

换轮胎是很危险的，必须由训练
有素的人员使用正确的工具和设
备来完成。 

始终保持正确的胎压。不要将轮
胎充气超过操作手册中建议的压
力。 

当充气轮胎时，使用夹紧卡盘和
加长软管，使你可以站在一边，
而不是在轮胎总成的前面或上
面。如果可能，使用安全笼。 

当更换轮子时，安全支撑作业工
具。 

拆卸和安装车轮时，使用与所
涉及重量相适应的车轮搬运设
备。 

确保车轮螺栓已拧紧到规定的扭
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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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列出的是一些常见的作法，这些作法可能适用于本手册中描述的产品，也可能不适用于本手 

册中描述的产品。 
 

 

为紧急情况作准备 

如果发生火灾，要做好准备。 

随身携带急救箱和灭火器。 

在电话附近为医生、救护车、医院和
消防队保留紧急电话号码。 

 

 

 
 
 
 
 
l 
 
 
 

911 

穿戴个人防护装备(PPE) 

穿戴适合工作的防护服和设备，如
安全鞋、安全眼镜、安全帽和耳
塞。 

衣服要合身，不要有流苏，拉
绳，以免与活动部件纠缠。 

长时间接触噪音会导致听力损伤或
听力损失。佩戴合适的听力保护
装置，如耳罩或耳塞。 

安全操作设备需要操作者全
神贯注。操作设备时避免戴
耳机。 

避免高压力液体危险 

压力下流出的液体会穿透皮肤造成
严重伤害。 

在断开液压管路或对液压系统进行
工作之前，务必释放所有剩余压
力。 

在对系统施加压力之前，确保所有液
压流体接头连接紧密，所有液压软
管和管路处于良好状态。 

使用一张纸或硬纸板，而不是身体
部位，来检查是否有泄漏的嫌疑。 

使用液压系统时，戴防护手套和安
全眼镜或护目镜。 

不要延迟。如果发生意外，立即去看
熟悉这类伤害的医生。任何注入皮
肤或眼睛的液体必须在数小时内处
理，否则可能导致坏疽。 

使用安全灯和设备 
缓慢移动的拖拉机和自走设

备在 

公共道路上行驶时可能造成危 

险。它们很难看到，尤其是在晚 

上。在公共道路上使用慢行车辆 

(SMV)标志。 

在公共道路上驾驶时，建议闪动警
示灯和转向灯。 

使用安全带和 ROPS 
大平原建议在几乎所有的动

力机 

器上使用驾驶室或防滚过保护结 

构(ROPS)和安全带。如果动力机 

器发生故障，驾驶室或绳索与安 

全带的组合将降低严重受伤或死 

亡的风险。 

若ROPS处于锁紧位置，则应紧紧
系好安全带，以防止严重受伤或
死亡及机器翻倒。 

让乘客远离机器 

切勿在拖拉机或者作业工具上拉
载乘客。 

乘客们挡住了操作人员的视线，
干扰了动力机器的控制。 

乘客可能会被物体击中，也可能被
扔出设备。 

切勿使用拖拉机或作业工具吊起或
运送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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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列出的是一些常见的作法，这些作法可能适用于本手册中描述的产品，也可能不适用于本手 

册中描述的产品。 
 

避免石英粉尘 

由于晶体硅是砂和花岗岩的基本成分，
许多建筑工地的活动都会产生含有晶体
硅的粉尘。含硅材料的开槽、锯切和钻
孔会产生含硅粉尘。这种灰尘会对肺造
成严重的伤害(矽肺)。 

如果粉尘中存在石英晶体，应遵循以下
准则。 

     
 注意并遵循OSHA(或其他地方、州 

或联邦)关于空气中二氧化硅暴露的 

指导方针。 

了解可能发生接触石英晶体的工作
操作。 

参与雇主提供的空气监测或培训
计划。 

注意并使用可选的设备
控制，如喷 

水、局部排气通风，如果机器有这 
样的设备，则使用带正压空调的封 
闭式驾驶室。否则应佩戴呼吸器。 

如果需要佩戴呼吸器，请佩戴经批准
的防护含硅晶体粉尘的呼吸器。不
要以任何方式改变呼吸器。使用紧
凑型呼吸器的工人不能有妨碍呼吸
器密封到面部的胡须。 

 

 

 

如有可能，在工作地点换上可弃置
或可清洗的工作服;离开工作地点
前，淋浴并换上干净的衣服。 

请勿在含有二氧化硅粉尘的地方进
食、饮用、使用烟草制品或使用化妆
品。 

 将食物、饮料和个人物品存放在
远离工作区域的地方。 

离开接触区域后，在进食、饮酒、吸
烟或使用化妆品前，应洗手洗脸。 

 

 
 
 
 
 

 

  

挖掘安全-避免地下设施 

美国: 拨打 811 
加拿大: digsafecanada.ca 

在挖掘之前，一定要联系当地的公
用事业公司(电力、电话、煤气、
水、下水道等)，以便他们能标记出
该地区任何地下服务的位置。 

一定要问一下你能多接近他们的标记
定位。 

 
正确处理化学品 

配戴防护性衣服。 

小心处理所有化学品。 

按照容器标签上的说明操作。 

农药可能是危险的。不当使用会严重
伤害人、动物、植物、土壤和您的
财产。 

从任何类型的化学火灾中吸入烟
雾都可能对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按照化学品生产商的规定储存或处理
未使用的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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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标识 
您的割草机配备了所有安全标签到位。它们的设计是为
了帮助您安全地操作您的作业工具。阅读并遵循他们的
指示。 

1. 保持所有安全标签的清洁和清晰。 

2. 有关正确的标签放置，请参阅本节。更换所有损坏或
丢失的标签。从最近的大平原经销商处订购新的标
签。要找到您最近的经销商，请访问我们的经销商定
位在www.greatplainsmfg.com。 

3. 在维修期间安装的一些新设备需要按照大平原公司的规定在
更换的部件上贴上安全标签。订购新组件时，请确保请求中
包含正确的安全标签。 

4. 有关正确的标签放置，请参阅本节。 

 安装新标识: 

a. 清洁标签放置的表面区域。 

b. 把肥皂水喷在清洁的地方。 

c. 从标签上剥离背面，将标签压紧。 

d. 用信用卡的边缘或类似的直边挤出气泡。 

 

 

 

 
 

858-956C 

危险: 护罩丢失 

4-位置 (在所有传动系统下面) 

 
 
 

858-951C 

警告: 挤压危险 

70495 

70518 

70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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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130C 
RC Series cutters only 
警告: 使用 540 转/分动力输出轴  

818-240C 
RCM Series cutters only 
警告!使用 1000 转/分动力输出轴 

 

818-552C 

危险: 旋转的动力传动系统 - 远离 

4-个位置 (分配置护罩顶部, 主动力传动系统和 2-两
翼动力传动系统) 

 
 
 
 

818-540C 
危险: 护罩丢失 - 不要操作 
3-个位置 (位于主动力传动系统和两翼传动系统) 

 

5/15/19 RC(M)3715 & RCG(M)3715 Rotary Cutters 334-739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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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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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142C 

危险: 旋转的动力传动系统 - 远离 

2-个位置 (位于右翼和左翼) 

 

 

 

858-950C 

警告: 挤压风险 

 

858-947C 
危险: 投射物 & 旋转刀片风险 

2- 个位置 (位于左右两翼背面) 

70495 

70496 

70496 



Table of Contents 

Important Safety 

Information 

 

 

RC( 

 

" 
Harvest Starts Here. 

 

 
 

 
 

70495 

858-949C 

安全组合 

2-个位置 (位于左右两翼甲板) 

/_  _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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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954C 

安全组合 

70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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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229C 

1 3/4" x 2 3/4" 琥珀色反光条 

2- 个位置 (位于左右机翼甲板的前部) 

 
 
 
 

 

838-615C 

2" x 9" 琥珀色反光条 

3- 个位置 (位于中心甲板的前左侧&中心轴的左右两侧) 

 
 
 

 

 

818-230C 

1 11/16 x 2 13/16"红色反光条 

4- 个位置 (位于主轴的背面) 

 
 
 
 

 

838-614C 

2" x 9" 红色反光条 

2-个位置 (位于左右两翼甲板背面) 

70495 

70495 

70496 

70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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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欢迎您加入其日益壮大的新产品用户群。本机具 

经精心设计并由熟练工人采用优质材料制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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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途 
RC3715、RCM3715、RCG3715和RCGM3715旋切式割
草机由美国大平原公司设计和制造，在平缓倾斜或略呈

曲线的道路右侧、牧场、果园、预留土地或成排的农田
上提供优异的割草性能。15英尺的切割宽度和能力，可

切割高达3英寸直径杂草和灌木丛，使其非常适合这些应
用。 

所有列出的机器型号提供了牵引式，窄式A形机架挂接形

式，和6类恒速主传动系统，用于连接到50-160马力拖拉
机。 RC3715 和 RCG3715机器型号连接至转数为540转/

分的拖拉机。RCM3715 和RCGM3715型号连接至转数
为1000 转/分的拖拉机。 所有机器型号连接至1 3/8"动力

输出轴。 

它们还提供了各种可选的挂接类型、轮胎和安全防护装

置，使它们成为农业、州府和市政割草应用的极佳选择。 

参阅第55页 “技术参数 & 作业能力” 及第58页“功能特点 

& 优势” ，寻求更多附加信息及增强作业性能的可选配
置。 

使用本手册 
• 本操作手册旨在帮助操作人员熟悉安全、装配、操作、
调整、故障排除和维护。阅读本手册，并遵循建议，以
帮助确保安全和有效的操作。 

• 本手册所包含的信息在印刷时是最新的。有些部件可能
会稍有变化，以确保您获得最佳作业性能。 

• 要订购新的操作手册或部件手册，请与您的授权经销
商联系。手册也可以从我们的网站
www.greatplainsmfg.com免费下载。 

术语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本手册中所用的右和左是通  

过面朝使用中的机器的行驶方向来确定的。 

 

定义 
 

 

机主协助 
经销商应在购买时完成在线保修登记。这些信息是为您
提供优质客户服务所必需的。 

您的旋切式割草机上的零件是由大平原公司专门设计
的，应该只更换真正的大平原零件。如果需要客户服务

或维修配件，请联系大平原经销商。您的大平原经销商

有培训人员，维修零件，和农具维修所需的服务设备。 

序列号 

为方便快捷的查询和服务，请将型号和序列号分别记录在
内页和质保页上。 订购零件时，请务必提供型号和序列

号，并与大平原经销商保持联系。序列号铭牌位置, 参见
图1。 

 

序列号铭牌位置 

图 1 

更多帮助 

你的经销商想让你对你的新旋切式割草机满意。如果由

于任何原因，您不理解本手册的任何部分或对所接受的
服务不满意，建议您采取以下操作: 

1. 与经销商服务人员讨论您的农具中存在的任何问题，
以便他们能够解决该问题。 

2. 如果您仍然不满意，找到经销商的老板或总经理，
解释问题，并请求帮助。 

3. 寻求更多帮助请写信给以下厂家地址: 

 

Great Plains Service Department 

1525 East North Street 

P.O. Box 5060 

Salina, Ks. 67402-5060 

重要提示: 与下列主题相关的特殊信息点。大平原的
意图是在继续之前必须阅读和注意这些信息。 

70448 

注释: 一个特殊的信息点，操作员在继续之前应该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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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拉机要求 

马力 

拖拉机马力应在以下注明的范围内。不得使用动力范围以外的
拖拉机。 

额定功率 ..................................................................... 50-160 

挂接类型 (参阅牵引杆设置)...................................... 牵引杆 

后动力输出轴速度: 

RC3715 ................................................................ 540 rpm 

RCG3715 ............................................................. 540 rpm 

RCM3715........................................................... 1000 rpm 

RCGM3715 ........................................................ 1000 rpm 

液压出口 (参阅液压设置) 

出厂标准 ................................................. 2 Duplex outlets 

牵引杆设置 

参考图 1-1: 

危险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事故: 

不要使用动力输出轴适配器。适配器将增加拖拉机的动力
输出轴的压力，可能对轴和传动系统造成损坏。它也会破
坏拖拉机动力输出轴防护罩的作用。 

 

警告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事故: 

• 不要使用太小或太大的拖拉机。小型拖拉机会前后推
拉，也会造成翻车。大型拖拉机会损坏所挂接的农用
工具。 

• 如果在“A”和“B” 之间的距离未适当保持，动力输出
轴可能会发生损坏。 

保持牵引杆卡销孔中心与拖拉机动力输出轴端面之间的适
当距离，也就是尺寸“A”。 

540 转/分 & 小的 1000 转/分动力输出轴:  

“A” ...................................................................... 14"- 16" 

“B” ....................................................................... 8" - 10" 

“C” .................................................................... 18" - 22" 

动力输出轴至牵引杆距离 

 图 1-1 

液压出口 

根据折叠配置，需要两个或三个双工插座。当选择机翼同

时折叠的折叠配置时，需要两个出口。当选择机翼独立折
叠的折叠配置时，需要三个出口。 

强烈建议将机翼折叠软管连接到具有折叠功能的双出口，
并在现场操作时使用浮子。 

可用附件可从2双工转换成1双工。 

机器启动之前 
为了您的割草机使有和，阅读并且理解本手册内容。理解
割草机如何工作有助于安装和设置割草机。 

在装配割草机之前，最好先检查一下装配清单。加快您的装

配任务，并使工作更安全，所有需要的部件和设备随时在
手。 

扭矩要求 
请参阅第60页的“常用螺栓尺寸的扭矩值图表”，以确定拧

紧硬件时的正确扭矩值。有关常见扭矩值的例外情况，请

参阅图表底部的“附加扭矩值”。 

 

安装检查清单 
 

检查 参考项 
 

 
准备一个叉车或装载机，配有适当大小的链条和安全支架，能够

提升和支持手头的设备。 
 

 装配期间至少要有两个人。 

 

 确保所有主要部件和零散部件都随机器一起装运。 操作手册 

 
 
 
 

 

仔细检查以确保所有部件、紧固件和销钉安装在正

确的位置。如果不确定，请参阅零件手册。通过反

复检查，您将减少可能稍后需要的螺栓安装至错误

位置的情况出现。 
 

注释: 所有从工厂组装的硬件都安装在正确的位置。 

如果在组装过程中拆卸了零件或紧固件，请记住其

位置。保持部件分开放置。 

 
操作手册l 

330-502M 

 
零件手册 

331-939P 

 

 
确保工作部件自由移动，螺栓紧固，开口销展开。 

 60页 

 

 
确保所有的润滑脂部件都就位并润滑。 

 49页 

 

 
确保所有的安全标签都在正确的位置并且清晰易

读。如果损坏更换。 
 6页 

 
 

当机器处于运输位置时，确保所有的红色和黄色反

射条都处于正确的位置并可见。 

 
 11页 

 
 

确保所有气动轮胎都已正确充气，所有车轮螺栓和

轴螺母都已紧固到指定扭矩。 

 
 60页 

22273 

A 

 
动力输出轴 

 

牵引杆 
B 

地平面 

   

!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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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接形式 
以下是提供的五种挂接类型。如果您想要更改您的挂接设
置，请查看离您最近的大平原经销商。 

 

固定栓挂接方式(可选) 

参考图 1-2: 

刀具绕拖拉机牵引杆的旋转仅限于上U形板上的槽、下U

形板上的孔尺寸和牵引杆孔尺寸。客户提供栓钉和栓钉夹
紧器。 

 

大平原高效挂接方式 (可选) 

参考图 1-3: 
大平原高效挂接装置是一种牵引杆友好型，可以两侧且
支点向上和向下自调平。它可以使用客户提供的挂接装

置销保持直立状态，从而允许单人完成挂接任务。 

 

条形挂接方式 (可选) 

参考图 1-4: 

条形挂接装置功能类似于大平原高效挂接装置，只是它为

直接夹到牵引杆上。条形挂接装置是夹在硬化钢板之间，
以消除牵引杆磨损。 它有一个衬套在舌片上，延长挂接装

置寿命。轴套和栓接旋转接头是可润滑的。 

 

球形挂接方式(可选) 

参考图 1-5: 

刀具围绕拖拉机牵引杆的旋转仅限于围绕2 5/16“拖拉机安
装球旋转。 

 

挂索挂接方式(可选) 

参考图 1-6: 

围绕拖拉机牵引杆的刀具旋转仅限于围绕销连接的运动。 

挂索装置是一种理想的牵引杆锤带。 

 
 
 

        

固定栓挂接方式  

图 1-2 

 
 
 
 
 
 
 
 
 
 

高效挂接方式  

图 1-3 

 
 
 
 
 
 
 
 
 

 
条形挂接方式  

图1-4 

 
 
 
 
 
 
 
 

球形挂接方式  

图 1-5 

 
 
 
 
 
 
 
 
 
挂索挂接方式  

图 1-6 

注释: 5/8" 螺栓 (#1) 和垫片 (#2)或者可以拆卸掉增加
挂接装置的灵活度。如果拆掉螺栓和垫片，则应在拉

杆上方和拉杆下方增加等量的垫圈，以消除牵引杆和

U形挂接装置之间的间隙。在拆掉螺栓和垫片时，增
加垫圈可以减少牵引杆和挂接装置间的磨损。 

70454 

70451 

70453 

7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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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拉机关闭程序 
以下是基本的拖拉机关闭程序。在拆卸拖拉机之前，请
遵循以下程序和拖拉机操作手册中提供的任何附加关机

程序。 

1. 将拖拉机发动机转速降低到怠速。 

2. 如果动力输出轴在接合状态，将其断开。 

3. 将拖拉机和农具停放在平整、坚实的地面上。 

4. 将农具放低至地面或固体(非混凝土)支撑
块上。 

5. 将拖拉机停放在停车场或使用停车闸，关闭发动机，
取下点火钥匙，防止擅自起动。 

6. 将所有液压压力释放到辅助液压管路。 

7. 等待所有部件完全停止，然后离开操作员的座位。 

8. 上下拖拉机时要使用台阶、抓地手柄和防滑表面。 

挂接装置安装 
 

 

参考图  1-7: 

1. 将中心甲板升降缸软管连接到拖拉机上。有关说
明，请参阅第19页的液压连接。 

2. 用拖拉机控制杆将刀具抬起，从中心甲板油缸(1号)

上拆卸油缸限位器(2号)。 

3. 拆卸油缸限位器(2号)后，将中心甲板放低，直到
完全置于地面上。 

6. 割草机安装到拖拉机上后，将对校平杆进行调整。 

 

连接停车千斤顶 

参考图  1-8: 

1. 如图所示，将停车千斤顶(9号)安装到千斤顶底座
上，并用所附带的销(8号)固定。 

2. 如果停车千斤顶不垂直，请根据第29页“停车千斤顶

角度对齐”调整千斤顶角度。 

3. 向上或向下调整千斤顶，直到挂接装置框架(2号)达

到牵引杆高度。 

4.  

连接弹簧软管回路 

参考图  1-8: 

1. 用1/2"-13 x 1/2" GR5螺栓(#11)、1/2"平垫圈(12

号)和1/2"六角螺母(13号)将弹簧软管环(10号)连接
到挂接装置框架(2号)上。 

2. 将弹簧软管环(10号)对准如图所示的方向，并将1/2”

六角螺母(13号)紧固到正确的扭矩。 
 

 

 
 

 

参考图 1-8: 

油缸限位器  

图 1-7 

4. 挂接装置(2号)是用铰链连接和螺栓固定的。拆卸然

后丢弃1/2英寸六角螺母(#4)和1/2英寸螺栓(#3)。 

5. 如图所示，将挂接装置框架(2号)向下旋转到牵引位
置。安装左、右调平杆(1号)，用3/4"-10 x 4" GR8螺

栓(6号)、3/4"平垫圈(5号)和3/4"尼洛克六角螺母(7号)

连接框架(2号)。紧因至正确的扭矩。 

 
 
 
 
 
 

 

 

 

挂接装置和千斤顶安装 

图 1-8 

70497 

注释: 中心甲板升降缸软管需要与拖拉机连接，然后
才能将刀具上的挂接装置旋转下来进行装配。 

注释: 如果拖拉机遥控器在左侧，则将弹簧软管环安
装在左侧。 

7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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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栓挂接装置连接 

! 危险 

固定栓挂接装置连接 

        图 1-9 

9. 拆卸前请将拖拉机适当关闭。 
 

注释: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在连接和拆卸农具时存在破碎危险。
倒车或牵引车辆时，应远离人和动物。当人或动物直接在
动力机器后面或接近机件时，不要操作液压控制。 

警告 
在未连接的割草机上或者附近工作之前，球止动销必须
完全插入公园千斤顶，球在可见的情况下，并弹出在千
斤顶的远侧。 

参考图 1-9: 

1. 确保停车千斤顶(3号)正确地连接到割草机挂接装置
上，并用止动销(8号)固定。如果停车千斤顶不垂直，
请参阅第29页的“停车千斤顶角度对齐”。 

2. 存放中心三点悬挂链节在其存入钩子内。 

3. 启动拖拉机，全面升起三点悬挂臂。 

4. 小心地退后拖拉机接近U形钩(9号)。 

5. 拆卸前请将拖拉机适当关闭。请参阅第15页的“拖拉

机关闭程序”。 

6. 验证拖拉机牵引杆调整正确。请参阅第13页的“牵引
杆设置”尺寸。 

7. 提升或降低停车千斤顶(3号)，使U形钩(9号)与牵引
杆对齐。拉杆应安装在U形夹头的下板和上板之间。 

8. 重新启动拖拉机，并继续向后拖拉机，直到拖拉机
牵引杆和挂接装置U形钩(9号)上的挂接装置孔对准
为止。 

可以拆卸螺栓(10号)和垫片(11号)，以增加挂接装置的
灵活性。如果拆卸，则应在牵引杆的上方和下方添加
数量相等的平垫圈(#12)，以减小间隙和减少磨损。平

垫圈(#12)由客户提供。 

 
注释: 挂接装置销(1号)和别销(2号)由用户提供。 

 
 

10. 用客户提供的挂接装置销(1号)和别销(2号)将割
草机连接到拖拉机牵引杆上。 

11. 降低停车千斤顶(3号)，直到牵引杆支撑起挂接装置

的重量。 
 

重要提示: 在移动割草机之前，将千斤顶储存在左

侧甲板上，以保护停车千斤顶。确保千斤顶与底座

水平或低于头部位置，以防止水和冰冻损坏。 

 

12. 从挂接装置上拆下停车千斤顶(3号)，用止动销(8号)

将其连接到左机翼的储存底座上。确保底座与头部位

置水平或低于头部位置，尤其是在机翼折叠后。正确

定位见封面图片。 

13. 将挂接装置安全链(4号)连接到拖拉机上。调整链条

长度，除允许转动的必要部分外，消除所有松弛。将

链条钩牢牢地固定在安全链条上。 

14. 继续第19页的“液压连接”。 

37298 704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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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挂接装置连接 

危险 

高效挂接装置连接 

     图 1-10 

6. 启动拖拉机，完全升起三点悬挂臂，小心地向后拖
拉机靠近U形钩(9号)。 

7. 拆卸前请将拖拉机适当关闭。请参阅第15页的“拖拉机关
闭程序”。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在连接和拆卸农具时存在破碎危险。
倒车或牵引车辆时，应远离人和动物。当人或动物直接在
动力机器后面或接近机件时，不要操作液压控制。 

警告 
在未连接的割草机上或者附近工作之前，球止动销必须
完全插入公园千斤顶，球在可见的情况下，并弹出在千
斤顶的远侧。 

参考图 1-10: 

 

1. 确保停车千斤顶(3号)正确地连接到割草机挂接装置
上，并用球形制动销(8号)固定。 

2. 调整停车千斤顶角度，如果它不是垂直的。请参阅第
29页的“停车千斤顶角度对齐”。 

3. 如果U形挂接装置没有水平放置，则旋转U型挂接
装置(9号)水平放置，翻转挂接装置支架(11号)向上
放置，如图所示将孔置于顶部。如图所示，通过挂

接装置支架(11)上的孔插入客户提供的挂接装置销
(1号)。用别销(2号)固定。 

4. 如果客户提供的挂接装置销直径大于1"，则拆掉U形
夹头(9号)中的衬套。有关说明，请参阅第31页的“高

效挂接装置孔尺寸”。 

5. 存放中心三点悬挂链节在拖拉机的储存钩子中。 

 

8. 请参阅第13页的“牵引杆设置”尺寸。 

9. 提升或降低停车千斤顶(3号)，使U形钩(9号)与拖拉
机牵引杆对齐。牵引杆应安装在U形夹头的下板和上

板之间。 

10. 重新启动拖拉机，继续向后拖拉机直到其牵引杆和U

形钩栓挂接装置(9号)上的孔对齐为止 

11. 拆卸前请将拖拉机适当关闭。 

12. 从挂接装置支架(11号)上拆卸别销(2号)和挂接装置
销(1号)，并向下旋转挂接装置支架。 

13. 用客户提供的挂接装置销(1号)和别销(2号)将割草机
连接到拖拉机牵引杆上。 

14. 降低停车千斤顶(3号)，直到牵引杆支撑起挂接装置
的重量。 

 

15. 从挂接装置上拆下停车千斤顶(3号)，用止动销(8号)

将其连接到左机翼的储存底座上。确保底座与头部位

置水平或低于头部位置，尤其是在机翼折叠后。正确
定位见封面图片。 

16. 将挂接装置安全链(4号)连接到拖拉机上。调整链条

37298 70460 

注释: 客户可提供挂接装置销(1号)和别销(2号)。 

重要提示: 在移动割草机之前，将千斤顶储存在左
侧甲板上，以保护停车千斤顶。确保千斤顶与底座
水平或低于头部位置，以防止水和冰冻损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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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除允许转动的必要部分外，消除所有松弛。
将链条钩牢牢地固定在安全链条上。 

17. 继续第19页的“液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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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形挂接装置连接 

条形挂接装置连接  

图 1-11 

连接条形挂接装置至拖拉机牵引杆 

参考图 1-12: 

1. 将1“x 5 1/2”六角螺栓(1号)插入如图所示的连接顶板

(2号)、连接衬套(3号)、连接耐磨板(4号)、拖拉机牵
引杆(5号)和垫圈(6号)。用1英寸锁紧螺母(#7)固定。

紧固1英寸的锁紧螺母，将所有的螺母拆卸下来，然
后将螺母向后旋转四分之一圈。不要扭矩紧固1”锁紧

螺母。 

2. 插入且穿过两个3/4" x 6" GR5六角螺栓(#8)，3/4"平
垫圈(#9)，搭接顶板(#2)，搭接耐磨板(#4)，形成如

图所示的搭接支架(#10)。用3/4“锁紧螺母(#11)固
定。 

3. 紧固3/4"锁紧螺母至其正确扭矩。 

4. 从挂接装置衬套(3)上拆卸1“x 6 1/2”GR5六角螺栓
(12号)和1“锁紧螺母(13号)。保留螺栓和锁紧螺母以
备重复使用。 

连接条形挂接装置至旋切式割草机 

参考图  1-11: 

危险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在连接和拆卸农具时存在破碎危险。
倒车或牵引车辆时，应远离人和动物。当人或动物直接在
动力机器后面或接近机件时，不要操作液压控制。 

警告 
在未连接的割草机上或者附近工作之前，球止动销必须完
全插入公园千斤顶，球在可见的情况下，并弹出在千斤顶
的远侧。 

 

 

 

 

 

 

 

 

 

 

 

 

 

 

 

 

 

 

 

 
条形挂接装置组件至拖拉机舌片 

 图 1-12 

1. 确保停车千斤顶(3号)正确地连接到割草机挂接装置

上，并用止动销(8号)固定。如果停车千斤顶不垂
直，请参阅第29页的“停车千斤顶角度对齐”。 

2. 存放中心三点悬挂链节在其存入钩子内。 

3. 启动拖拉机，完全升起三点悬挂臂，小心地向后拖
拉机靠近U形钩(9号)。 

4. 拆卸前请将拖拉机适当关闭。请参阅第15页的“拖拉
机关闭程序”。 

5. 验证拖拉机牵引杆调整正确。请参阅第13页的“牵引杆设
置”尺寸。 

6. 升起或放下停车千斤顶(3号)，使挂接装置(10号)与旋
转夹头(9号)上的螺栓孔对齐。 

37298 7046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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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53 

带有油缸伸展标志的快速接头 

带有油缸缩回标志的快速接头 

 

7. 重新启动拖拉机，然后回到割草机挂接装置，直到挂
接装置衬套(10号)与旋转U形钩(9号)上的孔对齐为
止。 

8. 拆卸前请将拖拉机适当关闭。 

9. 将1“x 6 1/2”GR5六角螺栓(2号)插入旋转U形夹头(9

号)和挂接装置衬套(10号)。用锁紧螺母(1号)紧固螺

栓。紧固锁紧螺母，以防止松动。不要紧固1”锁紧

螺母。 

10. 将停车千斤顶(3号)放低，直到牵引杆支撑起挂接装

置重量为止。 
 

 

11. 从挂接装置框架上拆下停车千斤顶(3号)，用止
动销(8号)将其固定在左机翼的储存底座上。确
保底座与头部位置水平或低于头部位置，尤其是
在机翼折叠后。正确定位见封面图片。 

12. 将挂接装置安全链(4号)连接到拖拉机上。调整长度以
消除松弛，只留出允许转弯的松弛度。将链条钩牢牢
锁在安全链上。 

13. 继续下面的“液压连接” 。 

液压连接 
拖拉机所需的双出口数量取决于如何设置割草机。标准割

草机配备有三个液压缸，其中一个位于中心，用于提升切

刀，另一个位于每个机翼上，用于同时折叠机翼。中心升
降缸设置为单动作(单向)操作。机翼可以设置为单作用(单

向)或双作用(双向)操作。 

您的拖拉机上的每个双排出口只能执行一次操作。一个出

口用于升降刀具，另一个出口用于同时折叠机翼。需要两

个出口来独立折叠机翼。强烈建议将机翼折叠软管连接到
具有浮子功能的双出口，并在现场操作时使用浮子。 

黑色的接头软管是用于升降油缸的。红色接头软管用于同
时折叠或独立设置时右机翼折叠。当独立设置时，黄色接

头软管是为左手机翼折叠时。当设置为双作用折叠时，手

柄有方向箭头，以确定软管注油时的功能。参见“图1 - 

14”。 

 

警告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液压油在高压下会穿透皮肤和/或眼睛，造成严重伤害。
使用液压系统时，戴防护手套和安全眼镜或护目镜。寻找
漏油处时，用硬纸板或木头代替手。熟悉这类损伤的医生
必须在数小时内治疗，否则可能导致坏疽。不要延迟。 

 

 

 

 

 

 

 

 

 

 

 
液压连接 (图标高效挂接装置) 图 1-13 

参考图 1-13: 

1. 将液压软管(7号)穿过软管支撑环(14号)，并将连接器

连接到拖拉机远程出口。如果拖拉机的一个出口有浮
动选项，在进行割草作业前，将机翼升降软管连接到

该出口，并将牵引车控制杆设置在该出口的浮动位

置。 

2. 根据需要将螺旋软管缠绕(12号)安装在液压软管(7号)

上，以防止软管在升降甲板、上下折叠机翼以及拖拉

机转弯时夹紧。 

 

 
   

 

 

 
 

 
 

    

 
 
 

    
   

 
 

 
 

 

    

 

液压软管快速接头 

图 1-14

重要提示: 在移动割草机之前，将停车千斤顶储存

在左侧甲板上，以保护停车千斤顶。确保千斤顶与
底座水平或低于头部位置，以防止水和冰冻损坏。 

70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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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轴 - 螺丝扣  

图 1-15 

翼轴螺丝扣设置 

参考图 1-15: 

 

1. 在水平表面上停放拖拉机及割草机。 

2. 拆卸前请将拖拉机适当关闭。请参阅第15页的“拖拉
机关闭程序”。 

3. 松开螺丝扣(1号)上的防松螺母(2号)，调整至球体旋
转中心分开相距大约10 1/2英寸。不要拧紧防松螺
母。在稍后的机翼甲板调平时，再做最后的调整。 

4. 在左翼轴上重复步骤3。 

展开翼 

危险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 不要让所有人进入机翼甲板展开的区域。其中一个机
翼甲板可能会突然倒塌。 

• 不要机翼可能坠落的危险区域行走、站立或让任何人
进入，除非机翼用运输锁牢牢锁在其升起的位置。 

参考图 1-16: 

1. 在水平表面上停放拖拉机及割草机。 

2. 将两侧机翼微微抬起，释放运输锁销(2号)上的任何
张力。 

3. 在没有释放液压压力的情况下，请在拆卸前正确关
闭拖拉机。请参阅第15页的“拖拉机关闭程序”。 

4. 从左右运输销(2号)上拆掉别销(1号)。 

5. 如图所示，从两翼的锁孔(3号)中拉出运输销(2号)。 

参考图 1-17: 

6. 如图所示，将运输销(2号)存放在存储孔(3号)中，
并用别销(1号)固定。 

7. 回到拖拉机上，避开未固定的机翼。 

a. 对于配备单作用折叠气缸的割草机，重新启动拖

拉机，并将拖拉机控制杆置于机翼气缸浮动位

置。回到割草机，保持远离未固定的机翼，小心
地回到在中心甲板上。用手推右机翼，直到它开

始自己下降。机翼应缓慢下降，因为液压管路是
定向控制下降。如果它不自己下降，那么继续用

拖拉机液压下降机翼。左翼重复此操作。 

b. 对于配备双作用折叠气缸的割草机，重新启动拖
拉机，用拖拉机液压控制杆将左右两翼放下，直
到两翼着地。 

 

运输销  

图 1-16 
 

运输销, 存储位置 

 图 1-17 

70499 

注释: 该割草机附带了螺丝扣，并如图1-15所示
的方式绘制。 

70507 

705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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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锁凸耳销 
参考图 1-18: 

折叠锁凸耳销 

图 1-18 

 
70545 

如果您的割草机配备了双作用折叠油缸设置，折叠锁接

线板(#15)不需要翻转。参阅图1-19。 

如果您的割草机配备了单作用折叠油缸设置，执行以下步
骤，以翻转四个折叠接线板。参见图1-20。 

1. 将机翼放下并置于水平面上，从机翼甲板上拆卸所有
5/8"六角螺母(#1)、锁紧垫圈(#2)、平垫圈(#3)和5/8"-

11x1 3/4"螺栓(#4)。把硬件放在一边以便备用。 

2. 在两个机翼甲板上，如图所示纵向翻转折叠锁凸耳销
(#5)。 

3. 重新安装5/8"六角螺母(1号)、锁紧垫圈(2号)、平垫
圈(3号)和5/8"-11x1 3/4"螺栓(4号)。手动拧紧螺母(1

号)。 

4. 返回并启动拖拉机。在不释放液压压力的情况下，
升起机翼，关闭拖拉机。 

5. 如 “图 1-16”所示插入运输销。 

6. 拧紧左、右机翼甲板上的所有螺母(1号)，以纠正扭
矩。 

 
 
 
 
 
 
 
 
 

 

 

双动作油缸折叠凸耳销设置 

图 1-19 

 
70546 

 
 

 
 

 

 

单动作油缸折叠凸耳销设置 

                                        图 1-20 

70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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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传动系统装配 

危险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动力传动系统装配  

图 1-21 

确保在每一端，动力传动系统轭已经固定。一个松散的轭
会自由转动，使传动系统不受控制地旋转，引起作业工具
损坏，及对周围的任何人造成人员伤亡。 

 

 

注释: 在将传动系统从其运输位置移走之前，必须放
下机翼。参见第20页的“展开机翼”。 

 

主传动系统类型为定速，带有或不带有超越离合器。牵引

环和螺栓联接器分别用于将传动系统固定在拖拉机上和作

业工具变速箱上。 

参考图 1-22: 

1. 拆卸六角紧固件(4A)、运输螺栓(3)和运输支架(2)。
丢弃运输支架。 

2. 将传动系统(5号)滑离装运支架(1号)的末端。将传动
系统放在一边，以便稍后连接到分配器箱。 

3. 重新插入方颈螺栓(3号)，并用六角螺母(4A号)固
定。将旋转螺母拧紧到正确的扭矩。 

4. 拆卸六角螺母(#4B)、运输螺栓(#3)和运输支架(#1)。
丢弃运输托架。 

5. 重新插入方颈螺栓(3号)，并用六角螺母(4B号)固
定。将旋转螺母拧紧到正确的扭矩。 

参考图 1-21: 

6. 松开变速箱罩(10号)两侧的插销(5号)并拆卸护
罩。 

 

 

从运输位置拆掉主传动系统  

图 1-22 

7. 从拆分变速箱轴(8号)上拆卸并丢弃橡胶轴保护(7

号)。 

8. 从传动系统(9)的螺栓联接器端拆卸锁紧螺母(1号)

和螺栓(2号)。 

9. 通过变速箱防护罩(10)插入传动系统(9)的螺栓联接
器端，然后用拆卸螺栓(2)和锁紧螺母(1)连接到变速

箱输入轴(8)上。将锁紧螺母拧紧到正确的扭矩。 

10. 将传动系统(9号)的拖拉机端推向分副变速箱(8

号)，从而使传动系(9号)脱离。 

11. 向上旋转传动系悬挂器(11号)，并在悬挂器上支撑传

动系统(9号)。吊架的最终调整将在拖拉机挂接后进

行。 

12. 将变速箱防护罩(10号)复位到安装板(4号)上，并用
锁紧装置(5号)固定。 

13. 检查安全链(#3)。确保它紧固在安装板(4号)和变速
箱罩(10号)上。 

70466 

重要提示: 传动系统在投入使用前必须润滑。请参阅
第49页的“润滑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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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动系统连接至拖拉机 

危险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 在连接或断开传动系统时，或有人站在传动系附近
时，不要启动动力输出轴。一个人的身体和/或衣服可
能会被传动系统缠住。 

• 拖拉机动力传动轴护罩、传动系统护罩和变速箱轴护
罩必须安装在良好的工作状态下，以避免传动系统缠结
和从传动系上飞出的弹射物。 

• 不要使用动力传动轴适配器。适配器将增加拖拉机的
动力输出轴的压力，可能对轴和传动系统造成损坏。它
也会破坏拖拉机动力传动轴防护罩的作用。 

• 确保在每一端，动力传动系统轭已经固定。一个松散
的轭会自由转动，使传动系统不受控制地旋转，引起作
业工具损坏，及对周围的任何人造成人员伤亡。 

 

警告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 始终松开动力输出轴，将拖拉机停放在停车场或设置
停车制动装置，关闭拖拉机发动机，取下点火钥匙，等
待叶片完全停止后再拆卸拖拉机。 

• 有些拖拉机配有两种动力输出轴速度。确保你的拖拉
机的动力输出轴是按照机器额定的动力输出轴速度运行
的，否则可能会导致设备损坏。RC型号的额定转速为
540 转每分钟, RCM型号的额定转速为1000 转每分钟。 

参考图 1-23: 

1. 如果需要，通过向副变速箱推动拖拉机端的动力传动

系统(5号)，使其脱离。 

2. 将轭锁环(6号)拉回，并将轭滑到拖拉机动力输出轴
上。 

3. 松开锁定环(#6)，继续将外轭推到拖拉机动力输

出轴上，直到锁定环卡到位。 

4. 传动系统(5号)的两个轭头应该前后移动，以确保它
们是安全的。如果轭头松动，则重新连接轭头。 

 

5. 向下旋转传动系统吊架(1号)。 

6. 如果停车千斤顶(7号)连接在挂接装置上，则应取下
并放在左侧机翼上。有关详细说明，请参见第16页的
步骤11-12。 

 
 
 
 
 
 
 
 
 
 
 
 
 
 
 
 
 
 
 
 
 
 
 

 
动力传动系统连接  

图 1-23 

重要提示: 在连接后，始终向下旋转传动系吊架，以
防止传动系统损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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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传动系统吊架调整 

参考图 1-24: 

1. 移动拖拉机控制杆，展开液压升降油缸(1号)，直

到冲程控制垫片(2号)上的压力消除为止。 

2. 在没有释放液压压力的情况下，请在拆卸前正确关闭
拖拉机。请参阅第15页的“拖拉机关闭程序”。 

 

警告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远离割草机下方和运输轮胎的正后方。割草机可能会
突然掉下来，导致甲板下降，轮胎回滚。 

3. 从液压升降油缸(1)上拆卸冲程控制垫片(2)，方法是
在断开线上将它们分开。 

4. 启动拖拉机和降低割草机，直到前滑块落在地面
或坚固的(非混凝土)支撑块上。 

5. 拆卸前请将拖拉机适当关闭。 

6. 根据需要，更换行程控制垫片(#2)，以支持车轮在

这个位置。 

参考图 1-25: 

7. 将传动系统连接到拖拉机上，如图所示旋转传动
系统吊架(1号)。 

8. 松开固定圆头方颈螺栓(3号)的螺母，调整传动系统

吊架(1号)，直到传动系统(5号)和吊架(1号)之间有一

个小间隙。 

9. 如果传动系统吊架（1号)已完全调高，且仍需要调

高，则拆卸圆头方颈螺栓(3号)，并用现有的平垫
圈、锁垫圈、六角螺母和运输螺栓(3号)将吊架重新

连接到上面的两个方孔(2号)上。继续将吊架调整到
传动系统下方。 

10. 将紧固圆头方颈螺栓(3号)的螺母拉紧，并将传动系
统吊架(1号)向下旋转。如果吊架与传动系统(#5)接

触，重新调整吊架，直到它脱离传动系统。 

11. 将3/8"-16 GR5螺栓(#3)紧固到正确的扭矩。 
 

12. 向下旋转传动系统吊架 (#1)。 

动力传动系统间隙检查 

参考25页 图 1-26: 

在所有割草刀具高度范围内，检查传动系统是否有足够的
间隙。 

1. 将传动轴连接到拖拉机上，并将所有行程控制垫片

(6号)从液压缸(4号)上拆卸下来，在观察挂接装置和
传动轴间隙的同时，缓慢地将割草机升到上下极

限。如果传动系统有干扰，调整拖拉机牵引杆的高
度和/或长度。见第13页图1-1:正确的牵引杆尺寸。 

 

2. 如果操作缓慢，可能需要清洗提升缸、翼缸和液压软
管中的滞留空气。将油缸前后循环几次，以排出其中

的空气。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25页的“清洗液压
系统”。 

 

  

液压提升油缸及行程控制垫片 

图 1-24 
 

传动系统吊架调整  

图 1-25 

重要提示: 在移动割草机之前，务必将传动系统吊架向
下旋转，以防止传动系统受到损坏。 

70497 

70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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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液压系统 

危险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清洗两翼&中心甲板油缸 

          图 1-26 

甲板提升油缸 

参考图 1-26: 

1. 拆卸所有液压行程控制垫片(6号)，然后降低中心甲
板。 

当油缸拉杆缩回及两翼折叠时，切勿拆卸或者安装两翼的
折叠油缸。在无折叠油缸的怀况下，两翼是不稳定的状
态，交会突然下落。此外，当降低两翼时，困在新的或者
修复油缸中的空气会使两翼突然掉落。任何一种情况都可
能导致割草机无法操作，并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 

! 警告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在断开任何液压管路或接头以清洗液压系统之前，请确
保中心和机翼甲板被降低到地面，所有液压压力都得到
释放。 

两翼折叠油缸 

参考图 1-26: 

1. 降低中心甲板，直到它由液压油缸（4号）上的

行程控制垫片（6号）支撑起来。 

2. 降低两翼甲板，直到它们靠在地面上。 

3. 参见第15页“拖拉机关闭程序”。正确关闭拖拉机，前
后移动甲板升降控制杆，释放所有液压压力。 

4. 稍微松开右侧机翼油缸(1号)上的液压软管接头(2

号)，让空气逸出。 

5. 重新启动拖拉机，慢慢激活拖拉机控制杆，缩回
翼缸(1号)，清除液压系统中的滞留空气。 

6. 正确关闭拖拉机。参见第15页“拖拉机关闭程序”。 

7. 拧紧右翼油缸上的软管接头(2号)。 

8. 重复上面的步骤4-7来清洗左机翼油缸(3号)。 

2. 参见第15页“拖拉机关闭程序”。正确关闭拖拉机，前

后移动甲板升降控制杆，释放所有液压压力。 

3. 稍微松开甲板升降油缸(4)上的液压软管接头(5号)，
使空气逸出。 

4. 重新启动拖拉机，慢慢激活拖拉机控制提升杆，以伸

展提升油缸(4号)，并清除液压系统中的滞留空气。 

5. 正确关闭拖拉机。参见第15页“拖拉机关闭程序”。 

6. 紧固提升油缸(4号)上的软管接头(5号)。 

705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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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LED灯 

参考图 1-27: 

引线线束(#13)配有一个7路圆形引脚连接器，用于连接

到如图1-28所示的拖拉机的7引脚插座中。 

1. 将引线线束(#13)穿过弹簧软管回路(未显示)。 

2. 将引线线束(#13)连接到拖拉机的7路圆针接收
器。 

3. 最好让另外一个人来检查灯是否在工作。启动拖拉
机，操作指示灯如下: 

a. 打开车头灯，确认红色灯亮起。 

b. 打开闪光灯，以验证琥珀色的灯是闪烁和关闭状
态。 

4. 如果灯没有正常工作，请重新检查加强模块和线束的

连接。做出必要的改变，并重复上面的步骤3。 

5. 检查线束路线，以确保当折叠和展开时，及在提高和
降低割草机高度时，电线不会被夹在机翼甲板。 

6. 用螺旋软管缠绕(#12)固定线束，并根据需要添加束

线带。 
 

LED 连接 (如图所示标准U形卡挂接装置)  

图 1-27 
 

拖拉机7-针电气插口图 1-28 

拆除运输凸耳 

参考图 1-29: 

安装在中心甲板后侧两个角落的紧固凸耳只是为运输安

装。在割草机使用之前，它们应该拆掉并且丢弃。 

拆掉并且丢弃两个运输耳凸 (#1) 和连接固件 (#2 & #3)。 

 

后运输凸耳拆除  

图 1-29 

70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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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旋切式割草机 
1. 参阅第48页“长期存储” ，当需要存储割草机较长时

间或者说在作业季结束时。 

2. 如果动力输出轴处于连接状态，减小拖拉机发动机速
度至怠速状态，然后断开动力输出轴。 

3. 停放割草机在一个水平坚硬表面。将拖拉机档位

选择置于停车位置或者使用停车制动。 

参考图 1-30: 

4. 等待叶片完全停止，然后抬起割草机，折叠机翼至运
输位置。 

5. 在未释放液压的条件下，关闭拖拉机。参阅第15页
“拖拉机关闭程序”。 

 
危险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魂: 

除非机翼用运输锁牢牢锁在上升的位置，否则不要在上
升机翼可能坠落的区域内行走、站立或让任何人进入。 

6. 从运输销(2号)上拆卸别销(1号)，并从存储孔(3号)

上拆卸运输销(2号)。 

参考图 1-31: 

7. 将运输销(2号)插入机翼锁孔(3号)，并用别销(1号)固
定。 

参考图 1-32: 

8. 将行程控制垫片(2号)在断开线上分开，从液压缸(1号)

上拆卸。 

9. 启动拖拉机和降低的割草机，直到前滑块落在地
面或固体(非混凝土)支撑块上。 

10. 在未释放液压的条件下，关闭拖拉机。参阅第15页
“拖拉机关闭程序”。 

 

警告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远离割草机下方和运输轮胎的正后方。割草机可能会
突然掉下来，导致甲板下降，轮胎回滚。 

11. 根据需要更换行程控制垫片，以支持车轮在这个位

置。 

12. 前后移动液压缸升降杆，释放联轴器上的所有液压压
力。 

 

运输销, 存储位置  

图 1-30 

 

 
运输销, 锁定位置 

 图1-31 
 

液压提升油缸及行程控制垫片 

 图 1-32 
 

液力耦合器 & 线束存储 

 图1-33 

7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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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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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图 1-34: 

13. 如图所示，从左翼甲板上拆卸停车千斤顶(3号)并连
接到千斤顶底座(15号)上。完全插入止动销(#8)在千

斤顶支架中，以固定停车千斤顶。 

14. 如果需要，重新调整停车千斤顶垂直。请参阅第29页
的“停车千斤顶角度对齐”。 

15. 从拖拉机上扩卸挂接装置安全链(4号)。 

16. 从拖拉机双排出口拆下液压软管(7号)。通过孔(A)上

的结框架插入连接器，然后如图显示向下滑动入插
槽，以防止连接器的粘带污垢。参阅图1-33。 

17. 从拖拉机出口拆下线束(13号)。将线束穿过挂接装置
框架上的插孔(B)插入，连接器垂下，以防止水分进

入。参阅图 1-33。 

18. 将传动系统悬挂器(16号)旋转到所示位置，并将传
动系统储存在悬挂器上。 

19. 从拖拉机动力输出轴上拉回锁环(6号)和传动系统(5

号)。 

20. 将传动系统统(5号)的拖拉机端推向分配器变速
箱，使其脱离。 

21. 根据需要调整停车千斤顶(3号)，以卸下拖拉机牵
引杆上的割草机挂接装置重量。 

22. 拆卸连接挂接装置销子或螺栓，如下: 

a. 固定式挂接装置, 参阅图 1-35: 
拆卸发卡型别销 (#2) 和拉环型别销 (#1)。 

b. 高效挂接装置, 参阅图 1-34: 
拆卸发卡型别销 (#2) 和拉环型别销 (#1)。 

c. 条形挂接装置, 参阅图 1-36: 
拆掉锁紧螺母 (#1) 和螺栓(#2)。 

23. 重新启动拖拉机，驾驶拖拉机缓慢前行几英
尺。 

24. 在拆卸之前，正确关闭拖拉机。 

25. 降低停车千斤顶，直到割草机靠在其前滑靴上。 

26. 按如下更换连接销/螺栓: 

a. 固定式挂接装置, 参阅图 1-35: 

如果拆卸因定式挂接装置，更换U形夹（9号）中

的连接销（1号），并且用别销（2号）固定。 

b. 高效挂接装置, 参阅图 1-34: 

 水平旋转U形夹头(9号)，向上翻转挂接装置支架 

(11号)，使其孔如图所示位于顶部。 

将挂接装置销(1号)穿过挂接装置座(11号)上的 

孔。用发夹型别销(2号)固定。 

c. 条形挂接装置, 参阅图 1-36: 

如果拆下条形挂接装置，从拖拉机牵引杆上拆下挂

接装置(10号)，用拆下的螺栓(2号)和锁紧螺母(1

号)，在4或5个满圈时，拧紧锁紧螺母重新连接到

挂接装置(9号)上。不要拧紧扭矩螺母。 

 
 
 
 
 
 
 
 
 
 
 
 
 
 
 
 
 
 

 
拆卸高效挂接装置  

图 1-34 

 
 
 
 
 
 
 
 
 
 
 
 
 
 
 
 
 

 
拆卸固定U形卡挂接装置  

图 1-35 

 
 
 
 
 
 
 
 
 
 
 
 
 
 
 

 
拆卸条形挂接装置 

 图 1-36 

70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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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油缸调整 
参考图 2-3: 

为了获得最佳的动作范围，当割草机配有21“到26”轮胎

时，将提升油缸(2号)放入底部孔中(如图所示)。当割草机配

备有29英寸轮胎时，将提升油缸(2号)放在顶部孔(A)中。当提

供较大的轮胎时，通过把升降缸(2号)放在底部孔(如图所
示)，整体地面间隙可以增加，但是会降低切割高度范

围。 

 

警告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远离割草机下方和运输轮胎的正后方。割草机可能会
突然掉下来，导致甲板下降，轮胎回滚。 

1. 停放拖拉机和割草机在一个平整表面。 

2. 全面伸展甲板提升油缸（2号），折叠油缸以降低两
翼。 

3. 在没有释放液压的情况下，请在拆卸前正确关闭拖拉

机。请参阅第15页的“拖拉机关闭程序”。在中心甲
板的四个角下放置坚固的支撑块或千斤顶。 

4. 从提升油缸上（2号）拆掉行程控制垫片。 

5. 回到拖拉机座椅，启动拖拉机。降低中心甲板到支
撑块上。拆卸前请将拖拉机正确关闭。请参阅第15

页的“拖拉机关闭程序”。 

6. 在两个油缸末商拆掉发卡型别销和环形别销（6

号）. 

7. 如果从孔(A)移动到底部孔，测量底部孔与轴上油缸
孔的距离。在油桶或者集油器上方，打开软管接头以

排油，收缩油缸到以下测量长度。清洗油缸并正确处
理油。 

8. 将液压油缸重新定位到所需的安装孔，重新插入锁紧
销(6号)，并用发夹型别销固定。 

9. 用千斤顶或顶置升降机，将后桥抬起，使其与油缸(2

号)的杆端对齐，并重新插入插销，并用发夹型别销
固定。拆卸千斤顶或提升皮带。 

10. 返回至拖拉机，全面展开中心甲板提升油缸，以升起
甲板。 

11. 在没有释放液压的情况下，请在拆卸前正确关闭拖

拉机。请参阅第15页的“拖拉机关闭程序”。更换
冲程控制垫片，并从中心甲板的四个角下拆卸支撑

块。 

停车千斤顶角度对准 

参考图 2-1: 

在支撑割草机挂接装置时，应调整千斤顶安装角，使其垂

直于停车千斤顶的位置。这个角度会随着行程控制垫片的

数量和尺寸的不同而变化。 
 
 

注释: 如果割草机没有挂接在拖拉机上，则应将实

心(非混凝土)支撑块放置在前减速靴下，以支撑割

草机，同时垂直对齐停车千斤顶。 

 

1. 如果割草机挂接至拖拉机，降低割草机至存储高
度。 

2. 拆卸前请将拖拉机适当关闭。请参阅第15页的

“拖拉机关闭程序”。 

3. 安装停车千斤顶 (7号)。参阅第15页 “连接停车千

斤顶” 。检查千斤顶角度。如果千斤顶不是垂直

的，那么就按照下面的步骤4进行。 

4. 拆卸六角螺母（3号）、锁紧垫片（5号）和安全螺栓
（2号）。 

5. 松开 1" 六角螺母 (4号)。不要拆掉。 

6. 旋转千斤顶支架 (1号) 对齐千斤顶，使其尽量垂直。  

7. 更换1/2”-13 x 1/2”GR5安全螺栓(2号)，并用锁紧
垫圈(5号)和六角螺母(3号)固定。将六角螺母拧紧到
正确的扭矩。 

8. 紧固 1" 六角螺母(4号) 至 645 英尺-磅。 

9. 如果移动割草机, 跳至步骤 10。如果拆卸割草机, 参

阅第27页 “拆卸旋切式割草机” ，找到详细说明。  

10. 挂接装置支架上拆卸停车千斤顶(7号)，并将其连接
到左侧机翼的存储基座上。确保停车千斤顶的底座与

头部位置水平或低于头部位置，尤其是机翼折叠后。
正确定位见封面图片。 

 

停车千斤顶角度对准  

图 2-1 

注释: 有关千斤顶对准和扭矩值说明，请参阅下面的
贴标(#6)和说明。 

7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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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平割草机甲板 
这些调整应该是当你的割草机连接至将要操作机器的拖
拉机上进行或者让一台拖拉机有同样的牵引杆高度。 

调平中心甲板 

参考图&图 2-3 

1. 将割草机连接到拖拉机上，松开动力输出轴，停在平
整坚硬的地面上。将拖拉机档位选择器置于停车档或
设置停车闸。 

2. 使用液压升降机，调整中心甲板高度，使前滑块(2号)

距地面2至3英寸。 

3. 等待叶片完全停止，然后折叠机翼至运输位置。 

4. 从拖拉机上下来之前，关闭拖拉机发动机并取下点火
钥匙。 

5. 用运输销将机翼锁在上升位置。请参阅第35页的“运
输别销”。 

 

重要提示: 参阅图 2-3。 松开调节螺母(3号)，将加长
调平杆并且降低割草机前端。紧固调整螺母(3号)将

缩短调平杆和提高割草机前端。 

 

6. 在中心甲板的两侧是连续铰链(#1)。测量前后铰链底

部到地面的距离。在后面，它们应该是离地面相等的

距离，而它们在前面比在后面更接近地面1"。 

 

注释: 可根据切割作业条件，降低或者升高1"尺
寸。 

如果连续铰链的前部太高: 

a. 松开几圈安全螺母（5号）。 

b. 拧下调节螺母(3号)，使其与割草机正面的下半部

分相等，直到两个铰链的前半部分比后半部分低1

英寸。 

如果连续铰链的前部太高: 

a. 松开安全螺母(#5)。 

7. 拧紧调节螺母(3号)，使割草机的前面抬起相同的

量，直到前面的铰链比后面的铰链低1英寸为止。 

8. 确保左右水平杆具有相同的张力，然后针对锁紧垫圈
(4)和调节螺母(3)重新紧固安全螺母(5)。 

 

 
前刹车位置 (为了可见度，链条防护罩拆除)  

图2-2 

 

 
中心甲板调平杆 (为了清晰度，灯被拆除)  

图 2-3 

 

调平两翼甲板 

参考图 2-4: 

当展开机翼时，如果机翼顶部与中甲板顶部不水平，则需
要调整机翼各部分。 

1. 启动拖拉机，降下机翼。参考第36页“作业设置”
关于如何降低机翼。 

2. 将割草机向前拉6到10英尺，使外翼轮能够正确对

齐。 

3. 检查机翼顶部的水平，看看他们是否与顶部的中心

甲板保持水平。若机翼顶部的外缘高于或低于中甲
板，则机翼应按以下要求调平: 

a. 如果外翼边缘高于中心甲板, 松开安全螺母 (7号) 

&收紧螺丝扣 (8号)使其缩短直至 下端外翼边缘与
中心甲板水平。当水平时，紧固安全螺母 (7号) 至

正确的扭矩。 

b. 如果外翼边缘低于中心甲板, 松开安全螺母 (7号) 

然后松开螺丝扣 (8号) 加长直至外翼边缘与中心甲

板水平。当水平时，紧固安全螺母 (7号) 至正确扭
矩。 

 

两翼螺丝扣  

图 2-4 

70512 

 
 

行程控制垫片 

70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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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割草机高度 
 

 

参考图 2-5: 

1. 在割草作业现场，展开机翼，用提升油缸全面升起中
心甲板。 

2. 如果没有释放液压，请在拆卸前正确关闭拖拉

机。请参阅第15页的“拖拉机关闭程序”。 

3.  

 
 
 
 
 
 
 
 
 

 
切割高度调整  

图 2-5 

 

警告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远离割草机下方和运输轮胎的正后方。割草机可能会
突然掉下来，导致甲板下降，轮胎回滚。 

4. 从中心液压油缸(1)上拆卸所有行程控制垫片(2号)，
将它们在断开线上分开。将垫片存储在可以重新找回

的位置。 

5. 启动拖拉机并启动切割刀片。有关详细说明，
请参阅第37页的“启动刀片”。 

6. 使用拖拉机控制杆，调整割草机到所需的切割高度，

然后向前移动约20至50英尺。 

7. 如果没有释放液压，请在拆卸前正确关闭拖拉
机。请参阅第15页的“拖拉机关闭程序”。 

8. 测量割下的草/材料的高度。这个距离是切割高度。
如果这个高度可以接受，继续执行步骤8。如果这个

高度是不可接受的，重复步骤4-7，直到达到预期的
切割高度。 

9. 选择适合中心液压油缸（1号）需要尺寸和个数的
行程控制垫片(2号) 。 可用以下垫片。 

• Two 1" 垫片 

• One 1 1/4"垫片 

• One 1 1/2" 垫片 

• One 1 3/4" 垫片 

注释: 拆掉垫片，降低切割高度，增加垫片，升高切
割高度。 

10. 返回拖拉机，再次升起旋切式割草机。 

11. 在未降低割草机的情况下，在拆卸之前，正确
关闭拖拉机。参考第15页“拖拉机关闭程

序”。 

12. 在拖拉机关闭，点火钥匙拔掉的情况下，在中心液

压提升油缸杆上安装所选择的行程控制垫片。 

13. 重新启动拖拉机，降低割草机，使期抵住行程控制垫
片上。 

14. 利用以上步骤4-7，再次检查切割高度。如果需

要，调整行程控制垫片的尺寸和数量，直至达到所
需要的切割高度为止。 

15. 在拖拉机上留下剩余的垫片，以备现场调整
使用。 

高效挂接装置也尺寸 

参考图 Figure 2-6: 
高效挂接装置的设计可接受1"直径挂接装置别销。为

了转换挂接装置可接受1 1/4" 直径挂接装置别销，敲出
U形卡（2号）中的上衬套（1号）。 

 

高效挂接装置孔尺寸  

图 2-6 

注释: 以草坪高度/材料高度为指导，调整作业场地内
所有的切割高度。不要在地面测量刀片高度，因为不
工作的刀片高度会与工作的刀片高度不同。 

39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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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检查表 
危险控制和事故预防取决于在操作、运输、储存和维护旋
切式割草机过程中所涉及的意识、关注、谨慎和适当的培

训。因此，绝对必要的是，无人可操作割草机，除非他们
16岁或以上，并已阅读，充分理解，并完全熟悉操作手

册。确保操作员特别注意: 

• 重要安全信息, 第 1页 

• 第 1部分: 安装 &设置, 第 13页 

• 第 2部分: 调整, 第 29页 

• 第 3部分: 操作说明, 第 32页 

• 第 5部分: 保养维修 &润滑, 第 42页 

• 第 5部分: 保养维修 &润滑, 第 42页 

在使用您的旋切式割草机之前，执行以下检查。 

操作检查 
 

 检查 页码 

 确保所有护罩和护板就位并且处于良好工作状
态。参考“重要安全信息”。 

 
1 

 遵守安装和连接说明。参考“第1部分：安装&

设置”。 
15 

 进行所有需要的调整。 

参考“第2部分：调整”。 
29 

 进行所有需要的保养维修。 
参考“第5部分：保养维修&润滑”。 

42 

 根据需要，润滑割草机和动力传动系统。 

参考“润滑点”。 
49 

 润滑所有齿轮箱且正确更换油塞。参考齿轮箱润

滑。 
51 

 检查初始割草机，并且定期检查是否有松弛的螺
栓和销子。参考“扭矩数值表格”。 

60 

安全信息 
! 危险 

 

• 在设备底下工作之前，一定要用坚固的非混凝土支撑
来固定设备。切勿进入由混凝土块或液压支撑的设备
下。混凝土可能会断裂，液压管路可能会爆裂，甚至在
没有液压动力的情况下，也可以启动液压控制。 

• 当折叠或展开机翼或升降割草机时，请远离割草机。
当执行这些操作时，割草机可以夹住或压碎一个人。 

• 当动力传动轴连接或传动系统旋转时，不要抬起一侧
或两侧机翼。旋转刀片可以抛出物体。总是让人们远离
正在工作的割草机。 

• 割草机不要用作风扇使用。切割刀片没有适当的设计
或保护用于这种用途。 

• 在连接或断开传动系统时，或有人站在传动系统附近
时，不要启动动力传动轴。一个人的身体和/或衣服可
能会被传动系统缠住。 

• 切勿将手或脚放在甲板下，或试图调整已连接动力输
出轴的割草机。不可查看高速旋转的刀片，而且刀片靠
近甲板两侧。肢体会被立即切断。 

• 该割草机配有自由摆动的刀片，以减少冲击负荷。但
是，为了您的安全，最好避免撞击固体物体，并保护割
草机不受损坏。 

• 切割前清除切割作业区域内的碎片和其他不可预见的
可移动物体。在树桩、桩柱、突出物、岩石、落体、洞
等不可移动的危险部位打上醒目的标记。 

• 不要使用动力输出轴适配器。适配器将增加拖拉机的
动力输出轴的压力，可能对轴和传动系统造成损坏。它
也会破坏拖拉机动力输出轴防护罩的作用。 

 

警告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 除非机翼用运输锁牢牢锁在上升的位置，否则不要在
上升机翼可能坠落的区域内行走、站立或让任何人进
入。 

• 旋切式割草机有高速切削物体的能力;因此，使用前后
安全护罩是必要的，并应始终使用沿道路切割和在无旁
观者在场的地区。如果周围或周围有旁观者，则停止叶
片旋转。 

• 拖拉机动力传动轴护罩、传动系统护罩和变速箱轴护
罩必须安装在良好的工作状态下，以避免传动系缠结和
从传动系上飞出的投射物。 

• 在维修传动系统和由传动系统提供动力的部件之前，
请务必将传动系统与拖拉机断开。如果拖拉机启动而且
连接动力输出轴的情况下，人员可能会被缠绕在传动系
统中。 

为了避免严重伤害: 

• 只允许已完全阅读和理解本手册的人员操作本作业工
具，受过本作业工具安全操作方面的适当培训的人员，
以及年龄在16岁或以上的人员操作本作业工具。无法阅
读、理解和遵循本手册中的说明可能导致严重伤害或死
亡。 

• 切勿使用作业工具或拖拉机运载乘客。乘客可能会挡
住操作员的视线，干扰设备的控制，被移动部件夹住，
被旋转部件缠住，被物体击中，被抛出或从设备上掉下
来等。 

• 切勿在拖拉机及/或作业工具可能翻倒的地方操作及/或
横过斜坡。请参阅您的拖拉机手册，了解拖拉机能够通
过的可接受的倾斜度。当穿越陡峭的斜坡时，最好把机
翼折叠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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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卸拖拉机前，请始终遵循本手册中提供的“拖拉机
关闭程序”。 

• 执行定期维护。检查是否有松动的五金、丢失的零
件、破损的零件、结构裂缝和过度磨损。维修后再投入
使用。 

• 不要焊接或火把点燃镀锌金属，因为它会释放有毒气
体。 

• 在斜坡上割草时，不要把机翼抬离地面。机翼的重量
会增加翻车的风险。 

• 只可操作具有经认证的翻转保护结构(ROPS)和安全带
的动力机器。在适当的时候，把ROPS保持在“锁定”
的位置。若 ROPS处于锁定位置，则应紧紧系好安全
带，以防止严重受伤或死亡及机器翻倒。 

• 小直径转弯时请注意，确保后拖拉机轮胎和较低的3点
臂不要与割草机挂钩、传动系统或甲板接触。当挂接的
为一个牵引形式的割草机时，总是降低三点悬挂臂。 

• 等待刀片完全停止，然后通过刀片螺栓检修孔接近刀片
螺栓。 

• 切勿使用作业工具提升物件;拉动栅栏桩、树桩等物
体;或者推物体。这种装置不是为这些用途而设计或者
说其保护罩不足以用于此项用途。 

• 不要使用作业工具拖拽其他设备，除非它被设计成带
有拖钩。这样做会导致失去控制并损坏设备。 

• 割草机上的挂接装置或者别销销磨损、弯曲、断裂或
有结构性裂纹，切勿使用。该挂接装置和/或别销销可
将割草机与拖拉机分开。 

• 有些拖拉机配有两种动力输出轴速度。确保你的拖拉
机的动力输出轴是按照机器额定的动力输出轴速度运行
的，否则可能会导致设备损坏。RC型号机器的额定转
速为540 转/分, RCM模型的额定转速为1000 转/分。 

• 有些拖拉机的额定功率动力输出轴速度可以超过了540

转/分或1000转/分。只以在设计转速为540转/分或1000

转/分操作。超速会损坏驱动部件和刀片。 

• 避免在刷子、立柱、树枝和其他可能损坏或折断它
们的突出物上卡住液压软管。 

• 在移动部件和变速箱周围堆积的杂物碎片是一种火灾
隐患。保持转动部件和变速箱无杂物，避免严重损伤和
财产损失。 

• 不适当的油位会导致轴承失效，并有火灾危险。保持
适当的变速箱油位，避免严重的伤害和财产损失。 

• 不要超过您的割草机的额定切削能力。有关规定的切
削能力，请参阅规范&作业能力。超过额定切削能力
会损坏驱动部件、割草机刀片和甲板部件。 

 

• 当断开动力输出轴后，在减速时，割草机刀片仍可继续
旋转。保持坐在拖拉机座椅上，直到旋转部件完全停
止。 

• 切勿操作损坏或弯曲的传动系统。这样的传动系统在
高速旋转时会断裂，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伤害或死亡。在
损坏的传动系统能够修复或更换之前，请勿使用作业工
具。 

• 割草机必须在两个机翼相连的情况下操作。去掉一只
机翼会增加翻车的风险。拆下一个或两个机翼会露出叶
片。高速旋转的刀片会割伤身体的四肢并抛出物体。 

 

 

拖拉机 & 割草机检查 
将割草机连接到拖拉机上，并将割草机停在水平表面

上，断开动力输出轴，停止割草机叶片，进行以下检
查。 

1. 检查拖拉机安全装置，确保其在良好工作状态。 

2. 检查割草机安全装置，确保其安装且在良好工作状
态。 

3. 检查传动系统，确保其安全连接到拖拉机动力输出轴
和割草机变速箱轴上。此外，确保护罩于良好的工作

条件和就位。 

4. 检查动力传动系统悬挂器。确保它从传动系统向下旋
转。 

5. 拆掉三点悬挂装置下臂或者将其固定，只有这样，
它们才不会干扰动力传动系统、软管或者挂接装
置。 

6. 检查所有软管和电线，确保它们不会夹住或者接触折
叠两翼和旋转的动力传动系统。 

7. 启动拖拉机，小心升起和降低作业工具，确保拖拉
机牵引杆、轮胎和其它拖拉机上的装置不会接触割

草机或者动力输出轴传动系统。也可参阅第24页
“动力传动系统间隙检查”。 

8. 全面升起中心甲板。在不降低作业工具的情况

下，正确关闭拖拉机。参阅第15页“拖拉机关
闭程序”。 

9. 将实心(非混凝土)支撑块或千斤顶置于四个中心甲
板角下。 

10. 启动拖拉机，降低中心甲板至支撑物上。

重要提示: 保持正确的动力输出轴速度。动力输出轴失
速将使叶片摆动回来，导致参差不齐，不均匀的切
割。 

重要提示: 如果机翼传动系统的轮廓是弯曲或扭曲
的，在折叠机翼之前，从两翼齿轮箱断开动力传动系

统。这将保护机翼和分压器变速箱。维修传动系统后
再使用割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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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拆卸前，正确关闭拖拉机。 

12. 在割草机靠在坚实支撑物上，动力输出轴断开及叶片
旋转彻底停止的情况下: 

• 检查并且清除缠绕在叶片主轴上的异物。 

• 检查切割刀片是否有缺口、弯曲、破损和磨

损。根据需要更换或锐化刀片。请参阅第46页

的“割草机刀片”。 

13. 检查液压软管的磨损、损坏和液压泄漏。在检查泄

漏之前，请阅读第3页上的“避免高压流体危
害”。用真正的大平原部件更换损坏和磨损的软

管。 

14. 在继续本页面的“刀片操作检查”之前，对割草机和拖

拉机进行修理。 

20795 

 
 
 
 
 
 
 
 
 
 
 
 
 

恒速 (CV) 传动系统 

        图 3-1 

避免极端转弯角度 

参考图  3-1: 

计划你的场地割草作业，以减少转弯次数，尤其是极端的

转弯角度。避免拖拉机对割草机的转向角超过传动系统的

最大转向角。如果无法避免转弯，请松开拖拉机动力输出
轴，等待传动系统停止后再转弯。 

• 恒速传动系统: 

最大转弯角度 = 80o. 

叶片操作检查 

危险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拖拉机动力输出轴护罩、传动系护罩和变速箱轴护罩必须
安装在良好的工作状态下，以避免传动系缠结和从传动系
上飞出的投射物。 

 

警告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 拆卸拖拉机前，请始终遵循本手册中规定的“拖拉机关
闭程序”。 

 

• 在启动过程中，如果振动在几圈后仍在继续，并且此
后任何时候发生振动，则立即停止动力输出轴。 

• 有些拖拉机配有两种动力输出轴速度。确保你的拖拉
机的动力输出轴是按照机器额定的动力输出轴速度运行
的，否则可能会导致设备损坏。RC型号机器的额定转
速为540 转/分, RCM型号机器的额定转速为1000 转/

分。 

• 有些拖拉机的额定功率可以超过其额定的动力输出轴
速度540转/分或1000转/分。只能在设计转速为540转/分
或1000转/分时操作。超速会损坏驱动部件和刀片。 

 

重要提示: 在操作割草机之前，通读第32页开始的“安 
全信息”。 

1. 确保刀片没有相互锁紧。参见第36页的“作业设置”。 

2. 拆卸甲板支架，并为现场作业设置运输锁。参见第

35页的“运输别销”。 

3. 降低割草机甲板，直到刀片大约离地2" 。 

4. 启动拖拉机，设置油门转速刚刚超过怠速。如果可

以，使用拖拉机的动力输出轴软启动选项。慢慢启动
动力装置使叶片旋转。(参见第37页的“接合刀片”说

明)。 

5. 初始启动振动正常，几圈后应停止。如果振动继

续，立即停止动力输出轴旋转。 

6. 一旦割草机平稳运行，增加油门到全速(540或1000 

转/分)。如果割草机在全速下过来度振动大于3秒，
应立即断开动力输出轴，关闭拖拉机，并取下点火钥

匙。 

7. 在割草机下面工作以前，锁定中心甲板。 

8. 检查刀片是否处于锁定状态。如果上锁，则解
锁刀片。 

9. 检查其他可能的原因，如叶片断裂或弯曲、叶片松
动、变速箱安装螺栓松动、传动系统弯曲等。 

10. 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进行必要的维修和调整。 

11. 在割草机恢复使用之前，重复步骤1-10确保已经修
复震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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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销 
 

 

注释: 机翼由两个液压升降油缸控制。在操作前，请
确保拖拉机的机翼液压装置已安装好，液压软管已注

满油。 

 

在公路上运输之前，穿过狭窄的门及当在甲板下面进行维
修工作时，割草机机翼应该升起。 

1. 断开动力输出轴，等待刀片完全停稳后再升起机翼。 

2. 用液压装置旋转割草机两翼。 

3. 在未释放液压装置的情况下，关闭拖拉机。参阅第15
页“拖拉机关闭程序”。 

 

• 在公共道路上行驶时，请使用LED灯、慢速行驶的车辆
标志、清洁的反射器和其他足够的设备，提醒其他车辆
上的操作人员注意你的存在。如果作业工具遮挡了慢速
行驶车辆标志的可见性，则重新定位标志，使其始终从
后面可见。始终遵守所有联邦、州和地方法律。 

1. 选当从一个区域运输到另一个区域时，择一个安全的
行驶速度。旋切式割草机的最大运输速度是20英里
每小时。不要超速。 

2. 转弯时一定要降低拖拉机的地面速度，并留出足够的

间隙，这样割草机就不会碰到建筑物、树木或栅栏等
障碍物。 

3. 总是升起机翼，并且在公路上行驶之前，使用运
输销。 

4. 当在公路上行驶时，以这样一种方式运输，使快速行

驶的车辆可以安全地超过你。 

5. 在崎岖不平或丘陵地带行驶时，把拖拉机换到低速
档。 

 

! 危险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除非机翼用运输锁牢牢锁在上升的位置，否则不要在上
升机翼可能坠落的区域内行走、站立或让任何人进入。 

4. 参阅图 3-3: 从运输销(2)上拆卸发夹型别销(1)，并从

存储孔(3)上拆卸运输销(2)。 

5. 参阅图 3-4: 通过锁孔(3)插入运输销(2)，并用发夹型
别销(1)固定运输销(2)。 

6. 为其它机翼重复步骤4和5.您的割草机现在可以准备
运输了。 

运输 

 
 
 
 
 
 
 
 
 
 

运输销,存储位置 ，图 3-3 

! 警告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 在从一个工作地点运送到另一个工作地点和在公共
道路上运输之前，一定要升起机翼并设置运输锁。
如果没有运输锁，机翼会掉下来。 

• 始终以一个安全的运输高度，运输割草机。确保足够
高远离地面障碍物，而又不至于过高使割草机在山坡
或者急转弯时使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 运输时选择安全的行驶速度。绝对不要以不允许充分控
制转向和停车的速度行驶，也不要有附加设备连接时，
以超过每小时20英里(32.2公里/小时)的速度行驶。崎岖
的地形需要较慢的速度。 

• 小半径转弯时请注意，确保后拖拉机轮胎和较低的3点
臂不要与割草机挂钩、传动系统或甲板接触。当挂接
的是一个牵引式割草机时，总是保持较低三点悬挂臂
升起状态。 

 

 

 

 

 

 

 

 

 

 

 

 

 

 

 

 

运输销, 锁定位置， 图3-4 

重要提示: 始终断开拖拉机的动力输出轴，等待刀片
完全停稳后，再将割草机机翼升起至运输位置。如果
传动系统仍然转动，机翼传动系统、机翼变速箱和分
配器变速箱都可能损坏。 

70508 

7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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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割草作业 
当在路边进行割草作业时，大平原推荐旋切式割草机配备
链罩以防止投射物飞出。参考第40页“安全链罩”。 

当在路边进行割草作业时，在割草机上使用LED闪烁灯增
加操作人员的可见度。 

作业设置 

危险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切割作业前，清除切割作业区域内的碎片和其他不可预见
的可移动物体。在树桩、桩柱、突出物、岩石、落体、洞
等不可移动的危险部位打上醒目的标记。 

 

警告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下列操作程序应由拖拉机操作员执行。其他人士不应在
该地区。当其他人在附近时，应停止所有作业工具操
作，包括现场安装。 

 

作业检查 

彻底检查切割区域是否有碎片和无法预见的物体。清除所
有潜在的危险，标记任何无法清除的危险。 

 

 
两翼甲板刀片位置  

图 3-5 

展开机翼及设置甲板切割高度 

参考图 3-5: 

重要提示: 当机翼被升起运输时，切割刀片可能会被锁
在一起(重叠)，。在这种情况下操作割草机会导致甲板

剧烈振动。开机前检查机翼是否有锁定的刀片。 

 

1. 在降低机翼之前，检查刀架是否有锁住的刀片。
分开锁住的刀片。 

2. 开启拖拉机，升起两翼释放在运输锁上的任何张
力。 

3. 在未降低割草机的情况下，在拆卸前，关闭拖拉机。
参考第15页“拖拉机关闭程序”。 

参考第35页图  3-4: 

4. 从左右两侧的运输销（2号）上拆掉发夹型别销（1

号）。 

参考第35页图  3-3: 

5. 存储运输销（2号）在灯罩支架（3号）中，然后用发
夹型别销（1号）将它们固定。 

6. 启动拖拉机，降低两翼。 

7. 调整割草机至作业切割高度。参阅第31页关于“调
整割草机高度”的详细说明。 

设置机翼提升控制杆至浮动位置 
 

使用您的拖拉机液压系统的浮动位置，为不同的地形

条件提供自动浮动机翼。这将确保机翼限深轮始终与
地面保持连续接触。 

70514 

 
刀架 

 
 

 
两翼甲板切割 

刀片 

重要提示: 切割作业不应在潮湿的环境下进行。潮湿

的材料将在甲板下堆积，将需要额外的马力，且造
成高磨损和低效率的废料排放。 

重要提示: 操作时，机翼折叠杆应处于浮动位置，以

避免在不平整的地形上切割作业时损坏机翼液压油缸
和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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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档位范围 
最佳的地面速度取决于被切割材料的密度、拖拉机的额定

马力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地形。始终以割草机的额定动
力输出轴速度在齿轮范围内操作拖拉机，使割草机能够在

不拖拽拖拉机的情况下(通常在2到5英里/小时之间)进行
平滑切割。动力输出轴失速将使叶片铰链折回，导致参差

不齐，不均匀的切割。 
 

啮合刀片 
 

1. 选择一个档位范围，将允许割草机作出一个平滑的切
割作业，而不拖累拖拉机。请参阅上面的“选择档位
范围”。 

2. 随着机翼下降，增加油门的速度刚好让割草机启动，
而不会使拖拉机失速，同时缓慢启动动力输出轴。如
果可以的话，使用拖拉机的动力输出轴的软启动选

项。 

3. 确保动力轴旋转，在达到全功率动力输出轴速度至少

3秒后，割草机没有过度振动。如果在3秒后继续在全
功率动力输出轴速度下过度振动，立即断开动力输出

轴，关闭拖拉机，并取下点火钥匙。在拆卸拖拉机
前，等待刀片停止转动。 

4. 调查割草机是否因为振动过大而停机的原因。详
见第34页“刀片操作检查”。 

5. 如果割草机没有关闭，则以全功率动力输出轴速度开

始前向切割作业操作。如果拖拉机正在超负荷作业或
割草机的作业效果不理想，请重新选择档位。 

6. 定期断开动力输出轴，停止拖拉机，将档位选择器置
于停车或设置停车制动，关闭拖拉机，取下点火钥

匙，待刀片停止转动后再拆卸拖拉机。 

7. 卸下拖拉机，检查刀片主轴周围是否有包裹物。

在移除物体之前，请提升锁定甲板。 

8. 经常检查割草机是否有松动的螺栓和螺母。如第

60页“扭矩值表”指示紧固所有松动的固件。 

Disengage Blades 

1. 慢慢降低油门速度，直到发动机达到空转速度。 

2. 断开动力输出轴。 

3. 将拖拉机停车或者使用停车制动，关闭拖拉机发动
机，拔掉点火钥匙，然后在从拖拉机上拆卸前，等待

刀片全部停止。 
 

注释: 切勿在经济模式或任何其他模式下运行拖拉
机，将下降其动力或者动力输出轴的速度。这可能会
导致参差不齐的切割。 

重要提示: 在启动和关闭期间，割草机的刀片可能相
互锁紧，特别是当拖拉机的动力输出轴是“瞬间开启”

和/或“瞬间关闭”时。遵循刀片啮合和刀片脱离指示，
以帮助消除刀片锁定。 

重要提示:与没有超越速离合器的主传动系统的割草机

相比，配备主传动系统的割草机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
完全停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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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操作规程 
在开始对大平原RC(M)3715或RCG(M)3715旋切式割草机
进行运行安全检查之前，务必熟悉操作手册，完成操作检

查表，正确地将割草机安装到拖拉机上，进行调平，并预
先设定切割高度。 

现在是进行运行安全检查的时候了。重要的是，在进行安

全检查时，在任何时候，如果发现刀片或拖拉机出现故
障，应立即关闭拖拉机，取下钥匙，并进行必要的修理和

/或调整，然后再继续。 

在启动拖拉机之前，确保停车制动处于工作状态，动力输
出轴断开。 如果机翼处于折叠状态，遵循本手册中的说

明，展开机翼。 启动拖拉机，且设置发动机油门速度为
低怠速状态。用拖拉机液压提升控制杆升起割草机至运输

位置，确保动力输出轴未被缠住处及未接触割草机机架。 

降低割草机至地面，以低发动机速度，连接动力输出轴。 

如果在低怠速条件下，所有都运输平稳，缓慢升起割草机

至运输高度，检查是否有缠绕或者在动力传系统中存在抖
动。降低割草机至地面，加快拖拉机发动机转数，直到

达到割草机全功率动力输出轴操作速度，也就是说要么
是540转/分，要么是1000转/分。如果所有都运行平稳，再

一次升起割草机至运输高度，检查动力传动系统是否缠红或者

抖动。降低割草机至地面，返回发动机至低怠速，断开动
力输出轴。进行小角度转弯，确保后拖拉机轮胎未接触挂

接装置或者甲板。 还有，确保三点悬挂臂未升起，不会
接触主动力传动系统。 

您现在应该准备以安全的行驶速度，运输设备至您的切割现场。
在公路上，以这种方式运输，快速移动的交通工具会很容

易看到你，并且安全超越。 当在崎岖不平的地形上行驶时，减

慢你的速度。避免快速或尖锐的转向修正。特别小心保证割草
机不会接触到一些障碍物，比如树、建筑物或者栅栏。  

当在公路和夜晚行驶时，使用照明灯和合适的反光装置给
行人和其它车辆驾驶人员提供适当的警告。遵守所有地

方、州和联邦法律。 

重要的是，在你到达切割作业现场之前或之后，检查你将

要切割作业的区域，清除安全隐患和异物。永远不要假设
这个区域是干净的。只在你熟悉的地方切割，且无碎片和

看不见的物体的区域。非常高的草应该割两次，以发现潜
在的危险。如果你撞到一个物体，立即停止割草刀片和拖

拉机，立即检查并在恢复操作前对割刀进行必要的修理。
在切割前检查一个新的区域并制定一个安全的计划是非常

值得的。 

您需要保持540或1000转/分钟的动力输出轴速度和2至5英里每小时
的行驶速度，以形成一个干净的割草作业表面效果。做一个拖拉机
档位和范围的选择，将使您能够保持这些速度组合。一般情况下，
在较低的地面速度下切割质量较好。密集的草地面覆盖将导致需要
大大减速。在某些情况下，拖拉机轮胎会压倒草坪，导致草坪无法
形成反弹时造成割草作业效果不均匀。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你可以
尝试反向切割和/或双切割，以达到预期的效果。避免非常低的切割
高度，特别是在非常不平坦的地形上。在斜坡上一定要向下切割，
避免横过陡坡面。避免急剧下降，并通过斜交通过倾角，以防止挂
起拖拉机和割草机。在转弯时减速，尽可能避免急转弯。记得经常
回头看。 

现在你准备好也了解好了，你可以开始割草作业了。通过
做到以下程序，就可以开始切割作业: 

• 降低拖拉机发动机转数。 

• 确保割草机翼在地需上，液压控制杆在浮动位置。 

• 连接动力输出轴，提高发动机转数至合适的动力输出轴
速度，然后开始割草作业。 

试着增加或者减少行驶速度决物品规划了切割质量的效

果。只需要一些练习，你就会庆幸于你自己和大平原15'

旋切式割草机可以为你带来的作业效果。 

当你在进行割草作业时，需要休息一下，或者只需要对
割草机进行一些调整时，请记住处以下操作: 

• 降低拖拉机发动机转数，断开动力输出轴。 

• 在水平地面停车，选择驻车档位，或者使用停车制动，
关闭发动机，拔掉点火钥匙，停留在拖拉机上，直到割
草机刀片全部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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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链罩 

DANGER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旋切式割草机具有高速切削物体的能力;因此，这款割草
机需要前后安全防护罩的使用。具体地说，在沿着道路和
可能有人在场的区域切割时，应使用双排链护罩。如果周
围有旁观者，则停止刀片旋转。 

大平原提供两种类型的安全护罩，以最佳适应您的应用
工具：单排链护罩和双排链护罩。 

• 单排链护罩由单排悬挂链节构成。它们可以承受恶劣的
作业应用。 

• 双排链式防护罩由悬挂链环上的双排结构。额外的链为
防止抛出的对象提供了额外的屏障。 

单排链护罩 

331-992A 单排链护罩 
 

双排链护罩 

331-993A 双排链护罩 

轮胎&轮安排 
大平原提供三种不同的轮胎和三种轴安排来最佳适应您的
作业应用。 

• 层压轮胎: 它们是由永远不会变平的实心橡胶层叠合
成。 

• 新型轮胎: 它们有泡沫填充和空气填充两种。这两种结
构都很坚固，能够承受割草机的坚固使用，在运输时提
供更平稳的行驶。泡沫轮胎不会爆胎。 

• 翻新轮胎: 它们的结构很坚固，能够承受割草机的坚固
使用，并在运输时提供更平稳的行驶。 

• 4 - 轮轴安排: 两个轮胎在运输轴上，每个机翼轴上
一个。 

• 6 - 轮轴安排: 四个轮胎在运输轴上，每个机翼轴上一
个。 

• 8 - 轮轴安排: 四个轮胎在运输轴上，每个机翼轴上一
个。 

挂接装置 
大平原提供5种不同的挂接装置，以最佳适应您的作业应
用。参阅第14页“挂接装置类型”， 有可选配挂接装置
的完整描述。 

334-463A 固定式挂接装置 

334-460A 条形挂接装置 

334-462A 球形挂接装置 

334-470A 固定枢轴挂接装置 

334-471A 高效挂接装置 

主传动系统 
大平原提供两种不同6类主传动系统，以最佳适应您的作
业应用。 

• 6类匀速传动系统允许操作人员 转弯 80 度。它们是重
载耐用传动系统。 

• 带有过载离合器的6类匀速传动系统同6类匀速传
动系统和过载离合器相同的特征。过载离合器保
护拖拉机上的动力输出轴，允许割草机缓慢停止
刀片，而不会对拖拉机动力输出轴造成压力。 

6类匀速 

826-643C  6类匀速传动系统 540转/分

826-644C 6类匀速传动系统 1000转/分 

带有过载离合器的 6 类匀速 

826-884C  6类匀速ORCL动力传动系统540转/分 

826-793C  6类匀速ORCL动力传动系统1000转/分 

机翼折叠可选配置 
大平原提供四种翼折叠可选配置，以最佳适应您的作业应
用。双作用油缸有比单作用油缸更小的运输宽度。 

• 单作用: 用单作用油缸，同时提升和降低机翼。 使用 1 
液压双联。 

• 双作用: 利用双作用油缸，同时提升和降低机翼狭窄运
输宽度。 

• 独立单作用: 利用单作用油缸，独立提升和降低每个机
翼。使用2液压双联。 

• 独立双作用:利用双作用油缸，独立提升和降低机翼
的狭窄运输宽度。使用2液压双联。 

 
331-785A 单作用折叠组件 

331-786A 双作用折叠组件 

331-787A 独立单作用折叠组件 

331-788A 独立双作用折叠组件 

甲板环可选配置 
大平原提供了甲板环可选配置，为甲板面板和结构提供额

外的保护。甲板环焊接到中心甲板和机翼甲板的底下，以
防止因撞击障碍物而导致的刀片弯曲和偏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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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双联连接  

图 4-1 

单双联附件 
大平原提供单双联附件，因此您可以从一个2双联割草机
改变成一个1双联割草机。 

参考图 4-1: 

1. 从液压三通接头(2)上拆卸液压软管(1号)，然后
放到一边。 

2. 从液压三通接头(2)上拆卸液压软管(3号)，然后
放到一边。 

3. 液压三通接头(2号)和液压软管(4号)可以放在一边，

因为它们不再需要。 

4. 从液压适配器连接件(6)上拆卸液压软管(5)。 

5. 从升降油缸的端口孔(7号)上拆卸液压适配器连接
件(6号)，当不再需要时将其放好。 

6. 将液压适配器连接件(#8)安装到提升缸的端口孔(7号)

上。紧固接头。 

7. 安装液压十字接头(9号)到液压适配器接头(8

号)。紧固接头。 

8. 安装液压适配器连接件（10号）到液压十字连接
件（9号）。紧固接头。 

9. 如图所示，将液压软管(1号)安装到液压十字接头(9

号)上。紧固软管。 

10. 如图所示，将液压软管(3号)安装到液压十字接头(9号)

上。紧固软管。 

11. 如图所示，将液压软管(5号)安装到液压适配器连接件

(10号)上。紧固软管。 

12. 确保所有软管和接头都紧固。 

 
单双联接头捆束 

334-754A 单双联接头捆束 

70663 

Remove       

Install     

 

 

 

 

 

 

 

 

 

 

 

 

 

 

 

 
Lift Cyl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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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维修保养 
正确的维修和调整是任何作业工具长寿命的关键。通过仔
细检查和日常维护，您可以避免昂贵的停机和维修。 

 
使用作业工具数小时后，应定期检查所有螺栓和销钉，确
保其紧固牢固。拧紧所有松动的硬件，如第60页的“扭矩
值图表”所示。更换磨损，损坏，或难以辨认的安全标
签，从您的大平原经销商获得新的标签。 

定期松开动力输出轴，停止拖拉机，将档位选择器置于停

车或设置停车制动装置，关闭拖拉机，取下点火钥匙，待
刀片停止转动后再拆卸拖拉机。卸下拖拉机，检查叶片主

轴周围是否有包裹物。在移除对象之前，请先将甲板固定
锁定。 

 

危险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在设备底下工作之前，一定要用坚固
的非混凝土支撑来固定设备。切勿进入由混凝土块或液压
支撑的设备下。混凝土可能会断裂，液压管路可能会爆
裂，甚至在没有液压动力的情况下，也可以启动液压控
制。 

! 警告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 拆卸拖拉机前，请始终遵循本手册中规定的“拖拉机关
闭程序”。 

• 执行定期维护。检查是否有松动的五金、丢失的零
件、破损的零件、结构裂缝和过度磨损。维修后再投入
使用。 

• 请勿更改作业工具，或者用其它品牌的部件更换此作
业工具上的部件。其他品牌可能不适合或不符合
OEM(原始设备制造商)的规格。它们会削弱作业工具的
完整性，损害作业工具的安全性、功能、性能和寿命。
只替换真正的OEM(原始设备制造商)零件。 

• 在移动部件和变速箱周围堆积的杂质碎片是一种火
灾隐患。保持转动部件和变速箱无杂物，避免严重
损伤和财产损失。 

• 执行定期维护。检查是否有松动的五金、丢失的零
件、破损的零件、结构裂缝和过度磨损。维修后再投入
使用。 

液压系统 
防止液压系统问题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确保拖拉机的液压

油箱没有污垢和其他污染物。 

在将软管连接到拖拉机前，使用干净的布擦拭软管末端。
按规定的间隔更换拖拉机液压滤清器。这些简单的维护将
有助于防止控制阀和液压缸问题的发生。 

每次使用作业工具前，检查液压软管、配件和油缸是否有
损坏或磨损的迹象。根据需要更换损坏的部件。从您当地
的大平原经销商，只订购真正的大平原零件。 

 

警告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液压油在高压下会渗入皮肤和/或眼睛，造成严重伤害。
使用液压系统时，戴防护手套和安全眼镜或护目镜。寻找
漏水处时，用硬纸板或木头代替手。熟悉这类损伤的医生
必须在数小时内治疗，否则可能导致坏疽。不要延迟。 

轮胎 

警告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 换轮胎是很危险的，应该由训练有素的人员使用正确的
工具和设备来完成。拆卸和安装车轮时，使用与所涉及
重量相适应的车轮搬运设备。 

• 在拆掉用螺栓拼合轮辋硬件之前，总是释放在充气飞
机轮胎中的气压。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导致分裂的边
缘立即爆炸，并可能导致严重的伤害或死亡。 

• 当充气轮胎时，使用夹紧卡盘和加长软管，使你可以
站在一边，而不是在轮胎总成的前面或上面。如果可
能，使用安全笼。不要给轮胎充气过多。 

• 不要焊接或加热轮辋。高温会削弱和/或扭曲轮辋，损
坏轮胎。轮胎内部的气压增加到足以引起爆炸。 

 

带有拼合轮辋的充气式飞机轮胎  

图 5-1 

1. 检查轮胎是否气压过低、缺少螺母、缺少凸耳螺栓、
磨损、橡胶分离、轮辋弯曲、断裂或开裂。 

2. 将充气轮胎充气到适当的压力。参见第60页的“轮胎充气图
表”。 

参考图 5-1: 

3. 需要用真正的大平原零件替换轮辋和轮胎。在清除

轮胎内的所有气压之前，不要松开边缘分裂的硬件

(1号)。 

33925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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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护罩 
每次使用割草机前，应检查所有链条防护罩是否完好无损
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根据需要更换任何损坏或丢失的链

条保护组件。只订购真正的大平原零件从您当地的大平原
经销商。 

 

危险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旋切式割草机具有高速切削物体的能力;因此，这款割草
机需要前后安全防护罩的使用。具体地说，在沿着道路和
可能有人在场的区域切割时，应使用双排链护罩。如果周
围有旁观者，则停止刀片旋转。 

减速靴 

警告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减速靴过度磨损可能导致割草机操作不当，造成安全隐
患。 

两个减速靴安装在中心部分，每个机翼部分安装一个减速

靴。检查所有减速靴的磨损情况，必要时更换。只订购真
正的大平原零件从您当地的大平原经销商。 

机翼减速靴 

参考图 5-2: 

 

根据以下步骤更换机翼减速靴: 

1. 拆卸如图所示的3/8”六角螺母(3号)、3/8”短螺栓(2

号)和左减速靴(1号)。 

2. 应该检查短螺栓(2号)的磨损情况，必要时更换。 

3. 用3/8"犁螺栓(2号)将新的左侧减速靴(1号)连接到割

草机上，并用3/8"六角螺母(3号)固定。拧紧螺栓到
正确的扭矩。 

4. 右侧机翼重复这些步骤。 

中心减速靴 

参考图 5-3: 

按如下程序更换中心减速靴: 

1.    从中心甲板框架(2号)上，拆卸5/8"-11六角法兰螺母 

(#4)，5/8"-11 x 4" GR5螺栓(#3)和右侧中心减速靴 

(1号)，如图所示。 

2. 用现有的5/8"螺栓(3号)将新的减速靴(1号)连接到割

草机上，并用现有的5/8"六角法兰螺母(4号)固定。
拧紧螺栓到正确的扭矩。 

3. 为左侧中心减速靴重复步骤1 & 2。 

 

 
 

 
 

机翼减速靴  

图 5-2 

 

70476  

 
 
 
 
 
 
 
 
 
 
 
 

#  备件号 名称 

1 331-688H 中心减速靴 (右&左) 

中心减速靴  

图 5-3 

齿轮箱动力传动系统防护罩 
检查机翼变速箱传动系防护罩和中心变速箱传动系统防护

罩是否完好，是否正常工作。根据需要更换损坏的部件。
只订购真正的大平原零件从您当地的大平原经销商。 

1  331-792H 右侧斜面减速靴 

1  331-793H 左侧斜面减速靴 

2 802-466C 农机用短螺栓, 3/8" - 16 x 1 1/4" GR5 

#  备件号 名称 

70475 

重要提示: 减速靴的过度磨损会削弱割草机侧板，

造成需要大量修理的损坏。一有磨薄的迹象，就一
定要把减速靴换掉。 

! 

! 



45 5/15/19 RC(M)3715 & RCG(M)3715 Rotary Cutters 334-739M 

Table of Contents 

Section 5: Maintenance & Lubrication 
 

 

 

危险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拖拉机动力输出轴护罩、传动系统护罩和变速箱轴护罩必
须安装在良好的工作状态下，以避免传动系统缠结和从传
动系统上飞出的投射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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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机翼齿轮箱动力传动系统护罩 

参考图 5-5: 

1. 要拆卸主轴齿轮箱上的轴护套(1号)，请使用平头螺丝刀

拆卸护套(1号)两侧的锁紧装置(2号)，并将轴护套滑过传
动系统，露出传动系统轭架。不要松开安全链(#3)。 

2. 当维修完传动系统轭架后，将轴防护装置恢复到原来
的位置，并用锁紧装置(2号)固定。 

3. 检查安全链(#3)。确保它紧固在轴保护安装板(4号)和
轴护罩(1号)上。 

进入中心齿轮箱动力传动系统护罩 

参考图 5-4: 

1. 要进入中心传动系统，请按下闩锁释放按钮以打开闩锁

(1号)。 

2. 拉起分配器箱罩(2号)，让它停在中心传动系统罩(3号)

上。 

3. 拉起中心动力传动系统护罩（3号），直到它处于垂
直位置。 

4. 当维修完毕动力传动系统，将护罩返回至其初始

位置。 

5. 按下闩锁杆，以啮合闩锁(1号)。闩锁应将护罩紧固

在护罩支架(#4)上。如果没有，调整插销上螺栓的长
度，以改变夹紧压力，并用防松螺母固定螺栓位置。 

 

 

进入 中心齿轮箱动力传动系统护罩 

图 5-4 

 

 

进入机翼齿轮箱动力传动系统护罩  

图 5-5 

动力传动系统 
每次使用前，检查所有传动系统护罩和传动系统是否到

位，完好无损，工作正常。根据需要更换护罩和传动系
统。只订购真正的大平原零件从您当地的大平原经销商。 

 

危险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 拖拉机动力输出轴护罩、传动系护罩和变速箱轴护罩
必须安装在良好的工作状态下，以避免传动系缠结和从
传动系统上飞出的投射物。 

 

警告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切勿操作损坏或弯曲的传动系统。这样的传动系统在高
速旋转时会断裂，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伤害或死亡。在损
坏的传动系统能够修复或更换之前，请使用拆卸掉作业
工具。 

带有滑动离合器的动力传动系统 

警告 
为了避免严伤亡: 

• 拆卸拖拉机前，请始终遵循本手册中规定的“拖拉机
关闭程序”。 

• 已经使用或在磨合过程中仅仅滑动两到三秒钟的滑动
离合器可能太热而无法接触。在热离合器上工作之前，
让它先冷却。 

 

摩擦离合器必须能够在运行过程中滑移，以保护变速箱、

传动系统和其他传动系部件。摩擦离合器应在初始运行前

和静止一段时间后“磨合”，以消除摩擦表面的任何氧
化。在每个季节的开始，当水分布满内部摩擦板时，重复

“磨合”。 

37618 

70555 

70547 

重要提示: 在初始操作前和30天不活动后，滑动摩擦
盘以去除氧化和水分。潮湿使盘容易滑动。氧化可以

防止磁盘打滑造成传动系统损坏。这种损坏不在保修
范围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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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合器磨合 

参考图 5-6: 

1. 用铅笔或其他记号笔在离合器盘和摩擦盘的外露边缘
上划线。 

2. 小心松开8个弹簧座圈螺母中的每个，松开两圈。需

要抓住座圈螺栓的六角末端， 以计算出精确的圈
数。 

3. 确保周围没有人，机器操作安全。 

4. 启动拖拉机，连接动力输出轴驱动2-3秒，允许离合

器表面打滑。断开运力输出轴，然后重新启动第二
次，持续2-3秒。松开动力输出轴，关闭拖拉机，取

下点火钥匙。等待所有部件停止后再从拖拉机上下

来。 

5. 检查离合器，确保离合器板上的标记已经改变位置。

如果摩擦盘和板上的任何两个标记仍然对齐，则不会
发生滑移。没有滑动的离合器必须拆卸以分离摩擦

盘。参见下面的“离合器拆卸、检查和安装”。 

6. 紧固离合器壳上的8个弹簧座圈螺母中的每一个，精

确旋转让圈恢复离合器至原始设置压力。 

7. 再次操作之前，允许离合器冷却到室温。离合器现
在准备好使用。 

8. 离合器应在切割作业的第一个小时内进行检查，每周
定期检查一次。可以添加一组额外的划线标记来检查
是否打滑。要调整弹簧长度，请参见第45页的图5-

7。 

离合器拆卸, 检查 & 安装 
参考图 5-8: 
如果上述离合器磨合过程表明一个或多个摩擦盘没有打

滑，则必须拆卸离合器以分离摩擦盘。 

拆卸 
 

 
拆卸离合器只需首先从总成上拆卸弹簧保持器螺母(1

号)、弹簧(2号)和螺栓(3号)。然后必须将每个摩擦盘(#4)

与相邻的金属表面分开。 

检查 

检查所有部件是否过度磨损和状况。清洗所有不需要更换

的部件。原摩擦盘厚度为1/8”(3.2mm)，如厚度低于
3/64”(1.1mm)，应更换。如果离合器滑到“冒烟”点，

摩擦盘可能损坏，应更换。热量积聚也可能影响轭关节。 

安装 
将每个摩擦盘(4号)重新组装在与之分离的金属板旁边。如图
所示，通过端板和中间板安装螺栓(3号)。将弹簧(2号)安装在
螺栓上，并用螺母(1号)固定。 

参考图 5-7: 

逐步紧固每个弹簧固定螺栓，直到达到正确的弹簧高度
“A”为止。 

 

离合器磨合  

图 5-6 

g 

24600 

动力传动

系统

号 

动力传动

系统位置 

PTO 

速度 

类

别 

A (英寸) 弹簧高度

量 

826-818C 中心 540/1000 4 1.32" 

826-811C 机翼 540/1000 4 1.32" 

826-812C 机翼 540/1000 5 1.32" 
 

离合器弹簧调整 

 图 5-7 
 

离合器安装，图 5-8 

重要提示: 并非所有离合器都是用相同数量的部件组

装而成的。在拆卸过程中，务必跟踪离合器部件的顺
序和方向。 

13693 

2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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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草机刀片 

! 危险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 在维修传动系统和由传动系提供动力的部件之前，请
务必将传动系统与拖拉机断开。如果拖拉机启动且动力
输出轴连接的情况下，人员可能会缠绕在动力传动系统
中。 

• 在设备底下工作之前，一定要用坚固的非混凝土支撑
来固定设备。切勿进入由混凝土块或液压支撑的设备
下。混凝土可能会断裂，液压管路可能会爆裂，甚至在
没有液压动力的情况下，也可以启动液压控制。 

 

警告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 不要用不平衡、弯曲、磨损过度、刻痕过大或磨损过
度的刀片螺栓操作割草机。如果这样的话，刀片在高速
下会断裂。 

• 不要试图拉直弯曲的刀片或在刀片上焊接。不要试
图修改刀片，如硬表面处理，热处理，冷加工，或
任何其他方法。始终更换新的大平原刀片，以确保
安全。 

• 等待刀片完全停止，然后通过刀片螺栓检修孔进入刀片
螺栓。 

• 检查、拆卸、打磨和更换刀片时，应戴上眼睛保护装置
和手套。 

 

重要提示: 切割刀片必须成对更换。不更换两个刀片

将导致不平衡的情况，这将导致主轴轮毂轴承过早损
坏，并在割草机外壳上造成结构裂缝。 

 
 

每次使用前都要检查刀片。确保它们安装正确并处于良好

的工作状态。更换任何损坏、磨损、弯曲或切口过大的刀
片。永远不要试图拉直弯曲的刀片!当研磨时，小的划痕

可以磨掉。订购大平原更换刀片部件时，请参阅第47页的
图5-10。 

根据以下程序拆卸切割刀片，研磨或者更换: 

1. 在割草机底下进行维修之前，用坚固的支架固
定割草机在上面位置。 

2. 在拆卸之前，正确关闭拖拉机。参考第15页“拖拉机
关闭程序”。 

3. 从拖拉机上断开主动力传动系统。 

参考图 5-10: 

4. 拆卸橡胶塞(5号)。旋转刀片支架(4号)，直到刀片螺
栓(1号)与检查孔(A)对齐。 

5. 旋下锁紧螺母(3号)拆卸刀片(6号)。刀片螺栓(1号)

是键控的，不会自由转动。 

6. 两个刀片的刃口应与原刃口以相同的角度锐化，必须
同时更换或重新研磨，以保持切削单元内的适当平
衡。磨刀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a. 不要磨掉过多的材料。 

b. 不要加热及连续猛击切割机边缘。 

c. 不要把刀片磨成锋利的刃。留下大约1/16英寸厚
的钝刃。 

d. 始终研磨切削刃，使刀片的末端保持方形，而不
是圆形。 

e. 不要研磨刀片的背面。 

f. 两个刀片重量相同，但相差不超过1.5盎司即可。
不平衡的刀片会引起过大的振动，从而损坏齿轮

箱轴承，造成结构裂纹。 

参考图 5-9: 

7. 仔细检查刀片的切削刃与刀架旋转的关系，以确保正

确的刀片放置。刀片必须安装在刀刃旋转的领先位
置。 

参考图 5-10: 

警告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已移除的锁紧螺母可能会失去其线程锁定特性。重复使
用使用过的锁紧螺母会导致刀片被抛出。安装刀片时，
请始终使用新的锁紧螺母。 

 

重要提示: 检查刀片螺栓及其平垫圈是否过度磨
损，如果磨损，则更换。 

8. 通过刀片(6)、洗碟盘(4)和平垫圈(2)插入刀片螺栓

(1)。用一个新的锁紧螺母(#3)固定刀片，扭矩达到
450英尺/磅。 

9. 如果更换碟盘(4号)，变速箱输出轴上的螺母(7号)应
紧固扭矩至450英尺/磅。以最小值用别销(#8)固定，

两支腿在螺母周围向应相反方向弯曲。 

10. 更换橡胶塞 (#5)。 

11. 重新连接主动力传动系统至拖拉机动力输出轴。 
 

刀片旋转方向 ，图 5-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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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79 

 
Use 1-11/16" 

Socket Wrench 
On Blade Nut (#3) 

 
 
 
 
 
 
 
 
 
 
 
 
 
 
 
 
 

 

大平原割草机刀片部件 

#  备件号 备件名称 
 318-586A BLADE BOLT KIT 
  (INCLUDED ITEMS 1, 2, & 3 BELOW) 

1 802-277C BLADE BOLT 1 1/8-12 x 3 7/16 

2 804-147C WASHER FLAT 1 HARD ASTMF436 

3 803-170C NUT HEX TOP LOCK 1 1/8-12 PLATE 

4 312-820H DISHPAN WELDMENT . , 15" CTR (COMER) 

5 840-273C PLUG LP 3" ID RUBBER 

6 820-112C CUTTER BLADE 1/2x4x25 CW LH WING 

6 820-137C CUTTER BLADE 1/2x4x25 CCW RH WING 

6 820-138C CUTTER BLADE 1/2x4x31 CCW CTR DECK 

割草机刀片组件 

图 5-10 

挂接装置磨损点 

每次使用前，检查磨损点，为您割草机上特定的挂接装
置。根据需要更换磨损的连接部件。只订购真正的大平原

零件从您当地的大平原经销商。 

固定挂接装置磨损点 

参考图 5-11: 

在固定挂接装置上上，检查板(1号)是否磨损过度。如果

板(1号)的厚度在栓钉孔处磨损到9/16英寸或更小，则必须
更换组件。 

大平原高效挂接装置磨损点 

参考图 5-12: 

对于大平原高效挂接装置，检查板(1号)是否过度磨损。

如果板(1号)的厚度在栓钉孔处磨损到1/2”或更少，则必

须更换组件。 

检查平垫圈（2号）是否过度磨损。如果需要，更换。 

 

条形挂接装置磨损点 

参考图 5-13: 

对于条形挂接装置，检查板(1号和2号)是否过度磨损。如

果板的厚度在螺栓孔处磨损到3/8”或更少，则必须更换
组件。 

检查平垫圈（3号）上是否过度磨损。如果需要，更换。 
 

固定挂接装置磨损点       

图 5-11 
 

大平原高效挂接装置磨损点 

图 5-12 
 

条形挂接装置磨损点  

图 5-13 

 
 
 
 
 
 
 
 
 
 

70568 

 
 
 
 
 
 
 
 
 
 
 

70569 

 
 
 

70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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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存储 
对割草机进行清洗、检查、维修，并对割草机进行必要
的修理，如长期存放割草机或在工作季节结束时存放割

草机。这将有助于确保在下次连接割草机使用时的工作
准备。 

 

危险 
为了避免严重伤亡: 

• 在维修传动系统和由传动系统提供动力的部件之前，
请务必将传动系统与拖拉机断开。如果拖拉机启动，动
力输出轴连接的情况下，人员会缠绕在动力传动系统
中。 

• 在设备底下工作之前，一定要用坚固的非混凝土支撑
来保护设备。切勿进入由混凝土块或液压支撑的设备
下。混凝土可能会断裂，液压管路可能会爆裂，甚至在
没有液压动力的情况下，也可以启动液压控制。 

1. 清除割草机和运动部件上可能积聚的任何污垢和油

脂。刮去甲板底部压实的污垢，然后用花园软管彻底
清洗表面。也可以在下层甲板区域涂上一层油或修补

漆，以减少氧化。 

2. 检查刀片和刀片螺栓是否有磨损及需要更换。参阅

第46页“割草机刀片”。 

3. 检查松开、损坏或者磨损部件，如果需要调整或者
更换。 

4. 重新喷涂油漆磨损或划伤的部分，以防止生锈。请您

的大平原经销商气溶胶修补油漆。油漆在带有刷子的
补漆瓶子中，在气溶胶零部件号的末尾加上TU、QT

或者GL为容量是夸脱和加仑。 
 

5. 更换所有损坏或者丢失的护罩&贴标。 

6. 如第49页开始注明的“润滑点”进行润滑。 

7. 存放割草机在一个平整、干净且干燥的地方。室内存
储将会减少保养维修及更长的服务寿命。 

8. 当从割草机上断开拖拉机时，遵守第27页上“断
开旋切式割草机”说明。 

订购替换部件 
大平原提供工厂标准绿色和工厂标准镀锌黑色高光设备。 

必须特别注意绿色部件号。后缀81必须包含在大平原的

旋切式割草机零件编号的末尾。例如，如果订购的替换部
件是绿色的，则部件编号应该为555-555C81。镀锌和黑

色部件没有后缀号。 

PAINT LP BLACK SPRAY CAN 

PAINT GREEN SPRAY CAN 

PAINT GALVANIZED SPRAY CAN 

821-070C 

821-058C 

821-080C 

大平原气溶胶修补漆 

备件号   备件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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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滑点 

 

车轮轮毂轴承 

润滑类型: 多用途润滑脂 

每150小时给车轮轴承抹一次油脂。 

每个轮子1个注油嘴 (注油嘴在任意一侧)  

数量 =泵 2 下 

每年重新拆装轴承 

 
 
 
 
 
 
 
 

可调螺丝扣 

润滑类型: 多用途润滑脂 

润滑左侧&右侧螺丝扣  

数量 = 根据需要 

折叠机翼的润滑脂，以消除螺丝扣上的压力，并允许润滑脂
达到更多的区域。 

 
 
 

 

停车千斤顶 

1 个注油嘴 

润滑类型: 多用途润滑脂  

数量 = 根据需要 

频率=根据需要，当长期存储断开连接时。 

需要润滑的时间间隔(以小
时为单位) 

多用途油润滑 多用途润滑脂

润滑 

多用喷雾润滑

油 

润滑图例 50 
小时 

150  每年 

 小时  拆装 

50 
小时 

根据需要 

70515 

70478 

37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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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板铰链 

18个注油嘴 

润滑类型: 多用途润滑脂  

数量 = 根据需要 

频率=根据需要，当长期存储断开连接时 

 
 
 
 
 
 
 
 
 
 
 

高效挂接装置 (可选配置) 

2 个注油嘴里 

润滑类型: 多用途润滑脂  

数量 = 根据需要  

 
 
 
 

 

 

条形挂接装置 (可选配置) 

3个注油嘴 

润滑类型: 多用途润滑脂 

数量 = 根据需要  

根据需要 

50 
小时 

50 
小时 

70479 

70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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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箱 

在第一次50小时之后，换油，然后每年或者每600个小时更
换。 

 

 
 
方法1: 拧下顶部排气的量尺(1号)。将油从量油尺上擦去，
并将量油尺拧紧。拧下油尺螺丝，检查油尺上的油。如果低
于底面标记，则通过刻度杆孔添加推荐的齿轮润滑油，直到
油达到刻度杆上的顶部标记。重新安装排气量尺并拧紧。 

方法 2: 拆卸侧油塞(2号)。如果油在插塞孔底部以下，则
通过顶部的油浸杆孔添加推荐的齿轮润滑油，直到油从插

塞孔流出为止。重新安装并紧固侧油塞(2号)和排气量尺
(1号)。 

润滑类型: 80-90W EP 齿轮润滑油 

数量 = 注油至油量尺顶部标记或开始流出变速箱侧塞孔为
止。 

 
 
 

 

 

分配器盒 

在第一次50小时后，换油，然后每年更换或者每600小时更
换。 

 
 

 
 
 
 

指导说明: 拆卸油位塞。如果油在塞孔底部以下，则通过
注油/排气塞孔添加推荐的齿轮润滑油，直到油从油位塞

孔流出。重新安装并紧固油位塞和注油/排气塞。 

润滑类型: 80-90W EP 

数量 = 填加直到在齿轮箱中的油从油位塞中流出为止。 

8 
小时 

重要提示: 不要在变速箱中过量加油。油热了会膨
胀。检查油位前，请确保器具是水平的，油是冷却
的。 

 

 

8 
小时 

不要填充过多

油 

30215 

注释: Use a suction or siphon pump to drain gearbox 
of oil when there is not an oil drain plug. 

重要提示: 不要在变速箱中过量加油。油热了会膨

胀。检查油位前，请确保器具是水平的，油是冷却
的。 

如果机油已经从变速箱中清除，则将变速箱重新注

满油，使之与油塞水平或油标尺上的刻度一致。留
出时间让空气从下腔流出，然后再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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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翼动力传动系统护罩润滑点 

润滑类型: 多用途润滑脂 

 数量 = 2-3 泵 

 
 
 
 
 
 
 

机翼动力传动系统异型管 

润滑类型: 多用途润滑脂 

数量 = 大量外涂 

 
 
 
 

机翼动力传动系统接头 

润滑类型: 多用途润滑脂 

 数量= 2-3 泵 

 
 
 
 

 

带有异形管润滑点的动力传动系统 

 

 

中间动力传动系统节点 

润滑类型: 多用途润滑脂  

数量= 2-3 泵 

8 
小时 

8 
小时 

8 
小时 

8 
小时 

70491  

 

 

37519 

37519 

37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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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速主动力传动系统护罩润滑点 

润滑类型: 多用途润滑脂 

数量 = 2-3 泵 

 

 
 

 
 

 带有外侧润滑点的均速主动力传

动系统异形管 

CV = 均速 
润滑类型: 多用途润滑脂  

数量 = 8-10 泵 

 
 
 
 
 
 

 

均速主动力传动系统节点 

润滑类型: 多用途润滑脂 

有关如何进入图5-14所示的油脂注油嘴的说明:请参阅第54

页的“进入均速动力传动系统接头”。 

• 等速接头应在直线位置上涂油，使油脂通过通道进入型
腔。润滑后，应在球接头周围可见油脂。 

• 位于U型接头、传动系统护罩和超越离合器上的润滑脂
配件应每8小时润滑一次。 

 

图 5-14 

8 
小时 

8 
小时 

无过载离合器的均速动力传动系统 

 8 
小时 

重要提示: 为了延长均速接头的使用寿命，必须每8

小时进行一次大范围润滑。 

无过载离合器的均速动力传动系统 

 

33994  

 

 

位于管通过槽的注油嘴 

8-10 泵 

23556 

无过载离合器的均速动力传动系统 

 

8-10 泵 
39280 

23556 4-5 泵 

2-3 泵 4-6 泵 2-3 泵 

39280 

4-5 泵 

2-3 泵 2-3 泵 4-6泵 

无过载离合器的均速动力传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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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均速动力传动系统接头 

参考第53页上图 5-14 : 

图5-14所示的等速传动系统接头有两种润滑方式。一种是

通过传动系统护罩上的孔，另一种是将护罩滑回去，暴露
注油嘴。 

通过检查孔润滑 

1. 参考图 5-15: 旋转传动系统防护罩，直到防护罩上
的孔与均速接头上的注油嘴对齐。 

2. 使用适当数量和类型的润滑。有关润滑的数量和类

型，请参阅第53页的“均速主传动系统接头”。 

3. 参考图 5-16: =旋转传动系统防护罩180度，直到防
护罩对面的孔与均速接头上剩余的注油嘴对齐。 

4. 重复步骤2对于那些在上述步骤2中未进行注油的注
油嘴。 

5. 可重复步骤1-2润滑传动系统另一端的万向节。(传动
系统的另一端只有一个注油嘴。） 

通过滑回动力传动系统护罩润滑 

1. 参考图 5-17: 用带平刃的螺丝刀或类似的工具，撬开
红色锁片的顶部。 

2. 参考图 5-18: 将白色锁定环完全逆时针旋转到所示位
置。 

3. 参考图 5-19: 拉回动力传动系统护罩，直到露出均速

接头。 

4. 使用适当数量和类型的润滑。有关润滑的数量和类
型，请参阅第53页的“均速主传动系统接头”。 

5. 将动力传动系统护罩滑回其工作位置。 

6. 参考图 5-17: 顺时针旋转白色锁定环，按下锁定标
签，直到如图所示卡扣到位。 

7. 可重复步骤1-6润滑动力传动系统另一端的万向节。 

 

33992  

 
旋转动力传动系统护罩将护罩上了3个孔

与油指注油嘴对齐 

通过动力传动系统护罩内的三个孔润滑  

图 5-15 

 

 
33993  

 
旋转动力传动系统护罩将护罩上了2个孔

与油指注油嘴对齐 

通过动力传动系统护罩内的两个孔润滑 图 5-16 

 

 

锁定动力传动系统护罩  

图 5-17 

33994 
白色锁定环位于红色锁定片的

右侧 

红色的锁片啪的一声落

在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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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95  

红色锁梢             白色锁环                      
撬开               逆时针旋转 

断开动力传动系统护罩  

图 5-18 

 

 

滑回动力传动系统护罩露出注油嘴  

图 5-19 

露出均速注油嘴 

33966 
拉回动力传动系统
护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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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 作业能力 

动力范围 50 - 160 

齿轮箱动力 
540 转/分或者 1000 转/分公司 

160 马力分配器和 130 马力中心 & 机翼 

齿轮箱润滑 齿轮润滑油 80-90W EP 

齿轮油容量 分离器: 3.5 品脱; 中心甲板 & 机翼: 6 品脱 

切割能力 3" 

机器重量 总重量 

Tongue weig ht 
4,380磅

1,594磅 

刀片尖速度 At 540 rpm 

At 1000 rpm 
中心刀片 = 15,268 FPM & 机翼刀片 = 15,000 FPM  

中心刀片 = 15,578 FPM & 机翼刀片 = 14,620 FPM 

挂接装置类型 固定式挂接装置, 高效挂接装置, 条形挂接装置, 球形挂接装置, 或者挂索挂接装置 

挂接装置千斤顶 标准(7,000 lbs.) 

信号灯 

7 针连接器 

LED 

SAE J560 引脚配置 

切割作业宽度 

总宽度 

带有 21" 轮胎的运输宽度 

15’-0" 

15’-10" 

10’-3" (单动作折叠选配) 7’-3" (双动作折叠选配) 

总长度 16'-3" (中心甲板完全升起) 

甲板高度 12" 

切割高度 1-1/2" - 16" (根据轮胎选配会不同) 

提升油缸 3" x 8" 液压油缸，软管，接头&行程控制垫片 

折翼液压装置 2 1/2" x 12" 液压油缸，软管&接头 

折翼运输保护 折翼运输锁定销 

甲板材料厚度 10 Gauge 

侧裙厚度 1/4" 钢 

减速靴 
机翼甲板: 每个机翼1 可替换减速靴 

中心甲板: 2 可替换减速靴 

刀片 - 6 (每个刀架上2 个) 
1/2" x 4" 热处理的,带凸起的自由摆动合金钢 

刀片重叠 6" 

刀片螺栓 利用硬化平垫圈&锁紧螺母固定 

Stump jumper / 刀片架 3/16" Thick round dish shaped pan, reinforced with 1" x 4" blade bar 

前 & 后护板 可选配置单排链条或者双排链条 

输入动力传动系统 540 & 1000转/
分 

带或不带过载离合器的6类恒速U形接头 

中间动力传动系统 标准 -  4类带有滑动离合器  

机翼动力传动系统 标准 -  4 类带有滑动离合器或者 5 类带有滑动离合器 

 
轮子可选配置 

21" or 26" 层压轮胎 

25.5" 新型泡沫轮胎 

25.5" 新型20层气压轮胎 

29" 翻新飞机轮胎 

 

轮子个数 

4 个轮子: 运输轴上两个，每个折翼轴上各一个 

6 个轮子选配: 运输轴上四个，每个折翼轴上各一个  

8 个轮子选配: 运输轴上四个，每个折翼轴上两个 

运输轴 中心运输轴上的弹簧减震 

轮毂 铸铁五螺栓轮毂与圆锥滚子轴承和1 3/4"轴 

高效挂接装置& 条形挂接装置枢轴

直径 
2 1/4" 

A形框架舌片 5" x 3" 矩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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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3" 

 
 
 
 
 
 
 
 
 
 
 
 
 
 
 
 
 
 
 

运输宽度/无特殊调整      狭窄运输 

 
 
 
 
 
 
 
 
 
 
 
 
 
 
 
 
 
 
 
 
 
 
 
 
 
 
 
 
 
 
 
 
 

 
70525 

7'- 3" 

70526 

29" 飞机轮胎增加 8" 

7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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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M)3715 & RCG(M)3715 型号机器 
 

特点 优点 

超过严格的行业标准 
所有大平原旋切式割草机都经过设计和测试，并符合严格的自愿测试程序，符合ISO 

4254-13。 

工厂组装 可达快速和容易的设置。以最少的时间设置或准备设备。 

5年齿轮箱保修 显示对变速箱完整性的信心。 

坚固耐用的重型变速箱 能够处理重型割草应用。 

齿轮箱密封保护 变速箱底部密封保护，延长轴承寿命。 

2 片动力传动系统护罩  动力传动系统的油嘴更容易接近。 

拖拉机舌片上的低挂接装置重量 适用于小型马力拖拉机，减少牵引杆上的重量。 

狭窄A形框架挂接装置 允许小角度转弯半径。 

可调整驻车千斤顶角度 停车千斤顶可以调整到垂直于地面。 

可调整动力传动系统吊架 
当割草机从拖拉机上卸下时，作为动力传动系统的支撑架。 

协助操作人员将传动系统连接到拖拉机动力输出轴上。 

输入动力传动系统:6类 恒速 
传动系统与拖拉机的承载能力相匹配。恒定速度(CV) U型接头允许80度转弯而不损坏传

动系统。 

带有滑动离合器的动力传动系统:  

4类 中间动力传动系统 

4类或者 5类机翼  

动力传动系统的尺寸与预期的切削能力相适应。 

滑动离合器将在负载下滑动，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扭转对传动系统的破坏。 

动力传动系统端盖上的黄油嘴 中间和机翼传动系统交叉枢轴更容易润滑。 

高刀尖速度 允许清洁切割材料。 

6" 刀片重叠 在转弯时，消除跳跃。 

3/16" 圆形刀片盘 标准厚度刀片盘，加硬材质将损失保持到最小程度. 

光滑的顶部设计 减少堆积的碎片，更容易和更快的清洗。 

甲板顶部100%焊接 使中心甲板和机翼甲板更坚固。 

1/4" 侧壁厚度 增加的厚度减少了被抛入甲板侧壁的物体的伤害。 

机翼上的斜面减速靴 当转弯时，减少地面刮蹭。 

LED 信号灯 LED 灯亮度好，持久性长，抗震，不像白炽灯。 

铰链式机翼部分 
允许割草机地面仿形。对于不平地势，比如山坡、壕沟和凹陷处的不平切割操作是理想

的选择。 

1" 固体铰链棒 较大直径的铰链杆在铰链区域提供更大的强度。 

机翼运输锁销 如果发生液压损失，运输锁销将保持机翼折叠位置。 

封闭的双1"水平杆 当在不平地形上行驶时，割草机对后轴的拉力相等。 

5-螺栓轮毂 5-螺栓轮毂使轮子总成更耐用，使用寿命更长。 

轮圈上的排水孔 
允许水从安装在折叠机翼上的轮子中流出。 有助于防止油漆变质和车

轮边缘生锈。 

弹簧缓冲中轴 保护装置免受撞击和地面震动。 

可更换单独的车轮主轴 主轴损坏时可以更换，无需更换整个轴总成。 

 

轮子选配 

层压轮胎: 消除轮胎漏气。 

充气轮胎: 运输时提供更好的缓冲。 

泡沫填充轮胎: 运输时提供更好的缓冲 和防止轮胎撒气。 

高效挂接装置选配 
适用于不平整的地形，减少牵引杆磨损。挂接装置枢轴自由上下转动，绕拖拉机牵引杆

转动。 

条形挂接装置选配 对于极端条件是理想的选择。夹紧牵引杆，消除牵引杆磨损。 

免维护舌片& 枢轴 自润滑轴颈轴承使维护更少。 

彩色编码液压软管手柄 简易软管识别&坚固的手柄，方便与拖拉机连接和断开。 

4唇可清洗的金属背轮毂密封 密封使水和碎片更难进入轮毂且使油脂离开轮毂。金属衬垫防止棒和线破坏密封唇。 

可润滑铸钢连续铰链 铸钢铰链连接牢固，易于润滑。 

RCG 型号机器上的镀锌甲板 耐用的防锈保护，适用于恶劣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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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表 
 

故障 原因 解决方案 

 

油封泄漏 

齿轮箱注油过多 利用加油孔释放油位，或者说放到油量尺的满油位置。 

油封损坏 更换油封。 

在密封区域内，轴上有草或者线

缆缠绕 
清理掉缠绕的材料，每日检查密封区域。 

 
传动系统轭或交叉故障 

  

 

离合器冻结 
根据第49页“润滑点”的指导说明滑动离合器 

冲击载荷 避免撞击坚固物体。 

需要润滑 每八小时润滑。 

 

 
滑动离合器即使负载很轻也会滑动 

  

 

刮到地面 提升切割高度。 

离合器未正确调整个 
根据第49页“润滑点”的指导说明调整离合器 

离合器板磨损 更换离合器片。 

在离合器板之间夹住异物 
移除异物。 

动力传动系统轴弯曲 

(注释:如果弯曲，轴应该修理或者更

换) 

接触机架 在运输位置，减少提升高度。 

接触牵引杆 重新定位牵引杆。 

触底 缩短动力传动系统轴。 

束缚 未足够润滑。 

 

传动系统轴伸缩管故障 

 

冲击载荷 避免撞击坚固物体。 

传动系统轴伸缩管磨损 
需要润滑 每8小时作业润滑。 

 
 

 
刀片锁定 

当机翼升起至运输位置时，刀片

锁在一起（重叠） 
在降下机翼前，使用撬棍或者其它工具分离切割刀片。 

拖拉机动力输出轴有即时开

启 

在低转数时接合动力输出轴，然后慢慢升高发动机速度

至全速动力输出轴速度。参阅第37页“接合刀片”。 

拖拉机动力输出轴有即时关

闭 

在低转数时，拆掉刀片，或者更换一个带有过载离合器

的动力传动系统。 

刀片磨损过度 
切割到沙地上 提升切割高度。 

频繁接触地面 提升切割高度。 

 
刀片变松 

刀片未正确紧固 参考第46页“割草机刀片”，紧固刀片固件。 

动力输出轴超速 以正确的动力输出轴速度操作割草机。 

刀片断裂 撞击坚固物体。 避免撞击坚固物体。 

 
刀架松散 

刀片架硬件未紧固 
紧固轴螺母至规定扭矩。 

以前就变松了 更换齿轮箱轴承和/或者轴。 

刀架弯曲 撞击坚固物体。 避免撞击坚固物体。 

过度侧板磨损 
土壤粗糙磨损 调整割草机高度。 

割草作业过低 升起割草机高度。 

 
 
 
 

过度震动 

撞击坚固物体。 在割草作业前检查区域。不要撞击坚固物体。 

动力传动系统弯曲 更换动力传动系统或者分配轴。 

刀架弯曲 更换刀架。 

刀片坏了 更换刀片。 

刀片不摆动 检查并且解锁刀片。 

高扭矩启动或者撞击坚固物体。 拆开并且检查动力传动系统是否有未正确安装的针或者

损坏的轴承盖。 

刀片不等重量 在受到影响的刀架上，更换掉每对刀片。 

机翼油缸动作太慢 注孔堵塞 拆掉连接肘管，并且 通开注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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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螺栓尺寸扭矩值表 

 

 

 
螺栓尺寸 

(英制) 

螺栓头识别 

   
等级 2 等级 5 等级 8 

 

 

 
螺栓尺寸 

(公制) 

螺栓头识别 

 
5.8 8.8 10.9 

 

等级 5.8 等级 8.8 等级 10.9 

in-tpi 1 N · m 2 ft-lb 3 N · m ft-lb N · m ft-lb mm x pitc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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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0.8 4 3 6 5 9 7 

1/4" - 28 8.5 6 13 10 18 14 M 6 X 1 7 5 11 8 15 11 

5/16" - 18 15 11 24 17 33 25 M 8 X 1.25 17 12 26 19 36 27 

5/16" - 24 17 13 26 19 37 27 M 8 X 1 18 13 28 21 39 29 

3/8" - 16 27 20 42 31 59 44 M10 X 1.5 33 24 52 39 72 53 

3/8" - 24 31 22 47 35 67 49 M10 X 0.75 39 29 61 45 85 62 

7/16" - 14 43 32 67 49 95 70 M12 X 1.75 58 42 91 67 125 93 

7/16" - 20 49 36 75 55 105 78 M12 X 1.5 60 44 95 70 130 97 

1/2" - 13 66 49 105 76 145 105 M12 X 1 90 66 105 77 145 105 

1/2" - 20 75 55 115 85 165 120 M14 X 2 92 68 145 105 200 150 

9/16" - 12 95 70 150 110 210 155 M14 X 1.5 99 73 155 115 215 160 

9/16" - 18 105 79 165 120 235 170 M16 X 2 145 105 225 165 315 230 

5/8" - 11 130 97 205 150 285 210 M16 X 1.5 155 115 240 180 335 245 

5/8" - 18 150 110 230 170 325 240 M18 X 2.5 195 145 310 230 405 300 

3/4" - 10 235 170 360 265 510 375 M18 X 1.5 220 165 350 260 485 355 

3/4" - 16 260 190 405 295 570 420 M20 X 2.5 280 205 440 325 610 450 

7/8" - 9 225 165 585 430 820 605 M20 X 1.5 310 230 650 480 900 665 

7/8" - 14 250 185 640 475 905 670 M24 X 3 480 355 760 560 1050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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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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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 7 480 355 1080 795 1750 1290 M30 X 2 1060 785 1680 1240 2320 1710 

1-1/8" - 12 540 395 1210 890 1960 1440 M36 X 3.5 1730 1270 2650 1950 3660 2700 

1-1/4" - 7 680 500 1520 1120 2460 1820 M36 X 2 1880 1380 2960 2190 4100 3220 

1-1/4" - 12 750 555 1680 1240 2730 2010 1 in-tpi = 公称螺纹直径(英寸)-每英寸螺纹 
2 N· m = 牛顿-米 
3 ft-lb= 英尺磅 
4 mm x pitch = 公称螺纹直径(毫米x螺距) 

1-3/8" - 6 890 655 1990 1470 3230 2380 

1-3/8" - 12 1010 745 2270 1670 3680 2710 

1-1/2" - 6 1180 870 2640 1950 4290 3160 

1-1/2" - 12 1330 980 2970 2190 4820 3560 

转矩公差，扭矩值的 + 0%, -15% 。 除非另有规定，否则使用上面列出的扭矩值。 

附加扭矩值 

刀片螺栓锁紧螺母 450 ft-lbs 

刀片架轮毂螺帽 450 ft-lbs 

车轮螺母 85 ft-lbs 

轮毂轴螺母 80 ft-lbs, back off & re-tighten to 50 ft-lbs, back off to insert cotter pin 

 

轮胎充气表 

轮胎尺寸 充气压力PSI 

25.5" 和29" 轮胎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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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 

大平原 (大平原制造公司的一个部门) 向原买方保证，从第一次使用之日起，在正

常使用和个人使用条件下，该大平原设备在材料和工艺方面无缺陷，为期一年; 九

十天的自定义/商业或者租赁用途。 

总体机器和动力传动系统: 一年的部件和人工。  

齿轮箱: 五年部件和人工，第六年和第七年的（只有）部件。 

液压油缸: 一年的部件和人工。 

软管和密封件被视为易损件项目。 

刀片, 轮胎和 动力传动系统摩擦盘: 视为易损项目。 

本保证仅限于大平原更换任何有缺陷的部件，以及经销商安装任何此类替换部

件。大平原保留检查任何声称在材料或工艺上有缺陷的设备或部件的权利。 

下列项目及/或条件不在保修范围内:滥用或误用设备导致的故障,故障发生的意外

损坏或天灾,由于设备的改变或修改导致的故障,由于缺乏运营商的手册中列出的正

常的维护导致的故障,维修由未授权的人员进行,由于正常磨损的项目更换或者维修

(如易损项目和地面接触组件),由于诊断不当的重复修复或由经销商进行修复,临时

修理,服务电话和/或往返客户地点的里程，加班费或单位运输费用。如果以超过每

小时20英里(每小时32公里)的速度拖拽，或者在有岩石、树桩或其他障碍物的土

壤中使用，则质保无效。 

大平原保留随时更改产品材料或设计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本保证不应解释为

使大平原对任何直接或间接或偶然的财产损害承担责任。此外，大平原对因其无

法控制的任何原因造成的损害不承担责任。本保证不包括农作物损失、因种植或

收割延迟造成的损失、任何费用或劳动力、供应品、租赁机械或任何其他原因造

成的损失。 

任何其他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均不针对本销售作出;所有对适销性和适用于特

定用途的默示保证，如超出本书面保证所述的义务，则在此声明放弃并排除在本

次销售之外。 

除非该产品在购买之日起10天内在大平原注册，否则本保修无效。 

 

 

 

 

 

 
 
 
 
 

 
重要提示: 在线保修登记应由经销商在购买时完成。这些信息是为您提供优质客户服务所必需的。 

 

型号 ____________________ 序列号____________________ 



 

 

 
 
 
 
 
 
 
 
 
 
 
 
 
 
 
 
 
 
 
 
 
 
 
 
 
 
 
 
 
 
 
 
 
 
 
 
 
 
 
 
 
 
 

 
 

 

   

Great Plains, Mfg. 
1525 E. North St. 
P.O. Box 5060 
Salina, KS 674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