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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信息 

查询安全标志 

 

安全警示标志表示存在威胁人身安全的潜在危

险，需要采取特别的安全预防措施。看到此标志

时，需要警觉并且应仔细阅读标志后的相关信息。

除了设备的设计和配置之外，危险控制和意外预

防还有赖于相关操作人员的警觉、专注、谨慎和

正确的培训，以及设备的运输、维护和储存。 

注意文字标识 
 

文字标识标示出了危险程度或水平。 
 
DANGER（危险）：表示即将可能发生的危险，

处理不当会导致死亡或重伤事故。一般限定用于

最为极端的情况，常指向出于功能性目的而无法

进行遮挡防护的机器部件 
 
WARNING（警告）：表示潜在的危险，处理不当

将导致死亡或重伤事故。包括挡板防护移除后暴

露出来的危险状况，也可用于警告不安全的操作

行为。 
 
CAUTION（注意）：表示潜在的危险，处理不当

会导致轻微或中度伤害，也可用于警告不安全的

操作行为。 

 

紧急措施 

 

▲ 做好防火准备。 
▲ 手边备好急救用品和灭火器。 
▲ 将医护人员、救护车、医院，以及消防部门

的相关号码保存在电话附近。 

熟悉安全标贴 

 

▲ 仔细阅读并理解本手册中《安全反光带和标

贴》相关内容。 
▲ 仔细阅读标贴上的所有指导说明。 
▲ 保持标贴表面洁净。损坏、褪色和模糊的标

贴要进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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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防护用品  

大平原公司建议所有使用杀虫剂或除草剂的用户

都要使用以下个人防护用品。 
 
▲ 防水宽檐帽， 
▲ 防水围裙， 
▲ 面罩、护目镜或在，面罩式呼吸器具， 
▲ 处理或喷洒粉剂、湿粉剂或粒剂时，或者暴

露于喷雾下时，要求佩戴带侧护的目镜或面

罩式呼吸器。 
▲ 应对农药气体时也可以用滤罐式呼吸器，但

是标签上有特别指定呼吸器的情形除外。 
▲ 建议使用防水无衬里手套，氯丁橡胶手套， 
▲ 布质连体工作服和外衣要每日更换，如果可

能被喷雾淋湿，还要佩戴防水用具。 
▲ 穿戴防水靴或脚盖用具， 
▲ 禁止穿戴污染后的衣物。每次使用完毕须用

肥皂和水来清洗防护衣物和用品。个人防护

衣物必须与家居衣物分开洗涤。 
▲ 沾污过某些杀虫剂的衣物必须依照州省和地

方相关规定进行毁弃处理，具体说明请阅读

相关化学标签。 
▲ 穿戴适用的防护用品，避免使用不合身的用

品。 
▲ 长时间暴露于噪声环境中会导致听力损伤甚

至丧失。佩戴合适的听力防护用品，如耳罩

或耳塞等。 
▲ 操作机器时不要佩戴娱乐性的耳机装备。设

备操作过程中需要操作人员全神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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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处置化学制剂  

农用化学制剂具有危险性，不当使用会对人、动

物、植物、土壤和其他财产造成严重伤害。 
 
▲ 仔细阅读并遵照制造商指导说明行事。 
▲ 冲洗罐一定要保证充满足量的清水，并且要

准备好肥皂，以备不时之需。沾染过化学制

剂的身体部位要立即彻底地冲洗。 
▲ 严禁用嘴或唇接触喷洒机部件。 
▲ 如果人体接触到了化学制剂并且有可能影响

到身体健康，就必须立即携带化学制剂标签

或容器找医生咨询，任何延迟都可能导致重

伤或死亡。 
▲ 如果不慎吞下化学制剂，要仔细按照化学制

剂制造商的建议处理并就医。 
▲ 穿戴防护衣物。 
▲ 谨慎处置各种化学制剂。 
▲ 只能在合适的风速条件下进行喷洒作业。风

速不能高于 5 英里/小时（8 公里/小时），并

且要确定化学制剂的随风飘散不会影响到周

围的土壤、人或动物。 
▲ 向液罐添加化学制剂前，要确定液罐至少要

处于半满状态，不能直接向空罐中加注浓缩

化学制剂。 
▲ 化学制剂加注完毕后，切记不能将供料管仍

然连接在机器上，否则罐中的化学制剂会吸

出来污染水源。 
▲ 不要吸入由化学制剂燃烧产生的各种烟雾。 
▲ 将液罐冲刷干净，并将冲刷用水喷到最后一

块作业田地中。 
▲ 严禁在水源周围 100 英尺（30 米）范围内排

放、冲刷或洗刷分药器，也不能在普通的洗

车点这样做。 
▲ 正确处置用完的化学制剂容器。根据法律规

定，用过的化学制剂容器至少要重复冲洗三

次，并且要将其破坏掉以防将来被重复利用。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对空容器进行喷射冲洗或

压力清洗。 
▲ 按制造商规定对尚未使用的化学制剂进行储

存或处置。 
▲ 工作中接触过化学制剂后，要在饭前清洗手

和脸。每天喷洒作业结束后要尽快淋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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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开高压流体 

 

压力下射出的流体能够刺穿皮肤，导致重伤。 
 
▲ 断开液压管路连接前可以先释放压力来避

免危险。 
▲ 应利用纸片或纸板检查泄漏情况，严禁使

用身体部位。 
▲ 涉及液压系统作业时要佩戴防护手套和安

全眼镜或护镜。 
▲ 如果发生意外事故，要立即找专科医生就

医。 

禁止骑乘机器 

 

骑乘人员会阻挡操作人员的视线，可能会被外

来物体击伤或从机器上摔下。 
 
▲ 严禁未成年人操作机器。 
▲ 机器收放、升降、运输、作业和化学制剂

装卸过程中须请无关人员远离机器。 

使用安全灯光设施 

 

在公路上慢速行驶的拖拉机及其拖曳机具会有

一定的危险性。一般很难被注意到，尤其在夜

间。 
 
▲ 只要上公路行驶，就要使用闪光警示灯和

转向信号灯。 
▲ 使用拖拉机上的灯光设施。 

检查高空线缆 

 

喷洒机如果碰触到高空电缆就可能会使机器和

拖拉机机身携带致命电压，而接触到上面任何

金属部件的人连同地面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回

路，最终导致严重伤亡事故。在电压较高的情

况下，即使没有直接接触也会发生触电事故。 
 
▲ 喷洒机作业过程中要避开高空电线。 

  

500-103M-A-CMN  09/14/2009 



大平原制造公司  重要安全信息 5 
 

安全行驶设备  

喷洒机最大行驶速度是 20 英里/小时（32 公里/
小时），遇到一些崎岖地形还要将速度进一步降

低。突然制动会导致沉重的三点联接负载偏出

路线，使拖拉机倾翻。 
 
▲ 按照拖拉机手册上的建议来确定最大牵引

负载。请参考本手册中的《规格和性能》

章节。拖拉机方向盘如果力量不足会导致

失控。 
▲ 行驶速度不能超过 20 英里/小时（32 公里/

小时）。严禁以超出可容许转向和制动能力

以外的速度行驶。 
▲ 须符合国家、区域和地方的相关法律规定。 
▲ 随机携带反光带或旗帜，以防在路上出现

抛锚故障。 
▲ 行驶过程中要避开高空电缆和其他障碍

物。请参考本手册《规格和性能》章节中

关于行驶尺寸规格的说明。 

 

停机与存储 

 

▲ 将残余的化学制剂清理干净，并妥善处置。 
▲ 利用提供的支架将喷洒机固定好。 
▲ 将设备存储在一般不会有孩童玩耍的地

方。 

安全维护 

 

▲ 开始工作前要了解相关规程，使用适当的

工具和设备。其他资料请参考本手册。 
▲ 在整洁干燥的地方进行操作。 
▲ 停好拖拉机，关停发动机，进行维护前将

点火钥匙取下。 
▲ 确保所有活动部件都已停住，所有系统压

力都已释放掉。 
▲ 维护或调节电气系统前，或在喷洒机上进

行焊接前，要将蓄电池接地电缆（-）断开。 
▲ 检查所有部件，确定状态良好，安装到位。 
▲ 清理掉堆积的油脂、油渍或杂物。 
▲ 作业前将放在喷洒机上的所有工具和无用

配件都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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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保证安全  

操作前要仔细阅读并理解本手册中的指导说

明，仔细阅读安全标贴上的所有说明。 
 
▲ 熟悉喷洒机的所有功能。 
▲ 只能从操作椅处操控机器。 
▲ 拖拉机的发动机处于运转状态时，喷洒机

必须要有人看管。 
▲ 严禁对运转中的拖拉机进行拆解，否则会

导致严重伤亡事故。 
▲ 牵引过程中严禁立于拖拉机和喷洒机之

间。 
▲ 手脚和衣物要远离动力驱动部件。 
▲ 穿戴合身衣物，避免被活动部件缠搅住。 
▲ 收展和升降机器时要注意周围的电线、大

树等，确定所有人员都已远离工作区域。 
▲ 调节校准喷洒机时只能使用未添加药剂的

清水。作业时不能超出喷洒机的校准速度

和压力。 
▲ 使用 PTO（动力输出）液压泵时，要确保

拖拉机上的 PTO 挡板在位，PTO 接合螺栓

的紧固扭矩符合规格要求，以及扭力杆被

正确地拴到拖拉机的挂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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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反光带和标贴  

喷洒机配装全套安全反光带和标贴，用于协助

用户安全地操控机器。 
 
▲ 阅读并按照标贴上的指导说明行事。 
▲ 所有安全标贴都应保持整洁和清晰。 
▲ 损坏或丢失的标贴应进行更换。可以向大

平原公司经销商来订购相应的标贴。请参

考手册中关于标贴正确位置的章节。 
▲ 订购新部件时，也要把相应的安全标贴考

虑进来。 
 

安装新标贴时： 
 
1. 标贴张贴区域要清理干净。 
2. 从标贴上撕下衬底，将标贴表面压实，小心

操作，不要在标贴下面形成气泡。 

琥珀色反光带 

 

818-229C 
上部三点联接框架管件的外侧右端； 
脚踏板的外侧前拐角处； 
共计两处。 
  

危险：农用化学制剂 

 

818-323C 
脚踏板前端； 
共计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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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触电危险 

 
818-367C 
三点联接框架的上部中心位置 
共计一处。 
 

 

警告：喷臂落下危险 

 
818-647C 
三点联接框架前端中心偏右位置 
共计一处。 
 

 

警告：化学制剂溢出（选用） 

 
818-303C 
引导式液罐外面 
共计一处。 
 

 

警告：停放 

 
818-655C 
三点联接框架前端中心偏右位置 
共计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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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一般喷洒机注意事项 

 
818-324C 
液罐顶部，脚踏板端部； 
共计一处 
 

 

注意：拖拉机挂接 

 
818-466C 
上部牵引焊件左侧 
共计一处。 
 

 

安全：洗手罐 

 
818-304C 
洗手罐左侧 
共计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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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平原欢迎您加入我们日益壮大的用户大家

庭。大平原三点联接喷洒机经过悉心设计，使

用优质材料，由娴熟的技师精心打造而成，加

上恰当的设置调试、维护保养和安全操作，常

年使用也能够保持令人满意的长期使用效果。  

文件汇总  

500-103M-A  操作手册 (本手册) 
500-103P  3P300 S/N HH1113+部件手册 
506-582M  CF500&CF600 喷臂操作手册 
509-200M  喷洒指南 
832-038C  喷嘴计算指南 (美制) 
832-058C  喷嘴计算指南(公制) 
016-0159-822  Raven SCS 440 手册 a 

设备说明 
3P300 S/N HH1113+是一种三点联接农用机

具。工作宽度根据所配装喷臂的不同大致为 
50 或 60 英尺 (15.2 或 18.3 米)。可选配液压泵。

可以是喷洒机，或者自带拖拉机。 

 

 图 1 15770 

3P300 S/N HH1113+喷洒机 

用途 涵盖型号 

本喷洒机主要用于向产品（只能是农作物）施

放化学制剂。严禁改装喷洒机喷臂，只能使用

经大平原制造公司认证的设备附件。 

序列号为 HH1113 或之后的 3P300 型设备有以下

配置中的一种， 
CF500 50 英尺 (15.2 米) 液压折叠喷臂 
CF600 60 英尺 (18.3 米) 液压折叠喷臂 

手册使用 定义 

通过本手册您可以熟悉设备的安全、组装、操

作、调节、故障诊断和维护保养等内容。请仔

细阅读本手册并按其中的建议行事，这样会有

助于达到安全高效的作业标准。 
 
手册仍在付梓之中，其中的某些信息可能会根

据需要进行修正。 

手册中会出现以下术语。 
 
右侧和左侧，是指面向机器作业行进方向而言的，

除非另有说明。 

重点注意！ 

这种格式的段落表示与当前主题有关的信息关键点。阅读

相关指导并按其执行，以： 

-保证安全； 

-避免机器严重损坏，并且 

-确保达到预想的田间作业效果。 

a. 可以从 RAVEN 网站订购或下载 (www.ravenprecision.com). 注：这种格式的段落给出了与当前主题有关的有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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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协助 
 

如果您需要我们提供客户服务或配件维修，请

与大平原代理商联络。授权代理商处有经过培

训的服务人员、维修用备件和大平原产品的专

用工具设备。 
 
请参考图 2 
 
大平原设备上的配件都是经过专门设计过的，

只能用大平原提供的配件更换。向大平原代理

商订购配件时一定要提供相应的设备序列号

和型号。序列号铭牌位于三点联接机架的左立

柱前端。 
 
将您的喷洒机型号和序列号记在下方，以备快

速查询： 
 
型号：   
序列号：   
 
希望您能够对我们的新机器感到满意。如果对

手册中任何内容存在疑问，或者对我们提供的

服务不满意，请按以下方式处理： 
 
1. 与代理商的服务经理沟通，确认他们了解

问题所在，以便提供协助。 
2. 如果仍然有疑问，请与代理商的拥有人或

总经理联络。 
 
如果需要进一步的协助，请致信： 

Product Support 
Great Plains Mfg. Inc., Service Department 

PO Box 5060 
Salina, KS 67402-5060 

 

 

 图 2  15781 

序列号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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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与调节  

本章将介绍如何准备拖拉机、喷洒机和喷臂。在田间使

用喷洒机之前，必须将喷洒机与适用的拖拉机连接在一

起，另外还要对喷洒机进行设定。 
 
注：假定在对喷洒机进行调节前已将单独采购的喷臂安

装到位，并且完成了所有的预交付检查项目。如果事实

并非如此，请联系相关代理商寻求协助。喷臂一般来说

并不是应该由用户来安装的附件。 

 

调节前检查清单  

1. 阅读并理解本手册中的《重要安全信息》章节。 
2. 检查并确定所有的工作部件都能自如移动，螺栓都

已拧紧，开口销都已张开。 
3. 检查并确定所有黄油嘴都在相应位置，并且已完成

润滑。请参考手册中的《润滑》章节。 
4. 检查所有的安全标贴和反光带，看是否都在正确位

置上并且清晰可见。如果存在污损，请进行更换。

请参考手册《安全反光带和标贴》章节。 
5. 如果喷洒机是刚从库房中移出来，请将涂在油缸活

塞杆上起到保护作用的润滑脂清除掉。（请参考手册

中相关章节。） 

 

连接拖拉机与喷洒机  

危险 

 

处于拖拉机和喷洒机之间位置的人员会有遭受挤压而重

伤或致死的风险。不要站在或将身体任何部位放置在所

连接设备之间的位置上。安装连接销前要将拖拉机上的

发动机关停并设好手刹制动。 

警告 

确定拖拉机有足够的提升能力，并且在负荷条件下能够

保证转向控制，否则会导致方向盘转向能力不足，进而

引起设备失控。请参考手册《规格和性能》章节中的拖

拉机规格说明，以及拖拉机操作手册中的关于机器负重

的相关建议。 
 
一定要将喷臂、液罐中的药剂和所有附件的重量都考虑

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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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图 3 
 
1. 确定好用于拖拉机的销轴和隔套朝向，

并且将连接销牢牢上紧。 
2. 根据步骤 1 中确定的销轴方位将三点联

接喷洒机装到拖拉机上。确保喷洒机机

架保持水平，这样，安装好的喷臂在收

展或升降时就不会碰撞到拖拉机驾驶室 
 

 
 图 3  12654 

牵引装置连接销和隔套 

重点注意！ 

第四类窄型连接（CAT IV-N）隔套不是标准的三点

联接喷洒机配件。向代理商订购 501-011S 

(Cat IV-N spacers)。 
 

调平喷洒机 

确定机器上部的三点联接已正确调节，这样

机架在操作位置就会保持水平，而不会在行

进中碰撞到驾驶室。调节拖拉机的三点联接

臂，使喷洒机能够在提升臂绷直的情况下保

持左右水平。 

调平喷臂 

相关指导请参考喷臂操作手册 

电气连接 

对于全新（或者更换了不同拖拉机）的喷洒

机来说，首先要完成拖拉机的电气安装（请

参考手册中《驾驶室和选配部件》章节）和

其他未由工厂或代理商安装的选配部件。 
 
 连接 说明 
❑ Raven 控制器  标准 (双接头)  
❑ 电液阀件  选配 (双接头)  
❑ 泡沫划印器  选配  
❑ 雷达传感器 选配 – 如果传感器安

 装在了喷洒机上，就只

 需要进行常规连接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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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连接  

标配3P300喷洒机上为每只喷臂都配备了成对的

液压油管，带有9/16FJC接头。适用于拖拉机的接

头要由用户或代理商负责安装。有些选配件含有

锥阀式快速接头（POPPET QD）。 
 
根据选配项的不同，喷洒机共需要1~4条拖拉机液

压回路： 
 

 

油管 

对数 
选配 回路功能 

1  电液阀件 a. 喷臂折叠 

1 
 提升器 

 电液阀件 
a. 喷臂折叠或提升器 

2 无 
a. 喷臂折叠，左， 

b. 喷臂折叠，右， 

2 

 提升器 

 电液阀件 

 液压泵 

a. 喷臂折叠或提升器 

b. 油泵 

3  提升器 

a. 喷臂折叠，左， 

b. 喷臂折叠，右， 

c. 提升器 

4 
 提升器 

 液压泵 

a. 喷臂折叠，左， 

b. 喷臂折叠，右， 

c. 提升器 

d. 油泵 
 

 
参考图4 
 
油管上面附有关于流向说明的标签，标签上使用

油缸基座/伸出以及导杆/缩回图标。 
 

 
 图 4  27270 

油管标签 

喷洒控制液压连接 

如果喷洒机带有液压泵，并且拖拉机只有一条提

供持续油流或可调持续油流的回路，那就把这条

回路留给液压泵，其他的用于折叠和升降。按照

下列作业规则将导杆/基座端与远端油口连接起

来： 

拖拉机操纵杆向前 喷洒机部件动作  
喷臂折叠 折叠  
提升器 提升  
液压油泵 泵油 
 (详情参见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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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油泵连接 
所有液泵所用液压马达的规格是6加仑/分钟

（23升/分钟）。如果喷洒机配套的拖拉机能力

不足以将远控端流量调至这个水平，就需要安

装液压分流器对流量进行控制，以防液泵超速

运转。更多信息请向大平原代理商咨询。 
 
参考图5 
 
1. 从拖拉机远控端接出的压力油管必须与马

达进油口（在目前所用泵上显示为I，在旧

型泵上显示为A。）相连接，回油管路与马

达出油口（在目前所用泵上显示为O，在旧

型泵上显示为B。）连接。 
2. 操作之前，先将拖拉机液压系统置于中位

停止位置，这样液压手柄只能拨到浮动和

前/后位置。关于中位停止的详情请参阅拖

拉机操作手册或拖拉机代理商。 
 
注：液压泵运转状态下，严禁将液压手柄拨到

中位位置，否则可能导致液压泵损坏。 
 
3. 若要正确设定流量，首先通过液压流量控

制阀将控制泵工作的出口流量设为最小。 
4. 在喷洒机液罐和液泵注入水的情况下，将

操纵手柄拨至浮动位置。 
5. 将喷洒机流量控制阀开启到最大设定。 
6. 启动拖拉机，将液压手柄拨到向下（向前）

位置，与液泵啮合。 
7. 系统压力建立起来后，关闭搅拌阀，切断

喷臂开关，并且关闭节流阀（如果有的话）。 
8. 液泵目前处于静压头状态下，液压控制阀

必须进行调节，使喷嘴压力表上的喷洒压

力达到最高的80PSI。这个过程应该在拖拉

机油门设定在正常运行速度的状态下来完

成。在液压控制阀上标记一下这个设定值，

以备将来参考的。 
9. 开启搅拌阀，重新设定节流阀（如果有的

话）。参考本手册《压力调节》章节。 

 
 图 5  27141 

连接 ACE 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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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原动力输出（PTO）泵连接  

危险  

卷绕危险 – 手、头发、松散的衣物、系带和脚等都要确保远

离运转中的PTO驱动轴，对PTO或在其附近进行连接、断开

或调节操作时，务必要将拖拉机完全关停。 

 

1. 将PTO泵与拖拉机的PTO传动轴位置对应好，

并且将花键那端的接头螺栓拆下。 
2. 将PTO泵的接头向前推，与拖拉机PTO传动轴

上的凹槽对齐，然后将螺栓安装好。 
3. 对于540转/分钟的泵，或者1000转/分钟，1-3/8

英寸的花键泵来说，1/2英寸的8级接头螺栓的坚

固扭矩要达到105英尺-磅。 
4. 用手转动PTO传动轴，确定螺栓不会碰到PTO

的挡板。 
5. 将扭力杆的链条牢牢固定到拖拉机牵引杆上，

松紧程度只要刚好能够满足三点联接架构的全

范围自如操作，如升降和调平等，即可。 
6. 顺着PTO旋转方向转动泵壳，使链条完全绷紧。 
7. 挂好帆布带，于是通过最大范围的三点联接操

作，PTO泵就在需要的最大伸展长度上与链条

固定在一起。这样能够防止扭力臂在PTO启动

时将链条挂住。 
8. 将松弛的油管用扎带固定好，以防油管损坏。 
9. 在喷洒机液罐和液泵中注入水，在拖拉机发动

机的怠速状态下慢慢啮合PTO传动轴。 
 
系统压力建立起来后，关闭搅拌阀，切断喷臂

开关，关闭节流阀（如果有的话）。带有自动

控制器的喷洒机不会配装节流阀。液泵目前处

于静压头状态。 
 
调节发动机转速，使喷嘴压力表上的喷洒压力

达到最高的80PSI，或者，使PTO转速达到额定

值（540或1000转/分钟），以先达到者为准。 
 
严禁超出拖拉机PTO额定转速。这也是喷洒所

需的转速，但是并不会在喷洒机管路中造成额

外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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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 PTO 泵连接 

危险  

卷绕危险 – 手、头发、松散的衣物、系带和脚等都要确保远

离运转中的PTO驱动轴，对PTO或在其附近进行连接、断开

或调节操作时，务必要将拖拉机完全关停。 
 

1. 540（转/分钟）PTO泵： 
拧紧接头上的三只改锥槽形定位螺钉和锁紧螺

母，将泵与拖拉机PTO传动轴连接在一起。确

保定位螺钉与拖拉机PTO轴上的定位槽对齐。 
 
1000（转/分钟）PTO泵： 
将泵连接到拖拉机PTO传动轴上。确定改锥槽

形定位螺钉与拖拉机PTO轴上的定位槽对齐。 
-但是先不要拧紧。 
接下来，对齐开口锁套上的缝槽与传动轴上的

开槽，然后再牢牢拧紧锁套上的5/16英寸六方头

定位螺钉，接着再将三只槽形定位螺钉和锁紧

螺母上紧。 
 

2. 为了防止泵体随拖拉机PTO传动轴旋转，要将

扭力链条的一端固定到泵的冷结钩环上，另一

端联结到拖拉机上。 
3. 将扭力杆链条牢牢连接到拖拉机牵引杆上，松

紧程度只要刚好能够满足三点联接架构的全范

围自如操作，如升降和调平等，即可。 
 
注：不要用扭力链条将泵僵直地固定在这个位

置上，否则会导致泵损坏。用链条拴住泵，不

但将泵固定住，而且链条还能有一定的松弛度。 
4. 顺着PTO旋转方向转动泵壳，一直到链条的最

大伸展长度。如果有帆布带，可以通过全范围

的三点联接操作，用其在链条的最大伸展长度

处将泵固定住，这样能够防止扭力臂在PTO启

动时就将链条在最大伸展位置处挂住。 
 
由ACE PTO皮带驱动的离心泵可能会摆动到底部、

顶部或拖拉机PTO轴的任意一侧，目的是为了能在

特定的拖拉机上适用。这样，泵就能够在这些位置

上令人满意地运行。 
 

 

重点注意！ 
要记住，涡壳的排放口应一直保持在上（12 点或 3 点位置），

这样会有助于起动注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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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室和选配部件  

Raven SCS 440  

Raven SCS 440（喷洒控制系统）是标准件，安

装在喷洒机上的部分（不是速度传感器）已进行

预装。 
 
Raven SCS 440系统包括一只基于电脑的控制面

板，一只速度传感器，一只涡轮型流量表和一只

电动化控制阀。控制面板直接安装在拖拉机驾驶

室中，方便操作人员使用。属于选配的速度传感

器通常也是安装在拖拉机上，电动化控制阀和流

量表安装在支撑喷臂阀组的机架上。系统附带配

套的连接电缆，便于野外安装。 
 
首次使用前，控制器模块须在拖拉机驾驶室中装

好，并与以下一套或多套拖拉机系统完成连接： 
 蓄电池（红色代表正极，黑色代表负极。） 
 现有或新装速度传感器，如果是安装在拖拉

机上的话。（如果是新配装的拖拉机，传感

器就必须进行安装。） 
 
大平原代理商可以协助相关安装。Raven系统也

附有安装和维护手册。 
 
首次安装和连接后，第一次田间作业前必须进行

设定和校准。请参阅手册中《喷洒机校准》章节。 
 
操控系统前要仔细阅读和理解Raven手册内容。 
 
操作人员根据喷洒面积设定好目标喷量，

SCS440会自动保持相应流量，不论机器选择什

么速度或档位。机器上还配有人工超控开关，允

许操作人员在进行系统检查或区域喷洒时通过

手工控制流量。 

 
 图 6 28124 

Raven SCS 440 和驾驶室线缆 

 
实际喷洒量会全程显示。此外，SCS440还可作

为区域监测器、速度监控器和喷量累加器使用。 
 

Raven 设定 
目前3P300喷洒机的标配包括一只Raven SCS 
440控制器。控制器安装在拖拉机驾驶室中，首

次使用前通过缆线连接到喷洒机，速度传感器和

蓄电池。相关安装资料请参阅附带的Raven手册。 
 
只要SCS440保持与电瓶电源连接，其中的数据

就会一直保存。如果失去电源、拖拉机长期停机

或进行焊接操作，数据就会丢失，必须得重新输

入。 
 
关于数据显示的解析和键盘操作规程，请参阅

Raven手册。 

以下数据用于 Raven设定： 

型号 说明 喷臂校准 速度校准 仪表校准 阀校准 

3P300 & CF500(20) 50 英尺 20 英寸间距 ZZ 英寸 (ZZ 厘米)  线缆标签
a 阀体标签

b 

3P300 & CF500(30) 50 英尺 30 英寸间距 ZZ 英寸 (ZZ 厘米)  线缆标签
a 阀体标签

b 

3P300 & CF600(20) 60 英尺 20 英寸间距 ZZ 英寸 (ZZ 厘米)  线缆标签
a 阀体标签

b 

3P300 & CF600(30) 60 英尺 30 英寸间距 ZZ 英寸 (ZZ 厘米)  线缆标签
a 阀体标签

b 

a. 该数值值印制在仪表电缆上的耐磨标签上。 

b. 该数值，一般会是2123，印制在阀体表面的标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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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传感器  

自动控制本身并不包括速度传感器（因为在传感

器上可以选择，拖拉机上可能已经安装有适用的

传感器了，只需要 Y 型线缆。）。如果传感器是

为喷洒机单独采购的，就需要安装到拖拉机或喷

洒机上。选配件中有相关安装手册。 
 
 雷达传感器可以安装在喷洒机或拖拉机上。

大平原建议装在拖拉机上，这样做的优点如

下： 
 可以减少一个连接。 
 使雷达远离喷洒机。 
 更清晰的雷达视野，以及， 
 雷达可以用于其他机具。 

 行走传感器必须安装到拖拉机上，因为

3P300没有车轮。 
 
将传感器附带的线束连接到速度传感器的输入

接口中。 

 
 图 7 28164 

Raven SCS 440 速度输入 

电液控制器  

如果喷洒机选配了电液（E-H）控制器，就会包

含转换开关盒或手柄，必须安装到拖拉机驾驶室

中。选配件中有相关安装手册。 
 
 手柄型控制器里面带了U型螺栓，用于将手

柄附加到控制喷臂和升降回路的液压操纵

杆上。 
 转换开关盒含有装配基座。用户或代理商需

要自配紧固件或安装线带等。将开关盒装在

方便操作的地方，不要妨碍视线或关键的拖

拉机和机具功能。 
 
连接相关线束。 
 
将电源引线连接到12伏直流电源上。连线的颜色

代表： 
红色：正极（+） 
黑色：负极（-）和地线 
 
可能的话，在靠近主电源开关或继电器的装置一

侧连接拖拉机电源，这样，就不会有EH电磁线

圈在非工作状态下消耗电瓶电量的风险了。 

 
 图 8 99999 

驾驶室电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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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 泵限流器（选配）  

限流器是一种超过指定流量值时关闭液压油流

的液压装置。在带有负载感应功能（LS）的闭

路中心式液压系统中，该限流器能够限制流向

ACE 马达的油流，防止不当使用引起的故障。 
 
较新型的凯斯 IH、约翰迪尔、纽荷兰和卡特拖

拉机都有一项可以使马达超出额定速度运行的

潜能。从液压阀出来的流量可达 20 加仑/分钟，

而马达的额定流量为 4~11 加仑/分钟。于是，限

流器就可以在液压流量超出马达承受能力的情

况下关闭起来，从而保护 ACE 马达。 
 
限流器不能应用在开路中心系统或压力补偿闭

路中心液压系统中。限流器不能和孔口节流器一

起使用。 
 

 图 9 23395 

ACE 泵限流器 
限流器安装 
 
1. 限流器应安装在 ACE 马达的进油口。 
2. 松开锁紧螺母，按顺时针方向将针阀一直旋

到底，关闭针阀。 
3. 接好液压油管，当手柄拨到“Lower/Retract”

(降低/收回)位置时，泵将开始运转。可能的

话，将回油管接到低压回油口。 
4. 将喷洒机上的喷臂和搅拌阀关掉，使喷洒泵

流量处于静压头状态。 
5. 将拖拉机上的流量控制调节到最低设定值

（慢速）。 
6. 将液压手柄拨到“Lower/Retract”(降低/收

回)位置 

注：在“浮动”位置处，始终要将泵关闭掉。这

样会消除封在回油管路中的高压，保护液压

油封。油流要避免回到远控阀。可能的话要

使用低压回油口。 
 
7. 调节拖拉机的流量控制，直到喷洒机系统的

静压头压力达到 80PSI。 
 

注：如果限流器关闭了流向马达的油流： 
 

7a) 拨动液压手柄到中位（NEUTRAL），
将限流器产生的油压卸去，并且使其

复位。 
7b) 调节流量控制到较流量位置。 
7c) 重复步骤 6 和 7。 

8. 打开搅拌阀，设定喷洒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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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洒机校准  

喷洒机校准是为作业进行准备，并诊断喷嘴的磨

损情况，从而使喷嘴发挥最优性能，保证精确喷

洒。 
 
可能需要的设备有： 
 817-199C 校准罐 
 大平原喷头计算器 

832-038C，美制常用单位（英语），或， 
832-058C，公制（英语/俄语图标） 

 通用计算器 
 带秒针的跑表或腕表 

 

人工增压阀  

参考图 10 
当人工增压阀全部打开时，压力调节灵敏度非常

高。 
 如果喷洒机配备有自动控制器，蝶阀会频繁

动作，导致过多磨损。 
 如果 2007 喷洒机配备了人工控制线路，控

制盒上的压力调节开关会更加灵敏，设定压

力时会比较困难。 
 
要降低灵敏度，按以下步骤设置人工增压调节

阀： 
1. 打开控制阀，让足够多的流量供应给喷臂。

在带有人工控制功能的喷洒机上，调节压力

开关。在自动控制器上，打开蝶阀，直至其

完全开启。 
2. 关闭人工增压调节阀，压力会在 20PSI 左

右，比喷洒压力稍高。喷洒压力会在校准喷

洒机的时候确定。请参考喷洒指导资料。 
 
阀设定好之后，流经电控球阀的流量会减少，压

力调节开关的灵敏度也会降低。 

 
 图 10 15783 

搅拌器/人工增压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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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校准  

3P300 型喷洒机可能包含有 Raven SCS 440 控制

器，SCS 440 需要有速度感应输入、新的或已有

的轮速传感器，或者雷达。 
 
对于配装了 SCS 440 的喷洒机来说，要先按照

Raven SCS 440 手册中的说明进行速度校准，然

后再按手册相关章节进行喷速校准。 
 
对于没有配装 SCS 440 的喷洒机，请按以下步骤

操作： 
1. 在待喷洒区域或具有相似地表条件的区域

内量出一条 200 英尺（或 100 米）的线路， 
2. 选择喷洒时将会用到的发动机油门和档位。

在线路起点前预留足够的距离，这样，拖拉

机到达起点线时会达到预想的速度。要留出

足够的转向空间，这样，在退出线路前不必

进行制动。 
3. 到达起点标记位置时要保持住速度，记录通

过该线路到达终点标记所需的时间。 
4. 重复以上步骤，计算出平均时间。利用这些

方程式确定测试行进速度。 

 

 
测试速度（英里/小时）

=
线路长度（英尺） × 60
耗用时间（秒） × 88

 

 
测试速度（公里/小时）

=
线路长度（米） × 3.6

耗用时间（秒）
 

 

举例： 
200 英尺的距离使用了 27 秒， 
 

200 × 60
27 × 88

= 5.05 

 
速度是 5.05 英里/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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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速校准  

Raven SCS 440 系统在喷臂管路中含有一只流量

传感器，支持实时显示当前喷洒速度。 
 
对于配装了 SCS 440 的喷洒机来说，要先按照

Raven SCS 440 手册中的说明进行喷速校准，然

后再按手册相关章节进行喷速校准。 
 
对于没有配装 SCS 440 的喷洒机，请按以下步骤

操作： 
1. 确定化学药剂在喷嘴处的喷洒速度（加仑/

分钟或升/分钟）。在确定喷洒速度和适用的

喷嘴时，需要了解以下数据： 
 

 

参数 计量单位 填写数值 数据源 

喷嘴间距 英寸或厘米  喷洒机配置 
目标喷洒速度 加仑/英亩或升/公顷  材料容器或供应商 
预定行驶速度 英里/小时或公里/小时  以上线路试验结果 
标称喷洒压力 PSI 或公斤/平方厘米  大平原滑动计算表 
 

2. 使用这些数据，根据喷嘴和以下公式，计算

喷嘴速度： 
 

 

喷嘴速度（加仑/分钟）

=
加仑/英亩 × 英里/小时 × 间距（英寸）

5940
 

 
喷嘴速度（升/分钟）

=
升/公顷 × 公里/小时 × 间距（厘米）

60000
 

举例： 
喷嘴间距：20 英寸， 
速度：5.05 英里/小时 
压力：30PSI 

20 × 5.05 × 20
5940

= 0.34 

 
喷嘴速度=0.34 加仑/分钟 

根据 0.34 加仑/分钟和压力 30PSI，可以从最接

近预定输出量的喷嘴列表中选择喷嘴。 
 

 
3. 打开喷洒机，调节压力。 
4. 在以预定压力操作喷洒机时，用校准罐收集

排液一分钟。对于美制计量单位来说，用收

集到的盎司数除以 128，这样可以确定出每

只喷嘴的加仑/分钟数。128 液量盎司等于 1
加仑。 

举例： 
取样：1 分钟内有 44 美制液量盎司 

44
128

= 0.34 

喷嘴速度=0.34 加仑/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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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田间作业一般事项 危险 

1. 根据需要对喷洒机进行润滑。参阅《润滑》

章节。 
2. 挂接喷洒机和拖拉机，完成所有电气、液压

和（如果有的话）PTO 连接。参阅《连接拖

拉机与喷洒机》章节。 
3. 确认洗手罐已注满清水，附近已备好肥皂，

务必始终按照《穿戴防护用品》章节所述使

用个人安全装备。 
4. 如果需要的话，检查和清理液泵、喷嘴和

WHIRLFILTER®滤器。 
5. 最初启用时要检查喷洒机是否存在螺栓、销

轴和管卡松弛现象，以后定期也要检查。检

查管路、泵、阀和接头是否泄漏。 
6. 转移喷洒机时， 

严禁速度超过 20 英里/小时，并且 
严禁在液罐中携带化学药剂的情况下运送。 

7. 绝不允许任何人骑乘在喷洒机上。 

田间作业 

8. 确认所有液罐阀门都已打开。 
9. 只能用水来校准喷洒机，不能使用化学药剂

和水。校准时，液罐中注满一半水。请参考

喷洒指导说明中的校准规程。 
 

阅读并理解化学药剂制造商的相关操作指导。一些

化学品会导致严重烧伤、肺部损伤，甚至死亡。 

13. 向喷洒机液罐中加注化学药剂时要谨慎小

心，注意安全。根据法律规定，用过的化学

品容器至少要冲洗三遍，然后将其戳破，阻

止将来再使用。或者，也可以对容器进行喷

射冲洗或压力冲洗。加注药剂时，距离任意

水井或水源地至少要100英尺。化学品的安

全处理事宜请按照其制造商的建议执行。 
14. 调节喷臂上的节流阀和人工增压调节阀（如

果有的话）。根据喷嘴和间距的要求调节喷

臂高度。（请参考喷洒指导中的喷嘴对照表） 
15. 留心附近的作物、房舍、花园、人员等。 
16. 风速在不超过5英里/小时（8公里/小时）时

才能进行喷洒，以最大程度地降低飘移影

响。喷洒时，喷头要保持可能的最大开口度，

喷臂要在可行的最低高度，压力也要在可允

许的最低水平。 
17. 可能的话，从地块下风处开始，与风向成交

叉方向作业。这样能够防止前进时被化学气

雾包围。 
18. 以校准时的速度行驶前进。参阅相关喷洒指

导。喷洒机要进行校准。 
19. 在地块尽头转向时，要确认作业行正确，以

免喷臂在先前已喷洒过的行上重复作业。 
20. 最初启用时要检查喷洒机是否存在螺栓、销

轴和管卡松弛现象，以后定期也要检查。检

查管路、泵、阀和接头是否泄漏。 
21. 经常检查管路和连接处是否状态良好。在喷

洒机上维护前，要先关闭泵和各段喷臂开

关，释放系统压力。进行修理或调节时一定

要始终佩戴橡胶手套。 
22. 完成喷洒作业后，要放空液罐，并用清水冲

刷喷洒机，包括泵、喷嘴和节流阀接出来的

旁通管路。正确存储从液罐排出的化学药

剂，或者根据标签上的建议进行处置。 

重点注意！ 

确认已阅读过准备喷洒的化学化合物上的标签。这是法

律规定。 
 

10. 根据化学品标签上的说明，要考虑好如何储

存和处置这些化学品。 
11. 进行校准、灌注液罐或在化学品附近操作

时，一定要穿戴好能够遮蔽身体的防护用

品。请参阅《穿戴防护用品》章节。绝不能

赤手空拳打开化学品容器。 
12. 对喷洒机进行药剂加注时，最好能在准备喷

洒的地块处进行混配。混配之前，喷洒机要

离开水井或其他水源至少100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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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检查表 

每次使用喷洒机时都要进行如下检查：  
  
❑ 检查磨损和整体状况。  
❑ 检查拖拉机制动，确认运转正常。  
❑ 确认所有灯光和转向标志都工作正常。  
❑ 根据需要润滑喷洒机。  
❑ 运送喷洒机之前，喷臂必须锁在原位。  
❑ 检查液罐，确认已调整好连接，溶液会排放

到积液槽中。 
 

❑ 使用《穿戴防护用品》章节中的安全装备。  
❑ 加注化学药剂前要先用水来校准喷洒机。  
❑ 检查管路中的球阀，看是否都在正确的位置

上。 
 

❑ 检查管路、泵和阀门是否存在泄漏。  
❑ 检查喷嘴状况，看是否有问题和不均匀。  
❑ 最初使用前检查是否有松弛的螺栓和销轴，

以后也要定期检查。 
 

❑ 按照手册中《重要安全信息》章节中的内容

执行。 
 

❑ 确认洗手罐已充满清水。  

使用洗手罐  

万一化学药剂意外泼溅到皮肤上或眼睛中，要用

洗手罐中的清水进行冲洗。罐中只能加注饮用水

或蒸馏水。 
 
1. 确认所有在喷洒机上或附近工作的人员都

了解洗手罐的位置和用法。万一出现喷洒事

故，届时需要在视力不佳的状况下找到并使

用清洗管路。 
2. 打开罐控阀，用管子直接将清水冲到沾污的

地方。所有受到污染的皮肤都要用肥皂和水

进行冲洗。从眼中冲洗化学药剂时，将水管

竖起，让水流向上涌出，同时眼睛向下移到

水流中冲洗。 
3. 冲洗完毕，关闭罐控阀，再向洗手罐中补注

清水。参考《洗手罐加注》章节。 
4. 定时向洗手罐补注清水。洗手罐要始终保持

干净整洁。 

 
 图 11 24136 

洗手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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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运送  

1. 喷洒机要停放在开放的区域，动力电线、建

筑物等不会碰到折叠的喷臂。 
2. 如果空车运送，至少要将洗手罐加注好。请

参考《洗手罐加注》章节。 
3. 检查拖拉机是否有能力提升和运送喷洒机，

请看右侧喷洒机配置对照表，其中的重量指

标包含了一些选配附件。“满”所指的重量

是针对普通的清水而言。 
4. 运送喷洒机过程中绝对不允许有人骑乘在

上面。 
5. 运送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观察折叠好的喷臂

所需的高度空间，以防造成可能的损害。 

 

危险  

如果喷臂与电线发生触碰，就可能会导致电击伤亡。 

6. 喷洒机时速不要超过 20 英里/小时。 
7. 装有化学药剂的情况下不要运送喷洒机。 
 
注：如果地块旁边有适用的水源，可以在主液罐

留空的情况下运送喷洒机。如果主罐装满，喷洒

机的重量会增加一倍还多。 

喷洒机配置  重量 

3P300, CF500, 空  1951 磅(885 公斤) 
3P300, CF500, 满  4448磅(2018公斤) 
3P300, CF600, 空  1996 磅(905 公斤) 
3P300, CF600, 满  4494磅(2039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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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路连接概述  

请参考图 12 

对喷洒机的管路连接有个大致了解会有助于掌

握喷洒机的操作。整本手册中，此图表中的部件

都会用其标贴上的术语来描述。 
 
其中五只阀会在喷洒机标贴上出现。 
1) 搅拌选择阀 
2) 人工节流阀 
3) 喷洒/排放选择阀 
4) 喷洒产品阀门（选配，药罐加注或进料） 
5) 进料阀（选配，开/关） 

 
 图 12 838-937C 

阀设定说明标贴 
 从液泵中流出后，还要经过溶液 Whirlfilter®滤

器（14）对所有未溶解的化学药品和固态颗粒进

行过滤，然后再通过两只流量计（15），以及旁

路控制蝶阀（16）。 
 
旁路控制蝶阀（16）主要控制流向喷臂的液量，

由 SCS 440 控制器进行调控。药液经过流量计

（15）后，继续流向三通喷臂多路阀（17）。如

果喷臂的控制阀是打开的，药液会流入相应的喷

臂中，然后通过各只喷嘴喷出。 
 
在液泵处于作业速度下，通过调节搅拌压力阀

（1）可以来对搅拌进行设定。请参阅《喷洒指

导》。 
 
选配的引导器（19）通过泵的驱动将浓缩药品常

规投放到主罐中。 
 
每个进口和出口都有相应的截止阀门（3）（7）
（9），通过这些阀门可以防止药液的泼溅和阻止

泄漏。 
 
如果液压泵安装正确，启动操作应该是，将液压

手柄推到向下（DOWN）位置。需要关闭泵时，

将液压手柄推向浮动（FLOAT）位置。 

其他关键部件有： 
6) 主进液快速连接&阀（常闭） 
7) 右罐进液截止（选配，常闭） 
8) Whirlfilter®滤器排放阀（常闭） 
9) 搅拌进液截止阀（常开） 
10) 观测计截止阀（常开） 
 
11) 进液 Whirlfilter®滤器 
12) 主罐积液口（左和右） 
13) 泵 
14) 溶液 Whirlfilter®滤器 
15) 流量计 
16) 旁路控制蝶阀 
17) 三通喷臂多路阀 
18) 搅拌压力表 
19) 进料器 
 
移动手柄，指向标贴上的相应功能，或者将手柄

移向另外未标记的选择阀上的管路时，相应的阀

门会开始工作。当手柄与管路处于平行位置，截

止阀就会打开；垂直位置就会关闭。 
 
正常喷洒作业中，药液会通过左积液槽（12）从

主罐中抽取，流经液泵（13）。 
 重点注意！ 

在液压泵尚处于运转中的时候，不要将液压手柄移到中

位，否则会导致泵的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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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3 28160 

喷洒机管路连接 
  

右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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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的操作  

PTO 泵操作 

 

危险 
碰触到旋转的传动轴会导致伤亡事故。保持距离！如果

挡板没有安装并且传动轴两端没有牢牢固定，就不要进

行操作。 

警告  

在拖拉机 PTO 挡板没有安装到位，并且扭力杆没有用链

条安全固定的情况下，绝不能操作 PTO 泵。 

 
1. 运行 PTO 泵时，要在拖拉机的怠速状态下

缓慢啮合 PTO 传动轴。 
2. 慢慢加速到预定的 PTO 转速。 

 如果配置的是 540 转/分钟的泵，PTO
的转速应该是静压头压力达到 80PSI
时的速度，或 540 转/分钟。 

 如果配置的是 1000 转/分钟的泵，PTO
的转速应该是静压头压力达到 80PSI
时的速度，或 1000 转/分钟。 

 

液压泵操作  

1. 操作液压泵前，首先要确认液压油管已正确

排装，泵的工作方向没有问题。请参阅《液

压油泵连接》章节。 
2. 要启动泵时，将液压手柄推向向下（DOWN）

的位置。 
3. 停止时，将液压手柄推向浮动（FLOAT）位

置。 
 
注：液压泵运转状态下，不要将液压手柄推向中

位，否则会导致泵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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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罐加注  

始终记住首先要把洗手罐注满。  

洗手罐加注  

重点注意！ 

洗手罐中只能加注饮用水或蒸馏水。万一出现与化学品

有关的事故，可能需要用这些水冲洗眼睛。 

 

洗手罐要保持干净，不要有霉菌。机器存储一段时间后，

可用温和的清洁剂来洗刷罐子内部，并彻底冲洗。 

 

驻停或储存设备时，要将管路用堵头或盖子封闭起来，

以防虫类进入，在管路内部积聚，从而导致堵塞。加注

时要测试一下阀门和管路。 

 
 图 14 24136 

洗手罐加注 
 
如果要为洗手罐加注： 
参考图 14 
 
1. 打开注水口盖

①
，检查罐子内部。如果发现

任何杂物、沉淀、淤积物或其他生长物，就

要在使用前进行洗刷和冲洗。 
2. 去掉封闭管路的堵头/盖子，打开阀门

②
。 

3. 开始向注水口添加清水。 
 
如果水能从管路中自如流出，就将阀门关闭

掉。 
 
如果不能自如流出管路，就要停止注水并且

清理阻塞。 
4. 关闭阀门，完成加注。 

 

加注主液罐 

 
 图 15 15768 

搅拌器喷头位置图示 

检查主罐搅拌喷头状况。 
参考图 15 
主液罐底部有一只三口喷射头。部分喷洒用材会

通过这些喷头进行循环，使化学药品能够均匀混

合，不溶性成分保持悬浮状态。 
 
向主罐加水之前要检查一下喷头，确定喷嘴指向

罐子中间和远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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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罐加注步骤  

参考图16 
大平原喷洒机是从罐子底部进行加注的，用的是

2 英寸规格的偏心锁紧接头（6）与清水管连接。 
 
罐盖可以排气，因此不需要在加注时特意打开。 

 
 图 16 15772 

快速加注球阀 

 注意 

进行加注时，要使用单向阀或防虹吸装置来防止罐子中

原有的药液渗透到清水源中造成污染。 

重点注意！ 

禁止向空罐中添加化学药品。加注前要确认罐子至

少处于半满状态。浓缩药品不能直接加入空罐。关

于野外添加化学品的说明请参阅《添加化学药品》

章节。 

 

注：液罐箍条 
经过开始几个小时的作业后，绕在喷洒液罐

外面的箍条可能会变得松弛。当罐子安放在

鞍形座上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聚乙烯材料

的罐子尤其会是这样。重新上紧箍条，固定

好液罐。 
 
1. 检查洗手罐是否已盛满清水。 
请参考图13 
2. 检查截止阀和清洗阀（6~10）都处于作业需

要的“正常”位置。 “现场”作业时阀门的正常设定 

注意 
阀门  开启位置 

(1) 搅拌器选择阀  半开 
(2) 人工节流阀  开 
(3) 喷洒/排放选择阀  前（喷洒） 
(4) 喷洒产品阀门（选配，

药罐加注或进料） 
 关（中心） 

(5) 进料阀（选配，开/关）  关 
(6) 主进液快速连接&阀

（常闭） 
 关 

(7) 右罐进液截止（选配，

常闭） 
 关 

(8) Whirlfilter®滤器排放阀

（常闭） 
 关 

(9) 搅拌进液截止阀（常开）  开 
(10) 观测计截止阀（常开）  开 

 

喷洒机到达地块后，在临近作业前再添加化学药品。添

加药品时，按照制造商的混配说明进行操作，以期达到

预想的喷洒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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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喷洒泵进行主液罐加注  

注：只有当作为选配件的进料器安装后，才能

使用喷洒机机载泵来给液罐加注。加注要

靠随进料器一起提供的阀门和管路来完

成。 

 
 图 17 15920 

自吸积液阀 

参考图 17，图 18 和图 13 
注：喷洒机机载的液压泵或 PTO 泵都属于离心

式，运转时要把后续的阀门关闭。 
 
注：如果水源没有水压并且水位比喷洒机低的

话，喷洒机机载液压泵或 PTO 泵可能需要

启动注液。 
 
步骤 1 和 2 请参考前页， 
3. 关闭主液罐进口处的球阀（6）。 
4. 将搅拌阀（1）拨到关闭位置（OFF）。 
5. 将人工节流阀（2）置于开启位置（ON）。 
6. 将左积液阀（3）拨到后位（REAR），选择

从进料器引出的管路。 
7. 将产品进料阀（4）定到加注位置（TANK 

FILL）。 
8. 将供液管路接到快速加注偏心锁定接头（6）

上。 
9. 开始供水。 
10. 打开快速加注球阀（6）。 
11. 启动喷洒泵。 
12. 关停时，首先将泵关掉，然后关闭进口的阀

门（6）。 

 
 图 18 15802 

产品和进料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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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输料泵进行主液罐加注  

危险 

 
 图 19 15772 

快速加注球阀 

如果是依赖重力作用，就要确保输料罐位置高于喷洒罐。 

 

如果是靠外挂泵工作，就得确保罐的进口有足够的压力

（标称数值至少是 10PSI）。 

 

否则会引起喷洒罐回流，导致由水体污染而引发的疾病、

重伤或死亡事故。 

重点注意！ 

如果水源处的输料泵属于容积式，那就要在开启进口处

的球阀（6）后才能打开它。 

步骤 1 和 2 请参考前页。 
 
参考图 13. 
3. 关闭主液罐进口处的球阀（6）。 
4. 将人工节流阀（2）设为开启（ON）。 
5. 将左积液阀（3）拨到前位（FRONT）（选择

WHIRLFILTER 滤器接出的管路）。 
6. 连接供液管路和快速加注偏心锁定接头

（6）。 
7. 如果利用的是重力作用或非容积式泵，就要

打开水源。 
8. 打开快速加注球阀（6）。 
9. 如果利用的是容积式泵，将泵开启。 
10. 当液罐加注到需要的液位时： 

 
如果利用的是重力作用或非容积式泵，就要

关闭进口球阀（6），然后关闭水源。 
 
如果利用的是容积式泵，则关停泵，然后关

闭进口球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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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化学药品  

化学药品可以从罐顶加入，或者通过选配的进料

器添加。 
 
1. 检查洗手罐中是否已盛满干净的饮用水或

蒸馏水。 
2. 添加化学药品前，要确认罐中已注入至少半

罐水，不能向空罐中直接添加药品。药品添

加完后不能加水。确定清水管已断开，并且

进口截止阀已关闭。 
 

 
参考图 13 
3. 检查截止阀和清洗阀（6~10）都处于作业需

要的“正常”位置（请参考 32 页的图表）。

所有喷臂开关都拨到关闭（OFF）位置。 
4. 停好喷洒机，这样在添加药品的时候可以面

朝下风方向。 
5. 避免皮肤接触到药液。穿戴好个人防护用品

和护目镜。如果药液接触到了身体，要用肥

皂和清水彻底冲洗相关身体部位。 
6. 处理化学药品时严禁吸烟。 
7. 储存或处置未使用的化学药品时，应按照制

造商规定执行。 

注意 

要等到抵达田间后，在开始喷洒前，才能添加化

学药品。添加时应遵照制造商指导说明进行混配

操作，以期达到理想喷洒速度。 
 

注意 

对化学药品操作之前应仔细阅读制造商提供的

标签说明。 

8. 要正确处置化学药品的空罐。按照法律规

定，使用过的空药罐应反复冲洗三次，并且

要将其戳破以防将来重复利用。或者，也可

以对装过化学药品的容器进行喷射或压力

冲洗。 

 
 图 20 27297 

压力表保护器 

注意 

如果使用液肥或其他任何对铜有腐蚀作用的化

学药品，应在搅拌压力表（18）的进口安装大平

原 507-034V 压力表保护器，否则会发生腐蚀作

用，最终导致仪表故障，使带有压力的药液从仪

表处泄漏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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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药品进料（选配）  

重点注意！ 

打开进料截止阀（步骤 15）前，始终要先将泵

开启，关闭进料截止阀（步骤 17）后始终要将

泵关掉。如果泵没有运转，液罐会通过进料器发

生回流。进料器的盖子可以排气，无法阻止溢出。 

 

 

 
 图 21 15802 

产品和进料阀 

请参考图 13 
9. 检查确定进料器出口/液罐进口阀门（7）已

开启。 
 
请参考图 21 和图 13 
10. 对于进料器，将阀门： 

（5）设为关闭（OFF），并且， 
（4）（产品阀门）从关闭（OFF）改为进料

（INDUCT）。 
11. 在喷洒机前端，将阀门： 

（1）（人工增压）开启，并且， 
（2）（搅拌）开启。 

12. 在喷洒机下方，将阀门： 
（3）拨到后位（REAR）（加注，选择进料

器）。 
13. 将泵启动， 

注：泵的循环槽是通过进料罐下方的文丘里

氏管进行充填的。 
14. 打开进料器盖子。 

注：进料器盖可以排气，盖子无论打开或关

闭，进料器均可运转。 
15. 打开进料截止阀（5），仔细检查，确认没有

出现从液罐到进料器的回流。关闭阀门。 
16. 向进料罐中添加化学药品。将盖子放在罐子

上。 
17. 打开进料截止阀（5）。当化学药品添加量达

到要求，并且进料罐为空，将进料截止阀（5）
关闭。 

18. 将泵关闭。 
19. 将产品阀门（4）拨到关闭位置（OFF）（中

心）。 
20. 将左侧液罐进口阀门（3）置于关闭（OFF）

（中心）或者前方位置（喷洒）。 

泡沫划印器罐加注  

相关选择、混配、加载和使用等内容请参考随划

印器提供的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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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  

搅拌器会排出部分液流并通过液罐底部的开口

进行重新循环，这样会有助于使某些易于凝结、

沉淀或分层的成分维持一定的浓度。 

 
 图 22 15783 

搅拌/人工增压阀 

请参考图 22 
搅拌阀用于控制循环液量，通过搅拌压力表可以

设定搅拌所需的参考压力。 

喷臂收展  

此节是关于喷臂操作的简要说明，具体详情请参

考喷臂操作手册。 
 
标配 3P300 喷洒机上的每只喷臂都有独立的液

压回路。对于任何一种电动液压选配系统，喷臂

利用的是共用回路，但是可以独立操作。对于选

配的控制系统来说，色彩代码如下： 
 

 
 

 

控制 功能 
绿色 左侧喷臂 
红色 右侧喷臂 
 
不管回路连接情况，喷臂这端可以分别或同时折

叠和伸展，而不会有发生干涉的风险。 
 
除了由于设备移动和存储的原因而进行折叠之

外，在折叠开始时喷臂会有轻微的倾斜，用于清

理障碍物，特别是在回转时。 
 
根据需要，在田间穿越时，某段喷臂可以保持折

叠状态。但是该侧喷嘴一定要关掉。 

 

液压升降（选配） 

 

利用拖拉机的液压系统将喷臂升降到需要高度。

在喷洒机运行过程中要确认喷臂没有液压沉陷

（高度较低）。对于选配的控制系统，色标如下： 
 
控制 功能  
黄色 升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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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作业  

自动控制喷洒 人工控制喷洒（2007-） 

随着完成设备维护、RAVEN SCS 440 的设定、

校准、液体材料的装载和搅拌调节，一般田间作

业包括以下步骤： 
 
1. 检查确认加注、排放和清洗阀门（6）（7）

（8）都已关闭。 
2. （1）和（2）：调节 

（3）：前位（喷洒） 
（4）和（5）：关闭 
（9）和（10）：打开 

3. 在田边停好， 
展开喷臂。 

4. 将三点联接或提升机设置在所需的株冠高

度。 
关闭提升开关，或者将回路拨在中位，以保

持高度。 
5. RAVEN SCS 440 

流量控制（FLOW CONTROL）：根据需要

设定开关 
电源(POWER)：开启（ON） 
主开关(MASTER)：关闭（OFF） 
喷臂：开启（ON） 

6. 泵：打开（ON） 
7. RAVEN 主开关：开启（ON） 

喷液到达喷嘴时，加速到喷洒速度。 
8. 到达喷洒行的尽头： 

主开关(MASTER)：关闭（OFF）（泵可以保

持开启） 
根据转向需要将一侧或两侧喷臂升起。 

9. 落下喷臂。 
主开关(MASTER)：开启（ON） 

10. 观察 SCS 440，确认达到预定速度。检查观

测计进行确认。 

随着完成设备维护、校准、液体材料的装载和搅

拌调节，一般田间作业包括以下步骤： 
 
1. 检查确认加注、排放和清洗阀门（6）（7）

（8）都已关闭。 
2. （1）和（2）：调节 

（3）：前位/喷洒 
（4）和（5）：关闭 
（9）和（10）：打开 

3. 在田边停好， 
展开喷臂。 

4. 将三点联接或提升机设置在所需的株冠高

度。 
关闭提升开关，或者将回路拨在中位，以保

持高度。 
5. RAVEN SCS 313 

电源(POWER)：开启（ON） 
主开关(MASTER)：关闭（OFF） 
喷臂：开启（ON） 

6. 泵：打开（ON） 
7. RAVEN 主开关：开启（ON） 

喷液到达喷嘴时，加速到喷洒速度。 
8. 到达喷洒行的尽头： 

主开关(MASTER)：关闭（OFF）（泵可以保

持开启） 
根据转向需要将一侧或两侧喷臂升起。 

9. 落下喷臂。 
主开关(MASTER)：开启（ON） 

10. 观察 SCS 313 压力读数，检查观测计，确认

材料消耗速度符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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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停  

将喷洒机从系统中脱离开时应按照以下步骤执

行。设备长期储存详情请参阅《存储》章节。 
 

 
 

 
 图 23 14672 

驻停支架 

1. 将喷洒机停放在开阔区域，不会有电力线、

建筑物等碰触到喷臂。 
2. 折叠喷臂。 
3. 排空液罐中多余的水或化学药品。根据化学

品标签上的指导说明来正确地处置或贮存

化学制品。 
4. 牢牢地将喷臂驻停支架安装到大平原喷臂

上（具体详见喷臂操作手册）。落下并销紧

前喷臂支架，使其与喷臂上的驻停支架保持

在同一高度上。用随带的铁丝将前支架上的

销子固定好，参见驻停支架。 
5. 将喷洒机停放在平整、避风的地方，最好能

有遮挡，避免日光直晒。 
6. 如果停放区域的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在驻停

支架下面放置板材，扩大触地面积，但是要

确保喷洒机保持水平。 
7. 将拖拉机上的三点联接落下，使喷臂停靠在

支架上。 
8. 根据实际情况，从 PTO 泵上脱开或者从液

压泵上拔下液压油管。 
9. 断开所有电气连接。 
10. 从拖拉机上拆下三点联接销子，将拖拉机与

喷洒机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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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  

1. 从液罐中放空溶液，清理化学药品进料器

（如果有的话），并且根据化学品标签上的

指导说明处置或贮存化学制品。 
2. 用清水冲洗整个喷洒机。 
3. 彻底清理 WHIRLFILTER®滤器。参见

《WHIRLFILTER®清理》章节。 
4. 在包括泵、管路和喷嘴在内的系统中循环加

入 3~5 加仑（11~19 升）的防冻液（大平原

强烈建议使用大型休闲车用防冻液）。 
5. 铸铁泵必须注满RV防冻液或彻底排空所有

液体，以避免腐蚀。如果泵内液体不是很洁

净，建议将泵排空，并且拆下，冬季期间将

其放置在温暖干燥的环境中。 
 

 

重点注意！ 

一般防冻液对于人畜来说都有危害或致命。根据产品标

签上的说明谨慎操作。强烈建议使用大型休闲车用（RV）

防冻液，这种产品没有类似有害的副作用。 

 

 
6. 拆下喷嘴，断开控制盒，将这些配件与泵一

起放在室内。 
7. 使用安全溶剂或肥皂，以及水来彻底清洗喷

洒机外部。 
8. 检查所有喷洒机配件的磨损和锈蚀情况。如

果需要的话，对于相关配件进行修复和重新

喷漆。 
9. 所有油缸都应置于完全回缩状态，以免外露

导杆生锈。对于无法完全回收的油缸，要么

将导杆与其他部件连接的一端拆开，以达到

回缩目的，或者用油脂将外露活塞杆包裹起

来。 
 

 

重点注意！ 

涂抹的黄油要在下次使用前清除掉，以免损坏密封件。 
 

 
10. 将喷洒机存储在避开阳光直射，没有孩童玩

耍的干燥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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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  

一般田间调节 
喷臂压力是由电动蝶阀调节的，由 SCS 440 自动

控制，而人工控制是通过 SCS 313 上的一只开关

进行的。喷臂压力通过 SCS 440 上的喷臂压力模

式显示，而在 SCS 313 上是通过压力表显示的。 
 
在 SCS 313 上调节压力时，揿住压力调节开关，

向上加压，向下减压。 
 
随着液罐液位下降，喷臂压力可能会发生改变。

SCS 440 会自动进行补偿，而 SCS 313 则要不断

检查喷臂压力表，确定压力没有变化。一般来说，

当液位下降时，喷臂压力需要稍微调高一点儿。 
 
参考图 24 
当人工增压阀完全打开时，压力调节开关就会比

较灵敏。如果要降低压力调节的灵敏度，就要对

人工增压调节进行设定。请参阅《人工增压阀》

章节。 

喷臂高度 

针对在预定压力和拖曵速度下准备使用的喷嘴

而对喷洒机进行校准后，主要的田间调节就是喷

臂高度了。请参见《液压升降（选配）》章节。

根据准备使用的喷嘴类型设定喷臂高度，这样就

能准确调节好这种喷嘴的喷洒重叠情况。如果某

些地块中的作物株冠相较于其他地块要高，相应

地调节喷臂高度即可。请参阅本手册喷洒指导章

节中的喷嘴对照表来确定需要的喷臂高度。 
 
例如： 
一只 2.5 的 METERCONE 喷嘴，使用间距是 20
英寸。根据喷洒指导中的喷嘴对照表，所需高度

是作物顶部以上 19~21 英寸。如果作物离地有 6
英寸，喷臂高度应设为离地 25~27 英寸。 

喷嘴压力 

 
 图 24 15783 

压力阀 

SCS 440 自动控制系统会自动调节压力。而对于

人工控制（仅适用 SCS 313, 2007-的喷洒机），可

能需要在田间对喷嘴压力进行调节。当液罐中的

液位下降时，喷臂压力可能需要进行调节，使压

力保持在校准过的水平上。观察 SCS 313 的压力

表，掌握压力变化。 

液罐箍条 

绕在液罐外面的箍条会在作业开始数小时后变

得松弛。当罐子安放在鞍形座上时就会发生这种

情况，聚乙烯材料的罐子尤其会是这样。重新上

紧箍条，固定好液罐。 

压力调节  

喷洒机精度控制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就是喷洒压

力要恰当。喷洒机校准完成后，压力也就确定下

来了。请参阅喷洒指导中的校准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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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诊断  

 

故障 故障区域 检查项目 方案 
压力降低 压力表和供液

部分之间 
泵磨损 修复或更换泵 
吸口或泵（到压头管路）堵塞 清理管路并且改善可能导致堵

塞的原因。 
WHIRLFILTER 滤器堵塞 参见《WHIRLFILTER®清理》章

节 
压力表堵塞 拆下快速接头，冲洗压力表保护

器。 
压力波动 
 

泵出口和液体

之间 
检查吸口管路和接头有没有漏

气。系统中如果有气体，可以通

过喷嘴处的气体冲击观察出来。 

清理堵塞 

液罐吸口出现涡流 正确对齐搅拌器 
泵壳开裂 更换泵壳 

压力升高 压力表和喷嘴

之间 
喷嘴滤网堵塞 清理滤网 
喷嘴喷口堵塞 用软刷或气体清理 
喷臂管路堵塞 清理堵塞区域 
喷臂管路卡住 用扎带固定管路，以免扭结。 

无法提高压力 
 

泵或电动球阀 
 

参照喷嘴对照表检查液量要求

和泵的工作能力（喷嘴要求+搅
拌要求） 

选装小号喷嘴减小喷口宽度，降

低前进速度。 

电动球阀或压力表不工作 更换或修理 
压力调节开关有问题 检测开关，如果有故障就进行更

换。 
控制盒中的保险丝熔断 更换保险丝 
人工增压阀没有完全打开 完全打开人工增压阀，让电动球

阀来控制压力。 
没有压力 
 
 

管路连接 
 

液罐截止阀关闭 确认所有液罐截止阀都已开启。 
接头松开 上紧接头，使泵可以注液启动。 
与泵连接的吸液管路瘪塌 更换管路 
吸液管路或罐中存在堵塞 清理堵塞 

没有压力 
 

泵 泵的运转方向错误 在拖拉机输出接口处调换液压

管路。 

PTO 泵接头松弛 拧紧 PTO 接头 
压力无法降低 泵或电动球阀 液罐搅拌功能受限 检查搅拌阀是否打开，溶液是否

能够搅拌。 
液体无法进料 化学药品进料

器 
确认进料罐下方的阀门已打开。  
确认泵能够运行并且已启动注

液。 
 

确定文丘里氏旁路阀已开启。  
进料器溢出 化学药品进料 关闭进料罐下方的阀门，直到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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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 故障区域 检查项目 方案 
器 已运转并建立起压力，而且文丘

里氏阀门已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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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和润滑  

维护 
任何机具能够长期工作的关键在于正确的维护和

调节。通过仔细和系统性的检查，昂贵的维护、

维修和停机都可以避免。 

危险 
仔细阅读并按照化学品制造商的指导说明进行操作。一些

化学品会导致严重烧伤、肺损伤，甚至死亡。 

警告 
在对喷洒机维护、调节或进行其他工作之前，始终要将电

源断开，关停拖拉机发动机，确定所有活动部件都已停止

运转，并且已释放系统中的压力。 

▲ 进行修理或调节作业时，始终要佩戴好橡胶手套。 

▲ 确定所有在《穿戴防护用品》章节中提及的安全装备

都放置在便于获取，防尘或防化学污染的地方。 

简述 

如果准备在冷冻或接近冰点的地域使用设备，就

要通过彻底排空液体和在管路中泵入防冻液（大

平原强烈推荐 RV 防冻液）等措施来保护泵和管路

系统。 
 
对于铸铁泵来说，要么注满 RV 防冻液，要么彻底

排净所有液体，以免腐蚀。如果泵内不是太干净，

建议在冬季期间还是将泵内排空，并将其拆下，

然后放置于温暖干燥的环境中。 
 
检查喷洒机管路和管卡状况。如有泄漏，要重新

上紧管卡或接头。如果泵也有泄漏情况，请参阅

泵的相关维护章节。如果管路在喷洒机运转过程

中出现拖拽现象，就要用扎带将其固定。确保管

路在喷臂折叠或升起时不会出现缠绕或扭结现象，

如果有这种情况，要对管路走向进行重排，以防

扭强和缠绕。如果管路出现损伤，根据需要进行

更换。定期检查螺栓的松弛情况，及时上紧。 
 
检查所有喷洒机部件是否有磨损和锈蚀情况，根

据需要进行修复和重新喷涂。

 

设备清理 
用低压（小于 30PSI）气管清理喷嘴。更换磨损的

喷嘴配件。拉一箱清水在田间对喷洒罐和喷臂进

行清洗。严禁回到场地或在洗车场后再对液罐进

行清洗。 
 
根据制造商标签上的说明来处置喷洒机中最后剩

余的化学品。将液罐冲洗干净并将清洗下来的水

喷洒在最后作业的地块中。 
 
用清水冲刷喷洒机，并将水喷洒到最后作业的地

块中。在田间冲洗喷洒机的过程中，先将所有喷

臂开关打开，使喷嘴也能被冲洗到，然后再将所

有开关关掉，再冲洗旁通管路。以上步骤要重复

几遍。 

Whirlfilter®滤器清理 

大平原喷洒机有两只 Whirlfilters®滤器。一只用于

过滤液罐进水，另一只过滤待喷的化学溶液。 
 

 
 图 25 28162 

WHIRLFILTER 滤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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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 Whirlfilter®滤器清理  

 
请参考图 26 和 13 
1. 在喷洒罐中注入清水并打开泵。 
2. 泵开始运转后，缓慢打开清洗阀（8），让杂

质流出到桶中。清理溶液 Whirlfilter®滤器只

能在喷洒罐注入清水并且没有添加化学药

品的情况下进行。 
3. 关闭清洗阀，关掉泵。 
4. 按照最后喷洒作业所用化学品制造商的标

签说明来处置杂质和清洗后的水。 
 

 图 26 15787 

WHIRLFILTER 滤器清洗阀 

进口 Whirlfilter®滤器清理  

 
请参考图 27 和 13 
1. 在喷洒罐空置的时候着手。 
2. 在 Whirlfilter®积液槽放水塞的下方放置一

只桶，用于收集排出的杂质。 
3. 用管螺纹密封胶进行密封处理后，将放水塞

旋回原处。 
4. 按照最后喷洒作业所用化学品的制造商提

供的标签说明来处置杂质和清洗后的水 
 

 图 27 15772 

快速加注球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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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的维护和维修  

大平原 PTO 泵  

大平原泵在设计上着眼于经久耐用。不过经年使

用后，机械密封上可能会发生渗漏。不过如果出

现滴漏，就需要对泵进行拆解。解体之前一定要

先用清水对泵进行冲洗。相关部件手册上有最新

部件编号。 
 
请参考图 28 
 
把泵拆下前，先在液罐中装满足够的水，然后使

泵运转，以此诊断泵的具体故障。如果液体从前

面吸液壳（5）和后面涡壳（8）之间漏出，就说

明壳体衬垫可能太过干燥，需要足够时间让衬垫

（6）吸收水分而后膨胀起来。必要的话，通过

对边交替的方式重新上紧涡壳（8），直到所有螺

母（9）的拧紧扭矩达到 16~18 英尺-磅。在衬垫

（6）两侧涂抹润滑脂是一种防止收缩的好办法。 
 
如果有必要更换密封件： 
1. 拆解泵，把所有部件都清理干净。 
2. 将机械密封（7）的瓷制环座安装到泵的涡

壳（8）中。确保瓷座方正地装在涡壳中。 

3. 从泵轴（10）上清理掉所有的油脂或污垢，

并将轴弄干。这样，在安装的时候，机械密

封上的橡胶波纹管就会正确地贴在轴上。 
4. 用螺栓（2、3、4）将泵输入侧轴承壳（未

标出）紧紧固定到涡壳（8）上，可以用衬

套（未配备）协助对齐和安装轴封。 
5. 利用水作为润滑，推着密封（7）的内侧橡

胶部分，将密封件（不含弹簧）安装到泵轴

上。密封的石墨一面应接触到白色的瓷座表

面。贴住泵轴的橡胶波纹管从密封件泵轮一

侧的不锈钢环伸出的部分不能超过 1/16 英

寸（1.6 毫米）。 
6. 安装密封弹簧和泵轮，小心操作，不要移动

已经在泵轴上定好位置的机械密封。泵轮螺

栓（1）的上紧扭矩是 16~18 英尺-磅（22~24 
牛顿-米)。 

7. 拆下三只螺栓和衬套，用黄油枪对衬垫（6）
进行润滑。用螺栓、平垫和锁紧螺母将衬垫

（6）和吸液壳（5）安装好。上紧扭矩是

16~18 英尺-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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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 泵  

大平原 ACE 泵在设计上着眼于经久耐用。不过

经年使用后，机械密封上可能会发生轻微渗漏。

不过如果出现滴漏，就需要对泵进行拆解。解体

之前一定要先用清水对泵进行冲洗。 

如果泵发生泄漏，在将其从喷洒机上拆下之前要

先在罐中注入足够的水，然后让泵运转起来，以

断泵的具体故障。 

Ace 液压泵密封件更换  

请参考图 29  

拆解 Ace 泵  

1. 从马达后部拆下 4 只 5/16 英寸的六角头螺

栓（19），拆下马达（18）和接头。 
2. 拆下后部的内轴承挡圈（11）。 
3. 从安装支架（8）上拆下 4 只 3/8 英寸×3/4

英寸六角头螺栓（9）。拆下涡壳（2）。 
4. 从轴（16）上拆下 3/8 英寸的锁紧螺母（3），

在泵轮叶片中插入一只平锉保持静止状态。 
注意：扭矩过大会导致塑料泵轮损坏。 

5. 用步骤 1 中的 1 只 5/16 英寸的六角头螺栓

将将轴（16）从泵轮（5）中压出，卸下泵

轮、键（15）和旋转密封件（6）。 

6. 从支架上把轴/轴承组件压出来。 
7. 通过起子撬或从泵壳的马达一端压，将固定

密封（17）拆下。 
8. 从轴槽中取下 O 形圈（20）。 
注：如果只更换泵的密封件， 

a) 将轴/轴承组件压入支架。 
b) 重新安装后部的内轴承挡圈。 
c) 跳到安装步骤 8。 

9. 将轴承从轴上压出。 
10. 拆下前面的内轴承挡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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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 泵组装  

请参考图 30 
1. 在安装支架（8）里安装前面的内轴承挡圈

（11）。 
2. 从支架（8）后端将前轴承（12）压入到挡

圈（11）处。 
3. 在轴（16）上安装两只外挡圈（13），挡圈

之间放置衬套（14）。 
4. 穿过前轴承（12），将轴组件压入，直到前

轴挡圈（13）靠到前轴承（12）的内端面。 
5. 将后轴承（12）压装到轴（16）上。 
6. 插入后面的内轴承挡圈（11）。 
7. 将橡胶抛油环（10）滑装到轴（16）上，并

向后推到前轴承（12）处。 
8. 将安装支架上旧的密封剂清理掉。 
9. 在轴槽处安装 O 形圈（20）。 
10. 在固定密封法兰下方涂抹非硬化 2 型

PEERMATEX 密封剂或其他类似产品。 

11. 将密封件（17）的固定部分安装到轴（16）
上并压入孔槽中。用一只 1-3/8 英寸内径的

管子或 PTO 接头将密封法兰各处均匀地压

入。 
12. 在轴（16）上用手安装好密封件（6）的旋

转部分和 O 形圈（20）。抛光过的两面要互

相靠在一起。要避免直接接触到抛光过的密

封表面。 
13. 在键槽（5）中插入键（15），在轴（16）上

安装好泵轮（5）。 
14. 在轴（16）上装好锁紧垫片（4）和 3/8 英

寸的锁紧螺母（3），并将螺母（3）上紧。 
15. 更换涡壳 O 形圈或衬垫（7），涡壳（2）和

4 只 3/8 英寸×3/4英寸的带帽螺栓（9）。 
16. 将接头在泵轴的安装槽中定好位，接头周围

的孔槽中涂抹润滑脂。 
17. 安装马达，马达（18）的柄脚和接头的安装

槽要对齐，转动马达（18），使其铭牌向上。 
18. 安装 4只 5/16英寸的带帽螺栓（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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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 皮带传动泵密封件更换  

请参考图 31 
1. 松开固定泵涡壳（2）与安装支架的 4-3/8

英寸×3/4英寸（长）的六角螺栓（1），从

安装支架上拆下涡壳。 
2. 从泵轴上拆下泵轮（3），用锉刀或其他工具

按顺时针方向（左旋螺纹）松开丝扣。 
3. 密封件（4）的瓷制旋转部分现在应该也可

以拆下了。 
4. 用两只起子插入安装支架的泄水孔中，将密

封件（5）的非旋转部分向轴的丝扣方向撬，

然后用手取出。 
5. 如果密封套难于从支架密封孔槽中取出，可

以用两只起子协助将密封件移出。 

6. 在新的密封套上涂抹一点儿非硬化型密封

剂，确保能够对支架安装孔密封良好，然后

将密封套插入安装孔中。 
7. 用适合的工具轻轻敲击密封件的非旋转部

分，确认其安装到位。 
8. 将 O 形圈放置在泵轴上，滑向后方。在瓷

制新件的表面涂上轻质润滑油，将其放到 O
形圈上并向下压，要能接触到固定部分。 

9. 在轴（左旋螺纹）上安装泵轮。在泵轮叶片

中插入一把锉刀或其他类似工具，固定好

轴，然后逆时针旋转上紧。 
10. 装回衬垫(6)、涡壳和 4 只 4-3/8 英寸×3/4

英寸（长）的六角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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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滑  

 

多功能喷雾

润滑剂   
多功能 

黄油枪  
 

多功能 

润滑油  
 

润滑间隔（服

务小时） 

  
提升滑动套（可用的话）  

 

 

滑板和暴露于外的垂直管轴承表面 
润滑类型：干石墨或 NLGI 2 级润滑脂 
数量：包裹表面，少许。 
 
 
 
Ace 泵（可用的话）  

 

 

1 只黄油嘴 
（位于皮带从动轮臂板铸件上) 
润滑类型：润滑脂 
数量：泵 3 次 
 
 
PTO 泵（可用的话）  

 

 

1 只黄油嘴 
（位于后齿轮箱盖上，有标贴。) 
润滑类型：润滑脂 
数量：泵 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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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配  

喷臂和安装 

 
 图 32 12300 

带横向折叠喷臂的 3P300 

标配 3P300 喷洒机不包括喷臂。喷臂需要单独购

买（没有喷洒机选项号）。如果是和新喷洒机一

起订购，喷臂在发货前会进行预装。 
 
3P300 喷洒机支持大平原 CF500 (50 英尺) 和
CF600 (60 英尺)的喷臂。喷臂根据喷嘴间距也有

不同选配项。 
名称 喷臂选项 部件编号 
横向折叠 50 英尺喷臂  CF500 
湿式喷臂套件（20~50） （20） 509-271L 
湿式喷臂套件（30~50） （30） 509-272L 
横向折叠 60 英尺喷臂  CF600 
湿式喷臂套件（20~60） （20） 509-269L 
湿式喷臂套件（30~50） （30） 509-270L 
 
如果要给新或旧的 3P300 喷洒机订购喷臂，一定

要明确指定如下套件： 
 

名称 部件编号  
3P300 固定支架 501-570A  
3P300 液压联接 505-510A  
 
两种安装套件都包括：2 套提动式快速接头。喷

臂管路装的是 9/16 FJIC 连接头。 
 
505-510A 套件包括一只液压提升器。 
 
如果要了解其他喷臂选配情况，请联系大平原代

理商或参阅喷臂操作手册。 

 

校准附件 

 
 图 33 27165 

校准附件 

喷臂包括一只喷头计算器和样品容器。出口的喷

嘴包括一只公制喷头计算器。 
名称 部件编号 
校准容器 817-199C 
喷头计算器 832-038C 
喷头计算器-公制 832-05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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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进料器  

使用进料器的话就没有必要再去攀爬设备，向液

罐的水中直接加料。进料器提供了一种方便、安

全、接近地面的专用 3 加仑（11.3 升）液罐。 
 
如果随 3P300 新机一起订购的话（选配号#61），
进料器会在发货前进行预装。 

 
 图 34 15804 

进料器 

名称 选项 部件编号 
3P300 化学品进料器组件 （61） 502-161A 
 
进料器安装后，喷洒机的空机重量会增加 38 磅

（17 公斤）；装满物料的话，喷洒机重量会增加

83 磅（38 公斤）。 
 
具体使用方法请参阅《化学品进料器》章节。 

控制  

需要用到以下两种远控管路套件中的一种。  

自动控制管路  

套件包括一只 RAVEN 440 控制器，远程管路控

制阀、压力传感器和一只流量计。所提供的功能

如下： 
+ 方便易读的 28 位显示， 
+ 行走速度补偿式自动速度控制， 
+ 一次性快速程式设计， 
+ 总液量&面积累积计算， 
+ 数字式喷臂压力显示， 
+ 罐内低液位故障报警， 
+ 控制阀延迟， 
+ 零速度关停， 
 
需要与速度传感器连接（参考 55 页相关内容）。 
 
如果随 3P300 新机一起订购的话（选配号#01），
该套件中需要安装在喷洒机上的部件都会在发

货前预装。代理商可以协助安装驾驶室内的

RAVEN 系统。 

 
 图 35 24094 

自动控制系统 

名称 部件编号  
3P300 自动控制管路组件 509-30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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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液压控制器  

标配 3P300 喷洒机喷臂油缸包括两套液压油管，

需要两套拖拉机回路。电动液压控制器可以整合

喷臂回路和选配的提升器回路，使两者成为拖拉

机驾驶室内的一套回路。 

 
 图 36 99999 

电液控制 

名称 部件编号 
电液套件控制手柄 506-584A 
电液套件开关盒 506-585A 
  
  
  
  
  
  

高容量泡沫划印器  

该套件包括一只 25 加仑内置液泵的液罐、安装

构件、管路、喷嘴和驾驶室控制系统等。左右两

侧的喷臂都有配液器。 
 
如果随 3P300 新机一起订购的话（选配号#52），
泡沫划印器的液罐会在发货前预装。 

 

 图 37 22703 

泡沫划印器系统 

名称 选配 部件编号 
泡沫划印器套件 3P300 （52） 502-149A 
 
泡沫划印器安装后，喷洒机的空机重量会增加

114 磅（52 公斤）；装满后，喷洒机重量会增加

314 磅（91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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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  

标配 3P300 喷洒机不包括泵。大平原建议使用大

平原 PTO 泵或 ACE PTO 泵，或液压泵。 
 

Ace 泵 

 

 图 38 24090 

ACE 液压泵 

Ace 泵可用于： 
液压动力（#35，显示在右侧）， 
高容量，540 转/分钟，PTO（#36），或， 
高容量，1000 转/分钟，PTO（#37）。 
 
如果随 3P300 新机一起订购的话（选配号如上），

泵会在发货前进行预装。 
 
名称 选配 部件编号 
泵，3P300 ACE 液压组件 (35) 507-108A 
泵，3PT ACE 540 高容量 (36) 507-077A 
泵，3PT ACE 1000 高容量 (37) 507-078A 
 
泵的重量： 
507-108A 45 磅（20 公斤）， 
507-077A 83 磅（38 公斤）， 
507-078A 64 磅（29 公斤）， 

 

  

Ace 限流器 

 
 图 39 23395 

液压泵限流器 

在装有负载感应（LS）闭路中心式液压系统的

拖拉机上，该装置能够限制通往 ACE 马达的油

流，防止由于使用不当所导致的故障。、 
 
大平原代理商可以协助限流器安装。 
名称 部件编号 
限流器阀 – ACE 泵 a 829-125C(2006-) 
限流器阀 – ACE LS206Nb 829-131C(2007+) 
a. 用于垂直表面带油口的旧式泵， 
b. 用于同一表面上有两只油口的新式泵，(请参

考图 39) 
  
具体使用请参阅《ACE 泵限流器（选配）》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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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原 PTO 泵  

泵可用于： 
540 转/分钟，PTO (#31)， 
1000 转/分钟，1-3⁄8英寸，PTO (#32)， 
 
如果随 3P300 新机一起订购的话（选配号如上），

泵会在发货前进行预装。 

 
 图 40 12229 

大平原 PTO 泵 

名称 选配 部件编号 
泵，3 点，540 组件 （31） 507-051A 
泵，3 点，1000 1-3/8
组件 

（32） 507-052A 

 
泵的重量： 
507-051A 23 磅（10 公斤）， 
507-052A 22 磅（10 公斤）， 

 

速度传感器  

标配 3P300 不包括速度传感器。速度传感器是自

动控制系统根据当前速度进行喷洒管理所需的

部件。选配的传感器套件能够通过车轮旋转或雷

达对地速度探测到相应速度。 
 
如果拖拉机已装备了速度传感器，通过 Y 形电

缆可以与 RAVEN 440 控制器共享信号。 

 

雷达速度传感器 

 
 图 41 27153 

雷达速度传感器 

这种装配简便的精确传感器可以安装到拖拉机

或者喷洒机上，与多种农机驾驶控制系统都能兼

容。在不进行喷洒作业时，可以将其应用到

3P300 以外的其他机具上。 
 
大平原代理商可以协助用户进行安装。 
名称 选配 部件编号 
TSF 雷达套件 （43） 509-2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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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VEN 轮速传感器 

这种经济型速度传感器必须安装到拖拉机上，届

时可能需要钻孔，与有些拖拉机也可以存在不兼

容情况。请咨询代理商。 
 
大平原代理商可以协助进行安装。 

 
 图 42 27154 

轮速传感器 

名称 选配 部件编号 
RAVEN 轮速传感器 （42） 823-087C 
   
   

Y 型电缆 

 
 图 43 27155 

速度传感器 Y 型电缆 

如果拖拉机上已经装备了速度传感器，那么可能

能够和 RAVEN 440 控制器兼容使用。请咨询代

理商。 
 
如果传感器可以兼容，这种电缆就能够在现有拖

拉机系统与 RAVEN 440 间共享信号。 
 
部件编号  说明 
115-0159-432  TRW 雷达，凯斯 IH， 
115-0159-519  DICKEY-john 或 Magnavox 雷达，约翰迪尔 1990 或之后， 
115-0159-518  DICKEY-john 雷达，Cat Challenger （型号 65 & 75）， 
115-0159-517  DICKEY-john 雷达，凯斯 IH， 
115-0159-529  DICKEY-john 雷达，福特/白色， 
115-0159-627  DICKEY-john 雷达，Cat Challenger（型号 65C, 75C-Mod, D-Mod Row Crop 

35,45,55）， 
115-0159-700  DICKEY-john 或 Magnavox 雷达，约翰迪尔 7000/8000/9000 系列（2 轮驱

动或机械式前轮驱动)， 
117-0159-462  Magnavox 雷达，除了约翰迪尔，  
117-0159-463  TRW 雷达，除了凯期 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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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规格和性能  

液罐尺寸  300 加仑 – 聚乙烯 
可用喷臂宽度  CF500：50 英尺（15.2 米） 

  CF600：60 英尺（18.3 米） 
喷嘴间距  20 英寸（51 厘米）和 30 英寸（76 厘米） 

重量  620-855 磅(281-388 公斤)，空机，无喷臂（较大数据代表已安装

所有选配件） 
  1716-1951 磅（778-885 公斤），空机，带 CF500 喷臂， 
  1761-1996 磅（799-905 公斤），空机，带 CF600 喷臂， 

机架材料  3 英寸×3 英寸和 3 英寸 ×4 英寸钢管， 
运输宽度  液压折叠喷臂 153 英寸（3.9 米） 

拖拉机规格要求   
电气系统  12 伏，负极接地， 
液压系统  对于液压泵来说，一套液压远控系统，流量限制在 6 加仑/分钟 a。 

  对于结合使用液压提升器和液压泵来说，两套液压远控系统。 
提升能力  5500 磅@24 英寸（61 厘米）（下提升臂球头后方） 

泵  安装在拖拉机上的 PTO 泵 – 540 转/分钟， 
  安装在拖拉机上的 PTO 泵 – 1000 转/分钟， 1-3⁄8英寸花键， 
  液压泵 
  安装在拖拉机上的高容量 PTO 泵 – 540 转/分钟， 
  安装在拖拉机上的高容量 PTO 泵 – 1000 转/分钟，1-3⁄8英寸花

键， 
a.如果拖拉机无法将流量限制在 6 加仑/分钟，就需要从大平原代理商处采购一只流量控制套件。 
 

 

A  47-11⁄16英寸（121.1 厘米） 
B  67-13⁄16英寸（172.2 厘米） 
C  82-5⁄8英寸（209.9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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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矩参考值  

 
扭矩误差：+ 0%, -15%*扭矩值。使用以上所列的扭矩值，除非另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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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政策 
 

在个人按设备设计用途使用，并且正常使用和保养的情况下，从最初购买

之日起一年内，大平原制造有限公司向最初购买用户保证此喷洒设备没有

材料和工艺缺陷；如果是商用或租赁用途，保证期为90天。此保修只限于

由大平原制造有限公司对缺陷部件的更换和由其代理商完成的此类部件

的安装。大平原对提起材料或工艺缺陷索赔的任何设备或部件都保留检查

权。 
  
此保修不适用属于以下情形的产品或部件：任何由大平原判断为误用，或

意外损坏，或缺乏正常保养的；或者已经进行修理或更换，但对其性能或

稳定性造成负面影响的；或用于超出其设计目的之用途的。如果设备的拖

曳速度超过每小时20英里，此保修也不适用。 
 
根据此保修政策提起的索赔必须向最初销售该设备的经销商申请，所有的

理赔也要通过该经销商。大平原保留在无需通知的情况下，随时更改产品

材料或设计的权利。 
 
此保修政策不能解读为大平原对任何类型，包括直接的，间接的，或偶然

的损坏都负有责任。另外，大平原对超出其合理控制的原因所导致的损坏

都不承担任何责任。作物损失、因收获延迟造成的损失，或任何涉及劳力、

供应、租赁机器，或其他原因而导致的损失或成本，均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对于本次销售行为，不会再有其它任何类型的保修，无论明示或暗示。所

有超出此书面保修政策界定义务范围，针对某一特别用途而给予暗示的商

品性能和适用性保证，均在此声明无效，并且与此次销售行为无关。 
 

只有在最初购买机器的 10 天内向大平原公司登记注册，此保修才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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