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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声明 
Great Plains Simba International Limited 特此声明：由附在机器底架上的序列号限定的 Great Plains 
SimbaX-Press 灭茬缺口圆盘耙符合下列指令和规例，并且已经通过了相应的认证。 

EC 机械指令 2006/42/EC。 

提供机械（安全）规范 2008。 

工作设备规范 1998 的规定和使用。 

明确相关的协调标准有： 

EN ISO 12100-1: 2003 (机械安全)。 

EN ISO 12100-2: 2003(机械安全)。 

EN ISO 4254-1:2009（农业机械 - 安全 - 基本要求）。 

 

制造商： 

Great Plains Simba International Limited 

Woodbridge Road 

SLEAFORD 

Lincolnshire 

NG34 7EW 

UK 

电话 (+44) (0)1529 304654 

SIMBA INTERNATIONAL LIMITED 认证代表： 

 

 

Colin Adams 

常务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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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 
条款与条件 

在该保证书中，Simba International Ltd 被称为“公司”。  

1. 按照本保修条款的规定，公司保证其已售出或待售的每台新机器从最终用户安装日期起 12 个月内没

有任何材料或工艺缺陷。  

一些特定项目的附加保修期将超过标准的 12 个月。可以按要求直接向分销商或辛 Simba International 
Ltd 获取相关详情。  

2. 如果公司提供的机器或其零件不符合第 1 条中给出的保修规定，则公司将自行决定： 

(a) 由公司自费修复该机器或其零件，或者 

(b) 按照该机器或其部件的购买价格向承购方提供补偿，或 

(c) 接受退还的机器，并由买家选择： 

I) 偿还或向买家支付该机器或其零件的开票价格，或者 

II) 根据合理情况更换该机器或其零件。  

3. 本保修条款不得迫使公司支付任何与利润损失或买方声称的因任何机器缺陷产生的其他间接损失或

者意外责任有关的款项，也不得把任何除第 2 条规定的责任强加给公司。  

4. 依据此保修规定的任何索赔请求都必须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司，详细说明从修理日期起 14 天内投诉的

事项。  

5. 依据此保修规定的任何索赔请求都必须由机器的原始买家提出，并且不得转让给任何第三方。  

6. 如果买方将该机器出租给了任何第三方，则保修仅适用于在交付日期起 90 天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司

的事项，并且应该将第 1 条理解为“12 个月”被换成了“90 天”。 

7. 在以下情况下，该保证书将不再适用： 

(a) 将非公司制造、供应或以书面形式批准的零件安装到机器上，或者  

(b) 由公司或公司明确书面认可的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员修理机器，或者  

(c) 未经公司明确书面授权对机器进行任何改动，或者 

(d) 机器因事故受损，或者  

(e) 机器被滥用或超载使用或被用于其设计能力以外的用途或载荷，或者与功率输出能力超过规定的机

具功率需求 40%以上的拖拉机一起使用。在这些条款与条件中，除非特别说明，否则“规定的机具功

率需求”中指的是轮式拖拉机。当与履带式拖拉机一起使用时，这些功率需求应该降低 20%。 

(f) 未经 Simba International Ltd 明确书面同意，将该机器作为一个“耕作机组“的一部分使用，而该机

组同时拖动一台以上机具。  

(g) 未按照操作人员手册中规定的维修时间表实施保养维护。  

(h) Simba International Ltd 服务部[英格兰林肯郡斯利福德市伍德布里奇路 NG34 7EW（Woodbridge 
Road, Sleaford, Lincolnshire, England, NG34 7EW），在新机器安装七天内未收到安装和保修登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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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标识 
收到机器后在下表中录入相关数据： 

序列号  

机器类型  

机器宽度  

建成年份  

交付日期  

首次操作  

附件  

 

经销商地址： 姓名：           

街道：           

地点：           

电话：           

 

经销商的客户编号：        

  

Great Plains 地址： 

  

Great Plains Simba  

Woodbridge Road Ind. Est.  

Sleaford  

Lincolnshire  

NG34 7EW 

电话: +44 (0) 1529 304654 

传真: +44 (0) 1529 413468 

电子邮件: simba@greatplainsmfg.com 

Great Plains 客户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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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前言  
使用机器前请确保您已阅读并认真遵守操作说明

。这样可以避免事故、降低修理成本、缩短停机

时间，并且提高您的机器的可靠性、延长其使用

寿命。注意安全说明！  

对于因不遵守操作说明的行为造成的损坏或故

障，Great Plains 不承担任何责任。  

这些操作说明将协助您了解您的机器并把它正确

地用于其预期用途。首先您将得到机器搬运方面

的一般说明。此后是关于维修、保养和出现故障

时应采取的措施的相关章节。 

在机器上或用机器工作的所有人都必须阅读和遵

守这些操作说明，例如： 

● 操作（包括准备工作、对操作序列和维修中的

错误进行补救）。 

● 维护（保养和检查） 

● 运输。  

在收到操作说明时，您还会收到一份备件清单和

一张机器登记表。现场服务技术员将指导您操作

和维修您的机器。此后，要把机器登记表返回给

您的经销商。这样可以确认您正式接收了机器。

保修期从交付日期开始计算。 

 
我们保留为了改进机器而改变这些操作

说明中包含的插图以及技术数据和重量

的权利。 

保修准则  

与我们的产品有关的材料缺陷的（保修）责任期

是 12 个月。如果是与法律规定的书面偏差，则这

些协议应适用。  

它们将在为最终客户安装机器后生效。所有磨损

部件都不在保修范围内。 

所有保修索赔都必须经由您的经销商提交给Great 
Pl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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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数据  
以下警告和安全说明适用于这些操作说明的所有

章节。 

1.1 机器上的安全符号 
 

 

在启动机器之前阅读并遵守操

作说明！ 

 

注意泄漏的受压液体！严格遵守

操作说明中的指示！ 

 

切勿将手伸入到存在运动部件

挤压危险的区域内！ 

 

操作期间零件可能会突然飞脱。

与机器保持安全距离！ 

 

避开可折叠的机器部件的工作

范围！ 

 

禁止机器载客！ 

 

切勿将手伸入任何旋转部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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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进行保养前先参考操作说明

。 

 

 

操作说明：  

操作说明中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警告和安全说

明。使用以下图形符号： 

  

重要事项！ 

 

 

受伤风险！ 

 

 

致命和重伤风险！ 

 

重要的是必须仔细阅读这些操作说明中包含的安

全说明和机器上的所有警告标志。 

确保警告标志清晰可读。更换任何缺失或损坏的

标志。 

必须严格遵守这些说明以防出现事故。将警告和

安全说明告知其他用户。 

禁止实施可能影响机器安全使用的操作。 

本手册中提到的左侧和右侧都以从机器后部朝向

行驶方向的左右为准（另有说明的情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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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预期用途  
Great Plains Simba X-Press 采用最新技术、并按照

相关安全法规而制造。但是，使用期间可能出现

造成操作人员或第三方伤害以及机器损伤或其他

有形资产减值的风险。  

只能在达到技术上理想的状态时将机器用于预期

用途，并充分考虑安全和风险，严格遵守操作说

明。特别是必须立即纠正可能危害安全的故障。  

Great Plains的原装零件和附件都专为本机器设计

制造。非我方提供的备件和附件都未经过测试或

授权。使用或安装非Great Plains原装产品可能对

机器的特定设计功能造成不利影响并影响机器操

作人员和机器本身的安全。对使用非原装零件或

附件造成的损伤，Great Plains不承担任何责任。 

Great Plains Simba X-Press 仅设计用作耕种工具。

将机器用于任何其他用途（例如作为运输工具）

将被视为使用不当。对于因使用不当造成的损坏，

Great Plains 不承担任何责任。这种风险将由操作

人员独自承担。  

如果在大功率拖拉机后使用Simba X-Press（超

过建议最大值40%），可能会导致高负荷和高应力，

引起底盘和关键部件长期结构损伤。此类超载作

业会危害安全，因此必须避免。 

 

1.3 操作安全  
只有授权经销商的雇员或 Great Plains 的员工提供

指导后机器才可以投入使用。“机器登记”表要填

写完整并返回给您的经销商  

机器投入使用前，所有防护和安全设备（比如可

拆卸的防护设备）都必须安装到位并可靠运行。 

 定期检查螺钉和螺栓的紧度。如果有必

要，重新拧紧。 

 如果出现故障，立即停稳机器。 

 确保所有故障都立刻得以纠正。 

 
1.4 不对间接损害承担任何责任 
Simba X-Press 经过精心制造。但是，在机器被用

于预期用途时仍可能出现问题。这些可能包括： 

● 易损件磨损。 

● 外部因素造成的损伤。 

● 行驶速度不正确。 

● 机组设置不正确（附加装置不正确、未遵守设

置说明）。 

 因此，在操作前和操作过程中始终检查机

器，对于正确运行和充分的使用精度是至

关重要的。 

 

不接受任何对机器尚未出现的损伤提出的补偿索

赔请求。包括由操作失误引起的任何间接损害。 

 

 
1.5 道路交通安全  
在公路、轨道上和一些地区行驶时，重要的是要

遵守相关的道路交通法以及与本机有关的具体规

范。 

 注意容许轴载、轮胎承载能力和总重量，

以维持充足的制动和可控制性（这些数据

显示在铭牌上）。 

 严禁机器搭载乘客！ 

 最大道路运输速度是 16英里/小时（25 千
米/小时）。 

 

1.6 事故防范 
除了操作说明以外，重要的是还必须遵守各农业

贸易协会规定的事故防范条例。操作人员有责任

在机器运行期间确保所有其他人员都在机器周围

或机器上的危险区域之外 

 

机主有责任确保： 

● 机手要经过培训，并且有能力使用该机器和拖

拉机。 

● 拖拉机要适合于该机器。  

● 完成关于机器使用的充分的风险和 COSHH 评

估。特别是那些关于操作或保养期间与土壤、粉

尘、作物残茬、化学品、润滑剂和其他化合物接

触的问题以及工作期间石头被高速弹出的可能性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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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操作停车架或其他活动件时注意被

夹住的危险。确保拆除销轴/螺栓时充

分支撑住全部重型部件。 

 

1.6.1 挂接机器 

在搭构/脱钩机器时存在伤害风险。遵守以下要求： 

● 固定机器以防旋转。  

● 倒退拖拉机时要特别注意！  

● 机器和拖拉机之间存在挤压风险！ 

● 将机器停放在坚实、平坦的地面上。 

 

1.6.2 关于液压系统  

在两个液压系统（机器和拖拉机）都降压之前不

要把液压管路连到拖拉机上。 

 

任何含有一个蓄压器的液压系统都可

以永久保持承压（即使在以下拖拉机作

业机组的手动降压程序后）。因此定期

检查所有管路、管道和螺纹管节是否有

泄漏和任何可识别的外部损伤是很重

要的。 

 

液压回路包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篡

改的专业配件。不要试图更改软管路线

或软管夹紧装置，否则将会造成机器严

重损坏和/或人身伤害。 

 

检查泄漏时，仅可使用适当的辅助工具。及时修

理任何损坏。喷油会导致受伤和火灾！ 

如果受伤，立即联系医生。  

拖拉机和机器之间液压接头的插口/插头都应采用

颜色标志，以避免误用。 

 

图 1.01 液压阀门 

 

1.6.3 更换设备 

● 固定机器，防止其意外滚走! 

● 用合适的支撑物固定您上方悬挂的所有升高的

机架部分!  

● 小心！有凸出部件造成伤害的风险！ 

 切勿攀爬转动部件（比如耙辊装置）。这

些部件可能会旋转，导致您滑倒并重伤！ 

 在保养期间拆除组件可能影响机器的稳

定性。确保充分支撑以防出现意外重量变

动。 
 

 1.6.4 操作过程中 

操作机器前确保机器工作范围和周围区域内无任

何人员（儿童！）。 

始终确保充足的能见度！  

禁止站立在正在作业中的机器上！  

操作人员必须具有有效的驾驶许可证才能在公路

上行驶。 在操作区域，操作者对第三方承担责任

。 

负责人必须：  

● 向操作者提供操作说明书的副本，及 

● 确保操作人员已经阅读并了解该说明。 

● 确保操作人员了解关于机器在公路上行驶的具

体规范要求。 

 

1.7 维修与保养  
确保在法律或操作说明规定的时间内定期执行检

查和检验。  

在开展维修和保养工作时，始终： 

● 关闭拖拉机发动机并拔下点火钥匙。 

● 等待所有机器零部件都已停止运动。 

● 降低液压系统的压力。  

很多液压回路包含闸门或平衡阀。它们可以在这

些回路的拖拉机侧泄压后仍能保持管路压力。如

有疑问，请咨询经过培训的人员（比如您当地的

Great Plains 经销商），以确保在拆除或维修连接到

这些阀门下游的任何零件之前，这些阀门按正确

的程序降压。  

阀门关 
 

阀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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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所有液压管路是否存在泄漏、松动连接、擦

痕和损坏。立即补救所有缺陷！特别注意下面特

定章节中概述的软管更新间隔。只要保持在安全

状态，所有液压软管的最大安全工作寿命为六（6）
年（从安装日期计算）。超过 6 年的软管应该进行

更换；也可以由具有适当资质的人进行检查，证

明可以延长其使用期，但应该对延长的使用期进

行记录。 

特别注意那些需要专业维修工具或者由合格人员

提供培训的项目。不要尝试自己维修这些物品！

这些包括保压部件（例如蓄压器回路）或保持力

的部件（例如弹齿）以及任何类型的 DD 耙辊。 

进行保养和维修工作之前，确保把机器放置在坚

固、水平的地面上，并固定住，防止它滚走。除

非是专门为攀爬机器设计的，否则不要用任何部

件爬上机器。  

用水、蒸汽喷嘴（高压清洁装置）或其他清洗剂

清洗机器之前，出于安全或操作原因，盖住所有

开口，避免水、蒸汽或清洗剂渗入（例如轴承）。 

润滑所有润滑点，挤出所有积水。  

当进行维修和保养工作时，重新拧紧所有松动的

螺纹管节。  

当维修机器时，提防土壤、灰尘、种子包衣、油

或可能会遇到的任何其他有害物质。   

新机器工作 5 小时后要拧紧所有螺母和螺栓，并

在工作 15 小时后再拧紧一遍。这也适用于已经被

移动或更换的零件。在最初的 15 小时工作后，根

据日工作率，每周检查一次应该就够了。 

1.8 操作区域 
操作区域包括牵引杆、液压连接和深度调整设备

以及所有需要维修的操作点。 

所有操作区域都将在下列维修保养的章节中详细

规定和描述。 

遵守详细说明安全的章节以及随后章节中的所有

安全规定。 

1.9 授权操作员  
只有那些由操作员授权和指示的人才可以操作机

器。上述操作员必须年满 16 岁。 

1.10 防护装备 
运行和保养时，您需要： 

● 穿着紧身的衣服。  

● 戴上结实的防护手套（以防止被锋利的机器部

件弄伤）。  

● 戴上护目镜（阻止泥土进入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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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输和安装  
本章介绍了机器的运输和初始安装。 

 2.1 交付  
机器通常以组装完毕的状态交付。  

● 可以用起重机或其他合适的起重设备吊起机器

。  

● 应将机器牵挂到拖拉机上，以低货架挂车驱动

。 

2.2 运输 
 
通过挂接到拖拉机或低位装载机上，Simba X-Press
可以在公路上运送。 

● 重要的是在运输机器时要注意允许的尺寸和重

量。  

● 如果机器在挂车或低架拖车上运输，则必须用

捆带或其他装置将其固定。  

● 在公路上运输机器前，必须将其调整到运输状

态，并遵守与道路运输有关的规定。 

● 最大允许速度为 25 千米/小时。 

2.3 安装  
进行安装和保养工作时存在较高的受伤风险。重

要的是您必须熟悉机器并事先阅读操作说明。 

机器的操作指导和初始安装工作由我们的服务技

术员或授权分销商完成。 

不得在此之前以任何方式使用机器！只有在我们

的服务技术员或授权分销商提供指导后，才能将

机器投入使用。  

● 如果为了运输而拆除了某些模块或零件，则应

该由我们的服务技术员/授权经销商在进行指导之

前将其装回。  

● 检查所有重要的螺钉连接件！ 

● 润滑所有突嘴和接头！ 

● 检查所有液压连接和管路是否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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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挂接 
2.4.1 挂接拖拉机到 Simba X-Press / 运输准备 

 

挂接机器时，确保拖拉机和机器之间没

有任何人。 

 

 拖拉机油流调节： 

通常情况下，在起动前，应该把拖拉机

油流速设定在最小值。然后可以提高流

速，实现适用的理想使用率。这样做会

尽量降低过高的油流量以及相应的动力

消耗和发热量。 

1. 确保拖拉机液压系统泄压，并且处于锁定或闭

合(不浮动)的设定条件。 

2. 把液压软管连到拖拉机上，确保两根翼管（黄

色）在一起（仅对 4 米折叠机型）。  

3. 用液压装置把拖拉机连到机器上，升高或降低

拖拉机下拉杆臂的高度。 

4. 当各下拉杆臂在一条直线上时，装上各下拉杆

销和安全销。 

5. 把拖拉机上拉杆装到拖拉机和机器之间。  

6. 用拖拉机拉杆臂抬起机器。 

 对于 4 米折叠机型，如果停放机器时是

展开的，则确保把它完全抬起来，然后

用翼缸折叠起来。 

2.5 在道路上驾驶时  
在道路上驾驶时，必须将机器转换到运输状态。 

 

在道路上行驶时，彻底抬升机器，防止

工作元件在地面上拖动。 

 

对于 2.5 米到 4 米刚性机型，确保运输

期间从后面可以看见拖拉机的后灯。 

2.6 停放机器 
  

为避免潮湿引起的损坏，如果可能的话，应该把

机器停放在室内或遮蔽处。 

 

操纵机器时应注意您的周围环境。确

保运转区域内没有任何人（注意儿

童！）。 

● 把机器停放在平坦而坚实的地面上。  

● 把机器放下来，置于停放支架上，并确保其稳

定（仅对 4 米折叠机型）。对于 2.5 米到 4 米刚性

机型，把机器放下来，置于耙片装置上。 

● 拆下上拉杆，放下各拉杆臂，以便能拔掉各销

轴。关闭拖拉机。  

● 从拖拉机上断开液压管路和电气线路（仅对 4
米折叠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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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mba X-Press 的技术数据 
 2.5 米 3.0 米 3.5 米 4.0 米 4.0 米 F/W 

运输宽度 2400 毫米 2800 毫米 3300 毫米 4000 毫米 4000 毫米 

运输宽度 2480 毫米 2985 毫米 3485 毫米 4040 毫米 2950 毫米 

运输高度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650 毫米 

运输长度 2650 毫米 2650 毫米 2650 毫米 2650 毫米 2640 毫米 

重量 1525 千克 1750 千克 2125 千克 2440 千克 2920 千克 

重心* 1324 毫米 1324 毫米 1324 毫米 1324 毫米 1205 毫米 

需用牵引功率** 60-80 马力 80-100 马力 100-120 马力 110-140 马力 125-150 马力 

  

* 距处在运输位置的悬挂装置的尺寸。 

** 重要的是要使您的机具与您的拖拉机正确匹配，以达到最佳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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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调整/操作 
 4.1 描述 

 
图 4.01： 悬挂式灭茬缺口圆盘耙 - 刚性 

 
图 4.02： 悬挂式灭茬缺口圆盘耙 - 折叠 

1. 三点悬挂装置 
 
2. 耙片 
 
3. DD Light 镇压辊 
 
4. 耙辊深度调节器 
 
5. 耙片角度调节器 

  
1. 三点悬挂装置 
  
2. 耙片 
  
3.  DD Light 镇压辊 
  
4. 耙辊深度调节器 
  
5. 耙片角度调节器 
  
6. 液压折叠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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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Plains Simba X-Press 灭茬缺口圆盘耙是一种

设计用于进行良好的浅层耕作以及有效的平整的

多用途机具。 

它可以用于少耕系统掺入残茬，也可以用来减少

在轻质土壤类型上的犁耕作业。和美国大平原公

司的所有机器一样，它采用了大量的最新创新技

术。这些技术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高效、精良

并且具有无与伦比的可靠性的机组。 

对于多数作业来说，平整是关键。Simba X-Press 
灭茬缺口圆盘耙在设计上可以确保这项功能在使

用期间不“打折”。这是因为前耙片的翻松可以通

过调节耙片组的偏角来实现，而不是通过将后镇

压辊的重量转移到上述耙片上。直列式后镇压辊

确保在整个田间达到均匀的平整效果。 

Simba X-Press 灭茬缺口圆盘耙可以在存在大量表

面作物残茎的情况下作业。这可能因为机器内部

的间隙很大。前、后耙片组间分开 830 毫米，而

后耙片组与 DD 镇压辊之间又有 240 毫米的距离

。 

Simba X-Press 灭茬缺口圆盘耙设计用于以 8-12
千米/小时的速度高速作业。每米约 600 千克的内

置配重确保在最佳前进速度下可以保持理想的深

度。 

150 毫米的 DD 辊间距确保 DD Light 镇压辊在机

器的整个宽度范围内都能达到均匀的平整效果，

产生精细的镇压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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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三点悬挂装置 .  
把上、下拉杆销的位置调换一下，则辛巴 Simba 
X-Press 灭茬缺口圆盘耙前部的标准 3 类悬挂装

置也能和 2 类拖拉机悬挂装置相配合。 

 

图 4.03 三点悬挂装置 

 4.3 耙片装置  
Simba X-Press 灭茬缺口圆盘耙上装有两行耙片，

它们能切碎并混合作物残茬。 250 毫米的耙片间

距确保了良好的耕作性。  

装在 Simba X-Press 灭茬缺口圆盘耙上的耙片的

直径为 500 毫米（20 英寸），厚度为 6 毫米。它们

用经过热处理的铬硼钢制成，可以保证良好的耐

磨性和更长的使用寿命。每个耙片都装在一个 
Pro-Active 弹簧板上。该弹簧板连接到一个系杆

系统上。可以用一个有刻度的调节器轻松、准确

地改变耙片组角度。  

可调的耙片偏角（10°-25°）可以确保一次实现翻

松和残茬混合。可以通过三点悬挂装置和后部耙

辊杆系改变耙深。  

通过调节前后耙片之间的抛土量平衡情况，可以

保持一个平坦、均匀的耕作表面。 

Pro-Active 弹簧板提供防损保护，并且可以在工

作中上下弯曲时实现一定程度的地面仿形。 

 

图 4.04 耙片 

 

图 4.05 耙片角度调节千斤顶 

4.4 DD Light 镇压辊  
DD Light 镇压辊由独特的双耙片（专利）环形片

构成。  

DD Light 耙辊设计用于在切割和压碎土块的同时

平整土壤。  

即使在重质、潮湿的土壤中也可以轻松地操作它，

并且阻塞程度也非常小。  

后部的 DD Light 镇压辊上携带了一部分机器配

重，以保证正常的平整作业。它也可以调整耙片

装置的深度。镇压辊留下的皱褶面不受潮湿或干

燥气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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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6：DD Light 镇压辊 

 4.5 笼形镇压辊  
笼形镇压辊能实现土块压碎和平整动作，留下松

散、开放的土壤剖面。它非常适合于干燥、轻质

、非粘性土壤。 

工作中，笼形镇压辊上携带了一部分机器配重，

以保证正常的平整作业。它也可以用来调整机器

的作业深度。 

 
图 4.7 笼形镇压辊 

 4.6  2 型镇压辊  
Aqueel 2 是一种专业自净橡胶轮胎，能留下由锥

形压痕组成的图案化表面轮廓。这种设计的目的

是防止田间地表水运动和风蚀作用。在轻质、容

易耕作并且能塌落或压实的土壤上，用上述镇压

辊处理过的土地（蓄水耕作）的好处很明显。 

 
图 4.08：Aqueel 2 型镇压辊 

 4.7 工作设置  
当 DD Light 耙辊环磨去漆面而留下一个光滑亮面

时，就能达到最佳性能。当 DD Light 环为新件或

有锈迹时，土壤可能会容易附在表面上，并可能

出现阻塞，而这种情况在各环重新变亮时会减少

。  

Simba X-Press 灭茬缺口圆盘耙在运行时其底架

要稍微比耙尾低一些。实际上，可以在不太适于

达到所需效果的地面条件下使用 Simba X-Press 
灭茬缺口圆盘耙，而且在耙辊组件牢固、刮刀正

确调整且各环光滑的情况下，通常可以在这种不

太合适的条件下操作 DD Light 耙辊而不会发生

常见的阻塞现象。因此，特别是在潮湿条件下，

最好检查一下 Simba X-Press 灭茬缺口圆盘耙的耕

作效果。  

在田边地角转弯时，应该把 Simba X-Press 悬挂式

灭茬缺口圆盘耙完全提起来，不要接触地面。当

耙片装置或镇压辊在地面上时转弯可能会导致这

些部件受损。 

在工作中，拖拉机的下拉杆臂可能会在浮动状态

下运行，以便使机器能随着土壤的起伏进行作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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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Simba X-Press 灭茬缺口圆盘耙进行设置时的

一般规则  
● 土壤越轻，则所需的耙片角度越小，而且可以

提高前进速度。 
● 土壤越湿润，则所需的耙片角度越小，而且需

要降低前进速度。 
● 土壤越重，则所需的耙片角度越大，而且前进

速度越低。 
● 作物残茎越多，则耙片角度越小，而且必须降

低前进速度。 
● 在翻耕过的土地上，要减小耙片角度以实现切

断/切碎动作。 
● 在恶劣条件下，要增大耙片角度，提高翻松程

度。 

 

 

 

 

 

 

 

 

 

 

 

 

 

 

 

 

 

 

 

 

 

 

 

 

 

 

耙片角度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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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起动设置  
本页详细说明了针对 Simba X-Press 灭茬缺口圆盘耙推荐的起动设定值。然后这些设定值可用作进一步

调节的基础，以获得机器的最佳性能。 

 

三点悬挂装置/DD Light 镇压辊 
  
应该把机器设置为从前到后、从左到右水平地运行。 
 
 
 耙辊设置 

耙片角度调节千斤顶 

后耙片组 

弹
簧
板

 

弹
簧
板

 

前耙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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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设定值的变化  

如果工作条件发生了变化（例如从干燥条件变为湿润条件），则应该以下表作为一个大致的指导。 

条件变化 设定值修正 

从硬/干到松/湿 减小耙片角度 

减小底架俯仰角 

从残茬到较高的作物残茎（提高掺入程度） 增大耙片角度 

降低速度 

减大底架俯仰角 

从浅到深（注：75-100 毫米最大耙深） 移动耙辊杆上的销子 

降低速度 

增大耙片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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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调节深度  
改变耙深时，最好把机器升起来，离开地面，这

样后部的耙辊杆系就变松了。移动限深器和/或销

轴的位置，改变深度。把限深器掉转 180°然后再

装上，进行更精细的深度调节。 

 

图 4.08：耙辊杆系  

当深度已经改变时，要放下机器继续工作，并且

检查其运行情况。如果深度变化非常明显，则其

它设定值可能会受影响。这可能是给定深度时的

底架俯仰角（前后）和耙片角度。 

在改动这些设定值以便检查它们现在是否适合于

所需的耕作效果之前，应该进行少量耕作（比如

让机器跑 20 米）。应该立刻处理这些设定值，以

防要做的工作太多。 

 4.10 工作说明 
行驶速度 

可以以高达 12 千米 /小时的速度驱动 Simba 
X-Press 灭茬缺口圆盘耙。 

这取决于田间条件（土壤类型、表面作物残茎等）

。 

如果条件严峻或者需要更坚实的表面，则要以更

低的速度行驶。 

转动： 

 在行驶过程中，转弯前应该使机器停止工

作。同样，一旦转过弯后，应该把它放下

来继续工作。 

4.11 停放机器 
  

为避免潮湿引起的损坏，如果可能的话，应该把

机器停放在室内或遮蔽处。 

 

 

操纵机器时应注意您的周围环境。确

保运转区域内没有任何人（注意儿

童！）。 

● 把机器停放在平坦而坚实的地面上。 

● 把机器放下来，置于停放支架上，并确保其稳

定（仅对 4 米折叠机型）。对于刚性机型，把机器

放下来，置于耙片装置上。 

● 拆下上拉杆，放下各拉杆臂，以便能拔掉各销

轴。 

● 关闭拖拉机。 

● 从拖拉机上断开液压管路和电气线路（仅对 4
米折叠机型上的液压装置）。 

4.12 检查  
工作质量取决于工作之前和工作期间所做的调整

和检查以及对机器的定期维修和保养。  

因此在开始工作前进行必要的维修并根据需要润

滑机器是很重要的。 

 

工作之前及工作期间的检查包括：  

● 机器是否正确连挂，且联结装置是否锁定？ 

● 液压管路是否依据色码连接？ 

● 机器是否位于平坦的工作位置，且耙深是否正

确设置？ 

 

工作元件  

● 耙片和其他耕作工具是否处于可使用状态？ 

● 刮刀是否仍然可以工作以确保耙辊不会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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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维修和保养 

 

遵循维修和保养安全说明。 

5.1 维修   
您的机器的设计和构造可确保在多种工况下实现

最佳的性能、运行效率和操作便利。  

在交付前，您的机器已经在工厂由您的授权经销

商进行了检查，以确保您收到的是处在最佳状态

的机器。 

 为了确保无故障运行，重要的是要按推

荐的间隔进行维修和保养工作。 

5.2 清洗  
为了确保机器始终处于运行状态下并且达到最佳

性能，应该定期完成清洗和维修工作。  

避免用高压软管清洗或直接用水喷耙辊/耙片轴承

。箱体、螺纹连接和滚珠轴承都不防水。 

5.3 耙片毂保养 

 

按第 5.8 节中列出的润滑间隔给每个

耙片毂涂润滑脂，直至从密封处能看

到润滑脂。 

 

 

定期检查耙片毂的紧度。 

 

每周两次或者每工作 50 小时（以更频

繁者为准）定期检查各毂盖、密封、

保险螺栓和枢轴螺栓以及所有轨条螺

栓的紧度和有效性。 

5.3.1 紧固耙片毂 

1 在更换/装配部件时，确保轴承密封处于正确的

方位。 

2 确保短轴上无任何泥土，而且螺母和外轴承可

以轻松地在其上滑动。 

3 在顺时针转动耙齿毂直至轴承略微受阻时（感

到耙齿毂转起来有点重），用手工扳手（无需扭力

扳手）紧固槽顶螺母。 

4 转回槽顶螺母至下一个锁紧位置。即使螺母已

经拧紧到正确的固定位置，也要将其转回。 

5 插入止动销。 

6 试着晃动/摇动耙齿毂/心轴的外缘：0.1/0.2 毫米

的游隙不会缩短轴承寿命，此外，还可以防止过

热。如果正确调节，则耙齿毂应该可以自由转动，

仅仅受到来自密封件的摩擦阻力。 

 

图 5.01：检查耙片轴承调整情况 

5.3.2 轴承密封 

在更换耙片毂内的迷宫式轴承密封时，完全以正

确的方式安装密封是非常重要的。有倒角的唇边

应位于轴承箱的外侧，就在耙片臂附近（见图 
5.02）。这个有倒角的唇部可以防止泥土进入箱体，

也可以使润滑脂即使在涂油时也可以抹平。 

 

项目 零件号 描述 

1 --- 耙片臂 

2 P12900 滑脂嘴 M8 

3 P14593 毂铸件 

4 P14594 毂盖 

5 P12908 弹性销 

6 P12907 带槽螺母 M27×1.5 

7 

P12415 

密封 64×45×9.5 

8 轴承 32008 40 × 68 × 19 

9 轴承 32206 30 × 62 × 21 
   

 

图 5.02：正确的密封方位

  
倒角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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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DD Light 耙辊 
DD Light 耙辊上的隔套和圆环被耙辊套管外端的

端板拉紧。 

 

拆解 DD Light 镇压辊时需要专业设备

。任何情况下需要拆解这些镇压辊时，

请咨询您的经销商。 

这些镇压辊的保养仅限于每年/季度末给轴承加润

滑脂以及定期检查，以确保各总成都牢固而刮刀

固定正确。 

 刮刀用于清除相邻 DD 环之间阻塞的泥

土。如果需要调整刮刀，则确保刮刀即使

带载时也不会与隔套接触。定期检查隔套

是否有磨损现象，并且调整刮刀以确保它

们不接触。 

 
5.5 准备存储  
如果您需要将机器存储更长的时间，则应该注意

以下几点： 

● 如果可能的话，将车辆停放在遮蔽处。  

● 对耙辊/耙片采取防尘措施。如果您需要向机具

喷油，应该使用可生物降解的轻质油（例如菜油）

。 

 喷油雾前把所有橡胶部分盖住。不得给这

些部分涂油。 

用合适的清洗剂清除所有油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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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操作人员支持  
如果您遇到问题，请联系您的经销商。它们将努

力解决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并随时为您提供支持

。  

为了使您的经销商能尽快处理问题，您最好为他

们提供以下数据。始终说明： 

● 客户编号 

● 名称和地址 

● 机器型号 

● 机器系列号 

● 购买日期和工作小时数 

● 问题类型 

5.7 保养间隔  
除日常保养外，要根据工作小时数和时间数据确

定保养间隔。  

记录您的操作小时数以确保尽可能遵守规定的保

养间隔。 

切勿使用到期该保养的机器。确保在定期检查期

间发现的所有缺陷都得到立即修正。 

 

在机器上工作时应该躲开具有锋利边

缘的和尖锐的部分（耙片刃口等）。 

 

在机器下面工作时应该把机器放置在

合适的支撑物上！不要在未作支撑的

机器下方工作！ 

新机器工作 5 小时后要拧紧所有螺母和螺栓，并

在工作 15 小时后再拧紧一遍。这也适用于已经被

移动或更换的零件。在最初的 15 小时工作后，根

据日工作率，每周检查一次应该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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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保养概述 

 

  
图例 

 
  
检查 
 

  
润滑脂 
 

  
10 小时 
 

  
10 小时 
 

  
每次使用前 
 

  
每次使用前 
 

  
每次使用前 
 

  
200 小时 
 

 

  
200 小时 
  
请参阅 5.11 节 
 
 

 

  
50 小时 
 

 

  
50 小时 
 

 

  
200 小时 
 

 
  

只有一个泵机！ 
 

 

  
刮刀 

  
耙片角度调节器 

 

 

  
耙片毂 

 

 

  
灯具 

  
悬挂装置 

  
耙辊轴承 

 

 

  
所有液压装置 

  
设定值 

 

 

  
 翼部枢轴 

 

 

  
折叠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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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润滑机器  
在润滑机器前请仔细阅读名为“使用润滑剂”的

小节。必须定期润滑机器以确保其能保持在可用

状态。定期润滑同样有助于延长您的机器的使用

寿命。“检查”和“保养间隔”中规定了推荐的润

滑间隔。  

用高压软管或蒸汽清洗后，应该始终用滑脂枪润

滑机器。 

5.10 润滑剂搬运  
请确保您阅读了以下说明及相关信息。这也适用

于您的负责搬运润滑剂的所有雇员。 

卫生 

只要用于规定用途，则润滑剂不会对健康造成危

害。  

如果长时间接触皮肤，则润滑剂 - 特别是低粘度

油料 - 可能会破坏皮肤中所含的天然脂肪层，导

致皮肤干燥，并可能刺激皮肤。   

重要的是搬运废油时必须极其小心，因为废油中

可能包含其他刺激物。  

清洗剂和油液散发的气化物也会对健康造成潜在

危害。  

因此您不应随身携带任何带有油污的布料。尽快

更换沾染油污的工作服。  

搬运矿物油产品时要始终非常小心，并且要遵

守建议的卫生规则。可以在卫生主管部门提供的

信息中找到这些搬运规定的详情。 

存储和搬运  

● 始终将润滑剂存放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 

● 切勿将润滑剂存放在打开或无标签的容器中。 

新油  

● 除了特别小心并遵守卫生规则外，在搬运新油

时无需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 

废油 

● 废油可能会包含有害的污染物。这些污染物可

能会引起皮肤癌、过敏和其他疾病。 

留心！ 

油液是有毒物质。如果您吞咽了油液，不要试图

将其吐出。立即联系医生。 

  

用护肤霜或戴上手套保护您的双手，以避免皮肤

接触。用肥皂和热水彻底洗掉油迹。 

● 用肥皂和水彻底清洗皮肤。 

● 用专用清洗剂把手上的所有脏东西洗掉。 

● 切勿用汽油、柴油或石蜡清洗皮肤上的残油。 

● 避免皮肤接触任何油污衣物。 

● 不要把任何油污抹布放到口袋里。 

● 在再次穿戴前清洗弄脏的衣物。 

● 确保所有沾油的鞋类都以适当的方式处置。 

 

因油液受伤时采取的措施 
眼睛： 
如果油液溅入您的眼睛，用水冲洗 15 分钟。如

果眼睛仍感到刺激，则立即联系医生。 
如果吞咽了油液  
如果吞咽了油液，重要的是不要催吐，而且立刻

联系医生。  
油液造成的皮肤刺激  
如果长时间接触皮肤，则应该用肥皂和水洗掉油

液。 
溢油  
使用砂子或合适的粒状吸收剂吸收溢洒的油液。

以适当的方式处理被油污染的吸收剂。 
油类火灾  
切勿用水熄灭油类火灾。油液会浮在水面上，导

致火势扩大。  
燃烧的油基润滑剂必须用二氧化碳粉末或泡沫灭

火器熄灭。应对此类火灾时，始终穿戴呼吸设备

。 

废油处理  

必须按照现行法律和法规处理被油液污染的垃圾

和旧油。  

必须按照地方法规收集和处理废油。切勿将旧油

倒入无密封的污水系统或排水沟，也不能倒到地

面上。 

5.11 润滑剂和液压油 
液压系统（4 米折叠机型） 

来自拖拉机的工作液与来自机器的工作液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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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货的机器液压系统含有 Total AZOLLA ZS 32 
油液。 

润滑剂 

Great Plains强烈建议在您的 Simba X-Press灭茬缺

口圆盘耙的耙片毂内使用锂络合物 EP2 润滑脂。

这种润滑脂是一种分散在矿物油内的复合锂皂，

并且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解释说它不会致

癌。可以从 Great Plains 得到滑脂盒（P12710）。
如果这种润滑脂与迷宫式密封一起使用，则允许

把耙片毂上的涂油间隔延长至 200 小时。如果使

用标准的农用润滑脂，则耙片毂应该每隔 50 小时

润滑一次。 

锂络合物 EP2 润滑脂的优点 

■ 出色的机械稳定性能。 

■ 出色的承载性能。 

■ 宽温度范围。 

■ 出色的氧化稳定性。 

■ 出色的耐水性。 

■ 与其他润滑脂的兼容性。 

机器上的所有其他润滑点都可以用德国工业标

准 DIN 51825 KP/2K -40 中规定的多级润滑脂进

行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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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故障和补救措施 
Simba X-Press 故障检修 

故障 可能的原因 补救措施 

机器在工作时“跳动”。 耙片角度过大。 减小耙片角度。 

速度过快。 降低速度（<12 千米/小时）。 

机器向左侧跑偏。 前角过大或深度过深。 减小前耙片组角度或深度。 

后耙片组角度过小或深度过浅。 增大后耙片组角度或深度。 

机器向右侧跑偏。 前耙片组角度过小或深度过浅。 增大前耙片组角度或深度。 

后耙片组角度过大或深度过深。 减小后耙片组角度或深度。 

DD Light 耙辊经常阻塞。 刮刀调整不正确。 调整刮刀，清除掉 DD 环之间的泥土。 

对于机器的使用来说条件可能不是很

理想。 

等待更有利的情况。 

粘结性不足。 后部耙辊上的配重不够。 通过拖拉机上拉杆稍微增大一点儿底架

的俯仰角。 

土壤耕深不够。 加大耙深。 

速度过快。 降低速度（<12 千米/小时）。 

 



 

 

 

 

 

 

 

 

 

 

 

 

 

 

 

 

 

 

 

收获从这里开始 
 

 

Great Plains Simba 电话：+44（0）1529 304654 

Woodbridge Road，Sleaford 传真：+44（0）1529 413468 

Lincolnshire，NG34 7EW 电子邮件：simba@greatplainsmfg.com 

UK 网站：www.greatplainsmfg.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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