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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客户：尊敬的客户：尊敬的客户：尊敬的客户： 

 
感谢您信任并采购本公司的机器产品。 
 
只有按规定使用，机器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用。 
 
交货时，供销商应已向您介绍了有关本机器产品的操作、调试和保养方面等注意事

项。除此之外，您还必须仔细阅读此操作说明。 
 
首次使用本设备之前，请您先详读此操作说明。同时请务必注意本说明中提及的安

全提示。 
 
请注意：只有取得制造商的书面同意，才可以执行在本说明书内未提及和允许的 
改装。 
 
 
订购备件订购备件订购备件订购备件 

订购备件时，请注明设备的型号名称和生产编号。该数据列于机器的铭牌上， 
可查找。 
 
请将这些数据填入下栏中，以供随时使用。 

设备型号： 

生产编号： 

 

请务必使用雷肯原装备件。使用仿制的备件会影响机器性能，缩短使用寿命，提高

保养费用。 

 

请注意：雷肯公司对使用仿制备件所造成的功能故障和产品损坏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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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规定用途规定用途规定用途规定 

• 使用雷肯公司的机器前，请您先熟悉其产品设备和操作。本操作说

明及其安全提示可以提供给您许多帮助！ 

• 雷肯 Solitair 只适用于普通的农业生产（规定用途）。所有其它用途

均被视为不符合规定！ 

• 除了规定用途以外，还必须严格遵守制造商规定的操作、保养和维修条件！ 

• 使用、保养和维修雷肯 Solitair 的工作人员必须接受过相关培训，熟悉产品设

备，了解可能发生的危险性！ 

• 同时还必须遵守现行事故防范规定以及其它技术安全、劳动医疗和交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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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和事故防范规定安全和事故防范规定安全和事故防范规定安全和事故防范规定 

一般安全提示一般安全提示一般安全提示一般安全提示 

• 每次使用拖拉机和属具前，必须检查其交通和操作安全性！ 

• 除了本操作说明内的提示，还应该遵守一般的安全和事故防范规定！ 

• 使用、保养和维修属具的工作人员必须受过相关培训，熟悉产品设备，了解可能

发生的危险性！ 

• 在公路上行驶时，属具必须升起，操纵杆必须锁定以防属具下落！ 

• 为确保您在操作过程中的安全，请注意属具上警告牌和指示牌上的提示！ 

• 在公路上行驶时，应该遵守相关规定！ 

• 作业前，请先熟悉所有装置和操作元件及其功能。否则，在作业中就为时已晚！ 

• 操作人员必须穿着贴身的工作服。着装不得过于宽大！ 

• 确保机器的清洁，避免因油垢引起火灾！ 

• 启动和操作前，请先检查四周！（有无儿童逗留！）并确保宽广足够的操作视野！ 

• 作业或运输过程中，不得使用属具载人！ 

• 按规定挂接属具，并将属具固定在规定的装置上！ 

• 在拖拉机上挂接和拆下属具时必须格外小心！ 

• 挂接和拆卸属具时，在相应的位置上安装支撑装置！（确保稳定性！） 

• 按要求将配重安装在规定的固定点上！ 

• 遵守规定的轴载、总重和运输尺寸规格！ 

• 检查并安装运输装备，如：照明装置、警示装置和必要的保护装置！ 

• 快速联轴器的释放缆绳必须松弛悬挂，下悬时不得脱出！ 

• 行驶过程中不得离开驾驶座！ 

• 安装或挂接属具和配重后，行驶性能、转向和制动性能均会受到影响。因此， 

必须注意确保足够的转向和制动性能！ 

• 转弯时，注意属具的装载宽度和／或摆动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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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在安装了所有防护装置并且在其正常发挥作用后，才可以使用属具！ 

• 禁止在作业区内停留！ 

• 禁止在属具旋转摆动范围内停留！ 

• 操纵液压装置（如翻转架）之前，必须确保无人停留在摆动范围内！ 

• 外力操纵部件附近（如液压部件）有挤压危险！ 

• 离开拖拉机之前，应将属具搁放在地上，将发动机熄火并拔出点火钥匙！ 

• 未拉紧停车制动器和插上楔块之前，农机有滑动可能，因此不得有人员停留在拖

拉机和属具之间！ 

 

挂接的属具挂接的属具挂接的属具挂接的属具 

• 在三点悬挂装置上挂接和拆卸属具前，应先将操纵装置定位，以防属具意外升起

或下降！ 

• 如果采用三点挂接，拖车和属具的挂接类型必须相符合或者相配！ 

• 三点悬挂架之处有挤压危险，可造成人员受伤！ 

• 在车外操作进行三点挂接时，不得进入拖拉机和属具之间！ 

• 属具处于运输位置时，注意确保拖拉机三点悬挂架两侧锁定！ 

• 在公路上行驶时，属具必须升起，操纵杆必须锁定以防属具下落！ 

 

安装的属具安装的属具安装的属具安装的属具 

• 按规定安装属具，只可将属具固定在规定的装置上！ 

• 安装和拆卸属具时，在相应的位置上安装支撑装置！（确保稳定性！） 

• 检查并安装运输装备，如：照明装置、警示装置和必要的保护装置！ 

• 外力操纵部件附近（如液压部件）有挤压危险！ 

• 安装和拆卸属具前，应先将操纵装置定位，以防属具意外升起或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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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挂悬挂悬挂悬挂的属具的属具的属具的属具 

• 采取保护措施防止属具意外滑动！ 

• 注意悬挂联轴器、牵引摆臂和悬挂装置的最大允许支撑荷载！ 

• 悬挂牵引杆时，注意保证在悬挂点有足够的移动空间！ 

 

液压系统液压系统液压系统液压系统 

• 液压系统带有高压！ 

• 连接液压缸和液压电机时，必须注意使用规定的液压软管接头！ 

• 将液压软管连接到拖拉机液压系统上时，必须确保拖拉机和属具的液压系统均处

于无压力状态！ 

• 在拖拉机和属具之间的液压连接套管和接头上应作好标记，以防错误操作！接头

如果接错，会导致使用错误功能（如上升和下降功能），而引发事故！ 

• 液压软管需定期检查，如有损坏或硬化立即更换！更换的新软管必须符合属具制

造商规定的技术标准！ 

• 查找漏油之处时，应使用合适的辅助工具以防人员受伤！ 

• 在高压下泄漏的液体（液压油），可能穿透皮肤并造成严重伤害！如有人员受

伤，应立即求医！防止细菌感染！ 

• 在液压系统上作业前，应先降下属具，排除系统压力并将发动机熄火！ 

 

轮胎轮胎轮胎轮胎 

• 对轮胎进行作业前，必须检查属具是否已摆放稳固，是否已经插入楔块以防意外

滑动！ 

• 安装轮胎必须掌握足够的技术知识并需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装工具！ 

• 只允许由专业技术人员使用合适的安装工具对轮胎和车轮进行维修！ 

• 定期检查气压！保证规定的气压！ 

 



 安全和事故防范规定安全和事故防范规定安全和事故防范规定安全和事故防范规定 

 

10 

保养保养保养保养 

• 在进行维修、保养和清洁操作以及排除功能故障前，必须关闭驱动装置，并将发

动机熄火。拔下点火钥匙！ 

• 定期检查螺母和螺栓是否紧固，如有必要重新拧紧！ 

• 对提起的属具进行保养时，应加装合适的支撑部件！ 

• 更换带刀片的作业工具时，应戴上手套，并使用合适的工具！ 

• 废弃的油脂和过滤器应按规定处理！ 

• 操作电气装置前，应先切断电源！ 

• 对拖拉机或挂接的属具进行电焊操作时，应拆下发电机和电池上的电缆！ 

• 备件必须符合制造商所规定的技术更改！如使用原装备件即不存在此问题！ 

 

条播机条播机条播机条播机 

• 在转动试验时，注意旋转和摆动的机器部件可能造成的危险！ 

• 脚踏板只有在添加种子时使用，在操作期间禁止载人！ 

• 在种子储罐中添加种子时注意属具制造商的提示！ 

• 划印器在运输位置锁定！ 

• 不得在种子储罐内放置任何部件，即使在调车时搅拌轴也会旋转！ 

• 请注意规定的添加量！ 



警告牌警告牌警告牌警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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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警告牌警告牌警告牌警告牌 

2.1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雷肯 Solitair 的所有装备保证安全运行。为了保障属具的作业功能，在某些区域可

能无法采取彻底的防护措施。因此设置警告标志，以提醒工作人员注意危险。如果

警告标志受损、遗失或者字迹模糊，必须立即更新。所提供的数字即为对应的订购

编号。 

2.2 警告标志的含义警告标志的含义警告标志的含义警告标志的含义 

请正确了解警告标志的含义。以下为相关的详细说明。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使用前，请仔细阅读操作说明和注意安全提示！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在保养和修理前关闭发动机！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行驶过程中不得登上机器！ 



 警告牌警告牌警告牌警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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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挤伤危险！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禁止在属具工作和摆动范围内停留！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禁止触摸运转中的农机部件。必须等部件停止

运行！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禁止在属具翻转范围内停留！ 

 

 



警告牌警告牌警告牌警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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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警告标志的位置警告标志的位置警告标志的位置警告标志的位置 

 



 拖拉机的准备操作拖拉机的准备操作拖拉机的准备操作拖拉机的准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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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拖拉机的准备操作拖拉机的准备操作拖拉机的准备操作拖拉机的准备操作 

3.1 轮胎轮胎轮胎轮胎 

气压（尤其是拖拉机后胎的气压）必须相等。请参阅拖拉机制造商的操作说明！ 

3.2 竖拉杆竖拉杆竖拉杆竖拉杆 

使用调整装置将拖拉机三点悬挂架所有竖拉杆的长度调整一致！ 

3.3 限位链限位链限位链限位链／／／／稳定器稳定器稳定器稳定器 

调整限位链和稳定器，使得在作业中下连杆的侧向移动距离尽可能小！ 

3.4 牵引摆臂牵引摆臂牵引摆臂牵引摆臂 

为了使 Solitair 与牵引杆和行驶机构挂接，必须在拖拉机上装配一个双联板牵引摆臂。 

3.5 轴载轴载轴载轴载 

在前后三点悬挂架上挂接属具时，注意不要超过拖拉机规定的总载重、轴载和轮胎

负载。 

拖拉机前轴必须至少承受拖拉机空载重量的 20%。 

最低前配重和后轴负载增量的具体方法如下： 

 

GV = 前配重重量（前挂接属具） 

TV = 没有属具时拖拉机的前轴负载 TL = 拖拉机空载重量 

TH = 没有属具时的后轴负载 GH = 属具重量 

 



拖拉机的准备操作拖拉机的准备操作拖拉机的准备操作拖拉机的准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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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前配重的计算最低前配重的计算最低前配重的计算最低前配重的计算 

 

后轴负载增量的计算：后轴负载增量的计算：后轴负载增量的计算：后轴负载增量的计算： 

 

最低轴载增量 =  

 

计算必需的最低前配重和后轴负载增量的前提条件是，明确掌握以上所给出的规格

和重量。如果以上所给出的规格和重量不明确，亦无法通过计算获得，您还可以采

用以下这种精确可靠的方法防止过载： 

通过称量拖拉机挂接属具（属具升起）时的重量，以便与拖拉机在不带挂接属具时通过称量拖拉机挂接属具（属具升起）时的重量，以便与拖拉机在不带挂接属具时通过称量拖拉机挂接属具（属具升起）时的重量，以便与拖拉机在不带挂接属具时通过称量拖拉机挂接属具（属具升起）时的重量，以便与拖拉机在不带挂接属具时

的前后轴负载进行比较，的前后轴负载进行比较，的前后轴负载进行比较，的前后轴负载进行比较，从而得出拖拉机装有挂接属具（属具升起）时从而得出拖拉机装有挂接属具（属具升起）时从而得出拖拉机装有挂接属具（属具升起）时从而得出拖拉机装有挂接属具（属具升起）时实际的后轴实际的后轴实际的后轴实际的后轴

负载和前轴减载！负载和前轴减载！负载和前轴减载！负载和前轴减载！ 



 拖拉机的准备操作拖拉机的准备操作拖拉机的准备操作拖拉机的准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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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液压系统液压系统液压系统液压系统 

3.6.1 必必必必备备备备的控制器的控制器的控制器的控制器／／／／软管标记软管标记软管标记软管标记 

拖拉机必须配备以下控制器，以供 Solitair 9 的液压装置使用。 

装置装置装置装置 单作用单作用单作用单作用 

控制器控制器控制器控制器 

双作用双作用双作用双作用 

控制器控制器控制器控制器 
颜色颜色颜色颜色 代码代码代码代码 

风机液压发动机风机液压发动机风机液压发动机风机液压发动机 带无压回流接口 - 
供流 = 黄色 
回流 = 白色 

P6 
T6 

划印器操纵划印器操纵划印器操纵划印器操纵 x - 黑  

液压深松铲挖掘装置液压深松铲挖掘装置液压深松铲挖掘装置液压深松铲挖掘装置（（（（DS 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带有液压深松铲压力调节器带有液压深松铲压力调节器带有液压深松铲压力调节器带有液压深松铲压力调节器）））） 
- x 蓝 

P3 
T3 

液压深松铲压力调节器液压深松铲压力调节器液压深松铲压力调节器液压深松铲压力调节器 

（（（（DS 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 x 蓝 

P3 
T3 

液压深松铲压力调节器液压深松铲压力调节器液压深松铲压力调节器液压深松铲压力调节器 

（（（（ES 和和和和 S 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 x - - 

液压限宽开关液压限宽开关液压限宽开关液压限宽开关  - - - - 

排种轴翻转装置排种轴翻转装置排种轴翻转装置排种轴翻转装置 - x 红 
P1 
T1 

液压液压液压液压前制动器前制动器前制动器前制动器标记，双作用标记，双作用标记，双作用标记，双作用 - - - - 

液压液压液压液压前制动器前制动器前制动器前制动器标记，单作用标记，单作用标记，单作用标记，单作用 - - - - 

液压耙挖掘装置液压耙挖掘装置液压耙挖掘装置液压耙挖掘装置 - - - - 

 

3.6.2 风机液压发动机风机液压发动机风机液压发动机风机液压发动机 

液压发动机的压力管道必须与拖拉机的单作用控制器连接，回流管道必须和拖拉机

的无压回流接口连接。必须保证回流管道内的油回流在任何操作情况下均不受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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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电气装置电气装置电气装置电气装置 

电子条播机控制系统雷肯 Solitronic 需要 12 V 

的电源电压。 

电压过高或过低都会导致操作故障，严重时可能

损坏电气和电子部件。 

为了与拖拉机电瓶连接，在供货范围内配备了带

有 40 A 保险丝 (AS) 的电池安装套件 (BM)，以

及带止动架 (BU) 的插入式连接器 (SK)。 

由此为所有的条播机控制系统和终端操作提供了

电源。在 Solitair 左前方有连接盒 (KB) 以及工作

计算器 (JR)。在属具挂接或安装后，电气线路的

连接如下所示： 

- 电子条播机控制系统的八芯电缆 (Z8) 与操作

终端 (Z9) 连接。 

- 电缆接头 (KS) 与电池安装套件的插入式连接

器连接，并用止动架锁住。 

在拆卸后必须切断电气线路，将电缆放置在条播

机上，并保持干燥。操作终端 (Z9) 可放置在拖拉

机操作室里，也可放在其他干燥处保存。 

 



 拖拉机的准备操作拖拉机的准备操作拖拉机的准备操作拖拉机的准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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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必备的电源插座必备的电源插座必备的电源插座必备的电源插座 

拖拉机上必须具备以下电源，以供 Solitair 9 的耗电装置使用。 

装置装置装置装置 伏特伏特伏特伏特 直接连接拖拉机电瓶直接连接拖拉机电瓶直接连接拖拉机电瓶直接连接拖拉机电瓶 电源插座电源插座电源插座电源插座 

电子条播机控制系统电子条播机控制系统电子条播机控制系统电子条播机控制系统 12 x - 

照明装置照明装置照明装置照明装置 12 

工作照明设备工作照明设备工作照明设备工作照明设备 12 
- 根据根据根据根据 DIN-ISO 1724 

播种管监视系统播种管监视系统播种管监视系统播种管监视系统 12  根据根据根据根据 DIN 9680 



首次使用首次使用首次使用首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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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首首首首次使用次使用次使用次使用 

在首次使用前必须按照检验单对 Solitair 9 进行检查。 

双圆盘双圆盘双圆盘双圆盘深松铲和压辊深松铲和压辊深松铲和压辊深松铲和压辊 

在作业时圆盘深松铲的导向杆位置（D0 和 D1）

应近似于水平。如果深松铲压力通过液压挖掘压

力调整装置集中控制（增大或减少），单一深松

铲压力调节弹簧 (D2) 必须相应地施加不同的预应

力。 

可使用弹簧调节器 (D3) 进行设置。 

圆盘深松铲和压辊的压力负载圆盘深松铲和压辊的压力负载圆盘深松铲和压辊的压力负载圆盘深松铲和压辊的压力负载 

在每一个播种行列，圆盘深松铲 (D4) 和压辊 (D5) 上的压力荷载必须均等。 

单圆盘深松铲和靴形深松铲单圆盘深松铲和靴形深松铲单圆盘深松铲和靴形深松铲单圆盘深松铲和靴形深松铲 

排种轴框架的下边与地面的距离必须为 35 cm ± 5 cm。 

脉冲轮脉冲轮脉冲轮脉冲轮 

当排种轴抬起时，脉冲轮必须比压辊 (D5)、 

单圆盘深松铲或者靴形深松铲低 0 – 5 cm。 

闸式阀闸式阀闸式阀闸式阀 

配量器的闸式阀必须都打开。 

播种轴播种轴播种轴播种轴 

播种轴的播种轮必须在任何配料器 (S0) 中同时

打开或关闭。 

活底活底活底活底 

在给种子存储罐加料前，必须按照播种表设置活底。 

划印器划印器划印器划印器 

划印器必须调整到拖拉机轮辙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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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传感器传感器传感器 

必须对传感器的功能进行检查。请同时参阅电子条播机控制系统雷肯 Solitronic 的

操作说明。 

条播宽度条播宽度条播宽度条播宽度 

条播宽度按照中耕拖拉机的轮辙宽度设置。如果中耕拖拉机的轮辙宽度在订购 Soli-

tair 时已告知，那么条播宽度在 Solitair 出厂前已设置完毕。 

风机转速风机转速风机转速风机转速 

风机的规定转速必须借助于拖拉机的调速阀设置。参阅“风机”一节内容。 

电子条播机控制系统雷肯电子条播机控制系统雷肯电子条播机控制系统雷肯电子条播机控制系统雷肯 Solitronic 

借助于电子条播机控制系统 Solitronic 可通过

操作终端 (Z9) 对 Solitair 进行设置和转动试

验。参阅电子条播机控制系统 Solitronic 的操

作说明。 

 



应用范围应用范围应用范围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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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用范围应用范围应用范围应用范围 

雷肯条播机 Solitair 可如下使用： 

a) 和行驶机构一起挂接在拖拉机或者整地农具的三点悬挂架上， 

b) 安装在挂接的雷肯整地农具上：Quarz 7，Quarz 7K，Zirkon 7，Zirkon 9，

Zirkon 9K，Zirkon 10 和 Zirkon 10K。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Solitair 9K 与 Zirkon 10K 连接时，必须装配一个 1850 升的细长形储罐

（宽 160 cm）！  

如果 Solitair 装配了一个液压深松铲挖掘装置，整地农具就必须配备特殊的 

接头。 

c) 在装配液压深松铲挖掘装置的情况下，需额外将其 b) 安装在半悬挂式雷肯整地

农具上：Quarz 7 KA，Zirkon 9 KA，Zirkon 10 KA，Kompaktor KA，System-

Kompaktor KA，Smaragd 9 KA，Rubin 9 KÜA，Achat 9 KA，Thorit 9 KA 和 

Thorit 10 KA。 

d) 挂接行驶机构和牵引杆（在这种情况下，Solitair 必须装配一个液压深松铲挖掘

装置），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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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挂接和拆卸挂接和拆卸挂接和拆卸挂接和拆卸 

6.1 Solitair 与行驶机构的挂接和拆卸与行驶机构的挂接和拆卸与行驶机构的挂接和拆卸与行驶机构的挂接和拆卸 

6.1.1 与一个三点悬挂架挂接与一个三点悬挂架挂接与一个三点悬挂架挂接与一个三点悬挂架挂接 

为了能与一个三点悬挂架挂接，Solitair 必须配备底盘 (FG0)。 

- 将拖拉机或者整地农具的下连杆和上连

杆与底盘的三点悬挂塔 (FG2) 连接在一

起，并锁住连接处。 

- 稍微抬起 Solitair，将摆放支架 (AS3) 向

上推，并使其固定。 

- 挂接完毕后接上液压和电气线路。参阅

“液压系统”和“电气装置”部分。 

- 行驶路线转换的传感器必须安装在脉冲

轮的传感器支座上。 

- 如果在公路上行驶，必须安装配有警告标牌的照明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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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拆卸三点悬挂架拆卸三点悬挂架拆卸三点悬挂架拆卸三点悬挂架 

配有行驶机构的条播机 Solitair 必须安放在结实和平坦的地面上，在种子存储罐里

不允许有剩余的种子。 

- 在拆卸前必须将摆放支架 (AS3) 定位，

借助于插杆（ZV4 和 ZV5）或者液压深

松铲挖掘装置的液压缸，或者液压深松铲

压力调整装置固定排种轴。 

- 如果是折叠式条播机  Solitair，排种轴 

(AS2) 必须在拆卸前处于展开的位置，并

用锁定螺栓 (AS5) 锁住。 

- 在拆卸时 Solitair 必须降至最低位置，通

过放置楔块防止滑动，然后将三点悬挂塔

与拖拉机或者整地农具的三点悬挂架分

开，再切断液压和电气线路。参阅“液压

系统”和“电气装置”部分。 

- 如果行驶路线转换的传感器没有安装在脉

冲轮的传感器支座上，必须断开传感器和

电缆的连接，将其卡放在条播机 Solitair 

上。 

 

• 阅读并注意一般安全提示和“挂接的属具”部分的安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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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安装和拆卸安装和拆卸安装和拆卸安装和拆卸 

6.2.1 在一个挂接的雷肯整地农具上安装在一个挂接的雷肯整地农具上安装在一个挂接的雷肯整地农具上安装在一个挂接的雷肯整地农具上安装 

在安装之前必须将相关的连接部件和挂钩 (AS7)

以及支撑板 (AS8) 挂接在整地农具上。 

停放于摆放支架上的条播机 Solitair 如下所示

安装在整地农具上： 

- 打开前部螺栓 (AS6) 的保险，并将其抽出。 

- 小心地将挂接在拖拉机上的整地农具驶入

Solitair 的下方，通过上部的挂钩 (AS7) 钩

住，并稍微往上提。 

- 重新装入前部螺栓 (AS6)，并使其固定。 

- 抬高整地农具和安装的 Solitair，直到摆放

支架卸载。 

- 从侧面抽出摆放支架 (AS1)，将中间的摆放

支架 (AS3) 往上推并固定。将折叠式条播机 

Solitair 的排种轴 (AS2) 的锁定螺栓 (AS5) 

解锁，然后抽出锁定螺栓。 

- 安装完毕后接上液压和电气线路。参阅“液

压系统”和“电气装置”部分。 

- 行驶路线转换的传感器必须安装在脉冲轮的

传感器支座上。 

- 如果在公路上行驶，必须安装配有警告标牌

的照明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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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挂接的雷肯整地农具的拆卸挂接的雷肯整地农具的拆卸挂接的雷肯整地农具的拆卸挂接的雷肯整地农具的拆卸 

- 在拆卸前必须倒空种子存储罐，借助于插杆

（ZV4 和 ZV5）或者液压深松铲挖掘装置的

液压缸，或者液压深松铲压力调整装置固定

排种轴 (AS2)。 

- 中心机械深松铲压力调整装置 (ZV1) 的上部

插杆 (ZV4) 和止挡件 (ZV2) 必须设置在左右

高度相等的位置上，并使它们固定。 

- 排种轴 (AS2) 解锁，展开，然后用锁定螺栓 

(AS5) 锁住。 

- 摆放支架 (AS1) 从侧面推入排种轴 (AS2) 的

框架管中，直到止动位置，降下中间的摆放支

架 (AS3)，以插杆 (AS4) 固定。 

- 降下整地农具和安装的 Solitair，直到摆放支

架接触地面，但还未负载。 

- 打开前部螺栓 (AS6) 的保险，并将其抽出。 

- 断开液压和电气线路，将其放在机器上。 

参阅“液压系统”和“电气装置”部分。 

- 如果行驶路线转换的传感器没有安装在脉

冲轮的传感器支座上，必须断开传感器和

电缆的连接，将其卡放在条播机 Solitair 

上。 

- 整地农具往下降，然后小心地驶离停放着

的 Solit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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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在一个半悬挂雷肯整地农具上安装在一个半悬挂雷肯整地农具上安装在一个半悬挂雷肯整地农具上安装在一个半悬挂雷肯整地农具上安装 

在安装之前必须将相关的连接部件和挂钩以

及支撑板 (AS8) 挂接在整地农具上。然后须

打开液压排种轴上升装置的截流阀 (A2)。如

下安装停放在摆放支架（AS1 和 AS3）上

的条播机 Solitair： 

- 打开前部螺栓  (AS6) 的保险，并将其 

抽出。 

- 将挂接在拖拉机上的整地农具小心地驶近

停放在摆放支架上的条播机 Solitair，直

到挂钩位于上连杆螺栓 (AS9) 之下，支

撑板 (AS8) 位于后部螺栓 (HS7) 之下。 

- 连接液压深松铲挖掘装置的液压管道。 

- 通过深松铲挖掘装置的液压缸 (W7) 使 

Solitair 稍微下降，直到它的上连杆螺栓 

(AS9) 滑入挂钩 (AS7) 中，且支撑在支撑

板 (AS8) 的后部螺栓 (HS7) 上。 

- 安装前部螺栓 (AS6)，并通过弹簧插销使

其固定。 

- 然后接上剩余的液压管道和电气线路。参

阅“液压系统”和“电气装置”部分。 

- 行驶路线转换的传感器必须安装在脉冲轮

的传感器支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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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公路上行驶，必须安装配有警告标牌的照明装置。 

- 抬起排种轴 (AS2)，拔出外部的摆放支架 (AS1)，中间的摆放支架 (AS3) 解锁，

并往上推，然后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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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拆卸一架半悬挂雷肯整地农具拆卸一架半悬挂雷肯整地农具拆卸一架半悬挂雷肯整地农具拆卸一架半悬挂雷肯整地农具 

条播机 Solitair 必须摆放在坚实平整的地面上。 

- 在拆卸之前必须倒空种子存储罐，并打开

排种轴上升装置的截流阀 (A2)。 

- 展开排种轴，并将其固定。 

- 通过锁定螺栓 (AS5) 将接点锁住。然后

固定锁定螺栓 (AS5)。 

- 借助于深松铲挖掘装置的液压缸 (W7) 抬

高排种轴 (AS2)，将摆放支架 (AS1) 从侧

面推入排种轴的框架管，直到止挡位置。

放下中间的摆放支架 (AS3) 并固定。 

- 打开前部螺栓  (AS6) 的保险，并将其 

拆卸。 

- 然后放下排种轴，由此使得 Solitair 往上

升，直到上连杆螺栓比挂钩高出几厘米。 

- 关闭截流阀 (A2)！ 

- 断开液压软管和电缆并将其卡放在条播机

上。参阅“液压系统”和“电气装置”部分！ 

- 检查所有的液压软管和电缆是否断开，然后

小心地驶离停放着的 Solitair。 

溢流阀 (V1) 是一个可调的过压阀。安装和拆卸

之前（如有必要）可将调整旋钮 (V2) 稍微拧紧

一些！因为如果压力载荷设置的太小，Solitair 

不能被抬起，也就是说，在使用控制器操作时 

Solitair 可能失控下沉。 

 

• 阅读并注意一般安全提示和“安装的属具”和“液压系统”部分的

安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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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连接和断开连接和断开连接和断开连接和断开  

6.3.1 连接连接连接连接 

装备了行驶机构 (FG0) 以及牵引杆 (Z0) 的 Solitair 9 只允许与一个双联板牵引摆

臂，或者与一个牵引钩口连接。 

 

- 将拖拉机驶近 Solitair，使得牵引摆臂直接位于牵引孔 (Z1) 之前。 

- 连接液压和电气线路。参阅“液压系统”和“电气装置”部分。 

- 行驶路线转换的传感器必须安装在脉冲轮的传感器支座上。 

- 如果在公路上行驶，必须安装配有警告标牌的照明装置。 

- 小心地操作液压深松铲挖掘装置的液压缸 

(W6)，使得牵引孔 (Z1) 位于适当的高度，

以便它能够与双联板牵引摆臂通过接头螺

栓连接。 

- 连接完毕后固定接头螺栓。 

- 稍微抬起排种轴  (AS2)，以便摆放支架 

(AS3) 卸载。 

- 摆放支架 (AS3) 向上推并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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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断开断开断开断开 

- 装备了行驶机构 (FG0) 以及牵引杆 (Z0) 的 Solitair 只允许与已降低的并获得支

撑的排种轴 (AS2) 断开连接，而且必须在坚实和平坦的地面上进行。在断开连接

之前必须将种子存储罐倒空。必须使用楔块防止行驶机构滑动。 

- 抬起排种轴 (AS2)，将摆放支架 (AS3) 向下拉出并固定。它们必须低于双圆盘深

松铲 (D4) 的下边缘。 

- 排种轴 (AS2) 往下降，直到摆放支架接触地面。通过深松铲挖掘装置的液压缸将

牵引杆 (Z0) 和牵引孔往下移动，直到牵引孔卸载。 

- 接头螺栓解锁，并将其抽出。 

- 断开液压和电气线路。参阅“液压系统”和“电气装置”部分！ 

- 如果行驶路线转换的传感器没有安装在脉冲轮的传感器支座上，必须断开传感器

和电缆的连接，将其卡放在条播机 Solitair 上。 

 

• 阅读并注意一般安全提示和“挂接的属具”部分的安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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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折叠和展开排种轴折叠和展开排种轴折叠和展开排种轴折叠和展开排种轴 

条播机 Solitair 9K 和 Solitair 9KA 装备了液

压折叠式排种轴 (AS2)。在折叠之前必须将

两个锁定螺栓 (AS5) 解锁、拆卸。 

折叠装置的液压软管必须连接在一个双作用

的拖拉机控制器上。 

如果 Solitair 9 安装或者挂接在雷肯整地农具

上，折叠装置的液压软管可以与带有红色保

护盖的插入式连接器相连接。 

通过操作相应的拖拉机控制器折叠或展开排种轴 (AS2)。排种轴通过固定钩 (AT3) 

自动折叠锁定。 

在折叠后必须检查固定钩 (AT3) 是否已锁上。 

在展开之前必须将固定钩 (AT3) 解锁。将手柄 (AT4) 向上摆动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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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双圆盘深松铲双圆盘深松铲双圆盘深松铲双圆盘深松铲 

8.1 播种深度播种深度播种深度播种深度 

播种的深度可由这两个螺杆 (ZV9) 来设定。注

意，两个螺杆 (ZV9) 的设定值必须相同。 

8.2 深松铲压力深松铲压力深松铲压力深松铲压力 

8.3 单一深松铲压力调节器单一深松铲压力调节器单一深松铲压力调节器单一深松铲压力调节器 

每一列深松铲可以通过单一深松铲压力调节器确

定不同的挖掘压力。 

如果希望获得较小的深松铲压力，弹簧调节器 

(D3) 的后部穿孔就和支撑螺栓相连。如果弹簧

调节器 (D3) 的前部穿孔与支撑螺栓相连接，可

达到了最大深松铲压力（大约 40 daN）。总共

可有 5 种深松铲压力可调。 

8.3.1 中心深松铲压力调节器中心深松铲压力调节器中心深松铲压力调节器中心深松铲压力调节器 

a) 中心机械深松铲压力调节器中心机械深松铲压力调节器中心机械深松铲压力调节器中心机械深松铲压力调节器 

为了使得圆盘深松铲更好地适应土壤要求，导向

杆（D0 和 D1）必须尽量与地面平行。 

根据需要，可通过中心机械深松铲压力调节器

(ZV1)，进行必要的设置校正。 

带有止挡件 (ZV2) 的插杆 (ZV4) 在有孔板条中插

得越深，深松铲的压力就越大。 

带有止挡件 (ZV2) 的插杆 (ZV4) 在有孔板条中插

入越高，深松铲的压力就越小。 

必须注意两侧的设定相同。 

中心深松铲压力的调整范围有限。每一个带压辊的圆盘深松铲具有大约 30 cm 的摆

动范围。此外必须注意，带压辊的圆盘深松铲在工作时应该始终保持至少 10 cm 的

上下活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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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中心液压深松铲压力调节器中心液压深松铲压力调节器中心液压深松铲压力调节器中心液压深松铲压力调节器 

在调整中心液压深松铲压力时，可在拖拉机驾驶座处通过液压调节深松铲压力。在

调整过程中，排种轴的框架由液压调至相应高度，以便双圆片深松铲的弹簧在工作

位置有一定的预压力。 

通过单一深松铲压力调节器可进行单一弹簧的

设定，以达到所需要的深松铲压力，导向杆

（D0 和 D1）必须处于水平位置。在工作时如

有必要可降低排种轴的框架，以增加深松铲压

力，或者抬高排种轴框架，以降低深松铲压

力。 

同时必须注意，在操作中，不管圆盘深松铲 

(D4) 具有最大深松铲压力还是最小深松铲压力，应该始终能够上下移动至少 10 

cm。 
 

圆盘深松铲不能上移超过 10 cm 

=>调短弹簧调节器 (D3)，排种轴的框架相应调高。 

圆盘深松铲不能下移超过 10 cm 

=>调长弹簧调节器 (D3)，排种轴的框架相应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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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深松铲挖掘装置的中心液压深松铲压力调整器深松铲挖掘装置的中心液压深松铲压力调整器深松铲挖掘装置的中心液压深松铲压力调整器深松铲挖掘装置的中心液压深松铲压力调整器 

如果配有液压深松铲挖掘装置，深松铲压力则

集中通过溢流阀 (V1) 设置，如下所示。 

调整旋钮 (V2) 顺时针转动 = 深松铲压力增大 

调整旋钮 (V2) 逆时针转动 = 深松铲压力减小 

返回田间作业后，拖拉机的双作用控制器或者

整地农具控制器的操纵手柄下压大约 5 秒钟，

以便降低排种轴升高装置。 

排种轴降低，带有双圆盘深松铲 (D4) 的单列深

松铲弹簧 (D2) 和压辊 (D5) 受到预应力。 

注意使导向杆（D0 和 D1）几乎平行地面，这样

在操作中圆盘深松铲可以至少上下偏移 10 cm。

如果不如此操作，则必须借助于弹簧调节器 (D3) 

使所有的弹簧 (D2) 或多或少产生预应力。 



双圆盘深松铲双圆盘深松铲双圆盘深松铲双圆盘深松铲  

 

35 

8.4 液压深松铲挖掘装置液压深松铲挖掘装置液压深松铲挖掘装置液压深松铲挖掘装置 

在田边倒车前，为了运输行驶的需要必须将

排种轴 (AS2) 通过液压缸 (W7) 完全抬高。 

在田头倒车后，必须将排种轴再降下。 

相应的拖拉机控制器，也就是电磁液压控制

操纵杆 (B) 必须下压且保持大约 5 秒钟。如

果整地农具装配了电子液压控制器，排种轴

的所有升高和降低功能只需按键，即可自动

进行。参阅电子液压控制器相应的操作说

明。 

在操作时要打开截流阀 (A2)，但在运输时必须关闭。 

 

 

 

 



 单圆盘深松铲和靴形深松铲单圆盘深松铲和靴形深松铲单圆盘深松铲和靴形深松铲单圆盘深松铲和靴形深松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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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单圆盘深松铲和靴形深松铲单圆盘深松铲和靴形深松铲单圆盘深松铲和靴形深松铲单圆盘深松铲和靴形深松铲 

9.1 排种轴框架的高度设置排种轴框架的高度设置排种轴框架的高度设置排种轴框架的高度设置 

排种轴的框架必须通过插杆（ZV4 和 ZV5）调

至相应的高度，以便在操作时框架离开地面的

距离保持 35 cm ± 5 cm。 

9.2 播种深度播种深度播种深度播种深度 

单圆盘深松铲 (ES) 和靴形深松铲 (S) 的播种深

度可通过提高和降低深松铲压力而调整。 

深松铲压力既能通过螺杆 (ZV9) 也能通过拖拉

机驾驶座处的液压缸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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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设置设置设置设置／／／／操作操作操作操作 

10.1 播种轴播种轴播种轴播种轴 

播种轴 (S8) 配有 6 个播种轮，而每 6 个播种轮配有一个配料器 (S0)，在这 6 个播

种轮中有 1 个细种播种轮 (S1)，2 个窄播种轮 (S2) 和 3 个宽播种轮 (S3)。 

在播种轮之间有切割圆盘，它使单个播种轮之间能互不干扰的进行工作。 

播种轮可以单独地启动和关闭。 

在转动试验前，播种轴必须根据种子种类和播种量，按照播种表通过启动和关闭播

种轮进行设置。 

 

10.2 启动和关闭播种轮启动和关闭播种轮启动和关闭播种轮启动和关闭播种轮 

通过播种轮中的止挡螺栓 (S4) 可以启动

和关闭播种轮。在保护罩拆除后，充分转

动播种轴 (S8)，这时便能用一个 8 mm 

的套筒扳手和一个 3 mm 内六角扳手将止

挡螺栓拧入或拧出。 

可用一个 17 mm 开口扳手转动播种轴。

因此其尾端平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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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启动播种轮启动播种轮启动播种轮启动播种轮 

可通过拧入止挡螺栓 (S4) 启动一个播种轮。在拧入止挡螺栓时保证精确地将它拧

入播种轴 (S8) 的槽孔 (S7) 里，并使它位于播种轮的圆周内。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六角螺栓必须适当地旋入，使它既位于播种轮的圆周上，又不会卡住播种轴 

(S8)。如果卡住，将会导致该播种轮变形，进而影响播种的准确性，或者损

坏播种轮。 

播种轮启动！ 播种轮关闭！ 

 

 

 

b) 播种轮的关闭播种轮的关闭播种轮的关闭播种轮的关闭 

通过拧出止挡螺栓 (S4) 关闭播种轮，直到它支撑起止挡板 (S6)。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止挡螺栓不能从齿根 (S5) 拧出过多，否则可能脱落。 

每次启动和关闭播种轮后，必须进行一次新的转动试验！所有配料器的设置必须完

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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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播种表播种表播种表播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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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闸式阀闸式阀闸式阀闸式阀 

在操作时所有的闸式阀 (S10) 必须打开。 

如果需要可用闸式阀将一个或多个分配器封闭

（限宽开关）。 

也可根据需要通过液压缸 (T5) 使用驾驶座椅处

的操作终端对闸式阀进行操作。 

 

10.5 活底设置活底设置活底设置活底设置 

必须根据种子表使用活底手柄 (S13) 对活底进

行设置。 

 

10.6 排空种子存储排空种子存储排空种子存储排空种子存储罐罐罐罐 

种子存储罐可简单排空，少量的剩余种子可通

过翻转料斗 (UT2) 排空，大量剩余可通过分配

器排空。 

10.6.1 翻转料斗的排空翻转料斗的排空翻转料斗的排空翻转料斗的排空 

- 将翻转料斗 (UT2) 从支座上取下。 

- 手柄 (UT3) 往后拉，将底部 (UT1) 朝下按压。 

- 使翻转料斗 (UT2) 从配料器 (S0) 下面钩住

支座 (UT4)。 

- 然后将活底手柄 (S13) 完全打开。 

- 种子落入翻转料斗 (UT2)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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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要排空翻转料斗可将活底手柄关闭，将翻转料斗从支座 (UT4) 上脱钩，然后 

排空。 

- 排空后使底部 (UT1) 向上摆动，手柄 (UT3) 向前方按压，以便在这个位置将底

部固定。 

- 然后将翻转料斗 (UT2) 再推进支座。 

 

10.6.2 使用分配器排空使用分配器排空使用分配器排空使用分配器排空 

在拧开分配器尖端 (X0) 后，可将一个带软

管 (X9) 的管接头 (X8) 旋接在一个分配器 

(X1) 上，通过这个分配器将种子用空气从

存储罐内排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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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一个或多个分配器，如下所示排空

种子存储罐。 

- 将翻转料斗从支座上取下。 

- 关闭不用于排空的配料器的闸式阀。 

- 配料器的底部向下反转，将翻转料斗 

定位。 

- 通过转动活底手柄 (S13) 将活底完全 

打开。 

- 取出翻转料斗，将配料器底部向上翻转。 

- 启动风机，直到种子存储罐清空后再关闭。 

- 配料器的底部再次向下翻转，将翻转料斗定位。 

- 再次打开关闭的闸式阀，将剩余的种子收集在翻转料斗里。 

- 倒空翻转料斗，配料器的底部往上翻转，将翻转料斗推入支座。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排空后，将活底置于预期位置上，拆下管接头连带软管，再将分配器尖端 

(X0) 拧上。 

 

• 阅读并注意一般安全提示和“保养”部分的安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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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配料器的清洁配料器的清洁配料器的清洁配料器的清洁 

配料器 (S0) 必须定期清洗，在播撒油菜籽时

至少每天清洗一次。 

在清洗时关闭闸式阀 (S10)，从支座上取出翻

转料斗，配料器的底部向下翻转。 

拆下保护罩 (S12)，借助于活底手柄将活底完

全打开。 

现在您可以清洗配料器了。 

清洗完毕后将活底手柄恢复至原来的位置，

取出翻转料斗，配料器底部往上翻转，打开

闸式阀，安装保护罩，然后倒空翻转料斗，

将其推回支座。 

10.8 行驶路线转换行驶路线转换行驶路线转换行驶路线转换 

如果需要设立行驶路线，可通过行驶路线转

换 (F1) 切断播种列。通过电子条播机控制

系统的输入菜单可输入护理机具的作业宽

度。然后控制器自动进行条播宽度的计算。 

参阅电子条播机控制系统雷肯 Solitronic 的

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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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转动试验转动试验转动试验转动试验 

根据播种表设置了播种轮和活底以后，就可以进行转动试验。请同时也参阅电子条

播机控制系统雷肯 Solitronic 的操作说明。 

 

在下列情况下必须进行转动试验： 

- 播种轮启动， 

- 播种轮关闭， 

- 改换了种子种类， 

- 活底手柄调整，或者 

- 配料器 (S0) 或者电子条播机控制系统雷肯 Solitronic 设置参数的其他重要设

置变动。 

 



脉冲轮脉冲轮脉冲轮脉冲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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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脉冲轮脉冲轮脉冲轮脉冲轮 

在田间作业开始前必须放下脉冲轮 (A0)，通过它

将长度和路径信号传输给电子条播机控制系统。 

请参阅电子条播机控制系统雷肯 Solitronic 的操

作说明。 

如升高排种轴，脉冲轮最多只可比双圆盘 (D4)、

单圆盘和靴形深松铲的的深压辊或者压辊 (D5) 

低 5 cm。 

可通过止挡螺栓 (A1) 进行所要求的设置，止挡

螺栓插入穿孔 (A2) 的其中一个。这个止挡螺栓

也用来将传感器 (A4) 固定在传感器支座 (A3) 

上。设置完毕后必须将传感器与脉冲轮臂 (A5) 

之间的距离调至 1 至 3 mm。脉冲轮臂绝对不允

许和传感器 (A4) 相接触！ 

 



 风机风机风机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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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风机风机风机风机 

供油必须稳定（大约 35 升／分），以保证稳

定的风机转速。如果播撒豌豆或者其他豆类，

必须提高风机转速。如果条播机装配了 2 个回

流软管 (RF)，那么也必须提高风机转速。 

必须使用相应的拖拉机控制器的流量调节阀

设置风机转速 (A8)，它可从操作终端的显示

器上读取。参阅电子条播机控制系统雷肯 So-

litronic 的操作说明。 

 

 没有滤尘器的

Solitair  

带有滤尘器的

Solitair 

带有滤尘器和 2个回流 

软管的 Solitair 

细种 3000 1/min 3300 1/min 3600 1/min 
谷类 3000 1/min 3300 1/min 3600 1/min 
豌豆和其他豆类 3200 – 3500 1/min 3500 – 3800 1/min 3800 – 4100 1/min 
 

如果拖拉机没有可调节的流量调节阀，设定

风机转速必须借助于带有 Solitair 的调整旋钮

(GB2) 的流量调节阀 (GB1)。 

 



滤尘器滤尘器滤尘器滤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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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滤尘器滤尘器滤尘器滤尘器 

滤尘器 (LK3) 可滤除吸入的空气中 85% 的

灰尘，并且将灰尘自动排出。滤尘器的功能

必须如下定期检查： 

灰尘吸入进滤尘器 (LK3)。如果自动灰尘排

除口 (LK5) 没有灰尘排出，那么必须清洁滤

尘器。松开夹子 (LK8) 后必须拆除盖子 (LK6) 

和软管 (LK7)。清洁后必须再安装盖子，并

且用夹子 (LK8) 将其固定。 

 



 限宽开关限宽开关限宽开关限宽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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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限宽开关限宽开关限宽开关限宽开关 

根据 Solitair 的不同作业宽度，排种轴的宽度

可通过关闭闸式阀 (S10) 进行选择。 

如果是液压限宽开关，液压缸 (T5) 是在闸式阀 

(S10) 之上，它可通过操作终端 (Z9) 的 “A” 按

键进行控制。通过风机液压马达的油循环进行

供油，请参阅“风机液压系统”一节的内容。 

请参阅电子条播机控制系统雷肯 Solitronic 的

操作说明。 

 



刮板刮板刮板刮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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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刮板刮板刮板刮板 

双圆盘深松铲 (D4) 的后面装配了自调节刮板

(D7)。 

除了系列全塑料刮板 (D7) 外，也有硬质合金

刮板可供选择，这种刮板的四周装有硬质合

金金属薄片。 

单一刮板 (D7) 插在支座 (D8) 上。 

如果土壤过多地粘在压辊 (D5) 上，我们推荐

您使用作为备件提供的刮板 (DS1)。在松开螺

母 (DS2) 后可设定刮板 (DS1) 与压辊之间的

距离。间距应该设定在 1 至 2 cm 之间。调整

后必须重新拧紧螺母 (DS2)。 

 



 分配器分配器分配器分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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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分配器分配器分配器分配器 

分配器 (X1) 配有带螺纹的分配器尖端 (X0)，

通过它可对分配器简单地进行检查。 

如果有必要，分配器的每一出口都可用塞子

封闭。为此必须将分配器尖端拧下，在需要

封闭的出口处塞入塞子。 

然后再将分配器尖端拧上。如需再次使用全

部分配器出口，必须再去掉塞子。 



种种种种子存储罐子存储罐子存储罐子存储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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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种子存储种子存储种子存储种子存储罐罐罐罐 

将种子装入种子存储罐时，必须将盖子往前上方推。根据机器型号和作业宽度可分

别装入 1100 升，1500 升，1850 升或者 2300 升种子。 

要关闭盖子，盖子只要以手向下盖住，并以橡胶张紧器将其固定。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可折叠 Zirkon 10K 旋转耙只可使用 160cm 宽、容积为 1850 升的细长形种

子储罐。如果使用较宽的种子储罐，在旋转耙收拢时会将其损坏。 

 



 搅拌轴搅拌轴搅拌轴搅拌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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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搅拌轴搅拌轴搅拌轴搅拌轴 

对于结壳的油菜籽必须关闭搅拌轴 (R1)。将插销 (R2) 从搅拌轴 (R1) 的驱动齿轮 

(R3) 中拔出，就可关闭搅拌轴。 

 



电子存储量监控器电子存储量监控器电子存储量监控器电子存储量监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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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电子存储量监控器电子存储量监控器电子存储量监控器电子存储量监控器 

存储量可通过传感器 (FS2) 或者通过计算进行监控。如果传感器 (FS2) 和种子没有

接触，即发出警报。它可调整存储量的高度，也就是说，报警高度可以任意设置。 

请参阅电子条播机控制系统 Solitronic 的操作说明。 

 



 划印器划印器划印器划印器 

 

54 

20 划印器划印器划印器划印器  

20.1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划印器 (SP1) 属于整地农具的供货范围之内。 

如果行驶机构 (FG0)、或一个行驶机构和一个牵引杆连接时，划印器可用螺栓固定

在该行驶机构上。 

 



划印器划印器划印器划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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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划印器操纵划印器操纵划印器操纵划印器操纵 

在操纵划印器之前，必须解除锁定，然后设置。 

 

划印器被锁住。插杆在穿孔 (SP4) 中 划印器解锁。插杆 (SP3) 被插入穿孔 (SP2) 中。 

 

划印器 (SP1) 必须按照下表调整至拖拉机轮辙正中。 

松开夹紧螺栓 (SP6) 后，即可调整划印

器固定杆 (SP7) 长度和划印器圆盘 (SP8) 

的入土角度。 

调整后必须重新用力拧紧相应的夹紧螺栓 

(SP6)。 



 划印器划印器划印器划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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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前，必须通过液压缸 (SP5) 将划印器固定杆 (SP7) 折叠起来并固定。 

Solitair 条播机中心与车辙的距离 与外播种深松铲的间距 

9/300 300 cm 150 cm + 1/2的行距 
9/400 400 cm 200 cm + 1/2的行距 
9/450 450 cm 225 cm + 1/2的行距 
9/500 500 cm 250 cm + 1/2的行距 
9/600 600 cm 300 cm + 1/2的行距 

划印器由一个保险螺栓保护，以防过载。 

 

• 阅读并注意一般安全提示和“液压系统”部分的安全提示！ 



传感器传感器传感器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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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传感器传感器传感器传感器 

为了监视和控制 Solitair，传感器必不可少。电动机上的传感器用于速度检测，脉冲

轮轴的传感器测量路径，控制台的传感器用于行驶路线转换，播种轴的传感器监视

播种轴，风机的传感器监视风机的转速。 

电动机、风机、播种轴和用于行驶路线转换的传感器都相同，因此可以互相替换

（传感器 - M12x1.5x45-3P-IFS 204）。 

传感器必须与脉冲轮和脉冲发生器保持 2 mm 的距离，所允许的误差为 ± 1 mm。

还有一个传感器位于种子存储罐里，用来监视种子的存储量（传感器存储量 KN5107 

型号 573 4382）。 

路径测量信号通过脉冲轮的旋转传感器产生。（自动同步发生器脉冲轮型号 573 

6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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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耙耙耙耙 

22.1 单耙单耙单耙单耙 

单耙 (E1) 固定在后面的深压辊的横臂上。 

松开螺栓 (E2) 后可以单独设定其的作业深度。其

作业深度必须能确保种子完全由土壤覆盖。 

22.2 S-播种耙播种耙播种耙播种耙 

S-播种耙固定在支撑架 (E3)，或者排种轴上。耙

的位置用插杆（E4 和 E5）调整。作业时耙齿 

(E6) 的后端应该低于前端。这样可以防止耙齿的

前端过早地磨损和后端齿尾部 (E7) 的脱落。 

通过转动弹簧 (E8) 可调节耙的压力。 

增大耙的压力 => 弹簧顺时针转动 

减小耙的压力 => 弹簧逆时针转动 

螺母 (E9) 的松紧程度必须保证弹簧 (E8) 不能任

意转动，但是可手动调节。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每次运输行驶时前，必须将 S播种耙往上

或者往里折叠并固定，以免伤人。  

磨损或向后变形弯曲的耙齿必须更换，否

则在运输时必须将它们以护罩盖住。 



耙耙耙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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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液压耙挖掘装置液压耙挖掘装置液压耙挖掘装置液压耙挖掘装置 

根据客户的要求液压耙挖掘装置可与液压缸 

(E10) 一起供货。 

液压缸的供油由风机液压马达的油循环完

成。 

通过电子条播机控制系统雷肯 Solitronic 的

操作终端，S-播种耙可在任何不需要耙的地

方抬起，也可根据要求自动进行。 

参阅电子条播机控制系统雷肯 Solitronic 的操作说明。 

没有液压耙挖掘装置的 S-播种耙可以补充配备液压缸 (E10)。通过穿孔 (E11) 固定

液压缸。 

 

 



 前制动器标记前制动器标记前制动器标记前制动器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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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前制动器标记前制动器标记前制动器标记前制动器标记 

23.1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雷肯为您提供不同的、用于液压前制动器标记的凹面耙片单元，它们可固定在作业

深压辊的轮臂上，也可（通过附加支承架）固定在排种轴的框架上。 

相应的液压缸供油是通过风机液压马达的油循环完成的。参阅“风机液压系统”一

节的内容！ 

 

23.2 前制动器标记前制动器标记前制动器标记前制动器标记 ― 液压、双作用液压、双作用液压、双作用液压、双作用 

凹面耙片 (M2) 的支承架 (M1) 固定在深压辊

的横臂上。如果要标记行驶路线，凹面耙片

将通过液压缸 (M3) 下降。通过电子条播机

的控制系统可设定理想的行驶路线宽度和标

记节奏，通过夹紧螺栓可设定标记槽的理想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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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前制动器标记前制动器标记前制动器标记前制动器标记 ― 液压、单作用液压、单作用液压、单作用液压、单作用 

根据中耕拖拉机的轨距可精确地设定凹面耙

片 (M7)。为此可将凹面耙片单元的支座推至

所需要的轨距。 

在解除夹紧螺栓 (M8) 后也可为凹面耙片设置

理想的轨距。通过轴 (M9) 的转动可获得凹面

耙片 (M7) 理想的入土角度。夹紧螺栓 (M8) 

在设置后重新用力拧紧。 

 

23.4 标记槽的深度标记槽的深度标记槽的深度标记槽的深度 

通过弹簧 (M11) 的转动可以预先设置标记槽的 

深度： 

顺时针转动弹簧 => 深的标记槽 

逆时针转动弹簧 => 浅的标记槽 

通过螺栓 (M12) 将制动圆盘 (M13) 推向弹簧并

固定，螺栓的松紧程度必须保证弹簧本身不能任

意调节，但可手动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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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行驶机构行驶机构行驶机构行驶机构 

如果 Solitair 9 应挂接在一个三点悬挂架上，

那么必须为它配备一个行驶机构 (FG0)。 

在安装之前行驶机构必须挂接在拖拉机或者

整地农具的三点悬挂架上，或者与拖拉机的

牵引摆臂连接。 

没有安装 Solitair 的行驶机构在停放时需要摆

放支架 (FG1)。如果带牵引杆的行驶机构在没

有 Solitair 的情况下停放，必须对牵引杆进行

支撑，比如使用一个合适的圆木块，这样行驶机构的轮子不会被腾空。如果 Solitair 

安装在行驶机构上，在拆下行驶机构之前，必须先将 Solitair 后面的摆放支架定

位。参阅“挂接和拆卸”部分。 

 



轮迹松土器轮迹松土器轮迹松土器轮迹松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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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轮迹松土器轮迹松土器轮迹松土器轮迹松土器 

还可提供轮迹松土器 (L1)，它能让行驶机构和拖

拉机的轮迹变松。既可将其固定在排种轴上，也

可固定在行驶机构 (FG0) 的前方。 

作业深度可通过一个销钉调整 (L2)。 

  

• 阅读并注意一般安全提示！ 

• 在运输行驶前必须拆下轮迹松土

器，并将它放入种子存储罐内或者

拖拉机的驾驶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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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播种管监视系统播种管监视系统播种管监视系统播种管监视系统 

在作业中，播种管监视系统（使用传感器单元）可监视所有的播种管（播种管全监

视），行驶路线（行驶路线监视）的播种管，或每个分配器中的一个播种管（分配

器监视）。如果发生阻塞或者没有种子经过监控中的播种管（当种子应当被输送

时），就会发出警报，并且通过相应的显示盒显示错误。 

更多相关信息请参阅播种管监控 (KFÜ) 的操作说明。 



轮胎轮胎轮胎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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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轮胎轮胎轮胎轮胎 

轮胎的最低和最高允许运行压力请见下表。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必须定期检查气压！必须定期检查气压！必须定期检查气压！必须定期检查气压！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纹路纹路纹路纹路 层级层级层级层级 (PR) 最低允许气压最低允许气压最低允许气压最低允许气压 
(bar) 

最高允许气压最高允许气压最高允许气压最高允许气压  
(bar) 

550/60-22.5 T 404 12 2.0 2.9 
400/60-15.5 T 404 8 2.2 2.9 
11.5/80-15.3 AW 10 2.0 4.6 

 

为保障安全，不得超过规定的最高允许气压值！为了防止轮胎过载和受损，也不得

低于最低允许气压值！ 

• 阅读并注意一般安全提示和“轮胎”部分的安全提示！ 

 



 工作照明设备工作照明设备工作照明设备工作照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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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工作照明设备工作照明设备工作照明设备工作照明设备 

工作照明设备 (EL) 可通过操作终端在输入

菜单里接通和关闭。 

参阅电子条播机控制系统雷肯 Solitronic 的

操作说明。 



风机液压系统风机液压系统风机液压系统风机液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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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风机液压系统风机液压系统风机液压系统风机液压系统 

附加装备（如限宽开关，S-播种耙和前制动器标记）的液压缸通过带压力管道 (PD) 

和回流管道 (TR) 的风机液压系统以及电磁阀 (MV) 供油，通过操作终端进行手动或

者自动操作的。 

 

 

单一电磁阀 (MV) 和输入板 (EP) 是并排固定。首先将 S-播种耙和前制动器标记液

压缸的电磁阀 (MV) 固定在输入板 (EP) 上。 

在附加安装中压力管道 (PD) 的前部与输入板 (EP) 和风机上部的十字形螺栓接头连

接。回流管道 (TR) 在压力管道后面与输入板 (EP) 以及风机下部的十字形螺栓连

接，连接处有塞头 (ST)。 

如果条播机配有液压限宽开关，后面是一个减压阀 (DM)，紧接着是用于限宽开关液

压缸的电磁阀 (MV)。如果条播机只装配了一个液压限宽开关，而没有装配液压耙操

纵装置或者前制动器标记，则减压阀将直接固定在输入板 (EP)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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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公路行驶提示公路行驶提示公路行驶提示公路行驶提示 

遵守允许的运输高度和宽度。公路行驶的其它相关指令请参阅现行道路交通管理条

例！每次在公路上运输行驶前，都必须安装带警告标牌的照明装置，并检查其功

能。 

在运输行驶之前必须检查整地农具的翻转锁定和排种轴是否处于锁定位置，所有的

保护装置是否已安装。 



技术数据技术数据技术数据技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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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技术数据技术数据技术数据技术数据 

（没有底盘／带双圆片深松铲的基本装备／行距为 12.5 cm） 

Solitair 9 300 400 450  

深松铲的数量深松铲的数量深松铲的数量深松铲的数量 24 32 36  

容器容量容器容量容器容量容器容量 (L) 1100 1500 1850  

分配器分配器分配器分配器／／／／各分配器各分配器各分配器各分配器 

出口出口出口出口 
2 / 12 4 / 8 4 / 9  

行驶路线行驶路线行驶路线行驶路线宽度宽度宽度宽度 (cm) 37.5 37.5 37.5  

重量重量重量重量 (kg) 1050 1150 1230  

 

Solitair 9 400 K 450 K 500 K 600 K 

深松铲的数量深松铲的数量深松铲的数量深松铲的数量 32 36 40 48 

容器容量容器容量容器容量容器容量 (L) 1850* 1850 1850 1850 

分配器分配器分配器分配器／／／／各分配器各分配器各分配器各分配器 

出口出口出口出口 
4 / 8 4 / 9 4 / 10 4 / 12 

行驶路线行驶路线行驶路线行驶路线宽度宽度宽度宽度 (cm) 37.5 37.5 37.5 37.5 

重量重量重量重量 (kg) 1200 1280 1360 1520 

* 在与 Zirkon 10 K 连接时，Solitair 必须配备一个 1850 升的存储罐（宽 160 cm）。 

Solitair 9 400 KA 450 KA 500 KA 600 KA 

深松铲的数量深松铲的数量深松铲的数量深松铲的数量 32 36 40 48 

容器容量容器容量容器容量容器容量 (L) 2300 2300 2300 2300 

分配器分配器分配器分配器／／／／各分配器各分配器各分配器各分配器 

出口出口出口出口 
4 / 8 4 / 9 4 / 10 4 / 12 

行驶路线行驶路线行驶路线行驶路线宽度宽度宽度宽度 (cm) 37.5 37.5 37.5 37.5 

重量重量重量重量 (kg) 1280 1370 1510 1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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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保养保养保养保养 

32.1 润滑计划表润滑计划表润滑计划表润滑计划表 

所有润滑点必须按照润滑计划表的规定润滑： 

润滑计划表润滑计划表润滑计划表润滑计划表 每每每每 50个个个个 

运行小时运行小时运行小时运行小时 

每每每每 100个个个个

运行小时运行小时运行小时运行小时 

在每次高压在每次高压在每次高压在每次高压 

清洁后清洁后清洁后清洁后 

冬歇前冬歇前冬歇前冬歇前 冬歇后冬歇后冬歇后冬歇后 

双圆盘深松铲导向杆的双圆盘深松铲导向杆的双圆盘深松铲导向杆的双圆盘深松铲导向杆的

接点接点接点接点 

  x x  

单圆单圆单圆单圆盘和靴形深松铲的盘和靴形深松铲的盘和靴形深松铲的盘和靴形深松铲的

接点接点接点接点 

  x x  

S-播种耙的接点播种耙的接点播种耙的接点播种耙的接点 

（（（（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 

  x x  

前制动器标记前制动器标记前制动器标记前制动器标记的接点的接点的接点的接点 

（（（（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 

  x x  

排种轴的折叠接点排种轴的折叠接点排种轴的折叠接点排种轴的折叠接点 (2x)  x x x x 

划印器的折叠接点划印器的折叠接点划印器的折叠接点划印器的折叠接点 (4x) x  x x x 

划印器圆盘的轴承划印器圆盘的轴承划印器圆盘的轴承划印器圆盘的轴承 (2x) x   x  

深松铲挖掘装置深松铲挖掘装置深松铲挖掘装置深松铲挖掘装置 ―  

液压缸液压缸液压缸液压缸 (4x) 
x   x x 

播种轴驱动和搅拌轴驱动的链条每使用 50 小时后必须上油。 

32.2 螺栓螺栓螺栓螺栓 

第一个运行小时结束后（最迟于 8 个运行小时后）必须重新拧紧所有螺栓和螺母。

此后，每隔 50 个运行小时检查一次螺丝和螺母的紧固情况，如有必要，重新拧紧

并用乐泰 (Loctite) 螺纹锁固剂固定。 

32.3 液压软管液压软管液压软管液压软管 

液压软管要定期检查有无损坏或穿孔。穿孔或损坏的软管立即更换。以液压软管上

打印的生产日期为准，最迟 6 年更换一次液压软管！而且只可使用经雷肯公司允许

的液压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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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播种轮和活底播种轮和活底播种轮和活底播种轮和活底 

在冬歇和长期停工的情况下必须将 Solitair 排空、清洁，并将活底完全打开，以避

免老鼠损坏播种轮和活底。 

32.5 圆盘深松铲和压辊圆盘深松铲和压辊圆盘深松铲和压辊圆盘深松铲和压辊 

长时间停用前，必须在圆盘深松铲的光滑面上涂抹一层环保型润滑脂，以防锈蚀。 

磨损的圆盘深松铲和刮板必须及时更换。只允许使用原装雷肯磨损件！ 

32.6 使用高压清洁器清洁使用高压清洁器清洁使用高压清洁器清洁使用高压清洁器清洁 

使用高压清洁器清洁时，必须防止水进入电气和电子部件中。同样也不能使高压清

洁器的水柱直接冲在深松铲轨道、圆盘深松铲和压辊的轴承支撑架上。 

32.7 旋涡滤尘器旋涡滤尘器旋涡滤尘器旋涡滤尘器 

该旋涡滤尘器可滤除吸入空气中 85% 的灰尘，并且将灰尘自动排出。旋涡滤尘器

的功能必须定期检查（参阅“旋涡滤尘器”一节内容）。 

32.8 通风管通风管通风管通风管 

通风管必须在使用前后进行检查和清洁。为此必须

将盖子 (X5) 拆下，去除通风管内部的灰尘。然后再

装上盖子 (X5)。 

32.9 未端止挡未端止挡未端止挡未端止挡 

必须定期检查折叠式挂接整地农具上安装的 Solitair 

上的未端止挡 (X7) 的功能。定期检查螺栓 (X8) 是

否紧固。 

• 阅读并注意一般安全提示和“保养”部分的安全提示！ 



 噪音和空气声指标噪音和空气声指标噪音和空气声指标噪音和空气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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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噪音和空气声指标噪音和空气声指标噪音和空气声指标噪音和空气声指标 

作业时，SOLITAIR 条播机的噪音排放指标为 90 至 95 dBA。在操作时拖拉机的驾

驶室必须关闭，或者佩戴听力保护装置。 
 

34 废旧处理废旧处理废旧处理废旧处理 

属具到达规定的使用期限后，必须由专业人员按环保规定进行废旧处理。 
 

35 补充说明补充说明补充说明补充说明 

由于供货范围与客户订单要求有关，因此您购买的属具装备可能与本说明书的描述

或图示有不同之处。为了保持本公司机器产品的最新技术水平，我们保留随时在外

形、装备和技术上对产品进行修改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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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欧盟欧盟欧盟 CE 认证证书认证证书认证证书认证证书 

符合欧盟 89/392/EWG 指令 

 

本公司： 

 Lemken GmbH & Co. KG 

 Weseler Str. 5 

 D-46519 Alpen， 

 

特此声明，本认证证书所涉及的以下产品： 

 

 

LEMKEN Solitair 9    __ ___ ___ ___ ___ ___ 

  （产品、型号）      （生产编号） 

 

出厂时的装备完全符合欧盟 89/392/EWG 指令中有关基本安全与健康的要求。 

 

Alpen，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颁发地点和日期／       （授权人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