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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c Plus
小区联合收割机

Classic Plus
小区联合收割机。

助您收获更成功。
Classic Plus 小区联合收割机满足杂交F3 后代和预繁殖小区的快速、无 混种的收割的所有要求。
机器的模块化系统可以满足所有收割条件和用户对收割的所有要求。 机器的尺寸和低重量确保了小区设备的高
度机动性以及方便的运输。

优势总结：
采用现代化驾驶平台，操作更舒适
- 彩色显示屏可实现直观操作并为操作员提供最佳概览效
果，可控制所有重要的参数，同时还能通过功能键简化
菜单导航
- 多功能操纵杆集成了收割作业所需的全部功能
- 转向柱的倾斜度和高度可调
- 高度可调的舒适型驾驶座，内置安全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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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完美的脱粒装置自带抽吸功能，驾驶员吸入的灰尘
量极少
- 液压清洁风机，可通过彩色显示屏进行调节，位于车尾
（400 – 1800 转/分钟）
- 脱粒滚筒液压变速调节装置，可通过彩色显示屏进行调节
- 液压可折叠粮箱排空管可通过彩色显示屏关闭

维护间隔延长
Classic Plus 采用优质轴承和皮带并在结构上调整了轴
承位置，因而使用寿命极长

适用于多种作物
采用全新设计的脱粒网系统并搭载内置工具，脱粒网更
换速度极快

超高的脱粒性能，减少作物中的杂物
- 脱粒装置的几何形状经优化处理，作业效率提高了 20
% 以上
- 对脱粒网、脱粒箱传送带以及许多其他位置进行了优
化，可有效避免混入杂物。尤其适用于蔬菜种子、药草
草籽或牧草草籽等小粒种子脱粒

转向性能高
其车身最外点转弯直径减少了 15 %，非常适合于育种
小区和小块耕地
适用于低切割深度
对于贴近地面的果序，贴近地面的顶刀板切割深度低至
4.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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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优异的紧凑型入门级机器。
WINTERSTEIGER Classic Plus 通过装有
强有力的轮毂马达的静液压牵引装置进
行传动。 38 kW (52 PS) 的水冷式帕金
斯 (Deutz）柴油发动机专为高性能和
高可靠性而设计。 速度范围: 前进/后退
0 – 16 km/h。
在恶劣的土壤条件下，坐在驾驶座上就
能选择启动带有增强的后轮轴和轮毂马
达的全轮驱动模式。

附件和可选配件：
在公共道路上行驶的许可证
电液 压控制的差动器锁作用于前轮的
轮毂马达，可在驾驶台启动和关闭
带有空气软管和储气罐的压缩机，用
于机器外部清理
此外，40 升的储气罐可在发动机不工
作的情况下进行大范围的清洁工作
踏板控制，为其他工作解放双手

踏板控制，为其他工作解放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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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台全面概览。
Classic Plus 全新设计的驾驶台具有操
作元件排布清晰、操作简单符合人体
工学要求、 可坐在驾驶位上进行所有
操作等特点，在市场上优势凸显。

视野开阔，全观所有工作区域。 Classic
Plus 全新设计的驾驶台具有操作元件排
布清晰、驾驶座采用人体工学设计，可
根据驾驶员的体重进行相应调整。

机身外板 和特殊的发动机罩可以保护驾
驶员和操作人员免受噪音、灰尘和高温
的伤害。

新款彩色显示屏，一切尽收眼底，所有
重要参数尽在掌握:
富有现代气息，直观显示，一目了然
通过功能键浏览菜单，简单方便
冷却水温显示
燃油显示

所有操作元件和仪表的排列都一目了
然，很方便就能操作：
液压转向
液压调节收割台和拨禾轮高度
液压无极调节拨禾轮速度 0 – 45 转/
分种
收割设备、拨禾轮和进料盘可快速停
止
针对整个割台的快速停止（液压）

多功能操纵杆将所有的行驶和收割操作
集于一体：
升高/降低割台
升高/降低拨禾轮
水平前移/后移拨禾轮
吹扫割台（如配有称重系统）
清洁风机最大转速
用于称重系统的回车键

在多功能操纵杆位置不变时，通过一个
可选的停&走（Stop&Go）脚踏板可以
启动和停止机器运行。 这样简化了操作
并提高了小区收割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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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类型的割台。
带传送带的割台。
Classic Plus 新款切割装置由喂入搅龙、传送滚筒和输送带组成。 此设备即使在最困难的收割条件下也能最好的完成任务，例
如：谷物倒下或散落在地上、有杂草混迹或有湿度较高体积较大容易造成机器堵塞的植物的时候。 可提供的切割宽度为 125 cm
和 150 cm。 匀流的茎秆传送、刀具与搅龙喂入之间的较大间距可以将收割时的掉落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割台上的侧向空气
喷嘴可保证绝对不会出现混杂现象。
切割深度很小，顶刀板贴近地面，能够干净利落地收获贴近地面的果序。

割台具有下列性能特征：
工作区域全覆盖式设计的收割机刀具和输送带、防静电的
橡胶输送带以及排风设备保证了收割时不会出现混杂现象
进料和高效率的收割
快速停止设备可避免收割设备和拨禾轮吸入异物

割台配件:
2 个刷条，无需手动清洁就能对收割设备上的籽粒进行清洁
处理
拨禾轮液压水平调节装置
割台的底部保护，用来避免传送向日葵茎秆、豆茬时可能对
传送带造成的损坏
特长的分禾器，用于对长茎秆上的籽粒进行全部准确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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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刀板贴近地面，切割深度低至 4.5 cm
割台滑板确保均匀的切割深度
在困难的收割条件下，通过扶穗器和加长的分禾器同样也可
以取得出色的收割效果

用于收割倒在地上的作物的扶穗器
装配在分禾器右侧的垂直割台，用于对油菜地、甜菜地、豆
类和蔬菜地进行收割，具有低损耗的特点
左侧垂直割台作为右侧垂直割台的附加设备用于茎秆脱粒
橡胶片用来在收割豌豆或豆类时避免过熟的或已经从茎秆上
脱落的籽粒滚落或跳落，由此可以降低收割台上的作物损耗

两行玉米割台。
稳定的、有输送带的附加器框架
60 – 75 cm 行距
牢固耐用的采摘元件
利用驾驶台上的距离显示器调节液压
摘穗器导轨
可向上翻起的塑料机身和塑料分禾器
尖
两行玉米割台

转向性能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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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车身最外点转弯直径减少了 15 %，非
常适合于育种小区和小块耕地 。

丰富的附件。
用于道路驾驶的照明设备
用于夜间工作的照明设备
驾驶台上面的遮阳蓬
驾驶台上面的遮阳蓬安全拦
带有 3 档通风机的全视野驾驶室
旋转灯
道路行驶许可

转向性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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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混种、完好的籽粒输送。
WINTERSTEIGER 可根据使用情况提供下列装备:

左侧装袋。

粮箱。

液压粮箱排空管。

两人收割方式中采用了气流输送、可调
节鼓风机、喷射式阀门、旋封分离器和
双袋固定器。 这种装袋装置的显著优
点是绝对不混种和完好的输送籽粒。

容积：400L,带种子气力输送和卸载搅
龙。 通过控制转换闸板可以选择装袋或
输送到粮箱内。 在取下带有快速闭锁
器的底板盖后，可以快速且干净的清空
粮箱。

借助液压可折叠的粮箱卸粮筒，可通过
在彩色显示屏上的操作将粮箱排空。

粮箱

液压粮箱排空管

配件：
用于装袋机的附加平台
附加平台的座位

左侧装袋

灵活调节取样量。
与称重系统结合使用，可选用下列取样方案：
在机器侧面取样，0 – 1000 ml (两人收割方式)
在驾驶台边取样，900 ml (一人收割方式)

侧面取样 (两人收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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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高的脱粒性能和收获净度。
1
2
3
4
5
6
7

横向传送机
进料辊
进料传送带
脱粒滚筒
脱粒凹版
输送带
逐稿器

7
4

2

3

5

6

1

传送带、进料滚筒、进料辊、脱粒滚筒、逐稿器、过滤筛、粮箱、风机 – 这些主要组成部分都是根据相互
间的协调、功能配合来设计的，结合气动输送籽粒，可以实现无混种、高效率的收割成果

驾驶员吸入的灰尘量极少。
新设计的脱粒装置自带抽吸功能，驾驶
员吸入的灰尘量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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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脱粒-清洁收割。

完美的脱粒技术，即使在极
其困难的收割条件下也能保

出色的脱粒技术确保了整洁的收割物和最佳的茎秆通过量，
通过气动籽粒输送和边缘盖板避免了混杂现象。 坐在驾驶座
上就能进行操作和调节。

证收获净度。

通过下列设备可达到高纯度的作物收割:
各种逐稿器和清选筛
清选筛上的最佳风力分布
清选筛上的风量导板
鼓风机上特有的风量分配器

脱粒滚筒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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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粒滚筒变速器，带有脱粒滚筒逆向旋转设备:
脱粒滚筒变速器可从330 – 2100 转/分钟无极调节转速。彩
色显示屏显示脱粒滚筒转速。 优点：可以适应所有种类作物
和收割条件，即使在潮湿的和困难的收获条件下也能取得出
色的脱粒效果。 脱粒凹版和脱粒滚筒之间的距离以及脱粒凹
板角度会显示在一个刻度尺上。

变速齿轮：
变速齿轮和链条可以进行不同组合，下列为可实现的转速:
160, 220, 280, 470, 675, 850, 1045, 1320 和 1890 转/分钟。

液压脱粒滚筒变速器。

脱粒凹板箱。

Classic Plus 还可选配液压变速器调节装置，在操作终端上进
行调节。因此更加提高驾驶舒适性。

全新设计的筛箱系统搭载内置工具，从侧面抽出脱粒网即可
快速更换，不必拆切割装置。可以在 2 分钟之内更换筛箱。

脱粒滚筒变速器

方便地更换脱粒网筛箱

逐稿器。
使用带一层 (阶梯), 2 个斜坡引导板和输送齿的逐稿器，可确保良好的疏松茎秆并能
在坡地上进行良好的运作。 采用快速更换设备可以简便快速的更换逐稿器。
带有高度籽粒分离性能的鼻状筛与 2 个可调节的冲程长度结合使用的效果已在实践
中得到最佳证明。 由三角皮带传动的贯穿电流风扇可调节风量，并确保没有损失
的、清洁的收获谷物。 孔宽度: 6, 10, 14, 20, 28 mm。

清洁滤网。
更换鼻状筛需要 2 分种的时间。 孔径:
4, 6, 8, 12, 16, 20, 24 和 28 mm
小鱼鳞可调筛片 (4 – 20 mm)，大鱼
鳞可调筛片 (16 – 30 mm)

逐稿器和清选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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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规格。
用于收割细小籽粒和草籽的和稻谷类的 Classic Plus。
附加的脱粒箱侧面开口用于清洁脱粒
箱输送带
脱粒箱中收割台上的防静电传送带，
可以最好的确保无籽粒混杂

用在茎秆扭转滚筒入口处的附加盖板
使进料、快速的工作后清洗或气吹都
更方便
所有拐角、边缘和铆钉的加工以及密封
和倒圆均十分精密，适合处理小粒种子

专有的喂入搅龙结构用于无 混种
传送带内部（防灰尘）推卷装置用于
脱粒箱和割台传送带

汽车用挂车用于在道路上运输。
在拖车上装配有两个铝制坡道，用于快
速的的装载和卸载。 铝制的车厢栏板带
有埋头锁栓，可折叠和取下。 球型悬挂
设备不但带有惯性制动器还带有一个自
动倒车器。

技术数据
装载面积 (长 x 宽 x 高)

5100 x 2100 x 350 mm

装载高度

770 mm

外部尺寸

总长度: 大约 6400 mm
总宽度: 大约 2160 mm

行驶坡道 (2 个)

长度: 3000 mm
承载能力: 2800 kg

有效载重量

2750 kg

凭借多种类型的结构设

允许的总重量

3500 kg

计，WINTERSTEIGER 已经为

保留技术修改的权利。

满足所有要求做好了充分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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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便携式数据采集器来收集收割数据。
WINTERSTEIGER 在便携式数据采集领域也采用了符合未来需求的解决方法。 我们的收割机只采用专为农业科研研究所开
发的最新系统。

此自动收割数据采集装置包含下列参数 (根据所选择的数据采集系统):
在倾斜度小于 10% 的坡度上可以实现
最高精度的小区重量测量

收割作物的湿度

体积重量

Easy Harvest 收割软件。
数据采集、数据管理和数据保护在农业田间试验过程中起着核
心作用。 Easy Harvest 与一个移动收割数据系统连接在一起
安装在收割机上，确保称重和湿度测量达到最高精度。 Easy

Harvest 最大的优点就是提供了高度的操作可靠性并且实现了
在同一道工序、同一块田地里收割多个试验成果。

优势总结：
简单和舒适的操作
■ 清晰快捷的多语言菜单导航
■ 简便的制订田间计划和试验安排
■ 在同一块试验田里和同一道工序内收割多个试验成果
■ 可以以备注的形式为小区添加其他信息
■ 预校准的湿度曲线
■ 数据易于导入和导出

高精度、可靠和可追踪
■ 精确的称重结果和湿度测量结果
■ 集成采样控制
■ 集成标签设计和标签打印机
■ 通过附加的备份文件保证数据安全（如 U 盘）
■ 可手动控制流程
■ 故障诊断系统
■ 可以给多个人员设置不同的使用权限

准备工作。
可在软件中生成或导入试验。还可以实现数据同步。田地可以
被自由编排并定位。

也可导入试验、田地计划
试验已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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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一块田地里对多个试验进行编排并定位

收割。
在收割模式下，随时都很容易查看自己所处的位置，哪些小区
已经收割完毕及相关事宜。 另外，还可用标签标明取样。

数据导出。
可将数据同步或以 CSV 文件格式导出用于进一步处理。

简便的田间导航

便携式收割数据采集系统 Classic GrainGageTM。
此系统适用于重量、湿度和百升重量的测量。 此外，还适用于在小区产量大于 900 g 时, 需要高度精确的测量结果的情况下和在
使用田间 Easy Harvest 简易收割软件软件规划、存储测量数据和结果数据输出情况下。

在收割期间的运行如下:
Classic GrainGage TM 包括一个 3
腔室系统。第一个腔室作为带有料位
传感器的预储备箱。 在第二个和第三
个腔室中进行湿度和重量测量
一旦数据采集系统的料位传感器显示
有足够的称重材料，在收割机行驶期
间即可自动开始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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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区终点，只需要对剩余的收割物
进行测量
每一次测量的重量会叠加在一起计算
出一个总重量，湿度和百升重量会取
平均值
数据将被保存到一个工业计算机上

可以选择标签打印机直接在田间打印
出标签
手动关闭称重功能。然后可以进行下一
个小区的收割作业

优势总结：
精密电子设备: 新型 HM800 电子设
备配备有重量和湿度传感器，通过
CAN 总线的数据线连接。 此新型
数据采集器的核心由“HM800 模拟
和执行器模块”组成。 因此避免了
使用长的或笨重的电缆连接
倾斜和移动传感器: 提高了称重的准

确性，减少了由于振动和采集器移动
而可能导致的测量错误。 因此，可以
在小区行驶期间进行重量测量，并且
在斜坡低于 10％ 倾斜度的情况下也
可以进行测量
湿度传感器: 即使在收获高湿度作物时
（最高湿度为 35%）也可作出最准确的

测量。 取样计算的平均值是具有代表
性的结果
针对较长的小区，可以进行连续收割
使用 Easy Harvest Software 软件

技术数据
称重系统
尺寸 (宽度 x 深度 x 高度)

736 x 356 x 533 mm

重量

45 kg

容量

3.00 升 – 大约 2.5 kg 小麦
1.50 升 – 大约 1.2 kg 小麦
0.75 升 – 大约 0.6 kg 小麦

籽粒排出口

152.4 x 215.9 mm

籽粒进入口

114.3 x 190.5 mm

执行器

精密气动力
湿度传感器

测量准确性
重量

总重量的 +/- 0.4% 或 每次称重 +/-10g 绝对值

百升重量

+/- .68 kg/HL

湿度

+/- .5% – 25% (湿度重量基础 – wwb), +/- .9% – 35%

湿度测定的最小数量

每次至少, 3.00 / 1.50 / 0.75 升

速度

每次称重时间大约为 4 秒

HM 800 电子设备
保护方式

符合 IP67 标准的防水和防尘

工作温度

-20°C 至 +50°C

电源

9 – 17 V DC

接口

CAN 总线 – 4 金属线

连接

Con X all 插座连接

保留技术修改的权利。

称重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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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c Plus
数据，信息。
技术数据
主机/发动机
珀金斯（Deutz）柴油发动机 2.2 升

38 kW (52 PS), 水冷式

油箱容量

45升

牵引装置和轮胎
静液压牵引装置

无极 0 – 16 km/h, 启动全轮驱动时大约 10 km/h

转向

液压

前轮胎 = 驱动轴

31 x 15.50 – 15 (40 cm 宽)
29 x 12.50 – 15 (30 cm 宽)
10.0/75 – 15.3 AS (25 cm 宽)
7.50 – 16 AS (20 cm 宽)

后轮胎 = 转向轴

6.50/80 – 12 (17 cm 宽)
23 x 8.50 – 12 (21 cm 宽)

驱动轴宽度

1150 – 1350 mm 根据轮胎

转向轴宽度

1165 – 1175 mm 根据轮胎

制动器

静液压

停车制动器

分度复合碟刹

离地距离

190 – 250 mm

轴距

2360 mm

割台和配件
带传送带的割台

125 cm, 150 cm

切割高度调节

液压

拨禾轮调节

0 – 45 转/分种，液压

拨禾轮

4 部分组成, 5 部分组成

特长分禾器

选项: 左侧和右侧

扶穗器

5 或 6 根, 根据切割宽度

玉米割台

2 行：60 cm 或 75 cm

籽粒回收和输送
装袋机

左侧装袋

粮箱

400 升

称重系统

可选

取样

可选 (900 ml)，机器侧面或驾驶台旁

脱粒和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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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粒凹版

8 个粮箱板条

除芒杆

3根 除芒杆

脱粒滚筒直径

350 mm

脱粒滚筒宽度

785 mm

转速调节

通过变速器: 330 – 2100 转/分钟，无极变速(机械式，可选液压式)
通过变速齿轮: 160 – 1890 转/分钟，分级

搅拌器

6个

逐稿器

2 冲程, 鼻状筛: 6, 10, 14, 20, 28 mm, 面积: 1.6 m 2

斜坡引导板

2个

清选筛

鼻状筛: 4, 6, 8, 12, 16, 20, 24, 28 mm
小鱼鳞筛片: 4 – 20 mm
大鱼鳞筛片: 16 – 30 mm
清选筛面积: 0.65 m 2

清洁风扇

400 至 1800 转/分种, 通过彩色显示屏进行液压调节

储气罐

可选

压缩机

10 升储气罐, 40 升附加罐 (可选)

尺寸

尺寸

长度: 5550 mm
宽度: 大于等于 2050 mm
高度: 3025 mm
侧面装袋高度: 2650 mm

重量

大于等于 2000 kg

5550 mm

3025 mm

2100 mm

2050 mm

保留技术修改的权利。

236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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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ERSTEIGER 售后服务。
货物发出的时候，我们的陪伴、支持才刚刚开始。
评估投资质量的最佳时机，是在供货多年以后。 正因如此，WINTERSTEIGER 在全世界都设立了售后服务部门。

调试和培训
WINTERSTEIGER 通过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专家们保证可在现
场为您进行调试和培训。
主动维护
通过维护和在规定时间内预防性地更换磨损件，可有效预防问
题的发生。 例如，在客户休假期间可能会出现问题，由此可将
维修费用将减少到最低限度。
服务台服务
使用这项服务，可以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提供高效的全球性服
务。 这样可以保证即使在我们的工作时间之外，也可以提供一
流的服务。

强大的客户服务团队
由训练有素的服务人员组成的庞大团队所提供的服务涵盖了：
安装和调试
培训
预防性维护
改装
调整
故障排除
修理
技术支持
快速提供零配件
咨询服务
由专家提供对研究设备进行技术装配的咨询
参加国际育种专题讨论会
为您联系专家
在项目确定、执行或者技术转让的过程中由农业顾问提供专
业意见

强化培训和训练课程
WINTERSTEIGER 定期为操作人员举办培训和训练课程，可以在现场、在我们位于奥地利的总部，或在世界范围内的各代表机构
进行培训。 操作人员是保证机器正常操作和无故障运行的基础。 这有助于避免停机时间和节省成本。 无论是 WINTERSTEIGER
的技术服务人员还是我们代表机构中的技术服务人员，都会不断获得深造培训和新发展的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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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ERSTEIGER 设备助您实现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WINTERSTEIGER在田间试验设备领域是全世界第一，而且在未来也将继续保持这种领先地位。当下，农学家和植物育种学家们
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引进对全球的粮食和能源可持续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新技术。WINTERSTEIGER 为此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产
品范围涵盖从播种到收获的植物育种和研究的整个过程。

WINTERSTEIGER 为整个种子育种过程提供全套解决方案。凭借 WINTERSTEIGER 的“一站式服务”理念，客户可以在这里购买
到所需的全部产品作为应用专家，WINTERSTEIGER 掌握丰富的流程专有知识，以先人一步的服务态度，在整个价值链上为客户
创造价值。
产品范围包括小区联合收割机和育种用联合收割机、小区饲料收割机、小区播种机、用于数据管理的软件解决方案、评分设备、
施肥和作物保护设备以及实验室设备。

作为农业实验研究领域的总供应
商，WINTERSTEIGER 将成为您在不同领
域中的强有力的合作伙伴：

农业大学和研究中心
农业部门和其育种部
国际和国内的项目发展机构

植物育种和植物研究领域的国内和国
际企业
为研究机构提供服务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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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源自于在正确的时间做出正确的决定。
我们期待着您的决定！

总部：
奥地利：WINTERSTEIGER AG, 4910 Ried, Austria,
Dimmelstrasse 9, 电话：+43 7752 919-0, 传真：+43 7752 919-57,
seedmech@wintersteige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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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7 495 645 84 92, office@wintersteiger.ru
美国：WINTERSTEIGER Inc., 4705 Amelia Earhart 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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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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