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TTON EXPRESS 和 MODULE EXPRESS 采棉机

农业界正在发生变化。
您准备好了吗？
您需要增加土地产量，提高自身技能，提升设备性能。
这就是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的原因。我们要继续增强发动机动力，
推出增产功能，提供贴近农业、知识渊博的 Case IH 专家。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向您提供更贴心的服务，从而满足您的作业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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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环境

您的田间办公室。
Case IH 采棉机驾驶室设计可容纳两人。驾驶室视野开阔，空调性能强劲，降噪防振能力显著，
可为驾驶员提供舒适的驾驶环境。

舒适安全，不折不扣。
驾驶员座椅带有空气悬浮
系统并配备“驾驶员在位系统”。
驾驶员停止采 棉机并离开座椅后，
该安全装置会关闭对行装置，
以保护驾驶员，防止发生意外事故。

4

所有数据仅需一个监视器。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控制装置。

专利应急系统。

变黑夜为白昼。

A 柱监视器可显示采棉机的所有作业数据

所有控制装置均设置在驾驶员座椅右侧的控制台

除照明系统和空调控制装置外，采棉

采棉机驾驶室配备由多个卤素灯组成

和数值，包括发动机和风机转速、作业时

上。该控制台整合在座椅上，包含多功能控制杆、

机的前顶棚内衬上还配备一个应急卸

的照明系统，即便在夜间也可如白天

间、座管润滑系统指示器、润湿系统压力

三级手动油门、湿润、压实和卸棉控制装置以及其

棉开关。紧急情况下，按下此开关，

般正常作业。

指示器、采棉装置性能指示器、燃油油

他各种控制装置。

风机会自动停止，棉箱门开启并快速

位、发动机水温指示器、蓄电池电压指示

在道路上行驶时，采棉机控制台上的液压锁定开关

卸掉棉箱中的棉花，所有这些操作只

器以及所有声光警告。

会锁定对行装置和棉箱控制装置的液压系统，

需轻松一触按钮即可全部搞定。该系

从而防止对行装置和棉箱发生意外移动。

统已获得专利，是 Case IH 采棉机所
独有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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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和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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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采棉从这里开始。
采用行业领先的双侧采摘系统，获得最大投资收益。只需一趟，即可将田间的所有
棉花一株不落地采摘干净。Case IH 采棉机拥有当前市场上最大容量的棉箱。采用专利
压实系统，棉箱满载时的有效载荷比同等容量的棉垛箱高 25%。

双侧采摘系统。

高度自动感测系统。

专利压实系统。

采用获得专利的双侧采摘系统，采棉头将夹住棉行从左右

Case IH 采棉机配备高度自动感测系统，对行装置沿预先设定的离地

三个集成的液压驱动搅龙将

两侧进行采摘。专利摘锭滚筒设计从植株左右两侧进行采

高度行进，能够成功地摘取长在植株最底部的棉花。

棉花运输至棉垛箱前部。当搅龙前方达到一定阻力

摘，能够实现彻底的植株穿透和更全面的植株覆盖。利用

前进遇到阻碍时，相应对行装置会暂时提升，越过阻碍后会重新回

时，与搅龙连接的压实框架自动启动，将棉箱中的棉

这一功能进行高效采摘，即使是高产农田植株也无任何棉

到行高位置。对行装置箱体全面采用焊接工艺制造，采棉头完全由

花压实到棉垛箱表面；如有需要，可关闭自动模式，

花残留，无需二次采摘。

齿轮驱动，其性能可靠、经久耐用、养护要求低。

手动控制压实。

卓越的采摘性能。

可靠性高。维修方便。

采棉机的座管较长，可以轻松地采摘高产

输送系统如有棉花堆积或堵塞，堵塞传感

Case IH 采棉机输棉系统中使用的清洗刷（湿润器

使用带螺旋线缆的双功线控手柄链可以

农田中较高植株上的棉花。每个滚筒上有

器会通过快速精确的警告信息提醒驾驶

毛刷）可以更换。 润湿毛刷采用高强度塑料生产

从驾驶室外部启动滚筒，轻松操控摘

12 个摘锭座管，每个座杆上有 18 个摘

员，从而防止脱棉盘或润湿毛刷损坏。系

而成，抗冲击性是普通垫圈的三倍以上。润湿毛

锭、脱棉盘和润湿毛刷并执行所有维修

锭。因此，每个滚筒上有 216 个摘锭，每

统不会发出可能误导驾驶员的任何错误警

刷具有弹性，可与摘锭完美配合，以完成整个清

程序。此外，还可以使用控制装置上的

个采摘单元上有 432 个摘锭。这意味着 4

告。此外，输送带位置合理，可防止棉花

理和湿润流程。润湿器支架总成可向外旋转，从

另外一个按键关闭和开启对行装置。

行采棉机有 1728 个摘锭同时采棉，5 行采

在刷座周围堆积，并缩短清理和维修时

而能够更快、更轻松地完成维修和清理程序。

从而为驾驶员提供了卓越的活动自由度

棉机有 2160 个摘锭同时采棉，6 行采棉机

间。

和宽阔视野。

有 2592 个摘锭同时采棉。

脱棉盘经久耐用。

摘锭效率极高。

Case IH 采棉机的剥棉辊采用耐用的黄色聚

摘锭采用卓越的钩齿设计，可优质高效地完成采摘作业。

氨酯材料制造而成。摩擦产生的微小颗粒在

每个摘锭上有 14 个钩齿。前 3 个钩齿与摘锭呈 30°夹角，

轧棉时可从纤维中轻松清除。聚氨酯材料结

确保从摘锭上脱棉时不会造成损坏。

构坚固，延长了设备使用寿命。

其余 11 个钩齿与摘锭呈 45°夹角，从而使棉桃中的棉花缠绕到
摘锭上时不发生破裂，传输到脱棉盘上时不出现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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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TTON EXPRESS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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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棉、卸棉、再采棉，流水线式作业。
Case IH Cotton Express 420 采棉机可通过垂直举升卸载棉箱。这样既不改变机械的重心，又可减小对机架和轮胎的压力，还不影响平衡性，从而确保
即使在坡田中卸棉也不会产生倾翻危险。卸棉高度可在 2.8m-3.9m 范围内调整，方便棉花装入不同高度的拖车和卡车。此外，卸棉时底部卸棉链耙将向
侧运输而不是倾斜卸棉，因此可以在要求的位置准确停止，然后向另一台拖车继续卸棉。

完美清洁棉花，无任何损失。

过滤更彻底。

Case IH Cotton Express 420 采棉机安装有 2

Case IH Cotton Express 420 和 620 采棉

个风机。因此，可以从两个不同的点向对行装置

机可以安装 Separ 滤清器，以更彻底地滤

供给空气，产生更强的真空效果。这一设计可清

除燃油中可能存在的水和异物。

理并去除棉花中的大部分杂质，然后通过强烈气
流将棉花运输到棉箱，确保无任何损失。

自信地操作机器。

双轮系统，使用方便。

自动注脂系统。

Case IH Cotton Express 420 采棉机坚固的底盘

发动机功率强大、
经济实惠。

Case IH Cotton Express 420 采棉机可以选择
使用四轮驱动。

和功能强大的最终传动使其

Case IH Cotton Express 420 采棉机

自动注脂系统，可自动向需要定期润滑的

由液压马达操纵的转向轮可以提高牵引性能和

能够应用双轮系统，不仅不会影响行驶速度，

配备一台 6 缸 8.3 升排量的

零部件涂油脂。系统将根据规定的时间间

转向灵敏度。

还可让轮胎接地面积翻倍。

CUMMINS 发动机。该发动机采用共

隔在指定时间段内释放规定量的油脂。

Case IH Cotton Express 420 采棉机配备加强

由于轮胎接地面积增大，所以机器对地面产生的

轨燃油喷射系统和涡轮后冷器，转速

自动注脂系统配备有安全阀，以防止系统

底盘，确保结构更坚固，使用寿命更长。 采

压强降低，从而减小了地面压实程度，使得机器

为 2200 RPM时，其功率可达 275 马

出现油脂堵塞。

棉机底盘设计可安装 5 个对行装置。

在泥泞或松软的田间作业时更加稳定、安全。

力。 它油耗低、性能高，特别适合恶

可根据实际需要轻松安装和拆卸双轮系统。双轮

劣的田间条件作业。

Case IH Cotton Express 420 采棉机配备

系统是一种节省成本、高效实用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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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TTON EXPRESS 620

功率更强，生产力更高。
您想在单位时间内使用较低的人工成本完成更多工作吗？高性能的农业设备是现代农业生产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
上述愿望的必经之道。传承行业领先的优良品质，Case IH Cotton Express 620 采棉机继续凭借其卓越品质和先进
技术成为同类产品中的佼佼者，是您的高产农田的首选重型收割设备。

发动机功率强大。
Case IH Cotton Express 620 采棉机配备一台 6 缸 9 升排量的发动机，功率可达 365 马力。此外，机器还装备
一个 757 升的燃油箱，可以轻松满足日常工作的燃油需求，一箱油能够连续一整天进行采收作业，中途无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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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棉垛箱容量更大。
为适应 Case IH Cotton Express 620 的
卓越性能，棉垛箱的容量已扩大至可储
存 4.5 吨棉花。

大量吸入清洁空气。

牵引时不压实地面。

座管润滑油箱位置合理。

降低疲劳，提高效率。

安装在机器后部的旋风罩可以降低

为降低设备重量造成的土地压实，机器采用

座管润滑油箱安装在采棉机的左后轮上

选装的自动转向系统可以降低操作

滤芯的保养需求，即使在最恶劣的

双轮系统连续作业。

方，方便检修和加注。润滑油箱安装在

员疲劳度，以利于长时间收割作

条件下也能够为发动机提供所需的

机器还能够进行四轮驱动，从而提供优异的

采棉机后侧有利于保持机器稳定。

业，提高机器效率。

清洁空气。旋风罩的安装位置合

操纵性能并增加牵引力。

理，维修和清洁更加方便。

为防止湿田作业过程中泥土在车轮上积聚，
车轮还可选装刮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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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 EXPRESS 635
12

过去和现在的工作效率。
1943 年，International Harvester 公司推出了第一台机械式采棉机 H-10-H。H-10-H 有效开创了商用采棉机市
场，推动了棉花产业革命。
如今，继续走在行业的前列的 Case IH 推出了 Module Express 635 采棉机。该采棉机能够最大程度地提高采
棉效率并降低收割成本，是您最经济高效的采棉解决方案。

功率强劲。

快速采棉 。

经济环保 。

Case IH Module Express 635 采棉机配

Case IH Module Express 635 采棉机的

Case IH Module Express 635 采棉机具有

备功率强大、经济实惠的 Iveco Cursor 9

一档速度为 6.8 km/h，提供卓越的采摘

四轮驱动和双轮系统，即使在最恶劣的田

发动机。该发动机拥有 8.7 升排量，功率

能力。

间条件下也能够提供卓越的牵引性能。与

可达 400 马力。

同类产品相比，Case IH Module Express
635 的机器重量最轻，不但减少了田间行
驶造成的土壤压实，而且降低了油耗。

Case IH Module
Express 635 采棉机集采棉和打包功
能于一体，具有以下优势：

•
•
•
•
•
•

油耗低
无需其他打包材料
速度更快，采摘效率更高，棉花质量更好
人工成本低
棉垛运输无需大量投资
无需对现有轧棉设备进行大量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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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和支持

我们不仅为您提供机器设备，
还为您提供专业指导人员。
您购买 Case IH 机器时，您不仅仅购买了最佳产品，还获得了最佳的经销商后备支持。Case IH 经销商可以在
选择适当的机器方面提供建议，并将确保在您需要时提供您所需的产品，然后继续为您和您的设备提供后备支
持，其服务和备件支持必定符合您对 Case IH 这一深受信赖的品牌的期望。

14

经销店设有专业业务顾问
更多信息请咨询您的 Case IH
经销店 。

保持您投资的生产效率 。
当您提货并且货物所有权属于您时，Case IH 及

保护您的业务、投资和设备。请始终
选择 CNH Industrial 正品部件。

需要购买一件新设备？需要更新整支车队？无论您

其专门的经销商网络会为您提供最佳的支持。您

保护您的投资价值

在农场里可依靠我们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保持您

每台 Case IH 产品后面都有一个庞大的零件后勤组

企业规模大小，您都可以联系当地 Case IH

的投资的生产效率。

织，其中储备有各种新旧型产品部件。选择安装正

经销店寻求专业业务需求咨询。

品 Case IH 部件可保持您原始投资的安全、价值和

Case IH 最了解您的农作需求。

性能。

COTTON EXPRESS 420

COTTON EXPRESS 620

COTTON EXPRESS 635

马力（千瓦/马力）
发动机品牌和型号
气缸数量/排量（升）
吸气装置
油箱容量（升）
蓄电池（2 个）

205 / 275
Cummins
6 / 8.3
涡轮后冷器
568
12 伏/700 安（个）

272/365
Cummins
6/9
涡轮后冷器
757
12 伏/950 安（个）

298/400
Iveco
6 / 8.7
涡轮后冷器
757
12 伏/950 安（个）

类型
1 档 (km/h)
2 档 (km/h)
3 档 (km/h)
双轮系统
4 轮驱动

3 级液压变速箱
0 - 5.8（5 行）
0 - 6.8（5 行）
0 - 27.3（5 行）

3 级液压变速箱
0-6.4
0-8
0-20

3 级液压变速箱
0 – 6.8
0-7.9
0 – 24.1

行数
滚筒提升
高度控制
传动系统
滚筒保护
每行扶棉杆数（前/后）
采摘方向
扶棉杆材料
每杆摘锭数（个）
摘锭直径 (mm)
每个摘锭的钩齿数（个）
剥棉辊类型
剥棉辊材料
扶棉杆润滑系统油箱容量（升）
扶棉杆润滑启动方式

4或5
左右两侧单独提升
自动感测
窄距，4 行和 5 行 762-813 /
宽距，4 行和 5 行 914-1016 / 965-1016
齿轮
前进/后退
12 / 12
前后滚筒从植株两侧同时采摘
铝合金
18
12.7
3 行，每行 14 个
尿烷
氯丁橡胶，非移行性
227
自动计数/提醒

6
左右两侧单独提升
自动感测
窄距和宽距，6 行
762-813 / 914-1016
齿轮
前进/后退
12 / 12
前后滚筒从植株两侧同时采摘
铝合金
18
12.7
3 行，每行 14 个
尿烷
氯丁橡胶，非移行性
303
自动计数/提醒

6
左右两侧单独提升
自动感测
窄距和宽距，6 行
762-813 / 914-1016
齿轮
前进/后退
12 / 12
前后滚筒从植株两侧同时采摘
铝合金
18
12.7
3 行，每行 14 个
尿烷
氯丁橡胶，非移行性
303
自动计数/提醒

类型
风机类型
风机转速（转/分钟）

双风机，每行有独立气源
文氏管
4,100

双风机，每行有独立气源
文氏管
4,100

双风机，每行有独立气源
文氏管
4,100

水箱材料
水箱容量（升）
湿润器衬垫

聚乙烯
1,380
可更换，耐油尿烷

聚乙烯
1,380
可更换，耐油尿烷

聚乙烯
1,380
可更换，耐油尿烷

容量 (m3)
类型

39.6 (4,762 kg)
垂直举升卸棉，带电动测量功能，
底部配备水平输送带
使用集成搅龙压实
自动或手动
3,658

27.2 (1,814-5,443 kg)

压实机
压实机启动方式
最大卸棉高度 (mm)

32.5 (3,856 kg)
垂直举升卸棉，带电动测量功能，
底部配备水平输送带
使用集成搅龙压实
自动或手动
3,658

干重（毛重） (kg)

15,853（4 行） -16,828（5 行）

20,230

发动机及性能

变速箱

采棉头

行距 (mm)

棉花输送

湿润器系统

棉垛箱

重量

** 其他可选后轮胎：480/70R30、420/70R30、16.9 R30、18.4R30、480/70R34、12.4R36、16.9 R34、18.4 R34、13.6R36、13.6R38、16.9 R38

规格

型号

向后倾卸，与地面行驶速度同步
使用集成搅龙压实
自动或手动
–
23,950

标配

可选

安全第一！™ 操作任何设备前必须阅读操作手册。使用前应检查设备，确保正常工作。遵循产品安全标志，使用提供的安全装置。
本文件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行。各国提供的标准和可选装备以及个别车型的可获得性可能不同。Case IH 保留随时改动设计和技术装备的权利，恕不先行通知。若未先行通知，Case IH
不会因此承担已售部件设计修改导致的任何责任。我方会尽力确保本手册交付印刷时规格、说明和插图的正确性，但若有更改，恕不先行通知。插图可能显示可选装备，也可能没有
显示全部标准装备。Case IH 推荐使用
润滑油。
CNH International SA － 亚太地区网络服务部 － Riva Paradiso，14 - 6902 Paradiso-Lugano Switzerland － © 2014 CASE IH －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www.caseih.com
电子邮箱：International@caseih.com － 2014/04 － Cod. N. AP3201C/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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