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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机器：（参阅用户手册的“概述”和“操作”部分以及高级功能手册。）
• 操作前务必确保车辆、其他设备、家畜和人员远离机器。

• 将控制面板主电源断开开关转动到 ON（打开）位置。如果使用由发动机驱动的发电机供电，请将发电机设置到正确电
压/频率。切勿超过系统规格。

带水运行机器
1. 在主屏幕上按水按钮以打开供水。
2. 要设置施水量，请选择深度字段或湿百分比计时器字段。

• 在“深度”字段中，设置施水深度（用英寸或毫米单
位）。

或
• 在湿百分比计时器字段中，调整百分比以获得所需的

施水深度。

a) 输入深度或百分比计时器设置。

b) 按输入保存所输入的值。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按  按钮启动机器正向运行。

• 按  按钮启动机器反向运行。

• 按  使机器停止运行。

注：若一个控件未配置为在主屏幕上显示，请依次
按“菜单”、“系统”、“面板”和“控件”，在控
件屏幕上查看该控件。

控制辅助继电器：
1. 按菜单、系统、面板和控件。
2. 按辅助设备 1 或辅助设备 2 按钮以打开或关闭相应设

备。

打开/关闭自定位停机装置：
1. 按 SIS（自定位停机装置）按钮以打开或关闭该装置。

• 自定位停机装置打开可停止在自定位停机装置位置。
• 自定位停机装置关闭可绕过自定位停机装置位置。

设置自定位停机装置位置：
1. 选择 SIS（自定位停机装置）字段。
2. 输入所需的自定位停机装置位置（度），然后按输入。

打开电源和压力重新启动功能：
1. 按菜单、系统、面板和控件。
2. 按自动重新启动按钮以打开或关闭该功能。

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高级功能手册中的“自动
重新启动途径：”。

选择自动反向或自动停止：
1. 按菜单、系统、面板和控件。
2. 按自动反向/自动停止按钮以切换打开自动反向或自动

停止功能。

注：必须启用 AR/AS。仅适用于安装有驱动装置的自
动反向硬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高级功能手册中
的“自动反向/自动停止 (AR/AS)”。

不带水运行机器
1. 在主屏幕上按水按钮以关闭供水。
2. 要设置运行速度，请选择干百分比计时器字段。

• 在干百分比计时器字段中，调整百分比以获取所需的
运行速度。

a) 输入百分比计时器设置。

b) 按输入保存所输入的值。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按  按钮启动机器正向运行。

• 按  按钮启动机器反向运行。

• 按  使机器停止运行。

设置尾枪：
参见图 3-1。
1. 依次按菜单、实用程序和尾枪。

2. 选中 EG（尾枪）复选框启用尾枪。

3. 按尾枪对应的 EG 配置按钮。

4. 选择一个设置序列对的左字段（尾枪打开角度），然后
在数字键盘上输入度数。按输入。

5. 选择该序列对的右字段（尾枪关闭角度），然后在数字
键盘上输入度数。按输入。

6. 根据需要，为其他设置序列对重复执行第 4 步和第 
5 步。使用屏幕底部的箭头可查看其他设置序列对。

左倾角 右倾角

图 3-1

软件 ICON10 v 1.01，智能继电器板 (SRB, Smart Relay Board) v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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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停止和故障
系统停止 阈值

命令 通过按 STOP（停止）按钮有意命令机器停止。

自定位停机装置 (SIS) 当前的机器位置与机器在等待/运行时的自定位停机装置位置一致。

日常运行 启用日常运行控制并选择日常运行模式后，系统在日常运行的开始/停止范围外启动。

程序 步骤或扇区程序中的停止命令关闭了机器。

自动停止 到达自动停止边界并关闭机器。

系统故障 阈值

系统电源丢失 在机器等待/带水运行时或不带水运行超过 1 秒钟时，电压降至电压下限一半以下 3 秒钟或超过 3 秒钟。

系统功率低 在机器等待/运行时，电压降至电压下限以下 15 秒或超过 15 秒。

系统安全 安全电路断电超过 3 秒钟。

低压 在机器带水运行时和超过启动压力延迟时间后，水压降至压力下限以下超过工作压力延迟时间。

高压 水压在因高压关闭延迟时间内或更长时间内一直高于压力上限。

NVMEM 发生 E01 错误，内存错误，备用电池故障。

正向/反向 当机器正在等待/运行时，正向和反向电路都处于打开状态达 15 秒以上。

工作扇区 AR/AS 和正向/反向位置均启用后，机器正在等待/运行或者在正向或反向位置角度范围外启动。 

风 启用“风速关闭”后，在机器带水运行时，风速超过风速限值达 1 分钟以上。

温度 启用“温度关闭”后，当供水打开时，当前温度降至温度下限以下。

雨量 启用“降雨关闭”后，当供水打开时，降雨期的总降水量超过降雨关闭限值。

流量 在机器带水运行时，达到充足水压后，流量降至流量下限以下。

灌溉计时器 启用灌溉计时器后，过量灌溉计时器累计的时间大于因过量灌溉关闭时间。

轮胎气压 启用关机压力控制功能后，连续两个传感器读数报告的轮胎气压低于该轮胎所在塔的标称轮胎气压至少一个关机压降值。 

GPS 通信 启用“GPS 定位”和“定位丢失关机”后，在机器等待/运行时，没有 GPS 通信，且超过定位丢失关机延迟时间。

GPS 锁定 启用“GPS 定位”和“定位丢失关机”后，在机器等待/运行时，GPS 锁定状态为“无”，且超过定位丢失关机延迟时间。

电缆端 启动机器时，检测到电缆被切断。

PCB 硬件 在机器等待/运行时，检测到 PCB 硬件问题。

12V 功率 启用备用电池后，备用电池电源电压降至 10 伏以下，或设备一直使用备用电池电源供电且超过备用电池使用时间。

位置编码器通信 启用“位置编码器”选项和“定位丢失关机”后，在机器等待/运行时，位置编码器一直未通信，且超过定位丢失关机延迟时间。

许可 协议许可无效。

错误代码
错误 说明 错误 说明

E01 NVMEM 已损坏 E16 VDC 通信错误 — 主要 COM 模块

E02 PCB 硬件问题 E17 VRI-iS 喷头通信错误

E03 软件重置 E18 GPS 通信错误

E04 功率降到电压下限以下 E19 GPS 信号丢失 

E05 系统安全性丧失 E20 DGPS 信号丢失 

E06 压力延迟之后压力过低 E21 流速低于流量下限

E07 压力（毫伏）传感器超出范围最高值 E22 压力高于压力上限

E08 压力（毫伏）传感器超出范围最低值 E23 PLC 通信错误

E09 压力（毫安）传感器超出范围最高值 E24 阀门占空比由于高压而重新同步

E10 压力（毫安）传感器超出范围最低值 E25 GPS 坐标超出范围 

E11 泵关闭时压力开关处于激活状态 E26 轮胎压力低

E12 Valley GPS 压力传感器超出范围最高值 E27 TPMS 通信错误

E13 Valley GPS 压力传感器超出范围最低值 E28 收到了 VDC 错误报告消息

E14 正向/反向感应短路 E29 Valley GPS 通信错误，主 OPMC

E15 灌溉不足错误 E30 收到了 Valley GPS 错误报告消息

软件 ICON10 v 1.01，智能继电器板 (SRB, Smart Relay Board) v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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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 符合性声明

我司：  Valmont Industries, Inc.  
28800 Ida Street 
Valley, NE 68064 USA 
+1 402.359.6312 
+1 402.359.6143（传真）

兹此声明，与本文档相关的产品：

 作物灌溉系统

符合以下文档规定的要求，并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机械指令 2006/42/EC
 低电压指令 2014/35/EU 
 电磁兼容性指令 2014/30/EU

上述设备符合以下文档中与安全相关的所有条款（并不一定符合反映商业偏好的所有条款）：

 EN 60204-1:2006 机械安全 － 机器的电气设备
 EN 12100:2010 机械安全
 EN 909:1998+A1 灌溉机械

 关于压力设备指令 97/23/EC 的声明：

  根据第 1 条第 3.2、3.6 和 3.10 款，作物灌溉系统不属于压力设备指令管辖范围。本设备被分类为 1 类
以下设备。

 关于 RoHS 指令 2011/65/EC 的声明：

  根据第 2 条第 4(e) 款，作物灌溉系统不属于 RoHS 指令管辖范围，是“大型固定装置”。

序列号：

采购单：

Philipp Schmidt-Holzmann
Valmont S.A.U.
28840 Mejorada del Campo
Madrid, ES 28840
+34 91 679 4300

获得授权编制欧洲地区技术文件的人员是：
若国家/地区管理机构提出合理要求，我们将通过电子邮件提供
其他相关信息

签发日期：2018 年 3 月 9 日
签发地点：Valley, NE 68064

Ron Pollak
高级电气工程师
Valmont Industrie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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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Valley 电动灌溉机 — 仅限欧盟
Valmont Industries Inc. 没有在 Valley 电动灌溉机的控制面板上安装差动（接地故障）电路断路器，因为保护标准随
安装地国家/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分销商必须提供并安装符合 Valley 灌溉机安装地国家/地区标准的差动（接
地故障）电路断路器。

欧盟范围内规定差动电路断路器保护装置最高使用 24 伏电压。

Valley 灌溉机需要正确接地。

• 根据要求，如果接地电阻低于 80 欧姆，则需要使用 300 毫安的差动（接地故障）电路断路器。

• 如果接地电阻在 80 至 800 欧姆之间，则需要使用 30 毫安的差动（接地故障）电路断路器。

安装人员应该负责为设备保护组件或机器安装电源，并予以检查。Valmont Industries Inc. 对于并非其制造的设备
保护组件或机器的故障概不负责。

为确保差动（接地故障）电路断路器正常工作，由发电机供电的 Valley 圆形灌溉机必须配备两条缆线，一条从
灌溉机机架连接到接地柱，另一条从灌溉机机架连接到发电机上的接地端子。

• 灌溉机与发电机之间的电阻必须明显低于 80 欧姆。

关于本手册
本手册所含信息适用于安装有软件版本 ICON10 v 1.01 版和智能继电器板 (SRB, Smart Relay Board) v 1.01 的 Valley 
ICON10/ICON1 控制面板。有关安全、喷灌机硬件、维护、拖曳、故障排除和防冻处理方面的其他章节包含在相
应的 Valley 喷灌机用户手册中。

作为用户/操作员，为了获得最佳的系统性能，您应熟悉系统功能。请注意，喷头的性能取决于您对设备、土壤
和水之间关系以及设备应用的认识。

本出版物中的技术规格、说明和解说性资料在批准印刷时已尽可能的准确。Valmont Industries Inc. 保留更改技术
规格或设计的权利并且不承担任何义务。技术规格适用于在美国销售的机器，在美国以外地区则可能有所不同。

其他信息包含在此控制面板的高级功能手册（部件号 0999953，英文版）中。

辅助设备保修
用户应为所有辅助设备（如发动机、泵和发电机）在其各自的制造商处进行保修注册。

电气安全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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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识别安全信息
灌溉设备可能使用高压供电，如果使用不当，危险极大。为获得最大的安全性和最佳的机器性能，在操作本设
备之前，所有用户/操作员和维护人员都必须阅读并熟悉用户/操作员手册中的内容，以及本手册中的所有安全
信息和机器上的安全标志/标牌内容。

操作机器或开始进行部件的维护、故障排除、测试、安装或组装前，任何组装、操作、维修或维护本机器的人
员都必须阅读并熟悉本手册中的所有操作、维护、故障排除、测试、安装、组装说明及所有安全信息。

这些说明用于提醒您在操作时应该小心遵循的事项，如果您不遵循这些事项，可能会伤害到自己或他人，以及
操作机器的下一位操作员，或导致设备损坏。

安全信息
本手册中的安全信息前面带有危险标志以及以下三种字样之一：“危险”、“警告”或“注意”。这些注意信
息用于提醒您注意可能会伤害您本人或他人或导致财产损坏的潜在危险。

！   “危险标志”用于提醒您注意有关不安全操作或状况的信息，它的后面可能会出现“危险”、“警告”
或“注意”等警示词。

！  危险
“危险标志”与“危险”一词同时使用，用于提示可能会导致严重人身伤亡事故的直接危险。

！  警告
“危险标志”与“警告”一词同时使用，用于提示可能会导致严重伤亡事故和/或设备或财产重大损失的不安全
操作或状况。

！ 注意
“危险标志”与“注意”一词同时使用，用于提示可能会导致人身伤害和/或设备或财产轻微损坏的不安全操作
或状况。

信息注意事项
本手册中的重要信息事项之前标有“注”一词。

注
“注”一词用于提醒您注意阅读有助于正确安装、操作或维护设备的程序或技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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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保护设备的使用
•  在具有潜在电气危险的环境中工作的人员必须使用保护特定身体部位和针对特定工作的人员保护设备。参

阅“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 (OSHA) 规程”（标准 — 29 CFR）有关人员保护的部分1910.335，或适用的国
家/地区、州/省或地方法规，以了解详细信息。

•  必须让人员保护设备保持安全、可靠的工作状态，并定期检查或测试。

•  当工作人员在可能会发生意外触电的外露带电部件旁工作，或在可能产生危险电热或电弧的环境中工作时，
必须使用防护罩、防护栏杆或隔热材料，以保护所有工作人员不会发生触电、烧伤或其他与电气相关的人身
伤害事故。在打开通常为封闭的带电部件进行维护或维修时，必须放置防护罩，以防止无资格的人员接触到
带电部件。

•  在必要的地方必须使用安全标志和标签、安全符号或事故防止标签，警告工作人员可能存在导致人身伤害的
电气危险。

导电材料和设备
操作导电材料和设备时，应避免其接触带电的线缆、外露的导体或电路部件。

•  在有带电线缆、外露的导体或电路部件的区域操作较长的导电体（例如，包括但不限于跨体拉筋、管子、角
钢和梯子）时，必须遵循一定的工作规程（例如使用绝缘、防护和材料处理技术），将危险降低到最小程
度。

• 便携梯必须采用不导电的扶手。

•  不要穿戴导电的珠宝和衣物（例如，包括但不限于手表带、手镯、戒指、钥匙链、项链、带金属的围裙、带
有导电线的衣物，或金属头饰），这些都可能与带电线缆、外露的导体或电路部件接触。

坠落保护
开始工作前，应确定是否有潜在的坠落危险，并判断坠落保护设备是否适用于此项工作。注意与日常工作和非
日常工作相关的危险。每次使用前，都应检查坠落保护设备（线束、系索）及装置（栏杆、打结点）。根据工
作需要使用坠落保护设备。确保坠落保护设备适合工作任务的要求，配合适当，并且处于良好状态。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阅“美国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 (OSHA) 规程标准 — 29 CFR 1926.500、1926.501 和 1926.502”或适用
的国家/地区、州/省或地方法规。 

• 使用脚手架时，确保具有正确的接触点、完整的支撑、稳固的落脚点，并装有防护栏杆。

•  使用吊升装置时，应牢固地立在吊升装置的平台上，任何时候都应将坠落保护设备与栏杆或打结点系紧。

•  如果使用梯子，应确保梯子不导电并且尺寸适用于工作任务。阅读梯子的使用说明书，并确保梯子处于完好
状态。确保梯子立稳并且角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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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工作间隙
为了降低导致人身伤害的风险，所有人员都应与配电柜或其他电气设备保持足够的工作间隙。下表列出了所需
的最小工作间隙。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美国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 (OSHA) 规程”（标准 — 29 CFR）有关人
员保护的部分 — 1910.303(g)(1)(i)，或任何其他适用的国家/地区、州/省或地方法规。

最小工作间隙（0-600 伏）

工作间隙区域的宽度 工作间隙区域的高度 配电柜/电气设备前的最小工作间隙 

工作空间的一侧有外露的带
电部件，另一侧无带电的接

地部件。

工作空间的一侧有外露的带
电部件，另一侧也有带电的

接地部件。

工作空间的一侧有外露的带
电部件，另一侧也有外露的

带电部件。

最小 30 英寸（760 
毫米）或外壳宽度，

以较大值为准

最小 78 英寸（1,980 
毫米）或外壳高度，

以较大值为准

最小 36 英寸（915 毫米） 最小 42 英寸（1,065 毫米） 最小 48 英寸（1,220 毫米）

 混凝土、砖块或墙面瓷砖视为接地。

合格人员
合格的人员是指拥有经认可的学位、文凭或有职业声望的人士，或者是具备广博的知识、受过大量的训练或有
丰富经验的人士。一名合格的工作人员应该能够依靠自身能力分辨或解决与主题、工作或项目相关的问题。

只有合格的人员可以操作未断电的电路部件或设备。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美国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 (OSHA) 规程标准 — 29 CFR 1926.32(m) 和 1910.333”或适用
的国家/地区、州/省或地方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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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空电源线缆
组装、牵引或运输灌溉机部件（例如，包括但不限于电源线缆下方或旁边的轴心点、平移机小车、跨体/驱动装
置组件、悬挂部件和/或角组件）存在触电风险，因此极其危险。

在电源线缆附近操作用于升起灌溉机组件的设备（例如，包括但不限于叉车或起重机）存在触电风险，因此是
极其危险的。只能由合格的人员操作此类设备。操作设备前，合格的操作人员必须阅读设备制造商的操作和安
全说明。

请参阅“美国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 (OSHA) 规程”（标准 — 29 CFR）有关起重机和井架的部分1926.550，或任
何其他适用的国家/地区、州/省或地方法规，以了解详细信息。

•  除非线路所有人和/或供电管理局明确表示它为不带电线路并已明显接地，否则应将架空的电源线缆视为带电
线路。

•  在任何电源线缆附近操作任何设备前，均应确保线路已断电并在工作地点明显接地。

•  在不接触带电线缆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电击致死。根据强度的不同，电流可能会跳动，或与附近未接触到电
源线缆的设备或导电材料产生感应。大风、闪电、潮湿地面和其他环境状况会增大发生触电的可能性，需要
格外注意。

•  发射塔能感应带有电荷的设备或材料。在发射塔附近作业或操作设备前，应确保发射器已断电。

•  选择跨体/驱动装置的组装位置，以确保灌溉机或组装过程中使用的设备都符合最小间隙标准的要求。

•  切勿在任何标称值为 50 千伏的电源线缆周围 10 英尺（3.05 米）范围内操作设备，或让负荷、绳索或标签绳出现
在此范围内，无论这些线缆带电与否。对于标称值超过 50 千伏的电源线缆，最小间隙应为 10 英尺（3.05 米），
电压每上升 1 千伏应额外增加 0.4 英寸（1.1 厘米）。

•  切勿在标称值为 50 千伏的动力线周围 10 英尺（3.05 米）范围内组装、牵引、运输灌溉机组件，或将灌溉
机组件放置在动力线下方，无论这些动力线带电与否。对于标称值超过 50 千伏的电源线缆，最小间隙应为 
10 英尺（3.05 米），电压每上升 1 千伏应额外增加 0.4 英寸（1.1 厘米）。悬臂支撑角钢、钢丝绳和 Spinner 
设备驱动部件通常伸出灌溉管线（跨体）上方 10 英尺至 12 英尺（3.1 米至 3.7 米）。

•  使用路障标识出可能会影响架空电源线缆的区域。组装、牵引或运输灌溉机组件以及操作包括负荷、绳索或
标签绳在内的设备时，均应远离任何电源线缆，并保持上述距离，无论这些线缆带电与否。

•  必须指定人员观察电源线缆与所有正在工作或正在移动中的设备之间的间隙，如果未满足最小间隙要求，应
及时给出警告并“停止”所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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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电上锁/挂标识程序的最低要求
每当需要对机器或设备进行维护或维修时，都至少应执行以下程序，将能量隔离装置断电上锁。此程序可确保
机器或设备停机，与所有潜在的危险能量来源隔离并锁闭，以防在工作人员执行任何维修或维护时，机器或设
备因意外通电或起动，或释放留存能量而导致人身伤害。如果看到机器或设备的部件已锁定进行维修或维护，
任何人员都不得尝试启动、加电或使用该机器或设备。

如果无法锁闭能量隔离装置，则应使用悬挂标签提醒，而受影响的工作人员必须穿戴全套人员防护装备。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美国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 (OSHA) 规程”（标准 — 29 CFR）断电上锁程序的最低要求 
1910.147 附录 A，或适用的国家/地区、州/省或地方法规。

断电上锁程序
1. 通知所有相关的工作人员，机器或设备需要维护或维修，并且必须关闭机器或设备，锁闭后才能执行维护

或维修工作。

2. 授权的工作人员应标识出机器或设备使用的能源类型和量值，应理解能量的危险性，并明白控制能量的方
法。

3. 如果机器或设备正在工作，应执行正常的关机程序（按下关机按钮、断开开关、关闭阀门等）将其关机。

4. 关闭能量隔离装置，以便将机器或设备与能量来源隔离。

5. 使用指定的专用锁锁上能量隔离装置。

6. 必须通过接地、贮藏、阻隔、排放等方法来消散或抑制留存或残余的能量（例如电容器、弹簧、升降机部
件、旋转的飞轮、液压系统中的能量，以及气体、蒸汽或水的压力等）。

7. 确保设备与电源断开：首先检查并确保没有人员暴露在内，然后通过操作按钮/控制器或通过测试来验证
设备已隔断电源，确保设备不再工作。注意：验证设备已隔断电源后，将操作控制器退回到空挡或关闭位
置。

8. 机器或设备现在处于锁闭状态。

！ 危险
• 当工作人员需要暴露在电路元件和电气部件的影响范围内时，必须由合格的操作人员使用测试装置检查设
备的电路元件和设备部件是否已断电。

让设备恢复工作
完成维修或维护工作后，应执行下列步骤让机器或设备返回正常的工作状态：

1. 检查机器或设备及其四周的邻近区域，确保已卸下不必要的部件，并且机器或设备组件操作正常。

2. 检查工作区域，确保所有工作人员都在安全位置或已从工作区域中撤离。

3. 检查控制器是否处于空挡位置。

4. 卸下断电上锁装置并重新为机器或设备通电。 

5. 通知受影响的工作人员，维修或维护已经完成，机器或设备可以随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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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操作
Valley Irrigation 灌溉机在设计过程中始终禀承安全第一的理念。但是，如果对本机器操作不当，仍有可能对操作
员构成安全威胁。良好的安全程序如同一根链条，它的强度取决于它最薄弱的一环。制造商、经销商和操作员
必须维护和改进所有安全程序。下面是安全操作提示的列表，所有负责维修或操作机器的人员都必须阅读和理
解这些内容。

！ 注意
• 切勿在没有阅读机器《用户手册》的情况下操作
机器。

• 阅读本手册中的所有安全注意事项及机器上的安
全标志。

• 切勿让任何人在未经适当培训的情况下操作本机
器。

• 未经授权的改装可能会损坏机器的功能和/或安
全性。

• 如果不理解手册中任何部分的内容，请与您的 
VALLEY 经销商联系。

员工安全说明
在首次操作时，请务必向您的员工介绍本设备的安全
使用注意事项。切勿让任何人在未经适当培训的情况
下操作本设备。

每年都应进行安全性培训，培训经理应确保员工完全
理解所有安全注意事项，并且知道紧急情况的处置措
施。

紧急停止
任何时候，在任何塔上将塔盒下方的断开开关旋转到 
OFF（关闭）位置即可停止机器。参见图 12-1。

1

图 12-11. 断开开关

！ 警告
正确接地
只有在由合格的电工按照电气标准正确安装电气设备
并接地后，才能尝试启动机器。参见图 12-2。

如果机器的供电未正确接地，发生电气故障时可能会
导致严重的人身伤亡事故。

您有责任确保您的电力供应商和/或电气承包商按
照“国家电气规程”和适用的地方电气法规要求为灌
溉机接地。如果机器正确接地并且保险丝尺寸正确，
造成触电伤害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1
2

3

4

5

图 12-2 1. 接地柱安装
2. 接户线
3. 铜接地柱

4. 铜接地线
5. 线夹

注
• 所有 60 赫兹的 480 伏交流电（380 伏交流
电，50 赫兹）供电设备必须采用 4 芯导体供
电。三根 480 伏交流电（380 伏交流电）电源线
缆和一根符合供电负荷的正确尺寸接地导线。

• 每次移动可牵引的机器时，都必须将接地线重新
连接至接地柱，并在重新起动机器前检查电路完
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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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操作（续）

！ 危险
维修时断开电源
必须在维修或维护机器前断开电源。

如果准备执行机器维护工作，必须如下图所示关闭并
锁定主电源断开开关。参见图 13-1。

1

2

图 13-1 1.主电源断开开关
2.锁

锁定后，还应填写下面所示的蓝色（OSHA 安全颜色
代码）标签并贴在断开开关上。参见图 13-2。

标签上应注明在为机器恢复供电前的联系人姓名。

图 13-2

！ 注意
合格的维修人员
如果您不理解机器的电气或其他部件的电气特性，应
让合格的维修人员执行有危险的维修或维护工作。

！ 注意
为所有功率输出传动装置放置防护设施
其中包括所有皮带和电源线驱动装置。

重新安装因维护需要而卸下的防护网和防护罩。

！ 警告
标记并防护所有电源线
不要在地下埋设的电源线附近深挖或开凿。

不要在驱动单元的行驶范围内深挖。深凿痕迹将对结
构产生严重的应力影响。

如果您深挖田地，则作首次旋转时，应将百分比计时
器设置为 100% 来运行机器。

！ 警告
怀疑短路
如果您怀疑出现短路，切勿触摸机器。应立即联系合
格的电工或经授权的 Valley 经销商。

若发生以下情况，您即有理由怀疑可能出现危险电
压：

• 机器或跨接电缆发生物理损坏

• 最近出现雷暴（闪电）

• 异常的机器工作特征

如果您在碰触机器时感觉到刺痛，并因此怀疑出现了
短路，切勿再次碰触机器。应立即联系合格的电工或
经授权的 Valley 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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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操作（续）

！ 警告
闪电和机器
在发生雷暴时应远离机器。灌溉机属于良好的接地路
径。田地中最高的物体也可能成为很好的雷电接地
体！

！ 注意
切勿使用超规格的保险丝
不同规格的保险丝用于保护特定功率的机器。

在首次起动前及更换保险丝时，确保在正确的位置安
装了正确规格的保险丝。

！ 注意
插座接头
连接或断开任何插座接头前必须断开电源。

！ 注意
切勿在冰点温度下操作机器
喷出的水具有冷却效应，即使温度稍高于冰点，水仍
然会结冰。

在华氏 40 度（摄氏 4.5 度）时应关闭机器。切勿在
温度低于 40°F (4.5°C) 时操作机器。

• 因结冰而导致的设备损坏不在保修范围内。

• 为防止管线在寒冷的天气结冻，确保所有排水管正
常工作是至关重要的。

！ 注意
避免高压水流
避免身体与高压水流接触。

！ 警告
避免使用化学剂
当水中注入有化学剂时，应避免人员暴露于喷头喷出
的水雾中。阅读 EPA 标签改进计划（PR 声明 87-1）
及化学剂应用的所有说明。

如果计划施用化学剂，应确保遵守与安全设备、认
证、操作及喷射泵校准相关的州/省或地方法规。确
保准备好急救药品和清水，以防发生意外事故。此
外，必须熟悉正确的清洗步骤，以应对溢出情况。

• 建议穿着防护服来处理化学剂。处理化学剂时，应
穿戴护目镜、手套并穿着防护外套。

• 如果施用化学剂时没有安装/使用与灌溉喷射设备连
接的有效安全装置，可能会发生供水污染。

！ 危险
驱动轴在无预兆情况下启动
每个塔上均有一个电动机，为连接到齿轮传动装置的
两个或更多个驱动轴提供动力。这些驱动轴会在毫无
预兆情况下起动和停止。

• 切勿触摸转动的驱动轴或护罩，否则衣物或四肢可
能会被卷入其中，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事故。

• 严禁在电源断开开关锁闭在 OFF（关闭）位置之前
维修机器。

• 维修后必须重新装回驱动轴护罩。

• 必须将驱动轴护罩安装在正确位置后才能操作机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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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扇形灌溉操作安全
如果机器在道路上反向运行或相对于实物（例如建筑
物、树林、电线杆等）反向运行，必须提供一个备用
装置，以便在反向运行机制发生故障时停止机器。参
见图 15-1。

有关在这些情况下机器应使用什么实体路障的更多信
息，请与您的 Valley 经销商联系。

1

图 15-1 1.实体路障

！ 注意
正确使用安全短接功能 
在使用安全短接功能时，操作员必须小心，因为安全短接
会绕过或禁用机器的所有自动安全停机电路。

• 切勿按住处于起动位置的起动/停止安全超控开关超
过 3 秒。

如果操作员不能看到机器的全貌，则不要使用安全超
控功能。

每次尝试用安全超控起动时，操作员都必须检查整个
机器。

反复尝试安全超控起动可能导致严重的结构损坏。

如果机器起动失败，应与您的 Valley 经销商联系。

安全操作（续）

！ 注意
启动前检查轮距
启动前应确保所有物品、家畜或人员远离机器。驱动
系统动力强大，可以越过车辆、设备等。

！ 注意
让儿童远离
圆形喷灌机不是运动场设备。

应防止儿童攀爬机器，或在机器周围玩耍。这是极其
危险的举动，尤其是在机器运行时。

！ 注意
检查机器方向
如果机器的移动方向与您选择的方向相反，切勿操作
机器。

前进应为顺时针，后退应为逆时针。

！ 注意
保持车道干燥
对于大多数州而言，在州道和县道路面上洒水是违法
行为。这对路过的汽车驾驶员而言极其危险。

如果使用尾枪，应确保阅读并理解开和关位置的正确
设置步骤，以避免将水洒在路面上。

如果尾枪正在向路面洒水，应立即停止使用并调整关
闭设置，或与您的 Valley 经销商联系，维修尾枪关闭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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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标志
这些“危险”、“警告”和“注意”标志出现在 Valley 灌溉机的不同位置。必须让自己和其他操作员熟悉这些
安全标志。要更换这些标志，请与您当地的 Valley 经销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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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标志（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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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标志（续）

Copyright © 2005 Valmont Industries, Inc. 8P080997
11-03

Assembly / PartFunctional Area

11

8" Pivot
Standard & High Profile

End Gun & Stop-In-Slot
Auto Reverse Controls

 19 Track - Pivot Controls .............................................1780557
 20 EGSO Disk  ..............................................................1780558
 21 1/2" Lock Nut ...........................................................0133005
 22 5/16" x 1-1/4" Self-Tapping Screw ..........................0164145
 23 3/8" Hex Nut - Spacer ..............................................0131018
24  1/2" x 9-1/2" Cap Screw ..........................................0161371
 25 Switch Arm Lever ....................................................03E0336
 26 Auto Forward/Safety Switch ...................................1812048
 27 Auto Reverse/Safety Switch ...................................1812047
 28 Switch Only ..............................................................03E0317
 29 Switch Mount ...........................................................1780520
 30 #10 Hex Nut ..............................................................0131055
 31 #10 x 2-1/2" R.H. Machine Screw ...........................0164083
 32 Retrofit Split EGSO Ring Half (2 req'd) .................1780811
 

 3 1/2" x 1-1/2" Cap Screw ..........................................0161026
 4 Spring .......................................................................0181085
 5 5/16" Lock Nut .........................................................0133007
 6 5/16" Flat Washer ....................................................0142017
 7 EGSO Roller .............................................................1780192
 8 Roller Bushing .........................................................1800207
 9 EGSO Roller Plate - 8" ............................................1780195
 10 EGSO Roller Angle ..................................................1780562
 11 1/4" x 1" Cap Screw .................................................0161056
 12 1/4" Lock Nut ...........................................................0133008
 13 5/16" x 1-1/4" Cap Screw ........................................0161051
 14 1/2" Hex Nut .............................................................0131015
 15 5/16" x 3/4" Cap Screw............................................0161076
 16 EGSO & SIS Control Box - UL ................................1814235

ENG13/ORIG/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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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标志（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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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ICON 移动应用
ICON 移动应用在 ICON1 上属于必备应用，在 ICON10 上属于可选应用。使用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或笔记本电脑等
移动设备前，必须配置 Edge-of-Field WiFi™。需要使用 WiFi 路由器，并从与设备兼容的应用商店下载 ICON 移动
应用。参见图 20-1，其中显示了在平板电脑上看到的典型主屏幕。移动应用提供一个浮出菜单，其中包含 WiFi 
网络上所有已连接的设备，并允许远程控制机器和配置控制面板。由于控件和状态字段可以自定义，因此其外观
可能与图 20-1 中所示有所不同。

42%9:41 AM

图 20-1 ICON 移动应用屏幕截图

AgSense ICON Link
AgSense® ICON Link 是一款远程管理模块，通常随附于每个 ICON 控制面板。有了它，您可以通过 AgSense 应用
或通过 Valley BaseStation3™ 实现对控制面板功能进行全面远程编程，并可监测圆形喷灌机的操作。请联系当地 
Valley 经销商完成 ICON Link 安装，激活 AgSense 或购买 BaseStation3。AgSense 应用在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中
均可下载

产品特性
• 喷灌机和面板监测和控制

 » 访问喷灌机的实时状态和其他输入内容
 » 通过您的移动设备或台式电脑控制灌溉机

• 提供综合报告功能，方便您通过简单易读的自定义格式查看历史数据，以了解过往情况

• 电子邮件和短信警报

• BaseStation3™ 和第三方 API 链接*

• 线缆防盗监测和泵控制* 

*需要其他硬件或订购

AgSense 是 AgSense, LLC 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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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3
1

图 21-1 1. ICON10 控制面板
2. ICON 模块
3. 主电源断开开关
4. 安全短接按钮

本部分简述了控制面板组件和控件。

ICON10 / ICON1

控制面板
本 Valley 控制面板使用 ICON10 模块执行操作员命令。参见图 21-1。

电源断开

此开关可以断开机器的所有电源，但控制面板内电源断开开关的入线（上部）接线端除外。此开关的功能是打
开或关闭电源。参见图 21-1 和 21-2。

安全短接按钮

按下此开关和启动按钮即可超控机器的安全电路。参见图 21-1。

！ 警告
• 任何时候都不要按住安全超控开关达三秒以上。使用安全超控可能导致严重的结构损坏。如果机器起动失
败，请与您当地的 VALLEY 经销商联系。

3 秒延时计时器

三秒延时计时器是控制面板电路中配备的标准设备。

在发生瞬时断电或电压下降情况时，如果供电在三秒内恢复，机器将保持运行状态。

泵重新启动延时

当控制面板同时控制着被设置为自动起动的灌溉泵时，灌溉泵必须设置泵重新起动延时，以免受损害。泵重新
起动延时必须发生在灌溉机控制面板与泵之间的泵电路中。

！ 注意
• 为防止自动控制的电动泵因 3 秒或更短时间的瞬时停电而发生损坏，应在灌溉机控制面板和泵之间的泵电
路中设置泵重新起动延时。

4

2

3
1

图 21-2 1. ICON1 控制面板
2. ICON 模块
3. 主电源断开开关
4. 安全短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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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屏幕
主屏幕是您可开始操作灌溉机并了解其当前状态的地方。控件位于屏幕左侧，机器的当前状态显示在屏幕右侧。
参见图 22-1 所示的典型主屏幕。接下来的几页介绍主屏幕上可能出现的元素。由于控件和状态字段可以自定
义，因此其外观可能与图 22-1 中所示有所不同。

1

3 4 5

2

1

4 5 3

图 22-1

控件 — 第 1 项 屏幕左侧最多可以显示六个控制按钮，用于编程和操作机器。

状态 — 第 2 项 屏幕右侧最多可以显示八种状态。状态下方有一个图形图像，指示机
器的当前位置。

正向启动 — 第 3 项 按此按钮可启动机器并正向（顺时针）移动。 

反向启动 — 第 4 项 按此按钮可启动机器并反向（逆时针）移动。

停止 — 第 5 项 按此按钮可停止机器移动、关闭泵和水阀（如果接线情况允许）。

当您在停止带水运行的机器后 5 秒内按开始按钮，机器有一段防止重新
启动的延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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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屏幕（续）
控制按钮

最多可以选择在屏幕左侧显示六个控制按钮，以用于操作机器。您可通过按菜单、系统、面板和控件访问所有控制按
钮。下面介绍了每个可用的控制按钮。控制按钮指示机器当前正在进行的操作，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

水 供水打开 — 泵和/或封水阀当前打开（如果接线情况允许）。按此按钮
可将它们关闭。 

供水关闭 — 泵和/或封水阀当前关闭。机器启动后，按此按钮可命令泵
打开、阀打开或二者均打开（如果接线情况允许）。

系统将自动调用预编程的压力延迟，以留出足够时间使压力在机器移动
前积聚在机器中。

百分比计时器/深度 湿百分比计时器/深度字段 — 供水打开后，选择字段右侧的“深度”，
然后输入施水深度（英寸或毫米），或选择字段左侧的湿百分比计时
器，调整百分比以获得所需的施水深度。百分比计时器指示末端塔运行
的时间百分比。

干百分比计时器字段 — 供水关闭后，选择干百分比计时器字段，调整
百分比以获得所需的运行速度。百分比计时器指示末端塔运行的时间百
分比。

巡航（小时） 巡航（小时）— 打开 — 巡航已打开。按此按钮可关闭。

巡航（小时）关闭 — 巡航关闭。按此按钮可打开。

巡航（小时）字段 — 巡航打开时，选择巡航（小时）字段可设置完成
一次行程的小时数。

自定位停机装置 自定位停机装置打开 — 自定位停机装置已打开，并且会将机器停止在用
户所选的农田预设位置。按此按钮可关闭自定位停机装置。

自定位停机装置关闭 — 自定位停机装置已关闭。按此按钮可打开自定
位停机装置。

自定位停机装置字段 — 自定位停机装置打开时，选择自定位停机装置
字段可设置自定位停机装置的角度位置。

自动重新启动 自动重新启动打开 — 自动重新启动已打开。按此按钮可关闭。

自动重新启动关闭 — 自动重新启动已关闭。按此按钮可打开。

辅助设备 1 和 2 辅助设备开启 — 辅助设备已开启。按此按钮可关闭。

辅助设备关闭 — 辅助设备已关闭。按此按钮可打开。

自动反向/自动停止 AR/AS 禁用 — 自动反向/自动停止被禁用。按菜单、实用程序、AR/
AS、配置 ARAS、自动反向/自动停止可启用。

自动反向打开 — 自动反向已打开。按此按钮可打开自动停止。

自动停止打开 — 自动停止已打开。按此按钮可打开自动反向。

尾枪 尾枪自动 — 当尾枪设置为“自动”时，所选尾枪启用且处于就绪状
态。按此按钮可关闭（禁用）。选中复选框可测试尾枪工作情况。取
消选中复选框或五分钟后测试将结束。

尾枪关闭 — 尾枪已关闭（禁用）。按此按钮可打开（启用）自动模
式。选中复选框可测试尾枪工作情况。取消选中复选框或五分钟后测
试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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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和 % — 显示当前的施水深度和百分比。

• 电压 — 显示当前的工作电压。当电压降至低电压下
限以下时，机器将会关闭。

• 调节 % — 显示湿或干状态下计时器的当前调节百分
比。

• 温度 — 显示当前的室外温度。需要选配硬件。

• 雨量 — 显示当前的总降水量。需要选配硬件。

• 风 — 显示风速（英里/小时或千米/小时）。需要选
配硬件。

• 流量计 — 显示机器灌溉使用的水量（加仑/分）。需
要选配硬件。

• 压力开关 — 压力开关打开时显示“正常”，压力开
关关闭时显示“低”。需要机械压力开关。

• 带水运行时间 — 显示机器运行期间灌溉的时数。

• 总时数 — 显示机器运行的总时数。

• AR/AS — 显示已开启“自动反向”或“自动停止”。

• 小时/行程 — 显示机器完成一次行程将花费的时间。

• 端部压力 — 显示机器端部的压力。需要使用 Valley 
GPS。

机器名称 — 第 1 项 — 显示与机器关联的名称。

当前日期和时间 — 第 2 项 — 指示当前日期和时间。

机器状态 — 第 3 项 — 指示机器的当前已知状态。

喷灌机位置 — 第 4 项 — 指示机器在农田中所处的位
置。机器位置用度表示。

故障通知 — 第 5 项 — 指示是否发生任何系统故障。您
可通过按该图标访问“系统故障”屏幕。

喷灌机状态 — 第 6 项 — 喷灌机图形中会显示某种颜色，表
示机器的当前已知状态。参见第 28 页上的 Pivot Circle Colors 
and Shapes。

状态图标 — 第 7 项

• 重新启动 —“无重新启动”或“重新启动”。“重新
启动”指示机器可能因自动重新启动、周期重复重新
启动或日常运行重新启动而重新启动。

• 程序 — 无程序”或“程序”。“程序”指示当前正在
运行的程序。

• VRI — 指示 VRI-S、VRI-Z、VRI-iS 或巡航程序正在
运行。

• 错误 —“无错误”或“错误”。“错误”指示发生
错误。

• 压力 (mV) — 显示（毫伏）压力传感器的当前水压。
需要（毫伏）压力传感器。

• 压力 (mA) — 显示（毫安）压力传感器的当前水压。
需要（毫安）压力传感器。

主屏幕（续）
状态

“重新启动”和“程序”下最多可以配置六种状态，且均为固定状态。状态下方有一
个图形图像，指示机器的当前位置。每个字段及所有状态的说明显示如下。

注：

此状态部分说明了典
型灌溉机示例的各种
工作状态。

机器实际显示的状态
部分可能与此有所不
同。

7

2

6

1 3

5

4

图 24-1

重新启动

程序

VRI

错误

压力 (mV)

压力 (mA)

深度和 %

电压

已调整 %

温度

雨量

风

流量计

压力开关

带水运行时间

总时数

AR/AS

小时/行程

端部压力



概述

ICON10/ICON1 控制面板用户手册    2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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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图 25-1

主屏幕（续）
菜单

“菜单”按钮显示在屏幕右侧。使用菜单按钮可访问其他菜单或屏幕，这些菜单或屏幕用于对面板编程、查看
数据和选择不常用的选项。下面是每个按钮的说明。

菜单 — 第 1 项

使用“菜单”按钮可访问“设置”
、“系统”、“实用程序”和“备
注”。

实用程序 — 第 5 项

用于配置尾枪、通知、TPMS、天气
和 AR/AS。

主屏幕 — 第 2 项

用于返回主屏幕。

程序 — 第 6 项

用于编写或运行可自动执行机器特
定功能的程序。

设置 — 第 3 项

用于输入灌溉机的常数值。

注 — 第 7 项

用于查看和输入备注。

系统 — 第 4 项

用于访问故障、错误和历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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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屏幕（续）
键盘

键盘用于输入百分比计时器设置、施水深度、自定位停机装置设置等值，还用于对面板编程。这些按钮的功能
说明如下：

键盘数字按钮 — 第 1 项

用于输入数值。

取消 — 第 5 项

按此按钮可在不进行任何更改的情况
下从当前屏幕后退到上一屏幕。

退格 — 第 2 项

按此按钮可退格和删除前一字符。

输入 — 第 6 项

在完成值输入时按此按钮可保存该
值。

小数点 — 第 3 项

输入十进制数值时使用。示例：1.75 
英寸（44.45 毫米）。

有效范围 — 第 7 项

可接受的值的范围。

+/- 号 - 第 4 项

按此按钮可输入正值或负值（通常都
不用，除非是输入 GPS 位置值）。

1

2

3 4

5 6

7

图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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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屏幕（续）
键盘

键盘用于输入文本值，例如输入喷灌机名称和做笔记。这些按钮的功能说明如下。

1

2

3

4

5 6

7

8

9
10

图 27-1

数字键盘 — 第 1 项

用于输入数值。

阿尔法键盘 — 第 2 项

用于输入字母和符号值。

Shift — 第 3 项

按此按钮可使字母键盘上的字母变成大写。

键布局 — 第 4 项

按此按钮可在 acbdef 键布局和 qwerty 之间切换。

符号 — 第 5 项

按此按钮可显示符号。

删除 — 第 6 项

按此按钮可退格和删除前一字符。

清除 — 第 7 项

按此按钮可清除整个字段。

退格 — 第 8 项

按此按钮可退格和删除前一字符。

取消 — 第 9 项

按此按钮可在不进行任何更改的情况下从当前屏幕后退到上一屏
幕。

输入 — 第 10 项

数值输入完成或编程操作完成时按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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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屏幕（续）
喷灌机圆圈颜色和形状

下表及下一页的表显示主屏幕用于指示机器当前已知状态的所有颜色和形状。

状态 颜色和形状 图形

喷灌机停止。 灰色圆圈。

程序正在运行。 圆圈上显示灰色网格。圆圈的颜色会变化。

喷灌机正在无水运行。 绿色圆圈。

喷灌机正在无水运行，且辅助设备 1 开启。 橙色圆圈。

喷灌机正在带水运行。 蓝色圆圈。

喷灌机正在带水运行，且辅助设备 1 开启。 蓝绿色圆圈。

喷灌机显示及在农田中所处位置。 一条白线表示喷灌机及其在农田中所处位置。

0° 指示器。 喷灌机圆圈外部一个白色三角形表示 0°。

方向指示器。 喷灌机直线末端处的黑色箭头指示喷灌机正在
移动的方向。

自定位停机装置打开。 打开后，自定位停机装置所在位置会显示一条
红线。

喷灌机道路位置。 启用后，会有一条可选黑色虚线表示喷灌机道
路位置。

系统故障。 喷灌机中央显示红色三角形表示系统故障。按
此三角形可查看该系统故障。

正在等待。 喷灌机中央显示带有沙漏的黄色三角形表示正
在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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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颜色和形状 图形

尾枪启用。 启用状态：对于每只尾枪，都会显示一条不同
的彩线来指示角度范围。当喷灌机位置在角度
范围外时，可见启用状态。必须启用尾枪，且
必须设置角度。设备的颜色各异。

尾枪 1 —  黄色 表示尾枪 1 启用

尾枪 2 —  紫色 表示尾枪 2 启用

尾枪 3 —  灰色 表示尾枪 3 启用

尾枪 4 —  红色 表示尾枪 4 启用

尾枪打开（活动状态）。 活动状态：对于每只打开的尾枪，都会显示一
条蓝线来指示角度范围。当机器正在运行且喷
灌机位置在角度范围内时，可见活动状态。必
须启用尾枪，且必须设置角度。设备的颜色各
异。

尾枪 1 —  表示尾枪 1 打开

尾枪 2 —  表示尾枪 2 打开

尾枪 3 —  表示尾枪 3 打开

尾枪 4 —  表示尾枪 4 打开

自动停止打开。 位置指示器：黑色箭头指向 AR/AS 正向/反向位
置。仅当“AR/AS”和“正向/反向位置”均启
用时，才会显示位置指示器。

自动反向打开。 位置指示器：黑色箭头指向和远离 AR/AS 正
向/反向位置。仅当“AR/AS”和“正向/反向位
置”均启用时，才会显示位置指示器。

主屏幕（续）
喷灌机圆圈颜色和形状

其他按钮和功能

下一步 按此按钮可转到同一功能的下一屏幕。

上一步 按此按钮可返回同一功能的上一屏幕。

复选框 选中复选框可启用一项功能，取消选中复选框可禁用一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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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面板设置

显示设置
下述步骤及后面几页上的步骤介绍如何设置显示和执
行以下操作：

• 设置语言和计量单位。

• 设置屏幕亮度和睡眠延时计时器。

• 设置日期和时间。

语言和计量单位

1. 在“地区”屏幕上可设置语言、数字格式以及
距离、体积、温度和压力的计量单位。参见图 
30-1。

(a) 依次按菜单、设置、显示和地区。

(b) 选择语言下拉菜单，然后选择相应语言。

(c) 选择数字格式下拉菜单，然后选择一种格
式。

(d) 选择计量单位下拉菜单，然后选择计量单
位。

• 距离：英制/美制或公制

• 体积：英制/美制或公制

• 温度：华氏度或摄氏度

• 压力：PSI 或 kPa

1

2

3

4

5

6

7

图 30-1 1. 菜单
2. 设置
3. 显示器
4. 地区

5. 语言
6. 数字格式
7. 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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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设置（续）
屏幕亮度和睡眠延时计时器

2. 使用“屏幕”可调节屏幕亮度和显示器睡眠延时
计时器。参见图 31-1。

(a) 依次按菜单、设置、显示和屏幕。

(b) 按调暗或调亮按钮，以 1% 增量在 1% 到 
100% 之间调节屏幕亮度。

(c) 按 + 增加或 - 减少 按钮，以 1 分钟增量在 
0 到 127 分钟之间调节显示器睡眠的时间。

7 8

1

2

3

4

5 6

图 31-1 1. 菜单
2. 设置
3. 显示器
4. 屏幕

5. 调暗
6. 调亮
7. + 增加
8. -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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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设置（续）
日期和时间

3. 在“日期和时间”屏幕上，您可设置当前日期和
时间。参见图 32-1。

(a) 依次按菜单、设置、显示和日期/时间。

(b) 选择日期格式下拉菜单，然后选择日期显示
方式。

(c) 分别选择日、月和年字段，然后在数字键盘
上输入日期、月份和年份。

注
• “日”、“月”、“年”字段的位置

将随着所选日期格式而变化。

(d) 选择时间字段，然后在数字键盘上输入小时
和分钟。

(e) 按下选择上午或下午（仅限 12 小时制格
式）。

(f) 或者，也可选中 24 小时制复选框，以 24 小
时制格式显示时间。24 小时制复选框留空表
示正在使用 12 小时制格式。

(g) 按更新按钮可更新当前日期和时间。

1

2

3

4

13

7 8

5

6

9 10 11

12

图 32-1 1. 菜单
2. 设置
3. 显示器
4. 日期和时间
5. 日期格式
6. 日
7. 月

8. 年
9. 小时

10. 分钟
11. 上午/下午
12. 更新
13. 24 小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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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屏幕设置
下述步骤和后面几页上的步骤介绍如何设置主屏幕
和执行以下操作：

• 添加喷灌机名称。

• 添加喷灌机道路、启用或禁用扇形灌溉和配置扇
形灌溉角度。

• 按照所需顺序，选择您要在主屏幕上显示的控制
按钮和状态。

农田

1. 在“农田”屏幕上，您可添加喷灌机道路、启
用或禁用扇形灌溉和配置扇形灌溉角度。参见图 
33-1 和 33-2。

(a) 依次按菜单、设置、主屏幕和农田。

(b) 要更改喷灌机名称，选择喷灌机名称字段，
使用键盘输入新的名称。

(c) 如果需要，请选中喷灌机道路复选框启用该
选项。

(I) 选择“喷灌机道路”字段，然后使用数
字键盘输入其位置（度），即道路在农
田中所处的位置。

(d) 如果是扇形灌溉农田，请选中扇形灌溉复选
框启用该选项。

(I) 选择起始角度字段，然后使用数字键盘
输入角度。

(Ii) 选择结束角度字段，然后使用数字键盘
输入角度。

注
• 启用“扇形灌溉”后，您将创建一个喷灌

农田的图示。控制面板不会阻止机器在指
定区域外运行，也不会在起始角度或结束
角度停止机器。

• 扇形灌溉复选框留空表示正在灌溉完整的
圆形农田。

(e) 要将 ICON 模块的 IP 地址用作喷灌机名称，
勾选使用 IP 地址复选框启用它。喷灌机名称
将更改为 IP 地址。

(f) 要使用 0° 偏移，勾选 0° 偏移复选框启用
它。

(i) 选择并输入位置，单位为度，其中 0° 
位于农田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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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1. 菜单
2. 设置
3. 主屏幕
4. 农田
5. 喷灌机名称

6. 喷灌机道路复选框
7. 喷灌机道路位置
8. 扇形灌溉复选框
9. 起始角度

10. 结束角度

2 1

43

图 33-2 1. 使用 IP 地址
2. IP 地址

3. 0° 偏移
4. 0° 偏移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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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屏幕设置（续）
状态

2. 在“状态”屏幕上，最多可以选择六种要显示在
主屏幕上的状态。状态下拉菜单编号与主屏幕上
的状态位置相对应。参见图 34-1。

(a) 依次按菜单、设置、主屏幕和状态。

(b) 选择一个状态下拉菜单，然后选择一种状
态。如果要将主屏幕上的该字段留空，请选
择“空”。

1

2

3

4

5

图 34-1 1. 菜单
2. 设置
3. 主屏幕

4. 状态
5. 状态下拉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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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屏幕设置（续）
控件

3. 在“控件”屏幕上，最多可以选择六个要显示在
主屏幕上的按钮。控件下拉菜单编号与主屏幕上
的控件位置对应。参见图 35-1。

(a) 依次按菜单、设置、主屏幕和控件。

(b) 选择一个下拉菜单，然后选择一个按钮。如
果要将主屏幕上的该字段留空，请选择“
空”。

1

2

3

4

5

图 35-1 1. 菜单
2. 设置
3. 主屏幕

4. 控件
5. 控制弹出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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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控制面板设置
完成最低控制面板设置即可将控制面板投入使用。如果需要，可以在本部分结尾处的“系统常数记录”中记录
控制面板设置。

本部分包含电压、低电压、预估驱动速度以及 GPS 角换算（将分和秒换算为十进制度）的参考表。

下面列出了参考表的位置：

电压 ...................................................................................................................................................................... 第 47 页
低电压 .................................................................................................................................................................. 第 47 页
驱动装置预估速度表 .......................................................................................................................................... 第 48 页
GPS 角换算表 ...................................................................................................................................................... 第 49 页
角度示例 .............................................................................................................................................................. 第 49 页
常数记录 .............................................................................................................................................................. 第 50 页

要设置控制面板，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转到“常数”屏幕设置喷灌机最低施水量、每转
时间和电压。参见图 36-1。

(a) 依次按菜单、设置、常数和常数。

(b) 选择最低施水量字段，然后在数字键盘上输
入水量。请参阅此机器的 VChart 报告。

(c) 选择每转时数字段，然后在数字键盘上输入
数字。请参阅此机器的 VChart 报告。

(d) 选择低电压字段，如果电压低于 440 伏，请
在键盘上输入限值。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47 页的“低电压”。

(e) 按校准按钮，然后在键盘上输入实际电压读
数。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47 页的“
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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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1 1. 菜单
2. 设置
3. 常数
4. 常数
5. 系统

6. 电压
7. 最低施水量
8. 每转时数
9. 低电压

10. 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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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控制面板设置（续）
2. 转到“泵”屏幕确认各项设置并关联压力传感器

与机器状态。参见图 37-1。

(a) 依次按菜单、设置、常数、泵和压力及泵。

(b) 确认以下字段均设置为所需值。

(i)  自动重新启动途径：若要更改，请在“
压力”、“电源”或“两者”之间选
择。

(ii)  泵类型：若要更改，请在“发动机泵”
或“电动泵”之间选择。

(iii)  低压：若要更改，请选择“低压”字
段，然后在数字键盘上输入值。

(iv)  高压：若要更改，请选择“高压”字
段，然后在数字键盘上输入值。

(C) 按传感器设置。

(D) 选中机器停止时和/或运行时应用于输入的现
有压力传感器对应的复选框。

本例中仅使用了一个压力（毫安）传感器。

必须至少选中两个复选框，一个用于停止时
的输入，一个用于运行时的输入。

注
• 如果未选中任何一个复选框，机器将

会无水运行，而不会带水运行。

• 如果启用了多个传感器，所有传感器
都必须高于压力下限，否则机器会显
示没有压力。

！ 注意
• 如果启用了多个压力传感器，将“自动
重新启动途径”设置为“压力”或“同
时”，确保泵获得适当的重启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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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1 1. 菜单
2. 设置
3. 常数
4. 泵
5. 泵
6. 自动重新启动途径

7. 泵类型
8. 低压
9. 高压

10. 传感器设置
11. 已停止输入
12. 运行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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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控制面板设置（续）
3. 校准压力传感器。参见图 38-1。

(a) 按传感器校准显示压力传感器设置屏幕。

(b) 确认最大压力、压力最大时的值和压力为 
0 时的值设置为正在使用的传感器所需的
值。

若要更改值，请选择该值，然后在数字键盘
上输入新值。  

(c) 泵关闭后且机器不带水运行时，按正在使用
的传感器的校准按钮。

(d) 按是将水压传感器的当前水压设置为零。

(e) 对其他传感器重复步骤 (c) 和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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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1 1. 传感器校准
2. 最大压力
3. 压力最大时的值
4. 压力为 0 时的值
5. 校准压力传感器
6.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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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控制面板设置（续）
4. 根据机器配置，为定位相关的控制面板设置编程：

• 如果机器配备位置编码器，请继续下一页上的“设置位置编码器”程序。

• 如果机器配备 GPS 定位功能，请继续第 41 页上的“设置 GPS 定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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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控制面板设置（续）
设置位置编码器

要设置位置编码器，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设置 RJ11 通信端口协议：

(a) 依次按菜单、设置、通信端口和 RJ11。

(b) 选择 RJ11 协议字段，再从列表中选择位置
编码器。参见图 40-1。

(c) 依次按菜单、设置、常数、位置的喷灌机位
置可显示“位置”屏幕。

(d) 按校准按钮，然后在数字键盘上输入喷灌机
位置（度）。参见图 40-2。

• 配备位置编码器的机器的最低控制面板设置完
成。

(e) 继续第 45 页的“设置定位丢失”程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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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1 1. 菜单
2. 设置
3. 通信端口

4. RJ11
5. RJ11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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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2 1. 菜单
2. 设置
3. 常数

4. 位置
5. 喷灌机位置
6. 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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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控制面板设置（续）
设置 GPS 定位

（适用于配备 GPS 喷灌机定位功能的机器）

要设置 GPS 喷灌机定位，请执行以下操作：

• 从 VChart 报告获取该机器最后一个塔的速度和喷
灌机长度信息，或者测量从轴心点到最后常规驱
动装置的跨体长度（不包括悬架），然后参照第 
48 页上的“驱动装置预估速度”表进行设置。

• 使用手持式 GPS 接收器获取轴心点位置的 GPS 坐
标。

• 如有必要，参照第 49 页上的 GPS 角换算表，将 
GPS 坐标值换算为十进制度。

1. 设置 RJ11 通信端口协议：

(a) 依次按菜单、设置、通信端口和 RJ11。 

(b) 选择 RJ11 协议字段，根据机器上安装的 GPS 
定位选件，从列表选择 PLC（GPS 定位塔
盒）或Valley GPS（Valley GPS 天线）。参见
图 41-1 和 41-2。

• 当选择 PLC 时： 

(i) 选中 GPS V2 复选框以启用 GPS 定位。 
参见图 41-1。

(ii) 输入 GPS 定位塔盒的 PLC ID。

(iii) 在 第 43 页 上继续执行步骤 2。

• 当选择 Valley GPS 时： 

(i)  确保共享同一 480 VAC 电源的任何
其他机器均已运行超过 5 分钟或已断电。 

(ii) 参见page 54上的“操作”部分，并执行
以下操作：

(a) 关闭水阀。

(b) 将干百分比计时器设置为 0.0（零百
分比）。

(c) 按“开始”按钮启动机器，为安全
电路和 Valley GPS 通电。机器不得移
动。

(iii) 按 Valley GPS 设备列表按钮。参见图 
41-2。

(iv) 继续下一页上的步骤 (v)。

1

2

4

5

3

6 7

图 41-1 1. 菜单
2. 设置
3. 通信端口
4. RJ11

5. RJ11 协议 (PLC)
6. GPS V2
7. PLC ID

1

2

图 41-2 1. RJ11 协议 (Valley GPS)
2. Valley GPS 设备列表

注
• 每次机器启动时，Valley GPS 都会经历大约一

分钟的启动周期。Valley GPS 在启动周期结束
前不会与控制面板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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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控制面板设置（续）
设置 GPS 定位（续）

(v) 输入已安装设备的数量。参见图 42-1。

只安装了一台 Valley GPS 时，输入 1。

安装了其他 Valley GPS 或 VRI 选件时，
输入设备的总数量，最大为 254。

(vi) 按搜索设备按钮。控制面板将尝试找
到设备。

注：必须在启动机器后的四分钟内
按“搜索设备”按钮。

“搜索设备”只会找到在过去五分钟
内启动的设备。如果机器运行时间超
过五分钟，则停止机器并重启。

搜索设备一般需要三到六分钟。

(vii) 找到设备后，记录 Valley GPS 的 PLC 
ID。

(viii) 关闭 Valley GPS 设备列表。

(ix) 选中 Valley GPS 复选框以启用 GPS 定
位。 

(x) 输入 Valley GPS 的 PLC ID。

(xi) 在 第 43 页 上继续执行步骤 2。

1 2

4

3

5 6

图 42-1 1. 输入设备数量
2. 按“搜索设备”
3. 记录 PLC ID 
4. 关闭 Valley GPS 设备列表
5. 勾选“Valley GPS”
6. 输入 PLC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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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控制面板设置（续）
设置 GPS 定位（续）

2. 转到“GPS 设置”屏幕。参见图 43-1。

依次按菜单、设置、常数、位置和 GPS 设置，以
显示“GPS 设置”屏幕。

注
• 手持式 GPS 接收器所示的纬度和经度位置

通常显示为北、南、东或西。

• 所显示的方向会影响将位置输入控制面板
的方式。

• 如果位置显示为西或南，则必须以负度数
输入位置。

• 在北美洲，纬度位置始终是正数，经度位
置始终是负数。

3. 设置轴心点 GPS 位置：

(a) 选择轴心点 GPS 纬度字段，然后在数字键盘
上输入轴心点纬度。

(b) 选择轴心点 GPS 经度字段，然后在数字键盘
上输入轴心点经度。

1

2

4

5

3

6

7

图 43-1 1. 菜单
2. 设置
3. 常数
4. 位置

5. GPS 设置 
6. 轴心点 GPS 纬度
7. 轴心点 GPS 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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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控制面板设置（续）
设置 GPS 定位（续）

4. 设置到 GPS 的距离（从轴心点到 GPS 塔盒的距
离），包括正负公差在内。参见图 44-1。

(a) 选择到 GPS 的长度（英尺）字段，然后输
入从轴心点到 GPS 塔盒的长度。请勿在此输
入喷灌机长度。默认值为 1,320 英尺（402.3 
米），范围为 10 至 6,554 英尺（3.0 至 
1,997.6 米）。

(b) 选择半径 + 字段，然后输入从轴心点到 
GPS 塔盒的长度正公差。默认值为 50 英尺
（15.2 米），范围为 10 至 6554 英尺（3.0 
至 1,997.6 米）。建议设置为 50 英尺（15.2 
米）或以上，以便在广域应用服务 (WAAS) 
不可用时兼容 GPS 信号差异。

(c) 选择半径 - 字段，然后输入从轴心点到 
GPS 塔盒的长度负公差。默认值为 50 英尺
（15.2 米），范围为 10 至 6554 英尺（3.0 
至 1,997.6 米）。建议设置为 50 英尺（15.2 
米）或以上，以便在 WAAS 不可用时兼容 
GPS 信号差异。

(d) 继续下一页上的“设置定位丢失”程序。

1 2 3

图 44-1 1. 到 GPS 的长度
2. 半径 +
3. 半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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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控制面板设置（续）
设置定位丢失

如果定位丢失，可利用三项（独立或结合）不同的定
位丢失功能来控制机器的运行。要访问这些功能，请
依次按菜单、设置、常数、位置和定位丢失设置。

• 系统关闭：选中该选项时，定位丢失时间达到指
定的一段时间后将关闭系统。默认设置为选中 
（启用），延迟时间为 20 分钟。

• 禁用尾枪：选中该选项时，定位丢失时间达到指
定的一段时间后将禁用尾枪。默认设置为不选中
（禁用），延迟时间为 10 分钟。

• 回退位置：选中该选项时，如果定位丢失，将使
用“运行时”计算定位，直至重新获取定位。默
认设置为与“运行时”一起选中（启用）。

系统关闭

要设置关闭系统，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中系统关闭复选框。参见图 45-1。

2. 选择系统关闭延迟时间字段，然后在数字键盘上
输入分钟数（1 至 255）。默认值为 20 分钟。

禁用尾枪

要设置禁用尾枪，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中禁用尾枪复选框。参见图 45-1。

2. 选择禁用尾枪延迟时间字段，然后在数字键盘上
输入分钟数（1 至 255）。默认值为 10 分钟。

运行时回退位置

要设置回退位置，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中运行时回退位置复选框。参见图 45-1。

2. 选择最后常规驱动装置喷灌机速度字段，然后在
数字键盘上输入速度。默认值为 15.56 英尺/分。

3. 选择喷灌机长度字段，然后在数字键盘上输入长
度。默认值为 1,320 英尺（402.3 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图 45-1 1. 菜单
2. 设置
3. 常数
4. 位置
5. 定位丢失
6. 系统关闭

7. 系统关闭延迟
8. 禁用尾枪
9. 禁用尾枪延迟

10. 运行时回退位置
11. LRDU 喷灌机速度
12. 到 LRDU 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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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控制面板设置（续）
测试 GPS 定位

如果机器配备了 GPS 定位功能，请执行以下操作确
认 GPS 定位正常工作。

1. 将水阀关闭，将干百分比计时器设置为 0.0（零
百分比），然后按开始按钮启动机器，为安全电
路和 GPS 喷灌机定位塔盒通电。机器不得移动。

2. 转到“位置”屏幕。依次按菜单、设置、常数和
位置。

3. 当 GPS 定位工作时，GPS 正在通信和 GPS 在公差
内指示灯均呈绿色，指示正常工作。

• 如果“GPS 正在通信”指示灯熄灭（呈灰色）
，则表示 GPS 天线与控制面板之间没有通信，
请致电您当地的 Valley 经销商诊断此问题。

• 如果“GPS 在公差内”指示灯熄灭（呈灰色）
和/或“当前位置”值正在闪烁，请确认“GPS 
设置”屏幕上“到 GPS 的长度”、“半径 +”
和“半径 -”的值正确无误。 

4. 设置喷灌机跨体的当前位置（度）。

(a) 按校准。

(b) 输入喷灌机跨体位置（度），然后按输入。

5. 要查看 GPS 设置屏幕，请按 GPS 设置。参见图 
46-1。

• 卫星锁定 — 确认存在 DGPS 锁。如果没有，请
继续等待。根据位置的不同，GPS 天线可能需
要 15 分钟或更长时间来锁定卫星信号和获取 
DGPS 精度。当GPS 定位丢失或未找到时，“卫
星锁定”字段中会显示无或无 GPS 字样。

• 确认“到 GPS 的长度”、“半径 +”和“半径 -”
的值正确无误。

• 如果 GPS 定位功能不工作，请致电您当地的 
Valley 经销商。如果该功能正常工作，请继续
下一步。

6. 朝任一方向运行机器，以确认状态屏幕“GPS 经
度”所示的位置随着机器移动而定期更改。

• 如果 GPS 定位功能不工作，请致电您当地的 
Valley 经销商。如果 GPS 定位功能正常工作，
请完成配备 GPS 喷灌机定位功能的机器的最低
控制面板设置。

9

10 11

12 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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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6

7

8

图 46-1 1. 菜单
2. 设置
3. 常数
4. 位置
5. 喷灌机位置
6. 校准
7. GPS 正在通信
8. GPS 在公差内
9. GPS 设置

10. 卫星锁定
11. 计数
12. 当前 GPS 位置
13. 当前轴心点 GPS 位置
14. 纬度
15. 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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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面板设置

额定供电电压 推荐
低电压设置

60 赫兹的 480 伏交流电 440 伏交流

50 赫兹的 415 伏交流电 375 伏交流

50 赫兹的 400 伏交流电 365 伏交流

50 赫兹的 380 伏交流电 355 伏交流

60 赫兹的 230 伏交流电 220 伏交流

50 赫兹的 220 伏交流电 210 伏交流
图 47-2 建议低电压 

额定供电电压 最大供电电压

60 赫兹的 480 伏交流电 505 伏交流

50 赫兹的 415 伏交流电 420 伏交流

50 赫兹的 400 伏交流电 420 伏交流

50 赫兹的 380 伏交流电 420 伏交流

60 赫兹的 230 伏交流电 253 伏交流

50 赫兹的 220 伏交流电 243 伏交流
图 47-1 最大供电电压

电压
电压常数可根据输入控制面板的实际电压校准电压
表，从而正确监控电压波动。

控制面板的输入电压必须由合格的电工或维修人员用
仪表进行测量。这个值即作为电压常数予以输入。

供电电压决不能超过最大供电电压图表中所示的限
值。参见图 47-1。

低电压
低电压常数用于设置电压下限。电压下限的出厂默认
设置为 440 伏（针对供电电压为 60 赫兹的 480 伏交
流电）。其他供电电压的建议电压下限列于建议低电
压图表中。参见图 47-2。

• 如果电压降至电压下限以下，则内置的计时器会
使机器保持运行最多 15 秒钟，以防因电压波动而
导致令人恼火的停机。如果低电压情况在 15 秒后
仍存在，机器将关闭，诊断屏幕将显示机器供电
故障。

• 在机器等待/带水运行时或不带水运行超过 1 秒钟
时，如果电压降至电压下限一半以下 3 秒钟或超过 
3 秒钟，机器将关闭，诊断屏幕上将显示机器供电
故障。

！ 注意
• 低电压的设置值不得低于建议值。

• 低电压将损坏驱动马达和其他电气组件。恢复操作前应纠正电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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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面板设置

驱动装置预估速度表
根据驱动装置马达输出转速、轮胎尺寸和机器电压，参照这些表格预估中间驱动装置和尾部驱动装置的速度。
参见图 48-1。

驱动装置预估行驶速度（英尺/分）（60 赫兹）**

轮胎尺寸

马达输出 
60 赫兹

10R X 22.5 11.2 X 24 11R X 22.5 11R X 24.5
14.9 X 24  

非定向
14.9 X 24 
或 Turf

16.9 X 24 
或 Turf

18.4 X 26 
或 Turf

11.2 X 38  
或非定向

12.4R X 38 Valley 
Revolution

英尺/分

30 5.91 6.11 6.33 6.33 6.95 7.28 7.74 8.17 8.34 8.46 6.96

34 6.70 6.92 7.18 7.18 7.88 8.25 8.77 9.26 9.45 9.59 7.89

37 7.29 7.53 7.81 7.81 8.57 8.98 9.55 10.08 10.28 10.44 8.58

43 8.48 8.75 9.08 9.08 9.96 10.43 11.09 11.71 11.95 12.13 9.97
56 11.04 11.40 11.82 11.82 12.98 13.59 14.45 15.26 15.56 15.79 12.99
68 13.40 13.84 14.36 14.36 15.76 16.50 17.54 18.53 18.90 19.18 15.77

86 16.95 17.50 18.16 18.16 19.93 20.87 22.19 23.43 23.90 24.26 19.95

100 19.71 20.35 21.12 21.12 23.17 24.26 25.80 27.24 27.79 28.21 23.19

136 26.81 27.68 28.72 28.72 31.52 33.00 35.09 37.05 37.80 38.36 31.54

驱动装置预估行驶速度（英尺/分）（50 赫兹）**

轮胎尺寸

马达输出 
50 赫兹

10R X 22.5 11.2 X 24 11R X 22.5 11R X 24.5
14.9 X 24  

非定向
14.9 X 24 
或 Turf

16.9 X 24 
或 Turf

18.4 X 26 
或 Turf

11.2 X 38  
或非定向

12.4R X 38 Valley 
Revolution

英尺/分

25 4.93 5.09 5.28 5.28 5.79 6.07 6.45 6.81 6.95 7.05 5.80
28 5.58 5.77 5.98 5.98 6.57 6.87 7.31 7.72 7.87 7.99 6.57
31 6.08 6.28 6.51 6.51 7.15 7.48 7.96 8.40 8.57 8.70 7.15
36 7.06 7.29 7.57 7.57 8.30 8.69 9.25 9.76 9.96 10.11 8.31
47 9.20 9.50 9.85 9.85 10.81 11.32 12.04 12.71 12.97 13.16 10.82
57 11.17 11.53 11.97 11.97 13.13 13.75 14.62 15.44 15.75 15.98 13.14
72 14.13 14.59 15.13 15.13 16.61 17.39 18.49 19.52 19.92 20.21 16.62
83 16.43 16.96 17.60 17.60 19.31 20.22 21.50 22.70 23.16 23.50 19.33
136 26.81 27.68 28.72 28.72 31.52 33.00 35.09 37.05 37.80 38.36 31.54

驱动装置速度（英尺/分钟） = （轮胎滚动周长 x 马达转速 [转/分钟]）

（变速箱减速[52] x 12）

** 这些速度仅为预估速度。实际速度因充气压力和农田条件而有所不同。机器速度应在安装后测量，以便确定
实际性能。

图 48-1 驱动装置预估速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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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面板设置

GPS 角换算表
在控制面板中手动设置 GPS 坐标时，参照 GPS 角换算表将 GPS 角度从分和秒换算为十进制度。参见图 49-1。

分和秒换算为十进制度
（换算标准：1 秒 = 0.00027778 度）

分换算为十进制度 秒换算为十进制度

分 度 分 度 分 度 秒 度 秒 度 秒 度

1 0.0167 21 0.3500 41 0.6833 1 0.0003 21 0.0058 41 0.0114

2 0.0333 22 0.3667 42 0.7000 2 0.0006 22 0.0061 42 0.0117

3 0.0500 23 0.3833 43 0.7167 3 0.0008 23 0.0064 43 0.0119

4 0.0667 24 0.4000 44 0.7333 4 0.0011 24 0.0067 44 0.0122

5 0.0833 25 0.4167 45 0.7500 5 0.0014 25 0.0069 45 0.0125

6 0.1000 26 0.4333 46 0.7667 6 0.0017 26 0.0072 46 0.0128

7 0.1167 27 0.4500 47 0.7833 7 0.0019 27 0.0075 47 0.0131

8 0.1333 28 0.4667 48 0.8000 8 0.0022 28 0.0078 48 0.0133

9 0.1500 29 0.4833 49 0.8167 9 0.0025 29 0.0081 49 0.0136

10 0.1667 30 0.5000 50 0.8333 10 0.0028 30 0.0083 50 0.0139

11 0.1833 31 0.5167 51 0.8500 11 0.0031 31 0.0086 51 0.0142

12 0.2000 32 0.5333 52 0.8667 12 0.0033 32 0.0089 52 0.0144

13 0.2167 33 0.5500 53 0.8833 13 0.0036 33 0.0092 53 0.0147

14 0.2333 34 0.5667 54 0.9000 14 0.0039 34 0.0094 54 0.0150

15 0.2500 35 0.5833 55 0.9167 15 0.0042 35 0.0097 55 0.0153

16 0.2667 36 0.6000 56 0.9333 16 0.0044 36 0.0100 56 0.0156

17 0.2833 37 0.6167 57 0.9500 17 0.0047 37 0.0103 57 0.0158

18 0.3000 38 0.6333 58 0.9667 18 0.0050 38 0.0106 58 0.0161

19 0.3167 39 0.6500 59 0.9833 19 0.0053 39 0.0108 59 0.0164

20 0.3333 40 0.6667 60 1.0000 20 0.0056 40 0.0111 60 0.0167

图 49-1 GPS 角换算表

角度示例
以度、分、秒表示的角度将如下所示：

• 10° 11´ 37˝，读作 10 度 11 分 37 秒。

(a) 参照图 49-1 中的表格将分和秒换算为十进
制度数值。

11 分 = 0.1833 度

37 秒 = 0.0103 度

• 12° 5.245´，读作 12 度 5.245 分。

(a) 参照 49-1 中的表格将十进制分换算为十进
制度，并用十进制分乘以 0.0167。

5 分 = 0.0833 度

0.245 分 = 0.245 × 0.0167 = 0.0041 度

(b) 将所有十进制度数值加在一起。

10 度 = 10.0000 度

11 分 = 0.1833 度

37 秒 = 0.0103 度

10˚ 11' 37" = 10.1936 度

(b) 将所有十进制度数值加在一起。

12 度 = 12.0000 度

5 分 = 0.0833 度

0.245 分 = 0.0041 度

12˚ 5.245' = 12.0874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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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记录
如果需要，请在下表中填写本机器适用的常数。

远程终端装置 ID 

自定位停机装置位置 

实用程序/尾枪

尾枪 1 

角度对 左倾角 右倾角

1

2

3

4

5

6

7

8

9

尾枪 2 

角度对 左倾角 右倾角

1

2

3

4

5

6

7

8

9

尾枪 3 

角度对 左倾角 右倾角

1

2

3

4

5

6

7

8

9

尾枪 4 

角度对 左倾角 右倾角

1

2

3

4

5

6

7

8

9

设置/主屏幕

农田

喷灌机道路启用

喷灌机道路角度

扇形灌溉启用

起始角度

结束角度

0° 偏移启用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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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记录（续）

设置/常数

系统

最低施水量

每转时数

% 循环时间

低电压

当前电压

接触器启用继电器

泵和压力

自动重新启动

电源

压力

两者

泵类型

发动机泵

电动泵

低压

高压

压力延迟设置

启动压力延迟

工作压力延迟

高压延迟

灌溉计时器

灌溉计时器启用

过量灌溉

运行计时器关闭时间

因过量灌溉关闭 %

灌溉不足

5 度运行计时器错误时间

灌溉不足错误 %

巡航

% 速度更改

农田面积

分辨率

位置

编码器方向偏移

GPS 轴心点

纬度

经度

到 GPS 的长度

半径 +

半径 -

GPS 信号丢失

系统关闭启用

延迟时间 

禁用尾枪启用

延迟时间

运行时间回退位置启用

LRDU 喷灌机速度

到 LRDU 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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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记录（续）

设置/通信端口

通信端口 协议 波特率

DB9

DB9-Y

RJ11

备用

协议常数

VCP

波特率

流量控制

高速

关键等待

远程终端装置 ID

VDC

波特率

PLC

GPS V2 启用

PLC ID

尾枪 3 和 4 启用

PLC ID

水压启用

胎压启用

VRI 区启用

位置编码器

波特率

VRI-iS

波特率

Valley GPS

Valley GPS 启用

PLC ID

尾枪 3 和 4 启用

PLC ID

水压启用

PLC ID

胎压启用

VRI 区启用

系统/数据

流量/小时

流量乘数值

流量下限启用

流量下限

备用电池

备用电池启用

保持唤醒时间

实用程序

AR/AS

自动反向/自动停止启用

延迟

正向/反向位置启用

将方向更改为正向

将方向更改为反向 

天气

目前天气

风速关闭启用

英里/时 / 千米/小时

温度关闭启用

度

降雨关闭启用

英寸/毫米

天气常数

温度系数 

温度偏移

降雨期

降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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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通知启用

关机事件启用

历史事件启用

警告事件启用

基地 ID

调出尝试

通信端口

无线电设置

无线电中继启用

中继数目

无线电中继 ID

无线电中继 ID

无线电中继 ID

TPMS

TPMS 常数

TPMS 关闭启用

低于标称警告压力

低于标称关机压力

程序

日常运行

日常运行启用

模式

日常运行

负载管理

天

开始时间

停止时间

最低施水量

常数记录（续）

周期

开始$ 间隔时间

开始时间

在（天数）后重新启动

开始$ 间隔时间启用

自定位停机装置旁路

自定位停机装置旁路次数

VRI

VRI-S 启用

VRI-Z 启用

VRI-Z 常数

阀门重新同步压力

喷头组数目

最低循环时间

速度控制启用

VRI-iS 启用

VRI-iS 常数

阀门重新同步压力

最低循环时间 

最高循环时间

喷头数目

上一喷头位置

喷头间距

速度优化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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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运行机器前
• 操作前务必确保车辆、其他设备、家畜和人员远离机器。

• 将控制面板主电源断开开关转动到 ON（打开）位置。如果使用由发动机驱动的发电机供电，请将发电机设
置到正确电压/频率。切勿超过系统规格。

带水运行机器
1. 在主屏幕上按水按钮以打开供水。参见图 54-1。

2. 要设置施水量，请选择深度字段或湿百分比计时
器字段。

• 在“深度”字段中，设置施水深度（用英寸或
毫米单位）。

• 在湿百分比计时器字段中，调整百分比以获得
所需的施水深度。

(a) 输入深度或百分比计时器设置。

(b) 按输入保存所输入的值。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按  按钮启动机器正向运行。

• 按  按钮启动机器反向运行。

• 按  使机器停止运行。

不带水运行机器
1. 在主屏幕上按水按钮以关闭供水。参见图 54-2。

2. 要设置运行速度，请选择“干百分比计时器”字
段。

• 在干百分比计时器字段中，调整百分比以获取
所需的运行速度。

(a) 输入百分比计时器设置。

(b) 按输入保存所输入的值。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按  按钮启动机器正向运行。

• 按  按钮启动机器反向运行。

• 按  使机器停止运行。

23

4

1

65

图 54-1 1. 水阀打开
2. 深度
3. 湿百分比计时器

4. 启动“向前”
5. 启动“反向”
6. 停止

2

3

1

54

图 54-2 1. 水阀关闭
2. 干百分比计时器

3. 启动“向前”
4. 启动“反向”
5. 停止

注
• 当您在停止带水运行的机器后 5 秒内按开始按
钮，机器有一段防止重新启动的延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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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机器
紧急停止

要在紧急情况下停止机器，关闭以下任意一项即可。参见图 55-1。

• 公共电源至控制面板的电源断开开关。（第 1 项）

• 控制面板主电源断开开关。（第 2 项）

• 任何塔盒的断开开关。（第 3 项）

ICON10

3

1

2

ICON1

3

1

2

图 55-1 1. 主电源断开开关
2. 控制面板主电源断开开关
3. 塔盒断开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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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机器（续）
在正常情况下停机
要在正常情况下停止机器，请参照图 56-1 执行以下操作：

1. 按 STOP（停止）按钮。

2. 将电源断开开关转动到关闭位置。

3. 关闭泵装置（如果并非自动关闭）。

4. 如果使用由发动机驱动的发电机供电，将发动机 Run/Start（运行/启动）开关置于 Start（启动）位置，以便
进行下一步的启动步骤。

！ 警告
• 切勿通过缓慢空转发动机驱动的发电机来关闭机器。这样操作会导致低电压并可能损坏机器组件。

• 在关闭发动机驱动的发电机前，务必先停止灌溉机。

ICON10

1

2

ICON1

1

2

图 56-1 1. 停止按钮
2. 控制面板主电源断开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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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部分概述了控制面板所含诊断功能的使用方法。诊断旨在识别机器故障、排除故障及纠正问题。

系统停止和故障
系统停止指识别的系统或用户使机器关闭的命令型操
作。系统故障指导致停机的故障。

如果一个被识别的故障或停止操作导致机器关机，喷
灌机图形上将显示故障通知图标，“系统故障”屏幕
上将显示导致关机的项目。参见图 57-1。

“系统故障”屏幕显示“当前系统已停止”、“系统
故障”或“无故障”状态。屏幕底部显示导致故障的
项目。

所有的系统停止状态和系统故障的列表显示在下一
页。

要查看当前系统停止或系统故障，请执行以下操作之
一：

• 依次按菜单、系统、诊断和系统故障。

• 按喷灌机图形上显示的故障通知图标。

清除故障

下次成功运行机器时，故障和故障通知图标会自动从
主屏幕中清除。要确认，按“正向启动”或“反向启
动”查看错误状态是否已清除。

1

2

3

4

7

5

6

图 57-1 1. 菜单
2. 系统
3. 诊断
4. 系统故障

5. 系统故障
6. 系统已停止 
7. 故障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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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停止和故障（续）
图 58-1 和 59-1 中显示了“系统故障”屏幕上可指示的停止和故障。有关可能的原因和纠正措施，请参阅page 
70“故障排除”章节中的“系统停止和故障”部分。

系统停止说明

系统停止 说明

命令 通过按 STOP（停止）按钮命令机器停止。

自定位停机装置 (SIS) 机器因自定位停机功能而停止。

日常运行 日常运行程序完成。

程序 一个步骤或扇区程序停止了机器。

自动停止 到达自动停止边界。

图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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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停止和故障（续）
系统故障说明

系统故障 说明

系统电源丢失 机器断电。

系统功率低 机器功率过低。

系统安全 感应到机器不安全。

低压 水压过低。

高压 水压过高。

NVMEM 发生 E01 错误。

正向/反向 正向和反向电路均通电。

工作扇区 机器位置不在工作扇区内。

风 风速过高。需要选配硬件。

温度 温度过低。需要选配硬件。

GPS 通信 GPS 未在通信。

GPS 锁定 GPS 信号丢失。

流量 流量过低。需要选配硬件。

轮胎气压 轮胎气压过低，需要选配硬件。

雨量 总降水量过高。需要选配硬件。

灌溉计时器 超出过量灌溉关闭时间。

电缆端 跨体电缆被切断。

PCB 硬件 检测到 PCB 硬件问题。

12V 功率 12V 功率已丧失。

位置编码器通信 位置编码器未在通信。

许可 协议许可无效。

图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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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代码
系统错误

系统错误代码是一些可能会或可能不会导致机器关闭
的故障。

当发生错误后，系统会记录错误相关信息，包括第一
次发生错误的时间和日期、最后一次发生错误的时间
和日期以及错误发生的总次数。参见图 60-1。错误代
码列表显示在下一页。

错误通知

如果发生一个或多个故障，主屏幕状态区域的错误图
标旁会显示“错误”字样。错误必须被选为主屏幕状
态时才能显示在主屏幕上。参见图 60-1。

查看错误代码

要查看错误代码，请参照图 60-1 执行以下操作：

1. 依次按菜单、系统、诊断、错误代码和系统。

2. 按“查看所有错误”或“查看未解决的错误”显
示错误代码屏幕。

对于本例而言，按查看未解决的错误仅查看未解
决的错误。

查看一个错误代码会从主屏幕状态区域的错误图
标旁显示的错误数目中减去它。

3. 要访问所需的错误代码，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按下一个按钮向前搜索错误代码。

• 按上一个按钮向后搜索错误代码。

重置错误计数

4. 要将错误计数设置为 0（零），请按重置计数。
参见图 60-1。

错误计数重置为 0，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发生错误
的时间和日期设置为当前时间和日期。

1

10 912

2

3

4

5

6

7 8

11

图 60-1 1. 错误图标
2. 菜单
3. 系统
4. 诊断
5. 错误代码 
6. 系统

7. 查看所有错误
8. 查看所有未解决的错误
9. 下一步

10. 上一步
11. 错误计数
12. 重置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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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代码（续）
系统错误代码和说明

下表显示了可能出现的系统错误代码。有关可能的原因和纠正措施，请参阅page 73“故障排除”章节中的“
系统错误代码”部分。

错误代码 说明

E01 NVMEM 已损坏 

E02 PCB 硬件问题 

E03 软件重置 — 软件重置时会记录此错误

E04 功率降到电压下限以下

E05 系统安全性丧失

E06 压力延迟之后压力过低

E07 压力（毫伏）传感器超出范围最高值

E08 压力（毫伏）传感器超出范围最低值

E09 压力（毫安）传感器超出范围最高值

E10 压力（毫安）传感器超出范围最低值 

E11 泵关闭时压力开关处于激活状态

E12 Valley GPS 压力传感器超出范围最高值

E13 Valley GPS 压力传感器超出范围最低值

E14 正向/反向感应短路

E15 灌溉不足错误 

E16 VDC 通信错误，主要 COM 模块

E17 VRI-iS 喷头通信错误

E18 GPS 通信错误 — 检查 GPS 连接和电源

E19 GPS 信号丢失 — 检查天线之上的路径是否畅通

E20 DGPS 信号丢失 — 检查天线之上的路径是否畅通

E21 流速低于流量下限

E22 压力高于压力上限

E23 PLC 通信错误

E24 阀门占空比由于高压而重新同步

E25 GPS 坐标超出范围 — 检查到 GPS 的距离或者是否出现串扰

E26 轮胎压力低

E27 TPMS 通信错误

E28 收到了 VDC 错误报告消息

E29 Valley GPS 通信错误，主 OPMC

E30 收到了 Valley 错误报告消息

图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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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代码（续）
通信板错误

通信板错误代码是一些可能会或可能不会导致机器关
闭的通信故障。

通信板错误屏幕最多可显示六个错误。当控制面板内
存中达到最大错误数目 6 时，所有新错误都会添加到
屏幕顶部，且最早的记录会被丢弃。

发生通信板错误时不会显示通知。

通信板组件 ID 和可能的错误消息列表显示在下一
页。有关可能的原因和纠正措施，请参阅“故障排
除”章节。

查看错误代码

要查看通信板错误，按菜单、系统、诊断、错误代码
和通信板。参见图 62-1。 

屏幕上最多可列出六个错误，最新错误显示在最上
面。

清除错误代码

清除错误代码会清除所有通信板错误。

要清除通信板错误，按清除错误然后按清除。参见图 
62-1。 

1

2

3

4

5

7

6

图 62-1 1. 菜单
2. 系统
3. 诊断

4. 错误代码
5. 通信板
6. 清除错误
7. 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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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代码（续）
通信板组件 ID/错误消息 

下面显示的是组件 ID 以及和可能的错误消息一起的说明。 

ID 说明

PRI-000 面板中的通信端口，示例：PRI-000 错误消息

ENC-250 位置编码器中的通信板，示例：ENC-250 错误消息

GPS-251 GPS 塔盒中的通信板，示例：GPS-251 错误消息

IND-XXX

或

XXX-XXX

独立的，典型 VRI-iS 阀门 ID。这可以是一个独立 ID，也可以是一组 ID，后面跟错误消息。

示例：单个 ID，IND-033 错误消息或一组 ID，111-121 错误消息

错误消息

无错误

请求长度无效

请求数据无效

请求 ID 无效

生产模式未激活

串行接收缓冲区已满

CLTX 缓冲区已满

当 PLTX 正在进行时无法提交

外部设备串行无回答

无法到达第一个路由器

目的地无回答

无法到达目的地

来自目的地的回答无效

图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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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代码（续）
Valley GPS 错误

Valley GPS 错误代码是一些可能会或可能不会导致机
器关闭的通信故障。

Valley GPS 错误屏幕最多可显示六个错误。当控制面
板内存中达到最大错误数目 6 时，所有新错误都会添
加到屏幕顶部，且最早的记录会被丢弃。

发生 Valley GPS 错误时不会显示通知。

Valley GPS 错误 ID 列表和说明显示在下一页。有关可
能的原因和纠正措施，请参阅“故障排除”章节。

查看错误代码

要查看 Valley GPS 错误，按菜单、系统、诊断、错误
代码和 Valley GPS。参见图 64-1。 

屏幕上最多可列出六个错误，最新错误显示在最上
面。

清除错误代码

清除错误代码会清除所有 Valley GPS 错误。

要清除错误，按清除错误然后按清除。参见图 64-1。

1

2

3

4

5

7

6

图 64-1 1. 菜单
2. 系统
3. 诊断

4. 错误代码
5. 通信板
6. 清除错误
7. 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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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代码（续）
Valley GPS 错误 ID 和说明 

 

ID 说明

000 无错误

001 无通信模式

003 无效的安全密钥

004 无效的通信模式

005 块状态已设置

010 请求长度无效

011 数据请求无效

012 ID 请求无效

013 生产模式未激活

014 接收数据包后的记录噪声

015 MAC 列表中没有要搜索的设备

016 路由表中没有要恢复的设备

017 闪存错误

018 闪存验证错误

021 串行接收缓冲区已满

022 GPS 缓冲区已满

023 发送错误

030 无法确认正在传递的 GPS 消息

031 外部串行设备无应答

033 无法到达第一个路由器

034 目的地无回答

035 无法到达目的地

036 来自目的地的回答无效

040 无效的当前板 ID 请求

050 EEPROM 访问中的无效页面

051 EEPROM 写入错误

052 外部 PLP 流程运行中

053 OS 任务运行中

082 无法到达第一个路由器

0C1 无法到达 PLC 目的地

0FD 启动加载程序闪存错误

0FE 不支持

0FF 否定应答

未知错误代码

图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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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历史”通过标准屏幕和高级屏幕，提供 50 条最新
机器工作状态更改的记录。参见图 66-1。

历史记录编号显示在屏幕顶部，连同显示的还有记录
的日期和时间。编号 01 是最新状态更改，编号 50 是
最早状态更改。

当控制面板内存中达到最大记录数目 50 时，所有新
状态更改都会添加为记录 01，且最早的记录会被丢
弃。

查看标准历史
1. 要查看标准历史，请依次按菜单、系统、历史和
标准。参见图 66-1。

标准历史屏幕显示创建历史记录当日和当时的主
屏幕快照。

2. 要访问所需的历史记录，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按下一个按钮向前搜索历史记录。

• 按上一个按钮向后搜索历史记录。

• 选择历史记录字段，然后从下拉列表选择历史
记录。

1

2

3

4

76

5
8

910

图 66-1 1. 菜单
2. 系统
3. 历史
4. 标准
5. 历史记录

6. 日期
7. 时间
8. 登记的历史记录
9. 下一步

10. 上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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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高级历史
高级历史屏幕显示与一条历史记录相关的所有状态和
错误代码记录。参见图 67-1。

查看包括触发此历史记录的事件在内的更多信息。

触发事件列表显示在下一页。

1. 要查看高级历史，请依次按菜单、系统、历史和
高级。参见图 67-1。

2. 要访问所需的历史记录，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按下一个按钮向前搜索历史记录。

• 按上一个按钮向后搜索历史记录。

• 选择历史记录字段，然后从下拉菜单选择历史
记录。

3. 使用下一状态和上一状态按钮浏览高级历史记
录。

1

2

3

4

89

5 67
10

图 67-1 1. 菜单
2. 系统
3. 历史
4. 高级
5. 历史记录 

6. 下一步
7. 上一步
8. 下一状态
9. 上一状态

10. 触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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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屏幕事件
下面列出了触发历史记录创建的事件。查看高级历史屏幕时，历史记录上会显示相应事件。

事件 系统故障

系统运行停止状态更改 已停止 — 系统电源丢失故障

系统百分比计时器更改 已停止 — 系统安全故障

系统状态由无程序运行更改为一个或多个步骤或扇
区程序运行，或与此相反

已停止 — 低压故障

已停止 — 命令故障

已停止 — 自定位停机装置故障

已执行日志事件程序命令 已停止 — NVMEM 故障

自动重新启动可能更改 已停止 — 正向/反向故障

日常运行重新启动可能更改 已停止 — 工作扇区故障

周期重复重新启动可能更改 已停止 — 风速故障

系统方向更改 已停止 — 温度故障

系统供水打开/关闭更改 已停止 — 日常运行故障

自定位停机装置控制打开/关闭更改 已停止 — GPS 通信故障

自定位停机装置位置更改 已停止 — GPS 锁定故障

巡航控制启用/禁用更改 已停止 — 程序故障

VRI-S 状态激活/未激活更改 已停止 — 自动停止故障

VRI-Z 状态激活/未激活更改 已停止 — 流量故障

VRI-iS 状态激活/未激活更改 已停止 — 高压故障

辅助 1 输入激活/未激活更改 已停止 — 轮胎气压故障

辅助 2 输入激活/未激活更改 已停止 — 降雨故障

辅助 1 输出打开/关闭更改 已停止 — 灌溉计时器故障

辅助 2 输出打开/关闭更改 已停止 — 电缆端

尾枪打开/关闭更改 已停止 — PCB 硬件故障

宽边界 1 打开/关闭更改 已停止 — 12V 电源故障

宽边界 2 打开/关闭更改 已停止 — 位置编码器通信故障

宽边界 3 打开/关闭更改 已停止 — 系统功率低故障

备用 PTG 输入激活/未激活更改 已停止 — 许可故障

系统越过自定位停机装置位置

日期已更改（午夜）

图 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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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航日志
“巡航日志”屏幕记录从起始位置每运行 5° 的
百分比计时器调整设置，无论分辨率如何设置。

1. 要查看巡航日志，请依次按菜单、系统、历史、
巡航日志。参见图 69-1。

2. 要访问所需的历史记录，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按下一个按钮向前搜索巡航日志记录。

• 按上一个按钮向后搜索巡航日志记录。

1

2

3

4

56

图 69-1 1. 菜单
2. 系统
3. 历史

4. 巡航日志
5. 下一步
6. 上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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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故障排除部分与机器业主手册一同用于诊断和排除机器和/或控制面板出现的问题。

务必安全地执行维修或维护，必要时使用人员保护设备；在控制面板和其他设备周围保持最小工作间隙，必要
时使用坠落保护设备；在维护或维修机器时务必满足断电上锁/挂标识程序的最低要求。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安全”部分。

！ 警告
为了降低发生严重伤亡的可能性：

• 只有合格的 VALLEY 经销商才能排除或维修电气故障。

• 务必联系您当地的 VALLEY 经销商来排除或纠正控制面板或机器产生或与之有关的任何电气故障。切勿尝
试自行排除或纠正电气故障。

• 必要时使用人员保护设备。

• 在控制面板和其他设备周围保持最小工作间隙。

• 必要时使用坠落保护设备。

• 维修或维护机器之前，务必关闭控制面板和机器的所有电源，然后确保电源断开开关和控制面板满足断电
上锁/挂签程序的最低要求。

故障排除

系统停止和故障
下表及后面几页列出了系统停止和故障及其说明、可能原因、出现错误时是否会关机以及可采取的纠正措施。

系统停止 阈值
是否关

机 纠正措施

命令

• 用户命令停止

通过按 STOP（停止）按钮有意命令机器停止。 是 正常操作 — 无需采取纠正
措施。

自定位停机装置 (SIS)

• 到达自定位停
机装置位置

当前的机器位置与机器在等待/运行时的自定位停机装
置位置一致。

是 正常操作 — 无需采取纠正
措施。

日常运行

• 日常运行程序完成

启用日常运行控制并选择日常运行模式后，系统在日
常运行的开始/停止范围外启动。

是 正常操作 — 无需采取纠正
措施。

如果需要，请对日常运行重
新编程以在其他时间运行，
或禁用日常运行。

程序

• 编程停止命令

步骤或扇区程序中的停止命令关闭了机器。 是 正常操作 — 无需采取纠正
措施。

自动停止

• 到达自动停止边界

到达自动停止边界并关闭机器。 是 正常操作 — 无需采取纠正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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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停止和故障（续）

系统故障 阈值
是否关

机 纠正措施

系统电源丢失

• 机器断电

在机器等待/带水运行时或不带水运行超过 1 秒钟时，
电压降至电压下限一半以下 3 秒钟或超过 3 秒钟。

是 检查电压下限值是否正确。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系统功率低

• 机器功率过低

在机器等待/运行时，电压降至电压下限以下 15 秒或
超过 15 秒。

是 检查电源

系统安全

• 感应到机器不安全

安全电路断电超过 3 秒钟。 是 确保塔没有被卡住。

检查塔上的轮胎是否漏气。

检查车轮驱动齿轮箱是否出
现故障。

检查农田末端停止功能是否
正常工作。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低压

• 水压过低

在机器带水运行时和超过启动压力延迟时间后，水压
降至压力下限以下超过工作压力延迟时间。

是 确保泵处于打开状态。

上调压力下限。

增加工作压力延迟时间。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高压

• 水压过高

水压在因高压关闭延迟时间内或更长时间内一直高于
压力上限。

是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NVMEM

• 发生 E01 错误

发生 E01 错误，内存错误，备用电池故障。 是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正向/反向

• 正向/反向电路均通
电

当机器正在等待/运行时，正向和反向电路都处于打开
状态达 15 秒以上。

是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工作扇区

• 机器位置不在工作
扇区内

AR/AS 和正向/反向位置均启用后，机器正在等待/运行
或者在正向或反向位置角度范围外启动。 

是 将机器转回。

检查正向/反向位置角度。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风

• 风速过高

启用“风速关闭”后，在机器带水运行时，风速超过
风速限值达 1 分钟以上。

需要选配设备。

是 正常操作 — 无需采取纠正
措施。

温度

• 温度过低

启用“温度关闭”后，当供水打开时，当前温度降至
温度下限以下。

需要选配设备。

是 温度上升超过限值时重新启
动机器。

雨量

• 总降水量过高

启用“降雨关闭”后，当供水打开时，降雨期的总降
水量超过降雨关闭限值。

需要选配设备。

是 总降水量低于降雨限值时，
关闭“降雨关闭”或重新启
动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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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停止和故障（续）

系统故障 阈值
是否关

机 纠正措施

流量

• 流量过低

在机器带水运行时，达到充足水压后，流量降至流量
下限以下。

是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灌溉计时器

• 超出过量灌溉
关闭时间

启用灌溉计时器后，过量灌溉计时器累计的时间大于
因过量灌溉关闭时间。

是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轮胎气压

• 轮胎气压过低

启用关机压力控制功能后，连续两个传感器读数报告
的轮胎气压低于该轮胎所在塔的标称轮胎气压至少一
个关机压降值。

仅当收到新轮胎压力传感器数据时才需进行此项检查。

需要选配设备。

是 查看错误 E26，以确定哪个
塔有低压轮胎。

检查塔上是否有低压轮胎，
并根据需要进行维修。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GPS 通信

• GPS 未在通信

启用“GPS 定位”和“定位丢失关机”后，在机器等
待/运行时，没有 GPS 通信，且超过定位丢失关机延迟
时间。

需要选配设备。

是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GPS 锁定

• GPS 信号丢失

启用“GPS 定位”和“定位丢失关机”后，在机器等
待/运行时，GPS 锁定状态为“无”，且超过定位丢失
关机延迟时间。

需要选配设备。

是 检查 GPS 天线之上的路径
是否畅通。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电缆端

• 跨体电缆被切断

启动机器时，检测到电缆被切断。 是 检查跨体电缆。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PCB 硬件

• 检测到 PCB 硬
件问题

在机器等待/运行时，检测到 PCB 硬件问题。 是 查看错误 E02，以确定哪个 
PCB 硬件问题导致此故障。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12V 功率

• 12V 功率丧失

启用备用电池后：

备用电池电源电压降至 10 伏以下。

或

设备一直使用备用电池电源供电，且超过备用电池使
用时间。

需要选配设备。

是 仅应该能在安装了电池选配
件后启用备用电池。

确认电池选配件工作状况良
好。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位置编码器通信

• 位置编码器
未在通信

启用“位置编码器”选项和“定位丢失关机”后，在
机器等待/运行时，位置编码器一直未通信，且超过定
位丢失关机延迟时间。

是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许可 协议许可无效。 是 机器运行时，在通信设备与
控制面板首次通信时正常关
闭。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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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错误代码
下表及后面几页列出了可能的系统错误及其说明、错误发生阈值、出现错误时是否会关机以及可能原因 

错误 说明 阈值 是否关机 可能原因 纠正措施

E01 NVMEM 已损坏。 是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E02 PCB 硬件问题 #1 电缆端继电器数字输入在继电器通电
之后无法激活。

是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PCB 硬件问题 #2 电缆端继电器数字输入在机器等待/运
行时处于激活状态。

是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PCB 硬件问题 #3 在机器等待/运行时，5 伏调压器输出
被关闭。

是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PCB 硬件问题 #4 主电源输入超出范围最高值。 是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PCB 硬件问题 #5 电池充电电压超出范围最高值。 是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PCB 硬件问题 #6 电池充电电压超出范围最低值。 是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PCB 硬件问题 #7 开关式 12V 功率输出超出范围最高
值。

是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PCB 硬件问题 #8 开关式充电电压超出范围最低值。 是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PCB 硬件问题 #9 热熔式 12V 传感器功率输出超出范围
最高值。

是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PCB 硬件问题 #10 热熔式 12V 传感器功率输出超出范围
最低值。

是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PCB 硬件问题 #11 热熔式 12V 子卡功率输出超出范围最高
值。

是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PCB 硬件问题 #12 热熔式 12V 子卡功率输出超出范围最低
值。

是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PCB 硬件问题 #13 5 伏调压器输出超出范围最高值。 是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PCB 硬件问题 #14 5 伏调压器输出超出范围最低值。 是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PCB 硬件问题 #15 热熔式 5 伏传感器功率输出超出范围
最高值。

是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PCB 硬件问题 #16 热熔式 5 伏传感器功率输出超出范围
最低值。

是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PCB 硬件问题 #17 3.3 伏调压器输出超出范围最高值。 是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PCB 硬件问题 #18 3.3 伏调压器输出超出范围最低值。 是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E03 软件重置 

• 每次软件重置
时记入日志

软件电源重启或重置时。 否 重启电源时正常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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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错误代码（续）
错误 说明 阈值 是否关机 可能原因 纠正措施

E04 功率降到电压下限以下

• 此错误仅在已解决
后才会记入日志。

在机器等待/运行时，电压降到电压下
限以下。

是 — 因系统
功率低故障，
在 15 秒后关

机。

如果设置的电压下限过高，
可能导致令人恼火的停机。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E05 系统安全性丧失 在机器运行时，安全输入断电。 是 — 因系统
安全故障，在 
3 秒后关机。

安全电路可能因塔未对准、
出现引导问题、过度灌溉计
时器超时或安全电路的其他
组件发生问题而断开。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E06 压力延迟之后压力过低

• 此错误仅在已解决
后才会记入日志。

在机器带水运行时和超过启动压力延
迟时间后，选定用于运行输入的任何
压力传感器报告水压低。

是 — 因低压
故障，在超过
工作压力延迟
时间后关机

启动压力延迟时间过短。

泵、压力传感器或者压力开
关可能出现故障。

压力下限与工作压力太接
近。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E07 压力（毫伏）传感器超出
范围最高值

• 此错误仅在已解决
后才会记入日志。

当（毫伏）压力大于计算的最大传感
器压力时。 

必须为已停止输入或运行输入选择 
（毫伏）压力传感器。

否 压力传感器已失败、校准或
设置不正确，或最大压力设
置过低。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E08 压力（毫伏）传感器超出
范围最低值

• 此错误仅在已解决
后才会记入日志。

当（毫伏）压力小于 -6 psi 时

必须为已停止输入或运行输入选择 
（毫伏）压力传感器。

否 压力传感器出现故障或未安
装。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E09 压力（毫安）传感器超出
范围最高值

• 此错误仅在已解决
后才会记入日志。

当（毫安）压力大于计算的最大传感
器压力时。 

必须为已停止输入或运行输入选择 
（毫安）压力传感器。

否 压力传感器已失败、校准或
设置不正确，或最大压力设
置过低。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E10 压力（毫安）传感器超出
范围最低值

• 此错误仅在已解决
后才会记入日志。

当（毫安）压力小于 -6 psi 时

必须为已停止输入或运行输入选择 
（毫安）压力传感器。

否 压力传感器出现故障或未安
装。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E11 泵关闭时压力开关处于激
活状态

• 此错误仅在已解决
后才会记入日志。

当泵安全继电器关闭 5 分钟以上， 
且压力开关仍处于打开状态时。

否 压力开关出现故障、被卡
住，或者水因机器排水管被
堵塞而存留在竖管中。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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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错误代码（续）
错误 说明 阈值 是否关机 可能原因 纠正措施

E12 Valley GPS 压力传感器超出
范围最高值

• 此错误仅在已解决
后才会记入日志。

当 Valley GPS 压力大于计算的最大传
感器压力时。 

必须为运行输入选择 Valley GPS 压力
传感器。

否 压力传感器已失败、校准或
设置不正确，或最大压力设
置过低。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E13 Valley GPS 压力传感器超出
范围最低值

• 此错误仅在已解决
后才会记入日志。

当 Valley GPS 压力小于 -6 psi 时

必须为运行输入选择 Valley GPS 压力
传感器。

否 压力传感器出现故障或未安
装。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E14 正向/反向感应可能短路

• 当 AR/AS 处于关
闭状态时，机器状
态将显示正在运
行，即使禁用电
机接触器亦然。

• 如果 AR/AS 处于打开
状态并且选择自动停
止，机器将会停止。

• 如果 AR/AS 处于打开
状态并且选择自动反
向，机器将在正向和
反向控制之间切换。 

• 系统在方向锁定前始终
禁用电动机电源，因
此机器将不会移动。

• 一条或两条线路均
断电至少 1 秒钟
后，才会再次将此
错误记入日志。

当正向和反向运行线路均通电时。

AR/AS 启用时，在 2 秒后记入日志。

AR/AS 禁用时，立即记入日志。

是 — 如果机
器正在等待/
运行，无论 

AR/AS 设置如
何，都会在 
15 秒后因正
向/反向故障

关机。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E15 灌溉不足错误

• 此错误仅在已解决
后才会记入日志。

• 必须启用灌溉
计时器。

当 5° 运行计时器值小于错误时间值
时。

否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E16 VDC 通信错误，主要通信
模块

每当发送命令消息后未收到回复消息
时（仅限 VRI-iS 或编码器选项）。

是 — 如果启
用了“定位丢
失关机”。

通信板发生通信错误。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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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错误代码（续）
错误 说明 阈值 是否关机 可能原因 纠正措施

E17 VRI-iS 喷头通信错误

• 喷头 ID 和此喷头
的出现次数与此错
误一同记入日志。

每当喷头未能响应设置喷头命令重试
时。

否 VRI-iS 阀发生通信错误。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E18 GPS 通信错误

• 卫星计数与此错误
一同记入日志。

当从 GPS 正在通信转换为 GPS 未在通
信时。

必须启用 GPS 定位。

是 — 如果选
择了“关闭系

统”。

当 GPS 选配件由安全电路供
电时，断电将导致此错误。

E19 GPS 信号丢失

• 卫星计数与此错误
一同记入日志。

当 GPS 锁定状态从“标准”转换
为“DGPS”或“无”时。

必须启用 GPS 定位。

是 — 如果选
择了“关闭系

统”。

检查 GPS 天线之上的路径是
否畅通。

E20 DGPS 信号丢失

• 卫星计数与此错误
一同记入日志。

当 GPS 锁定状态从“DGPS”转换为“
标准”时。

必须启用 GPS 定位。

否 检查 GPS 天线之上的路径是
否畅通。

E21 流速低于流量下限 达到工作压力后，在机器带水运行
时，流速降至流量下限以下。

必须启用最小流速。

是 — 因流量
故障关机。

设置的流量下限可能过高。

E22 压力高于压力上限

• 每当水压上升超
过压力上限时会
记录此错误。

每当水压上升超过压力上限时。 是 — 因高压
故障，在 15 

秒高压关机延
迟过后关机。

最大压力可能设置得过低。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E23 PLC 通信错误

• OPMC ID 与此错误
一同记入日志。

在向 OPMC ID 连续 3 次发送命令消息
但未收到回复消息之后。

否 检查 PLC 信道和 ID 设置是
否正确。

E24 阀门占空比由于高压而重
新同步

当水压超过 VRI 重新同步压力时。 否 机器水压与阀门重新同步水
压设置值相等。阀门占空比
自动重新同步。

确认阀门重新同步压力未设
置得过低。



故障排除

ICON10/ICON1 控制面板用户手册    77

系统错误代码（续）
错误 说明 阈值 是否关机 可能原因 纠正措施

E25 GPS 坐标超出范围

• 卫星计数与此错误
一同记入日志。

当 GPS 坐标超出范围时。 是，如果选择
了“关闭系

统”。

确认“到 GPS 的距离”、“
半径 +”或“半径 -”的值正
确无误。

确认轴心点坐标正确无误。

同一信道中存在来自其他 
GPS 设备的串扰。将 GPS 
PLC 更改为不同的信道，以
避免串扰。

E26 轮胎压力低 

• 塔号与此错误一
同记入日志。

• 一次只为一个塔
记录此错误。 

• 如果已在一个塔
上记录此错误，
将不会在其他塔
上记录此错误。 

• 纠正此问题并清
除错误日志，以
查看其他错误。

当新数据表明，所示塔上的某个轮胎
的压力等于或小于轮胎压力警告值
时。

是 — 如果启
用了关机压

力，在连续 2 
个压力读数低
于关机压降后

关机。

所示塔上至少有一个低压轮
胎。

E27 TPMS 通信错误

• TPMS ID 与此错误
一同记入日志。

在向 TPMS ID 连续 3 次发送命令消息
但未收到回复消息之后。

否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E28 收到了 VDC 错误报告消息 当收到来自通信板的通信板错误报告
消息时。

否 生成一个错误报告以响应一
个命令。 

在“系统”/“诊断”/“错误
代码”/“通信板”中可查看
该错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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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错误代码（续）
错误 说明 阈值 是否关机 可能原因 纠正措施

E29 Valley GPS 通信错误，主 
OPMC

智能继电器板 (SRB, Smart Relay Board) 
无法与主 OPMC 通信。

否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E30 收到了 Valley GPS 错误报
告消息

当收到来自 PLC 的通信错误报告消息
时。

否 生成一个错误报告以响应一
个命令。

在“系统”/“诊断”/“错误
代码”/“Valley GPS”中可查
看该错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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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列表
下表及下一页列出了各种问题及其说明、可能原因或者可采取的纠正措施。

问题 可能原因或纠正措施

编码器位置不准确 轴心点被粘住

J 型管过紧或卡住

管道未固定到 H 支架上

集电环松脱

方向偏移不正确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喷灌机无征兆自动反向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喷灌机无征兆自动停止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喷灌机在遇到障碍物时触发安全功能 促动器臂上的障碍物过高

自动反向/自动停止被禁用

自动反向/自动停止塔盒未正确调节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压力传感器读数不正确 压力传感器设置不正确

不带水运行时校准传感器

检查用于将水留在竖管中的阀门

传感器结冰

传感器堵塞

压力管被塞住或损坏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无显示 断开开关关闭

喷灌机未通电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尾枪无法关闭 未正确设定尾枪角度。

“T”型过滤器堵塞

尾枪硬件有缺陷

方向偏移不正确；弧度太小。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尾枪无法打开 未正确设定尾枪角度。

尾枪被禁用

尾枪硬件有缺陷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屏幕循环打开和关闭 外部电源不稳定

低电压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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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列表（续）

问题 可能原因或纠正措施

喷灌机在自定位停机装置处未停止 自定位停机装置未打开

自定位停机装置位置已更改

机器必须至少偏离自定位停机装置位置 2°，才能再次停回此位置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喷灌机不会自动重新启动 开始$ 程序编写不正确或缺失。

未满足重新启动的条件。

日常运行休息日

电源或压力以外的系统故障。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在日常运行模式下喷灌机不停止 开始/停止时间颠倒。

未启用“日常运行”。

日常运行以外的程序启动了机器。

停止$ 程序必须设置为停止。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自动重新启动不工作 确保已输入开始$ 程序。

系统故障必须是电源或压力故障，才能重新启动。

确认自动重新启动功能已启用且处于打开状态。

如果没有备用电池，确保禁用“备用电池”。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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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N10/ICON1 用户界面
默认重置

默认重置功能可将电子可擦除编程只读存储器重置为
出厂默认设置。

• 清除备注。

• 将语言重置为出厂设置。

• 将“主屏幕”字段、“状态”和“
控件”重置为出厂设置。

执行默认重置

要执行默认重置，请参照图 81-1 执行以下操作：

1. 记录需在默认重置后重新输入的所有备注和用户
首选项。

2. 依次按菜单、系统、诊断和固件。

3. 按 ICON10 默认重置。

4. 按重置将 ICON10 界面恢复为出厂默认设置。

智能继电器板 (SRB, Smart Relay Board)
默认重置

默认重置功能可将电子可擦除编程只读存储器重置为
出厂默认设置。

• 将当前状态重置为出厂设置。

• 将所有常数重置为出厂设置。

• 将所有选项重置为出厂设置。

• 擦除所有当前程序和已存储的程序。

• 清除查看历史。

• 清除错误日志历史。

执行默认重置

要执行默认重置，请参照图 81-2 执行以下操作：

记录需在默认重置后重新输入的所有选项设置、常数
设置和程序。

1. 依次按菜单、系统、诊断、固件和智能继电器板
固件。

2. 按智能继电器板默认重置。

3. 按重置将智能继电器板恢复为出厂默认设置。

1

2

3

4

5

6

7

图 81-1 1. 菜单
2. 系统
3. 诊断
4. 固件

5. ICON10 软件
6. ICON10 默认重置
7. 重置

1

2

3

4

5

6

7

图 81-2 1. 菜单
2. 系统
3. 诊断
4. 固件

5. 智能继电器板 (SRB, Smart 
Relay Board) 固件

6. 智能继电器板默认重置
7. 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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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继电器板 (SRB, Smart Relay Board)

更新智能继电器板 (SRB, Smart Relay Board) 
固件

更新智能继电器板 (SRB, Smart Relay Board) 固件，上
传最新的固件版本。

• 将当前状态重置为出厂设置。

• 将所有常数重置为出厂设置。

• 将所有选项重置为出厂设置。

• 擦除所有当前程序和已存储的程序。

• 清除查看历史。

• 清除错误日志历史。

执行智能继电器板 (SRB, Smart Relay Board) 
固件更新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更新智能继电器板 (SRB, Smart Relay 
Board) 固件。

• 将 U 盘插入控制面板。ICON 模块将自动检测最
新的智能继电器板 (SRB, Smart Relay Board) 固件
文件，并自动开始对文件编程。

• 要手动执行固件更新，请参照图 82-1 执行以下
操作：

记录需在固件更新后重新输入的所有选项设置、常数
设置和程序。

1. 依次按菜单、系统、诊断、固件和智能继电器板
固件。

2. 按更新智能继电器板固件。

3. 按是开始智能继电器板 (SRB, Smart Relay Board) 固
件更新。

4. 将 U 盘插入控制面板。

5. 按读取 USB。

6. 从找到的文件中选择所需文件。

7. 按文件编程。

8. 面板将自动重启，确认智能继电器板 (SRB, Smart 
Relay Board) 固件更新成功完成。

9

1

2

3

4

5

6

7

8

10

图 82-1 1. 菜单
2. 系统
3. 诊断
4. 固件
5. 智能继电器板 (SRB, 

Smart Relay Board) 固件

6. 更新智能继电器板 (SRB, 
Smart Relay Board) 固件

7. 是
8. 读取 USB
9. 已选文件
10. 文件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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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继电器板 (SRB, Smart Relay Board)

备份面板设置

通过“备份/恢复”屏幕，用户可以创建面板设置，
并通过 U 盘恢复。每个文件都将创建一个还原点， 
供日后加载。

• 保存当前状态。

• 保存当前的所有常数。

• 保存所有选项。

• 保存所有当前程序和已存储的程序。

• 保存查看历史。

• 保存错误日志历史。

创建备份文件

要创建备份文件，请参照图 83-1 执行以下操作：

1. 将 U 盘插入控制面板前部的智能继电器板 (SRB, 
Smart Relay Board) 插槽。

2. 依次按菜单、系统、诊断、固件和备份/恢复。

3. 按备份面板设置。

4. 按是创建备份文件。

5. 按文件命名为备份文件命名。

6. 输入文件名称，长度为 1 到 8 个字符。

7. 按输入创建备份文件。

7

8

1

2

3

4

5

6

9

图 83-1 1. 菜单
2. 系统
3. 诊断
4. 固件
5. 备份/恢复

6. 备份面板设置
7. 是
8. 文件命名
9. 文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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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继电器板 (SRB, Smart Relay Board)

备份面板设置（续）

8. 选择要加载的备份文件。

9. 按文件备份。

10. 备份完成时按退出，返回到“备份/恢复”屏幕。

1

2

3

4

图 84-1 1. 选择备份文件
2. 文件备份
3. 备份完成
4. 退出



故障排除

ICON10/ICON1 控制面板用户手册    85

智能继电器板 (SRB, Smart Relay Board)

恢复面板设置

通过“恢复”屏幕，用户可以选择包含已保存系统常
数、步骤和扇区程序及 TPMS 的文件。恢复操作将从
保存的文件中加载自定义设置。

• 恢复所有系统常数。

• 恢复所有步骤和扇区程序设置。

• 恢复所有 TPMS 设置。

恢复备份文件

要恢复备份文件，请参照图 85-1 执行以下操作：

1. 将 U 盘插入控制面板前部的智能继电器板 (SRB, 
Smart Relay Board) 插槽。

2. 依次按菜单、系统、诊断和备份/恢复。

3. 将 U 盘插入面板前部。

4. 按读取 USB。

5. 选择要恢复的文件。

6. 按文件恢复，恢复选定文件。

7. 面板将自动重启，确认面板设置恢复成功完成。

7

8

1

2

3

4

5

6

9

10

图 85-1 1. 菜单
2. 系统
3. 诊断
4. 固件
5. 备份/恢复

6. 恢复
7. 是
8. 文件命名
9. 已选文件
10. 文件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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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流程图旨在帮助您导航到与“菜单”、“设置”、“系统”、“实用程序”和“程序”按钮对应的设置、
值、状态、指示器和高级功能。

要点： 圆角矩形表示用于菜单导航的按钮。 BUTTON

BUTTON

SETTING/
VALUE

BUTTON

STATUS/
INDICATOR

实心点表示用户输入的设置和值。

BUTTON

BUTTON

SETTING/
VALUE

BUTTON

STATUS/
INDICATOR

空心点表示仅供查看的状态和状态指示
器。 

BUTTON

BUTTON

SETTING/
VALUE

BUTTON

STATUS/
INDICATOR

菜单按钮

菜单

ICON 10

设置

系统

实用程序

程序

备注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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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按钮

原始位置

编码器方向偏移

GPS 正在通信

GPS 在公差内

当前位置

菜单

设置

ICON 10

主屏幕

农田

控件

状态

起始角度

结束角度

使用 IP 地址

喷灌机道路

扇形灌溉启用

选择状态

选择控件

灌溉计时器

过量灌溉计时器说明

关闭时间

因过量灌溉关闭

灌溉不足计时器说明

5 度运行计时器

灌溉不足错误

显示器通信端口

DB9

DB9-Y

RJ11

备用

位置

GPS 设置

定位丢失设置

系统关闭启用

禁用尾枪启用

运行时间回退位置启用

校准

 纬度
 经度

到 GPS 的长度（英尺）

半径 +

半径 -

经度

卫星锁定

计数

纬度

延迟时间

延迟时间

LRDU 喷灌机速度

到 LRDU 的长度

泵设置

自动重新启动途径

泵类型

低压

高压

传感器设置

传感器校准

最大压力

压力最大时的值
压力为 0 时的值

已停止

传感器设置说明

正在运行

压力 (mV)
压力 (mA)
压力开关

校准压力 (mV) 传感器

校准压力 (mA) 传感器

常数

系统

最低施水量

每转时数

% 循环时间

地区

语言

数字格式

压力值

距离

压力

温度

屏幕

显示器睡眠计时器

亮度

日期和时间

月

日期格式

年

日

上午/下午

时间

24 小时制

灌溉计时器启用

运行计时器

错误时间

喷灌机名称

常数

巡航控制

速度更改 %（最
大）：

农田面积

分辨率

电压

电压

校准

低电压

泵和压力

压力延迟

启动压力延迟

工作压力延迟

高压延迟 

将压力调 0

喷灌机位置

压力 (mV)
压力 (mA)
压力开关

设置当前轴心点 GPS 位置

当前 GPS 位置

诊断关于屏幕

联网

IP 地址

使用 DHCP

子网掩码

0 度偏移启用

更新
更新

接触器启用继电器

VALLEY GPS

校准 VALLEY GPS 传感器

输入

过量灌溉

灌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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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按钮

系统

ICON 
10

菜单

备用电池

主电源电压

电池电压

备用电池启用

保持唤醒时间

数据

流量/小时

脉冲

智能继电器板，模拟/数据

总流量

流速

流量乘数值

流量下限启用

降水

总时数

带水运行时间

更新总时数

更新带水运行时间

历史

标准历史

高级历史

巡航日志

诊断

系统故障

错误代码

固件

输入/输出测试

服务模式

系统

通信板

服务模式启用

服务计时器

远程锁定启用

流量乘数值

服务模式说明

远程锁定说明

脉冲/分

计数器读数

编辑

风速

脉冲/分

计数器读数

编辑

流量计

脉冲/分

计数器读数

编辑

面板

控件

ICON10 默认重置

智能继电器板默认重置

水阀关/开

湿计时器/深度或干计时器

巡航（小时）

自定位停机装置关/开

AR/AS

自动重新启动关/开

辅助 1 关/开

辅助 2 关/开

电压/压力

输出

输入

测试电池

备份/恢复

VALLEY GPS

ICON10 软件

更新智能继电器板固件

更新更新智能继电器板固件

恢复

备份

尾枪 1

尾枪 2

尾枪 3

尾枪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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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程序按钮

实用程序

ICON10

菜单

ICON10

TPMS

TPMS 数据

TPMS 常数

TPMS 诊断

TPMS 供水

状态

电池

水压

传感器 ID

TPMS ID

上一次更新

电池

状态

上一次更新

TPMS ID

轮胎数

传感器 ID

标称压力

TPMS 关闭启用

低于标称警告压力

低于标称关机压力

轮胎气压

状态

天气

目前天气

降雨历史

天气常数

温度系数

温度偏移

降雨期

降雨系数

风速关闭启用

温度关闭启用

降雨关闭启用

英寸/毫米

英里/时 / 千米/小时

度

当前温度

当前风速

总降水量

无线电设置

通知

通知启用

关机事件启用

历史事件启用

警告事件启用

基地 ID

调出尝试

通信端口

传输测试

无线电中继启用

无线电中继的数目

无线电中继 ID

AR/AS

启用/禁用

延迟

启用/禁用

将方向更改为正向

将方向更改为反向

自动停止打开

自动反向打开

正向/反向位置设置

尾枪

尾枪启用

配置尾枪

风

温度

天气常数



导航

90    ICON10/ICON1 控制面板用户手册

程序按钮

程序

ICON10

菜单

ICON10

VRI
显示 VRI-S、VRI-Z 或 VRI iS

步骤程序

+（新建）

保存

编辑

删除

日常运行

日常运行启用

模式

开始$

天

开始时间

程序开始$

停止时间

扇区程序 周期

VRI-S

VRI-S 启用

施水设置 #

配置施水设置

编辑扇区

审核施水设置

VRI-Z

VRI-Z 启用

编辑扇区

VRI-Z 常数

VRI-Z 诊断

阀门重新同步压力

喷头组 #

喷头组数目

最低循环时间

速度控制启用

喷头组关闭

重新同步

VRI-iS

VRI-iS 启用

编辑管理区

VRI-iS 常数

VRI-iS 诊断

阀门重新同步压力

最低循环时间

最高循环时间

喷头数目

上一喷头位置

配置网络

重新同步阀门

喷头间距

速度优化

顺序阀

测试阀

阀门错误

阀门通信错误

自定位停机装置旁

路
自定位停机装置旁路说明

喷灌机位置

开始$

自定位停机装置打开/关闭

自定位停机装置旁路次数

自定位停机装置旁路剩余次数

自定位停机装置位置

程序开始$

运行自定位停机装置旁路

开始$ 间隔时间

开始$ 间隔时间说明

喷灌机位置

开始$

自定位停机装置打开/关闭

开始时间

上次开始日期

自定位停机装置位置

程序开始$

下次开始日期

开始$ 间隔时间启用

在（天数）后重新启动

运行

停止

保存/运行

运行/删除

+（新建）

保存

编辑

删除

运行

停止

保存/运行

运行/删除

喷头组 #

喷头组 #

左倾角

右倾角

深度 %

左倾角

右倾角

深度 %

左倾角

右倾角

内部喷头

外部喷头

占空比 %

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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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按钮

备注

ICON10

菜单

ICO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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