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面板改变生活



让生活变得更轻松 

Valley® 是灌溉技术领域的领军企业，通过新推出的 ICON 系列智能面板向您提供当今最智能的喷
灌机控制体验。ICON 系列总能提供贴合各种需求的解决方案。无论您是购买新喷灌机、升级现有
面板，还是集成其他喷灌机品牌，您都能拥有操作直观的全彩色触摸屏界面的优势。

设立标准
Valley 为行业标准的制定设立了基准。这正是每一块 ICON 智能面板均采用对您至关重要的技术的原因。

• 通过 AgSense ICON Link 或 BaseStation3™  
进行线缆防盗监控

• 可用的 GPS 定位 

• 全彩色触摸显示屏 
• 可自定义的主屏幕

显示器 10 英寸彩色触摸屏 5 英寸 彩色触摸屏  
+ 轻触式按钮

带远程设备的 
全触摸屏控制

5 英寸 彩色触摸屏  
+ 轻触式按钮

远程设备  
WiFi 访问 选配 无 包含 无

AgSense®  
ICON Link™ 包含 包含 包含 包含

ICON10™、ICON5™ 和 ICON1™ 显示屏适配标准的 Valley 模块化控制面板外壳，因此，如果您目前使用的是 
Valley Pro、Pro2、Select、Select2 或 ClassicPlus 控制面板，就可以快速、轻松升级到 ICON。

VALLEY® ICONTM 智能面板系列



支持 AgSense®

所有 ICON 面板均配备 AgSense ICON Link。ICON Link 通过 AgSense 应用或台式机界面
提供对喷灌机的无缝控制和监测。只需稍微改变一下硬件，即可连接 BaseStation3TM。

远程设备 WiFi 访问

借助这种尖端技术，种植者可以使用任何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设备，经由 ICON 应用通过 
WiFi 远程连接到 ICON10 或 ICON1 智能面板。 

智能界面

所有 ICON 控制面板都具有易于使用的图形用户界面。屏幕设置十分直观，能够快速输
入命令和设置。通过喷灌机菜单和仪表板，可以轻松导航和快速查看状态。

简便的触摸屏操作

无论您使用的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还是喷灌机本身，现在简单、直观的控制触手可得。
无需再苦记繁琐公式或步骤，因为简便的触摸屏会以简单方式指示您执行控制操作。曾经
复杂的技术现在竟变得如此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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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面板改变生活



从您安装 Valley ICON10 的那一刻起，您会发现生活变得更轻松。 

ICON10 是全新 ICON 系列中触摸屏最大的一款产品，其采用 10 英寸全彩色触摸屏，便于您查看更多信息和执行更
多控制操作。触摸屏易于使用，简化了喷灌机监测和控制的方方面面的工作。此触摸屏的使用方式与您的智能平板
电脑触摸屏的使用方式类似，但现在喷灌机上也提供了此类触摸屏。

主要特性：

• 10 英寸全彩色触摸显示屏
• 直观的用户界面
• 支持 AgSense — AgSense ICON Link  

已作为标准配件安装*
• 与 BaseStation3 兼容*
• 具备可变速灌溉 (VRI) 功能
• 线缆防盗监控*
• 通过 ICON 应用提供远程设备 WiFi 访问**选项

  *需要其他硬件或订购。    
**因农田条件不同而有所限制。

可自定义的 
控制功能



ICON10 具备 Valley Pro2 面板当前提供的所有
功能，并且显著提高了内存和速度，以便于未来
升级。可以对 GPS 定位、VRI 速度、区域和单
个喷头进行编程，从而实现精确、可编程的施
水、施肥和施药。

valleyICON.com 

直观控制，动态显示

尾枪编程设置 具有 VRI 速度控制编程功能



对于 ICON5，种植者可以享受到与使用旗舰产品 
ICON10 相同的好处，差别在于它的屏幕只有 5 英寸
而已。这款小屏幕产品具备带有轻触式按键的触摸屏
界面，按键与触控功能一一对应。相较于 ICON10，
这款产品拥有 Valley Pro2 面板的所有技术和功能，
而且内存很大，可供升级使用。

Valley ICON5TM 是希望采用最新喷灌机
灌溉控制技术的种植者的绝佳选择。
它与 ICON10 相似，标配 AgSense 
ICON Link，让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 
BaseStation3 或 AgSense 完全控制
喷灌机。 

尾枪编程设置

主要特性：

• 5 英寸全彩色触摸显示屏
• 直观的用户界面
• 用于功能选择和导览的轻触式按钮
• 支持 AgSense® — AgSense ICON Link 已

作为标准配件安装*
• 与 BaseStation3 兼容*
• 具备可变速灌溉 (VRI) 功能
• 线缆防盗监控*

直观的轻触式按钮

  *需要其他硬件或订购。   



喷灌机控制尽在掌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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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屏幕上的大技术。

Valley ICON5 使所有菜单功能触手可及。通过中心点上简单易用的轻触式按钮和触摸屏界面，您可以高效准
确地控制圆形喷灌机。ICON5 在精巧的屏幕上为您提供强大的技术。



该面板模块只有三个轻触式按钮 — 正向启动、停止和反向启动。 
但这并不意味着您失去了其他所有功能。您所获得的监测和控制功
能与使用 ICON10 完全相同。只是面板本身没有屏幕而已，但同时
却为您提供了使用理想移动设备的灵活性。

借助 ICON1，您可通过任意移动设备远程控制喷灌机。再也不用为
奔波到喷灌机面板执行喷灌机监控而犯愁了。通过远程设备 WiFi 连
接或无线连接，不必再来回奔波，您可以更好地利用时间。

推出第一代数字喷灌机控制面板（没有显
示屏和通过无线访问的内置远程面板控制
功能）。**

Valley ICON1 是希望获得全部 ICON 面板
控制和功能、但又不想去喷灌机中心点操
作的种植者的理想选择。 

主要特性：

• 远程设备 WiFi 访问
 — 无需移动网络服务或互联网。 
• 通过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无线显示
• 支持 AgSense® — AgSense ICON Link 已作为标准配件安装*
• 与 BaseStation3 兼容*
• ICON 应用在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中均可下载
• 线缆防盗监控*

远程设备 WiFi 访问

无线显示

  *需要其他硬件或订购。    
**因农田条件不同而有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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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显示器上的革新性控制

通过远程面板界面控制喷灌机。 

凭借 ICON1，通过内置的 WiFi 信号可对智能面板进行全面控制，从而实现对喷灌机的本地化管理。通过移动
设备即可展开与智能面板的互动操作，节省时间、燃油并减少车辆磨损。



使用竞争对手面板的 ICONX

使用竞争对手面板的 ICONX

ICONX 通过使用现有喷灌机面板的电路和提供完全 ICON 触
控来控制面板。可以轻松连接到 AgSense 或 BaseStation3，
从而将您的所有喷灌机都加入到同一个网络中。

借助 ICONX，种植者可以为所有主要喷灌机品牌提供完全 
ICON 触控功能。 

此解决方案经济实惠，必会受到了解使
用 AgSense 或 BaseStation3 进行远程控
制和监控所提供的便利和无忧体验的种植
者的欢迎。通过使用 Valley ICONX™，您
可以将更多喷灌机加入到网络中并全面掌
控，而无需投入资金进行全面板升级。

主要特性：

• 与所有主要喷灌机品牌兼容
• 使用主机面板上的电源和控制线路，将控制传达

到 ICONX
• 直接在喷灌机上执行全部的 ICON 控制功能
• 直观的用户界面
• 5 英寸全彩色触摸显示屏
• 支持 AgSense — AgSense ICON Link 已作为标

准配件安装*
• 与 BaseStation3 兼容*
• 线缆防盗监控*

ICONX 本身并非一个全功能的面板，但它可使用现有主机面板的功能。
*需要其他硬件或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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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种植者的需求而开发。

将您现有的喷灌机控制面板用作 ICONX 的主机，即可升级您的操作并继续加以使用。通过 AgSense 或 
BaseStation3 添加远程监测和控制访问功能，而不需要全面升级面板，这确实是一个经济实惠的方法。

全面掌控的关键



请联系当地授权 Valley 经销商获取完整信息。

Valmont® Irrigation 奉行不断改进和开发产品的政策。因此，标准设备、选项、价格等信息在本手册发行后可能有所改动。部分照片和技术规格可能与当前产品不相同。当地 Valley® 经销商是您获取最新信
息的最佳来源。Valmont Irrigation 保留随时更改产品设计和技术规格的权利，并且不承担任何义务。 
  
www.valleyirrigation.com

©2016 Valmont Industries, Inc., Valley, NE 68064 美国。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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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详细信息，进行
编程。（可在喷灌机面板

上执行大多数操作。）

地图视图：在地图上
用不同颜色的图形显
示喷灌机信息。

列表视图：在一
个屏幕上快速查

看喷灌机。

ENABLED

AgSense 应用在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中均可下载

随处均可连接，进行喷灌机全面控制。

AgSense ICON Link 是一个全新的远程管理模块，专用于 Valley ICON 智能面板的管理。让您通过 AgSense 移动应
用或通过 BaseStation3 即可实现全面远程编程控制面板功能，并可监测圆形喷灌机的操作。ICON Link 交付时已
完全激活，并且其命令处理速度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无论您身在何处，凭借 ICON Link 强大的功能集，均可挖掘出 
Valley ICON 智能面板的全部潜力。

监控
访问喷灌机的实时状态和其他输入内容。

控制
通过您的移动设备或台式电脑控制灌溉机。

报告
以简单易读的自定义格式提供历史数据，方便您
了解过往情况。

*需要其他硬件或订购。    

看 ICON 智能面板在行动！

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