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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名称：   Valmont Industries Inc.

制造商地址：   7002 North 288th Street, 
     PO Box 358 
     Valley Nebraska 68064-0358

声明本产品：

产品名称：   Valley ClassicPlus 控制面板

序列号：   5000, 7000, 8000, 8120

     
符合以下欧盟标准：

     EN-292 机械安全
     EN-60204-1 机械安全
     EN-909 灌溉机械安全

补充信息：
此产品符合以下欧盟指令要求，并可带有相应的 CE 标志。

机械 98/37/EC
低电压 73/23/EEC
电磁兼容 89/336/EC

本产品同时也符合以下条款、法规和标准：

国家电气法规    240 过电流保护
      250 接地
      310 一般配线导体
      430 电动机、电动机电路和控制器

加拿大电气法规    C22.1-1990 电气安装的安全标准

ANSI/ASAE 标准   S362 电力驱动或电力控制的灌溉机的接线和设备
      S397.2 用于灌溉的供电和设备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发行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Jacob L. LaRue
产品经理

依据 ISO/IEC 17050-1:2004 的符合标准声明

编号 001-2005

2007 年 03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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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Valley电动灌溉机

Valmont 工业公司没有在 Valley电动灌溉机的控制面板上安装差速器（接地故障）断路器，因为保护标准随目
的国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分销商必须提供并安装符合 Valley 灌溉机安装地国家标准的差速器（接地故障）断路器。

在欧盟范围内，规定差速器断路器保护装置最高使用 24 伏电压。 

Valley 灌溉机需要良好的接地。 

• 如果接地电阻低于 80 欧姆，则需要使用 300 毫安的差速器（接地故障）断路器才能符合要求。 

• 如果接地电阻在 80 至 800 欧姆之间，则需要使用 30 毫安的差速器（接地故障）断路器才能符合要求。

安装人员应该负责电源设备的安装和对设备保护部件或机器的检查。Valmont 工业公司对于不是其制造的设备
保护部件或机器的故障概不负责。

为确保差速器（接地故障）断路器正常工作，由发电机供电的 Valley 中枢灌溉机必须配备有一根缆线，从浇灌
机机架连接到接地柱，另一根缆线从灌溉机机架连接到发电机上的接地接线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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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手册中包含 Valley ClassicPlus 控制面板的安全和操作内容。有关安全、枢轴硬件、维护、拖曳、故障排除、
防冻处理和电气标准方面的其它章节包含在相应的 Valley 枢轴或线性业主手册中（英文）。 

您作为业主 /操作员，为了优化系统性能，应熟悉系统功能。应牢记，应根据您对设备、土壤和水之间关系的
知识及设备应用的认识执行洒水器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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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公司保留更改技术规格及设计的权利并且不承担义务。技术规格适用于在美国销售的机器，在美
国以外地区可能有所不同。

辅助设备保修
业主应为所有辅助设备（如发动机、泵和发电机）在其各自制造商处进行保修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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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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方的所有操作员和维护人员都必须阅读并熟悉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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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事项
本手册中的安全信息前面带有警示标志以及“危险”、“警告”或“小心”三个词中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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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的信息，它的后面可能会出现“危险”、“警告”或
“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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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心
“危险标志”与“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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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一词。

注意
“注意”一词用于提醒您注意阅读有助于您正确安装、操作或维护设备的程序和技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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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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人员保护的相关信息，请参阅“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 (OSHA) 规程”（标准 - 29 CFR）。- 1910.335 或适
用的国家、州或地方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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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期检查和测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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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护每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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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全标志和标签。在必要的地方必须使用安全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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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线、外露的导体或电路部件。

•   在有带电动力线、暴露的导体或电路部件的区域操作较长的导电体（例如，包括但不限于桁架拉杆、管子、角
铁和梯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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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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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可能与带电动力线、暴露的导体或电路部件接触。

坠落保护
开始工作前，应辨识出潜在的坠落危险，并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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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 - 29 CFR 1926.500、1926.501 和 1926.502”或适用的国家、
州或地方法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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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用悬臂吊升装置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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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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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人员保护，参阅“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 (OSHA) 规程”（标准 - 29 CFR）。 
-1910.303(g)(1)(i) 或任何其他适用的国家、州或地方法规，以了解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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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电盘 /电气设备前的最小工作间隙 

工作空间的一侧有暴露
的带电部件，另一侧
无带电的接地部件。

  工作空间的一侧有暴露
的带电部件，另一侧也
有带电的接地部件。

工作空间的一侧有暴露
的带电部件，另一侧也
有暴露的带电部件。

30 英寸（760 毫米） 
最小值或封闭宽度， 
以较大值为准

78 英寸（1980 毫米） 
最小值或封闭高度， 
以较大为准

36 英寸（915 毫米）最小值 42 英寸（1065 毫米）最小值 48 英寸（1220 毫米）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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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或地方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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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空动力线
组装、牵引或运输灌溉机部件（例如，包括但不限于动力线下方或旁边的枢轴点、直线手推车、跨接 /驱动单元
组件、悬挂部件和 /或角组件）因为存在触电风险，是极其危险的。 

在动力线附近操作用于升起灌溉机组件的设备（例如但不限于叉车或起重机）存在触电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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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人员保护，参阅“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 (OSHA) 规程”（标准 - 29 CFR）起重机和井架的相关规定。 
- 1926.550 或任何其他适用的国家、州或地方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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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应将架空的动力线视为带电
线路。

•   在任何动力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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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不接触带电动力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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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与附近但没有接
触到动力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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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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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选择跨接 /驱动单元的组装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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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勿在任何标称值为 50 千伏的动力线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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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些动力线带电与否。对于标称值超过 50 千伏的动力线，最小间隙应为 10 英尺（3.05 米），
然后为 50 千伏以上的每千伏额外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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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伏的动力线，最小间隙应为 10 英尺，
然后为 50 千伏以上的每千伏额外增加 0.4 英寸（1.1 厘米）。架空支撑角、缆线和喷灌机部件通常伸出灌溉管
线（跨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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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线的区域。组装，牵引或运输灌溉机组件以及操作包括负荷、绳索在内
的设备时，均应远离任何动力线，并保持上述距离，无论这些动力线带电与否。

•   必须指定人员观察动力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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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给出警告以“停止”所有操作。



安全

Valley ClassicPlus 控制面板

   11

最小断电上锁 /挂签程序
无论何时维护或维修机器或设备，以下程序可以为能量隔离装置的断电上锁确定最低要求。在工作人员执行任
何维修或维护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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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地方，机器或设备
意外通电或起动，或留存的能量释放都可能导致人身伤害。任何人员，如果看到机器或设备的部件已锁定以进
行维修或维护，都不要尝试起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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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电上锁一般程序  
- 1910.147 App A，或适用的国家、州或地方法规。

断电上锁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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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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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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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开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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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通过一些方法，例如接地、贮藏、阻隔、排放等来消散或抑制留存的或残余的能量（例如电容器、弹簧、
升降机部件、旋转的飞轮、液压系统，以及气体、蒸汽或水的压力等）。

7.   确保设备与电源断开，方法是首先检查清楚没有人员暴露在内，然后通过操作按钮或其他正常操作控制器或
通过测试来验证设备已隔断电源，确保设备不再工作。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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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工作人员将暴露在电路元件和电气部件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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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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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溉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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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心
• 切勿在没有首先阅读机器“业主手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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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切勿在没有正确操作规程的情况下允许任何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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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您的员工安全使用本设备至关重
要。切勿在没有正确操作规程的情况下允许任何人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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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塔上将塔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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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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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尝试起动机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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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电击伤害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 所有 480 伏交流电，60 赫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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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线和一根符合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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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2-2

注意

图 12-1 1. 断开开关

1

细部图

铜线

夹具

铜柱

4 线* 接户线

接地柱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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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操作（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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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定电源断开开关。参见图 13-1。

锁定后，应填写好下面所示的蓝色（OSHA 安全颜色
代码）标签并贴在断开的开关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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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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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您怀疑可能出现危险电压的情况包括：
. 机器或跨接电缆的物理损坏 
. 最近出现的雷暴（闪电）
. 异常的机器工作特征

如果您由于碰触机器时感觉到刺痛而怀疑出现了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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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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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线驱动装置。

重新安装因维护需要而卸下的防护网和防护罩。

! 小心

标记并防护所有动力线
不要在地下埋设的动力线附近深挖或开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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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3-1

图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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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心

1. 电源断开开关
2. 锁定

1

2

前 后
FRONT

BACK

危 险

禁止取下此标签

备注: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查看背面

危 险

禁止操作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998166

FRONT
BACK

危 险

禁止取下此标签

备注: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查看背面

危 险

禁止操作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998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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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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心

避免高压水流
避免身体与高压水流接触。 

!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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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温度低

于 40°F (4.5SDgrC) 时切勿操作机器。 

• 因结冰而导致的机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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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心

驱动轴在无预兆情况下起动
每个中枢塔座上均有一个电动机，为连接到齿轮传动
装置的两个驱动轴供电。这些驱动轴在毫无预兆情况
下起动并停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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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罩。
• 必须将驱动轴护罩安装在正确位置后才能操作 
机器。

! 危险

插座接头
连接或断开任何插座接头前必须断开电源。

! 小心

避免使用化学剂
当水中注入有化学剂时，应避免暴露於喷洒器喷出的
水雾。阅读 EPA L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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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当地法规。确保在发生
意外事故时获得急救药品和清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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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警告

安全操作（续）

闪电和机器
在发生雷暴时应远离机器。灌溉机成为良好的接地。
田地中最高的物体也可能成为很好的雷电接地体！

! 警告



安全

Valley ClassicPlus 控制面板

   15

起动前检查轮距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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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心

让儿童远离
枢轴不是运动场设备。 

防止儿童在机器周围玩耍或攀爬。这是极其危险的，
尤其是在机器工作时。

! 小心

正确使用安全超控 
在使用安全超控功能时，操作员必须小心，因为安全
超控会将旁通或禁用机器所有的自动安全停机电路。 

切勿按下并按住处于 START（起动）位置的 START/
STOP SAFETY OVERRIDE（起动 /停止安全超控）
开关超过 3 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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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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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心

应让车道保持干燥
在大多数州份，在州道和县道路面上洒水是违法的。
超越摩托车极为危险。

如果使用 End Gun（末端喷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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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 Gun（末端喷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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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 Gun（末端喷头）关闭装置。

! 小心

安全操作（续）

部件旋转操作安全
如果机器在道路上反向行驶或相对于实物（例如建筑
物、树行、电线杆等）反向行驶，必须提供一个备用
设备，以便在反向行驶装置发生故障时能够停止机器。
参见图 15-1。

有关在这些情况下机器实体路障的更多信息，请与您
的 Valley 经销商联系。

! 小心

图 15-1 1. 物理障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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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标志
这些“危险”、“警告”和“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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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安全超控开关

后可能发生结构性

损坏。 

小 心
高电压
480 伏电压可致命。
打开外罩前应将机器电源
锁定在“关闭”位置。

危 险运行

起动发动机

辅助开关

安全超控

机器电源

位置：控制面板

位置：控制面板门

位置：控制面板

0998202

小 心
温度低于 40 华氏度 (4.5 摄氏度) 时不要
操作系统。 

操作此设备前应阅读并理解 VALLEY 
操作手册。

按下安全超控开关

后可能发生结构性

损坏。 

小 心

安全超控

高电压
480 伏电压可致命。
打开外罩前应将机器电源
锁定在“关闭”位置。

危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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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标志（续）

部件号 0998164 
位置：控制面板内的电气面板

部件号 0998187
位置：控制面板内的电气面板

部件号 0998209
位置：End Gun（末端喷头）关闭 /“停止并定位”箱

警告标志

连线后将线路防护罩装回。

灌溉机的电线连接不当可能导致人身伤害或设备损坏。必须将灌溉机连接到

四线接地的电气设备。必须按照“美国国家电气规程”和相应地方法规的要

求设置灌溉机的接地。Valley 业主手册中包含了喷灌机用供电和设备的标准。 

主电源连接

L1                                                                           L2                                                                           L3                            

危 险

只可使用 60°C 绝缘铜线进行现场接线

高电压
480 伏电压可致命。
打开外罩前应将机器电源
锁定在“关闭”位置。

危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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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标志（续）

09982210998220

0998165

0998222

480 伏 机器断开开关处于“OFF”

（关闭）位置并锁定后才可打开。

危 险
480 伏 机器断开开关处于“OFF”

（关闭）位置并锁定后才可打开。

危 险

警 告
此轮胎和轮圈

仅供圆形喷灌机使用

9
9

8
1

6
5 使用前调节到 18 PSI

充气至 18 PSI (1.2 巴)

0998224

警 告
此轮胎和轮圈

仅供圆形喷灌机使用

9
9

8
2

2
0 使用前调节到 23 PSI

充气至 23 PSI (1.5 巴)

®

警 告
此轮胎和轮圈

仅供圆形喷灌机使用

9
9

8
2

2
1 使用前调节到 30 PSI 

充气至 30 PSI (2.1 巴)

警 告
使用前调节到 34 PSI

此轮胎和轮圈仅供圆形
喷灌机使用

充气至 34 PSI (2.3 巴)

9
9

8
2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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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not touch rotating drive shaft or shield. Clothing
or limbs may become entangled, resulting in severe
injury.
Do not service until machine is locked in the off 
position.
Always replace drive shaft shield after servicing.

Drive Shaft Starts Without Warning!

DANGER
Do not touch rotating drive shaft or shield. Clothing
or limbs may become entangled, resulting in severe
injury.
Do not service until machine is locked in the off 
position.
Always replace drive shaft shield after servicing.

Drive Shaft Starts Without Warning!

DANGER

Do not touch rotating drive shaft or shield. Clothing
or limbs may become entangled, resulting in severe
injury.
Do not service until machine is locked in the off 
position.
Always replace drive shaft shield after servicing.

Drive Shaft Starts Without Warning!

DANGER
Do not touch rotating drive shaft or shield. Clothing
or limbs may become entangled, resulting in severe
injury.
Do not service until machine is locked in the off 
position.
Always replace drive shaft shield after servicing.

Drive Shaft Starts Without Warning!

DANGER

安全标志（续）

0998170

0998223

电机安装不正确可能会发生起火、爆炸、

电击或其它人身伤害。必须阅读操作说明。

维护前应断开电源。取下导管接头盒
盖前应断开所有电路。必须确保电机
按地方法规和国家法规正确接地。

切勿将手指或物品放在开孔旁。

禁止使用吊环螺栓或吊钩来起吊
除该设备外的其他物品。 

警 告

  驱动轴会在无警告的情况下起动！
• 不要碰触旋转的驱动轴和防护罩。衣服或四肢
可能会被卷入，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

• 机器锁定在“关闭”位置后才可进行维修。
• 维护后必须重新装回驱动轴防护罩。

危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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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安全超控开关

后可能发生结构性

损坏。 

小 心
高电压
480 伏电压可致命。
打开外罩前应将机器电源
锁定在“关闭”位置。

危 险运行

起动发动机

辅助开关

安全超控

PERCENT INPUT

REVERSE

FORWARD

A-C VOLTS

100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400 500

600

300200

HOURS

FORWARD

REVERSE

PANEL

TOWERS

END
TOWER

SIS
ON

OFF

START

STOP

WET

DRY

关开

ClassicPlus

0  0  0  0  0  0

AUTO
REVERSE

AUTO
STOP

机器电源

图 21-1

控制器和组件
下面的图 21-1 显示了 ClassicPlus 控制面板的内侧门。

•  480 伏 – 切勿打开内部控制面板门，否则可能会导致电击。 

•  所有需要的控制器和监视装置都安装在内部控制面板门的外侧。 

•  只能由合格的维修人员在控制面板上执行维修工作。

! 危险

百分比计时器 小时表 电压表

“停止并定位”
开/关

干/湿压力旁通 指示灯

起动-停止

前进/后退方向选择

电源断开

安全超控按钮 （可选）自动逆
向/自动停止

发动机运
行/起动

（可选）辅助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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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 /后退开关
如果所有的安全电路都完好，操作员可以前向（顺时
针）或逆向（逆时针）运行系统。参见图 22-3。

可在起动前选择行驶方向，并可在系
统运行时改变方向。

注意
如果订购了固定在驱动单元上的自动
逆向 /自动停止选配件，此开关则为
弹簧式开关。 

将开关按下到 Forward（前进）或 
Reverse（后退）位置时，会相应的将方向设置为“前
进”或“后退”，而后返回到中间空挡位置。 

如果安装了固定在驱动单元上的自动逆向 /自动停止
装置，则起动 -停止开关必须位于中间空挡“运行”
位置才能更改方向。

标准开关（订购这些面板时不包括固定在可选驱动单
元上的自动逆向 /自动停止装置）将位于“前进”或“后
退”位置。此开关不是弹簧式开关。

指示灯
在系统运行情况下，指示灯会为操作员显示一些有用
的系统信息，并且提供一些诊断功能。参见图 22-4。

•  机器在运行过程中，面板灯点亮。

•  机器运行时，塔灯点亮。

•  当端塔移动时，END TOWER（端塔）灯点亮。

•  当机器向前移动时，Forward（前进）灯点亮。

•  当机器反向移动时，Reverse（后退）灯点亮。

图 22-3

电源断开开关
此开关可以断开系统中的所有电源，但控制面板内
“电源断开开关”上的进入（上部）接线端除外。参见
图 22-1。

在执行维护或维修工作时，以及在系统不在使用时，
断开功能可将电源切换到 OFF（关闭）位置。

3 秒自动重启
三秒自动重启是 Valley 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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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将自动重启。

起动 -停止开关
起动和停止系统。参见图 22-2。 

要起动系统，应将开关从 STOP
（停止）位置移动到 START（起
动）位置。 

应将开关按下并保持大约 1-2 秒
后松开，此时开关将返回到中间
空挡“运行”位置。 

要停止系统，应将开关移动到 

STOP（停止）位置。 图 22-2

ON（开） OFF（关）

图 22-1

为减小因 3 秒或更短时间的瞬时停电导致自动控制电
动泵损坏的可能性，在枢轴控制面板和泵之间的泵电
路中需要配备泵重新起动延时计时器。

小心!

PANEL

TOWERS

END TOWER

FORWARD

REVERSE

PANEL

TOWERS

END TOWER

FORWARD

REVERSE

PANEL

TOWERS

END TOWER

FORWARD

REVERSE

PANEL

TOWERS

END TOWER

FORWARD

REVERSE

图 22-4

机器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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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计时器
百分比计时器用于控制系统的旋转时间。参见图 
23-3。

操作员应用的施水量由百分比
计时器的设置决定。 

将百分比计时器设置为 100% 
表示系统的端塔将连续移动，
旋转时间最短。

设置为 100% 时也可使用最
小用水量。 

如果百分比计时器设置为 50%，则系统的转动时间
和用水量都为双倍。设置为 50% 时，系统端塔每分
钟大约移动 30 秒。

注意
百分比计时器决定系统端塔一分钟内的运行百分比，
因此可以调节系统的转动时间。 

参阅系统的喷洒器图表，以确定不同设置下的用 
水量。 

“百分比计时器设置计算”一章说明了确定不同百分
比计时器设置时的用水量计算步骤。

小时表
记录系统的工作小时数，其中包括用水和不用水（或
湿和干时间）两种工况的小时数。参见图 23-4
 

图 23-4

图 23-3

湿 /干开关
旁通低压开关选配件。参见图 23-1

在压力范围内，可将低压开关调节到
关闭。 

例如，如果低压开关设置为 15 psi 
(103 kPa)。 

当压力开关位置的水压达到 15 psi 
(103 kPa) 时，压力开关将关闭，使
安全电路完整，允许系统运行。 

因此，如果 Wet/Dry（湿 /干）开关位于 WET（湿）
位置，且压力下降到 15 psi (103 kPa) 以下，系统将
关机，从而为操作员执行低压关机。

但是，如果操作员想运行系统干燥（无水），必须旁
通低压开关。 

将 Wet/Dry（湿 /干）开关设置在 DRY（干）位置可
完成上述操作。随后从安全电路中卸除低压开关，系
统将在无水压的情况下运行。

注意
操作员供水时，如果 Wet/Dry（湿 /干）开关位于 
DRY（干）位置，在压力下降到低于低压设置时，系
统不会停机。

SIS 开 /关
允许启动或旁通“停止并定位”开关。参见图 23-2。

当“停止并定位”开关位于 NO（开）
位置时，将系统停止在由操作员设置
的场地预设位置。 

将开关设置在 OFF（关闭）位置可旁
通“停止并定位”，因此系统将不会
停止在预设位置。

要设置停止位置，应参阅“Valley 枢
轴系统用户手册”中的“End Gun 关
闭”以及“停止并定位选配件”章节。

图 23-1

图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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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配件开关
如图 24-3 所示，Valley ClassicPlus 控制面板包含六
个用于开关选配件的扩展槽。

辅助开关
此开关选配件适用于喷射泵，End Gun 手动控制或
操作员决定安装的其他选配件。参见图 24-4。

发动机运行 /起动开关
安装标准发动机 RUN/START（运行 /起动）开关便
于发动机停机电路接线。参见图 24-5。

如果开关位于 RUN（运行）位置，
在枢轴系统因某种原因停止时，发动
机将停机。开关必须位于 START（起
动）位置才能起动发动机。 

图 24-4

电压表
电压表显示控制面板供应给机器的电压。参见图 
24-1。 

建议使用的工作电压为
额定供电电压。参见图 
24-2。

在正常工作过程中，电
压表读数约为额定供电
电压。参见图 24-2。

CAUTION

DANGER
High Voltage!
480 Volts can kill.
Lock Machine Power
in the “OFF” position
before opening cover.

0997326

Do not operate system when temperature
is below 40° F (4.5° C)

Read and understand the valley operator
manual before operating this equipment.

CAUTION

0997300

CAUTION
DO NOT HOLD BUTTON DEPRESSED

LONGER THAN 3 SECONDS.  REPEATED 
START ATTEMPTS CAN CAUSE SERIOUS 

STRUCTURAL DAMAGE 0997302

OFF

O
N

 

TEST

Classic

图 24-1

! 小心
•   严禁在电压表读数低于允许的最低电压或高于允许
的最高电压时操作机器。参见图 24-5。 

•   在上述限制范围外操作机器可能会导致驱动电机和
其他电气部件损坏，参见图 24-5。

•   恢复操作前应排除低电压故障。

注意
• 一些长的或高安培数的机器可能需要在较高电压下
运行，但电压不能高于允许的最大值。

额定供电电压 最大允许电压 最小允许电压

480 伏交流电，60 赫兹 505 伏交流电 440 伏交流电
415 伏交流电，50 赫兹 420 伏交流电 375 伏交流电
400 伏交流电，50 赫兹 420 伏交流电 365 伏交流电

380 伏交流电，50 赫兹 420 伏交流电 355 伏交流电
230 伏交流电，60 赫兹 253 伏交流电 220 伏交流电
220 伏交流电，50 赫兹 243 伏交流电 210 伏交流电
120 伏交流电，60 赫兹 132 伏交流电 105 伏交流电
110 伏交流电，50 赫兹 121 伏交流电 95 伏交流电

图 24-2

扩展槽

与驱动单元上固定的
自动逆向 /自动停止
硬件一同安装。

扩展槽 扩展槽

与辅助控制器选配件
一同安装。

安装在所有 Valley 
ClassicPlus 面板上。

图 24-3

图 24-5

AUTO REVERSE
（自动逆向）

AUTO STOP
（自动停止）

RUN（运行）

START ENGINE
（起动发动机）

ON（开）

OFF AUX
（关辅助）

ON（开）

OFF AUX
（关辅助）

RUN（运行）

START ENGINE
（起动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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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逆向 /自动停止开关
如图 25-1 所示，只有在订购了固定在驱动单元上的
自动逆向 /自动停止选配件后，才安装此开关。 

在 Auto Reverse（自动逆向）位置，
系统将持续运行，并在促动器臂接合
后自动逆向。 

在 Auto Stop（自动停止）位置，系
统将在促动器臂接合时停止。

“固定在驱动单元上的自动逆向 /自
动停止”组件可用于固定在田地自动
停止的驱动单元固定端以及田地自动
逆向 /自动停止（合并选配件）的驱
动单元固定端。参见图 25-2。

当促动器臂接触到障碍物时，自动停止选配件将停止
系统。 

如果安装了自动逆向 /自动停止选配件，在遇到路障
时操作员可以选择停止系统，或让系统自动转为反方
向行驶并继续运行。 

如图 25-1 所示，可以使用 Auto Reverse/Auto Stop
（自动逆向 /自动停止）开关进行选择。

注意
使用此选配件时必须格外小心。 

操作员必须确保促动臂接触到跳闸机构。在某些特殊
情况下，轮距之间堆积的土壤可能会产生坡面效应，
导致促动器臂越过跳闸机构而没有断开。

图 25-1

跳闸促动臂机构

促动臂

实际障碍
（需要）

图 25-2   固定在驱动单元上的自动逆向/自动停止选配件

AUTO REVERSE
（自动逆向）

AUTO STOP
（自动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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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动 System Wet（系统潮湿）（含水）
1)  检查轮距，确保无车辆或其他设备阻碍系统起

动或工作。

2)   将 WET/DRY（湿 /干）开关置于 DRY（干）位
置可旁通低压开关。

3)  如果使用发动机停机电路，应将发动机 RUN/
START（运行 /起动）开关置于 START（起动）
位置。

4)  部分关闭系统主线阀。如果泵由电动马达供电，
这样有助于避免“水击现象”。

5)  起动泵。（泵可能已接线，当按下中枢控制面板
上的 START（起动）开关后，泵会自动起动。
联系您的 Valley 经销商，以确定您的泵如何接
线至控制面板。）

6)  通过打开主线阀或增加发动机转速，慢慢将更
多的水引进系统。仔细检查 Valley 系统压力表，
以确保达到所需的工作压力。

7)  将电源断开开关转动到 ON（打开）位置。如果
由发动机驱动的发电机供电，应调节发电机的
转速，直到电压表的读数为 480 - 505 伏。切
勿超过 505 伏。

8)  将 WET/DRY（湿 /干）开关置于 WET（湿）位置。

9)  通过将 FORWARD/REVERSE（前进 /后退）
开关移动到 FORWARD（前进）或 REVERSE
（后退）位置来选择行驶方向。应牢记，
Forward（前进）是顺时针旋转，Reverse（后退）
是逆时针旋转。

10)  将 START-STOP（起动 -停止）开关按下到 
START（起动）位置 1 – 2 秒，然后松开。系
统立即起动。

11)  将发动机 RUN/START（运行 /起动）开关置于 
RUN（运行）位置。

12)  将百分比计时器设置到所需的速度设定。

13)  如果系统配备有可选 stop-in-slot（停止并定位）
开关，应将 SIS ON/OFF（SIS 开 /关）开关置
于所需位置。

14)  如果系统配备有可选驱动单元固定的自动逆向 /
自动停止硬件，应将 Auto Reverse/Auto Stop
（自动逆向 /自动停止）开关置于所需位置。

图 27-1

按下安全超控开关

后可能发生结构性

损坏。 

小 心
高电压
480 伏电压可致命。
打开外罩前应将机器电源
锁定在“关闭”位置。

危 险运行

起动发动机

辅助开关

PERCENT INPUT

REVERSE

FORWARD

A-C VOLTS

100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400 500

600

300200

HOURS

FORWARD

REVERSE

PANEL

TOWERS

END
TOWER

SIS
ON

OFF

START

STOP

WET

DRY

关开

ClassicPlus

0  0  0  0  0  0

安全超控

AUTO
REVERSE

AUTO
STOP

机器电源

起动系统 12)  选择所需的百分比定时器设置

13) 将 SIS 设置到  
ON/OFF（开 /关）。

2)  设置为 DRY（干）。
8)  设置为 WET（湿）。

9)  选择 Forward（前进）或 
Reverse（后退）方向。

10)  按下 1-2 秒可起动机器。

7)  电源断开开关打开。

14)  选择 Auto Reverse（自动
逆向）或 Auto Stop（自动
停止）（如果已安装选配件）

3)  设置为 START（起动）。
11) 设置为 RUN（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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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动 System Dry（系统干燥）（无水）
1)  检查轮距，确保无车辆或其他设备阻碍系统起

动或工作。

2)   将 WET/DRY（湿 /干）开关置于 DRY（干）位
置可旁通低压开关。

3)  如果使用发动机停机电路，应将发动机 RUN/
START（运行 /起动）开关置于 START（起动）
位置。

4)  将电源断开开关转动到 ON（打开）位置。如果
由发动机驱动的发电机供电，应调节发动机的
转速，直到电压表的读数为 480 - 505 伏。切
勿超过 505 伏。

5)  通过将 FORWARD/REVERSE（前进 /后退）
开关移动到 FORWARD（前进）或 REVERSE
（后退）位置来选择行驶方向。应牢记，
Forward（前进）是顺时针旋转，Reverse（后退）
是逆时针旋转。

6)  将 START-STOP（起动 -停止）开关按下到 
START（起动）位置 1 – 2 秒，然后松开。系
统立即起动。

7)  将发动机 RUN/START（运行 /起动）开关置于 
RUN（运行）位置。

8)  将百分比计时器设置到所需的速度设定。

9)  如果系统配备有可选 stop-in-slot（停止并定位）
开关，应将 SIS ON/OFF（SIS 开 /关）开关置
于所需位置。

10)  如果系统配备有可选驱动单元固定的自动逆向 /
自动停止硬件，应将 Auto Reverse/Auto Stop
（自动逆向 /自动停止）开关置于所需位置。

图 28-1

按下安全超控开关

后可能发生结构性

损坏。 

小 心
高电压
480 伏电压可致命。
打开外罩前应将机器电源
锁定在“关闭”位置。

危 险运行

起动发动机

辅助开关

PERCENT INPUT

REVERSE

FORWARD

A-C VOLTS

100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400 500

600

300200

HOURS

FORWARD

REVERSE

PANEL

TOWERS

END
TOWER

SIS
ON

OFF

START

STOP

WET

DRY

关开

ClassicPlus

0  0  0  0  0  0

安全超控

AUTO
REVERSE

AUTO
STOP

机器电源

起动系统 12)  选择所需的百分比定时器设置

13) 将 SIS 设置到  
ON/OFF（开 /关）。

2)  设置为 DRY（干）。
8)  设置为 WET（湿）。

9)  选择 Forward（前进）或 
Reverse（后退）方向。

10)  按下 1-2 秒可起动机器。

7)  电源断开开关打开。

14)  选择 Auto Reverse（自动
逆向）或 Auto Stop（自动
停止）（如果已安装选配件）

3)  设置为 START（起动）。
11) 设置为 RUN（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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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机器

紧急停止
要在紧急情况下停机，应关闭以下任意一项：
 • 公共电源至控制面的电源断开开关。参见图 29-1。
 •控制面板电源断开开关。参见图 29-1。
 •任何塔箱断开开关。参见图 29-1。

3

1

DANGER
High Voltage!
480 Volts can kill.
Lock Machine Power
in the “OFF” position
before opening cover.

CAUTION

SAFETY
OVERRIDE

Structural damage can
occur when the
Safety Override switch
is depressed.

CAUTION
RUN

START
ENGINE

AUX

MACHINE POWER

OffOn

PERCENT INPUT

REVERSE

FORWARD

A-C VOLTS

100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400 500

600

300200

HOURS
0  0  0  0  0 0

FORWARD

REVERSE

PANEL

TOWERS

END
TOWER

SIS
ON

OFF

START

STOP

WET

DRY

2

图 29-1 1. 电源断开开关
2. 控制面板电源断开开关
3. 塔箱断开开关

!  警告
• 切勿通过缓慢空转发动机的发电机组
来停止机器。这样 操作会导致低压
并会损坏机器部件。        

• 在关闭发动机发电机组前应停止浇 
灌机。

在正常情况下停机

1.    将 START-STOP（起动 -停止）开
关按下到 STOP（停止）位置。参见
图 29-2。

2.   将电源断开开关转动到 OFF（关闭）
位置。参见图 29-2。

3.   将泵送装置转动到 OFF（关闭）位置
（如果不是自动）。

4.   如果使用发动机的发电机组，将发动
机 Run/Start（运行 /起动）开关置于 
Start（起动）位置，以进行下一步的
起动步骤。

图 29-2 1. 起动 -停止开关
2. 电源断开开关 OFF （关闭） 

DANGER
High Voltage!
480 Volts can kill.
Lock Machine Power
in the “OFF” position
before opening cover.

CAUTION

SAFETY
OVERRIDE

Structural damage can
occur when the
Safety Override switch
is depressed.

CAUTION
RUN

START
ENGINE

AUX

MACHINE POWER

OffOn

PERCENT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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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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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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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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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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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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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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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ERS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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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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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

STOP

WET

DRY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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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
当指示灯运行时，会给操作员发出系统信息并且提供
一些诊断功能。

面板和塔座灯
如果系统正在运行，则面板和塔座灯总是点亮。参见
图 30-2。

如果系统未起动，则 PANEL（面板）和 TOWERS
（塔座）灯可用于确定控制面板或系统塔座是否存在 
故障。 

以下步骤说明使用这两个灯来确定系统未起动的一
般原因：

按下 RUN/START（运行 /起动）开关 1-2 秒，并查
看 PANEL（面板）和 TOWERS（塔座）灯。确定故
障属于以下三个原因中的哪个原因：

1)  如果在 1-2 秒内灯没有点亮，则很大可能是控
制面板或外来电源出现故障。这表明“安全线”
未通电。

2)  如果 PANEL（面板）灯在 1-2 秒内点亮，但 
TOWER（塔座）灯未点亮，则表明安全电路不
完整。出现的问题是其中一个驱动单元塔座的
安全电路不完整。

3)  当按下 RUN/START（运行 /起动）开关后，如
果两个灯都点亮（PANEL（面板）和 TOWERS
（塔座）)，而系统仍旧未起动，则很大可能是控
制面板发生故障。

注意
如果系统起动失败，应联系您的 Valley 授权经销商，
并将您在起动过程中观察到的“面板和塔座”灯的情
况告诉经销商。

端塔灯
当端塔移动时，END TOWER（端塔）灯将点亮。参
见图 30-1。

•  如果百分比计时器设置为 100%，该灯将持续点亮。 

•  如果百分比计时器设置为 50%，灯应点亮约 30 秒，
然后熄灭 30 秒。

前进和后退灯
当 系 统 正 在 运 行 时，FORWARD（ 前 进 ）或 
REVERSE（后退）灯将点亮，表明系统正在移动的
方向。参见图 30-2。

注意
如果安装了可选驱动单元固定的自动逆向 /自动停止
装置，并且系统由于某种原因停止，则这些灯将表明
系统最后运行的方向。 

如果系统由发动机驱动的电动机供电，则操作员只需
为面板恢复电源，FORWARD（前进）或 REVERSE
（后退）灯将点亮，表明系统最后的运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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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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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超控按钮
Valley ClassicPlus 控制面板配备有安全超控按钮开
关。参见图 31-1 和 31-2。

如果系统因某种原因对偏，需要暂时超控安全电路来
重新调整系统，则可能要使用此开关。 

要使用旁通功能，应按下与 START（起动）开关配
合的安全超控按钮。

• 按下此按钮时，操作员必须注意，因为这样会旁通
或禁用系统所有的安全电路。 

• 按下此按钮不要超过 3 至 5 秒。 

• 如果操作员不能看到整个系统，则不建议使用安全
超控开关。

• 操作员必须在每次尝试起动前检查整个系统。 

• 反复尝试超控起动可能导致严重的结构性损坏。 

• 如果系统起动失败，请联系当地的 VALLEY 经销
商。

图 31-2

运行

起动发动机

辅助开关

按下安全超控开关

后可能发生结构性

损坏。 

小 心
高电压
480 伏电压可致命。
打开外罩前应将机器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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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按下可超控安全。

注意小心标志

按下安全超控开关

后可能发生结构性

损坏。 

小 心

安全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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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计时器设置计算
百分比计时器调节系统运行速度，以控制每转的用 
水量。 

百分比计时器的设置为 100% 表示端塔连续运行或 
100% 的时间运行。 

百分比计时器设置为 50% 表示端塔 50% 的时间运
行或每分钟停止运行 30 秒，因此要双倍用水量。

图 32-1 中所示的喷洒器图表为操作员提供了必要信
息，以确定在不同百分比计时器设置下用水深度和
转数。

图 32-1

   
   

 0.15 (3.8) 100 21
 0.20 (5.1) 77 28
 0.30 (7.6) 51 41
 0.40 (10.2) 39 55
 0.50 (12.7) 31 69
 0.60 (15.2) 26 83
 0.70 (17.8) 96 96
 0.80 (20.3) 19 110
 0.90 (22.9) 17 124
 1.00 (25.4) 15 138
 1.25 (31.8) 12 172
 1.50 (38.1) 10 207
 1.75 (44.5) 9 241
 2.00 (50.8) 8 276
 2.50 (63.5) 6 345
 3.00 (76.2) 5 413
 3.50 (88.9) 4 482

如果知道系统长度、GPM (LPS) 流量和转数，可按
以下步骤计算这些值。

1. 确定系统长度。

DLRDU OH EGR

SL

SL =  系统总长度 - 英尺（米）
DLRDU =  至最后常规驱动装置的距离 - 英尺（米）
OH =  伸出长度 - 英尺（米）
EGR =  End Gun 半径 - 英尺（米）

End Gun 半径的大约覆盖范围

Rainbird 85 = 60 英尺（18 米）
Rainbird 95 = 65 英尺（20 米）
Nelson 100 = 100 英尺（30 米）
Rainbird 103 = 100 英尺（30 米）

SL = DLRDU + OH + EGR

例如： 
DLRDU = 1260 英尺（384 米）
OH = 64 英尺（20 米）
EGR = 100 英尺（30 米）
SL =  1260 英尺（384 米）+ 64 英尺（20 米）

+ 100 英尺（30 米）

SL = 1424 英尺（434 米）

英寸（毫米）/每转 百分比计时器设置 时数 /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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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PM 和速度用于 480 伏，60 赫兹设备。
对于 50 赫兹的设备，按系数 0.833 减少行驶。

LRDU = 最后常规驱动装置

例如：30 RPM 中央驱动电机，带有 14.9 x 24 高浮动轮胎 =  6.77 英尺 /分钟或 2.06 米 /分钟

3. 确定系统使用的英寸（毫米）/天。

英寸 /天 = (GPM)（735.3 英寸）
                              (SL)2

 
          例如： 假设 GPM = 800 GPM
 SL = 1424 英尺
 英寸 /天 = (800 GPM)（735.3 英寸）
            （1424 英尺）2

  = 0.29 英寸 /天

4. 确定 100% 计时器设置下的时数 /转数。
时数 /转数  =  (.105) (DLRDU（以英尺为单位）)
    (100%) n       （速度以英尺 /分钟为单位）

          例如：  DLRDU = 1260 英尺
 速度以英尺 /分钟为单位 = 6.77 英尺 /分钟
 时数／转数 = (0.105)（1260 英尺）
 (100%) nnn         （6.77 英尺）

  = 19.5 时数 /转数（100% 时）

5. 确定 100% 计时器设置下的英寸（毫米）/转数。
英寸 /转数 =   （时数 /转数） （英寸 /天）
  (100%)n    n             (24)

          例如： 时数／转数 = 19.5
 英寸 /天 = 0.29 英寸
       英寸 /转数 = (19.5)（0.29 英寸）
 (100%) (24)

  = 0.24 英寸 /转数（100% 时）

6. 使用以下两个公式计算任一百分比计时器设置下的英寸（毫米）/转数和时数 /转数：
英寸 /转数 =   （英寸 /转数（100% 时））(100)
                             （百分比计时器设置）

          例如：  英寸 /转数 =  (0.24 英寸）(100)
                                      在 50% 时 nnnnnn  (50)

  =  0.48 英寸（50% 时）

时数 /转数 =   （100% 时的时数 /转数） (100)
                              （百分比计时器设置）

          例如： 时数／转数 = (19.5) (100)
                                     在 50% 时 n  nn  (50)

  = 39 时数 /转数（50% 时）

百分比计时器设置计算（续）
2.  从下表中确定 100% 计时器设置时端塔转速：

毫米 /天 =  (LPS)（27,488.4 毫米）
                              (SL)2

          例如： 假设 LPS = 50.47 LPS
 SL = 434 米
 毫米 /天 = (50.47 LPS)（27,488.4 毫米）
               (434 米）2

  = 7.3 毫米 /天

时数 /转数  =  (.105) (DLRDU（以米为单位）)
   (100%) nnn      （以米 /分钟为单位的速度）

           例如：  DLRDU = 384 米
 以米 /分钟为单位的速度 = 2.06 米 /分钟
 时数／转数 = (0.105)（384 米）
  (100%) nnn （2.06 米）

  = 19.5 时数 /转数（100% 时）

毫米 /转数 =   （时数 /转数） （毫米 /天）
  (100%) nnn               (24)

          例如： 时数／转数 = 19.5
 毫米 /天 = 7.3 毫米
 毫米 /转数 = (19.5)（7.3 毫米）
 (100%) nnn (24)

  = 5.9 毫米 /转数（100% 时）

毫米 /转数  =（100% 时的毫米 /转数）(100)
                               （百分比计时器设置）

          例如：             毫米 /转数 = (5.9 毫米）(100) 
                                      在 50% 时 nnnnnn (50)

                                                        = 11.9 毫米（50% 时）

时数 /转数 =   （100% 时的时数 /转数） (100)
                               （百分比计时器设置）

          例如：             时数／转数 =  (19.5) (100)
                                      在 50% 时 nnnn  (50)

  = 39 时数 /转数（50% 时）

  标准轮胎 翻新 高浮动 最大浮动

 LRDU*** 11.2 x 24 11 x 24.5 14.9 x 24 16.9 x 24 11.2 x 38
 中央驱动输出 RPM 英尺 /分钟    米 /分钟 英尺 /分钟    米 /分钟 英尺 /分钟    米 /分钟 英尺 /分钟  米 /分钟  英尺 /分钟    米 /分钟

 30 6.10 1.86 6.33 1.93 6.77 2.06 7.22 2.20 8.34 2.54
 34 6.87 2.09 7.14 2.17 7.75 2.36 8.25 2.51 9.12 2.78
 37 7.53 2.30 7.82 2.38 8.53 2.60 8.9 2.71 10.28 3.13
 56 11.39 3.47 11.83 3.61 12.63 3.85 13.48 4.11 15.03 4.58
 68 13.74 4.19 14.28 4.35 15.49 4.72 16.51 5.03 18.24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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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计时器设置计算工作表

1. 确定系统长度。

 SL = __________ 英尺

2.  确定 100% 计时器设置时的端塔转速。

 转速 = __________ 英尺 /分钟

3. 确定系统使用的英寸（毫米）/天。

 英寸 /天 = (GPM) (735.3)
         (SL)2

  = (______) (735.3)
   

______________
       (______)2

  = (______)
   

________
   (______)

  = _______

4.  确定 100% 计时器设置下的时数 /转数。

 时数 /转数 =   (0.105)（DLRDU 以英尺为单位）
 (100%) （速度以英尺 /分钟为单位）

  = ( 0.105) (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

  = (______)
   

________
   (______)

  = _______

5.  确定 100% 计时器设置下的英寸（毫米）/转数。

           英寸 /转数 =  （时数 /转数）（英寸 /天）
             (100%)nnnn                24

                             =  (______) (______)
                                 

_______________
                                              24

                             =  (______)
                                 

_______
                                     24

                             =  _______

 SL = __________ 米

 转速 = __________ 米 /分钟

 毫米 /天 = (LPS) (735.3)
         (SL)2

  = (______) (735.3)
   

______________
           (______)2

  = (______)
   

________
   (______)

  = _______

 时数 /转数 = (0.105) (DLRDU 以米为单位）
  (100%)n （速度以米 /分钟为单位）

  = (0.105) (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

  = (______)
   

________
   (______)

  = _______

            毫米 /转数  = （时数 /转数）（毫米 /天）
                              (100%)nnnn    24

   = (______) (______)
      

_______________
                   24

   = (______)
      

_______
           24

   =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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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 (________)          英寸（毫米）/每转

   90% = (________) ÷ (0.9  ) = ________ 英寸（毫米）/转数

  80% = (________) ÷ (0.8  ) = ________ 英寸（毫米）/转数

  70%  = (________) ÷ (0.7  ) = ________ 英寸（毫米）/转数

  60%  = (________) ÷ (0.6  ) = ________ 英寸（毫米）/转数

  50%  = (________) ÷ (0.5  ) = ________ 英寸（毫米）/转数

  40%  = (________) ÷ (0.4  ) = ________ 英寸（毫米）/转数

  30%  = (________) ÷ (0.3  ) = ________ 英寸（毫米）/转数

  25%  = (________) ÷ (0.25) = ________ 英寸（毫米）/转数

  20%  = (________) ÷ (0.2  ) = ________ 英寸（毫米）/转数

  15%  = (________) ÷ (0.15) = ________ 英寸（毫米）/转数

  10%  = (________) ÷ (0.1  ) = ________ 英寸（毫米）/转数

   5%   = (________) ÷ (0.05) = ________ 英寸（毫米）/转数

 100% = (________) 每转时数

 90% = (________) ÷ (0.98) = ________ 时数/转数

 80% = (________) ÷ (0.88) = ________ 时数/转数

 70% = (________) ÷ (0.78) = ________ 时数/转数

 60% = (________) ÷ (0.68) = ________ 时数/转数

 50% = (________) ÷ (0.58) = ________ 时数/转数

 40% = (________) ÷ (0.48) = ________ 时数/转数

 30% = (________) ÷ (0.38) = ________ 时数/转数

 25% = (________) ÷ (0.25) = ________ 时数/转数

 20% = (________) ÷ (0.28) = ________ 时数/转数

 15% = (________) ÷ (0.15) = ________ 时数/转数

 10% = (________) ÷ (0.18) = ________ 时数/转数

 5% = (________) ÷ (0.05) = ________ 时数/转数

        时数／转数 = 
                                （时数 /转数（100% 时））(100)
          （百分比计时器设置）

 = (______) (100)
  

____________
        (______)

 = (______)
  

________
  (______)

 = _______

6.   使用以下两个公式计算任一百分比计时器设
置下的英寸（毫米）/转数和时数 /转数：

英寸（毫米）/转数 =

            （100% 时的英寸（毫米）/转数）(100)
                       （百分比计时器设置）

 = (______) (100)
  

____________
        (______)

 = (______)
  

________
  (______)

 = _______

百分比计时器设置计算工作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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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压力
正确的轮胎压力很重要！在轮胎低压时工作将损坏轮
胎和驱动装置。一年至少检查三次轮胎压力：开春时、
灌溉季节和入冬时。Valmont 建议您在灌溉季节每个
月都检查轮胎压力。关于正确的轮胎压力，参见轮辋
上的标志。  

有关建议的轮胎压力，参见图 37-1。

更换轮胎
更换系统中的轮胎时，应确保新轮胎的层级等于或高
于旧轮胎的层级。11.2-24 四层 Titan 轮胎由 6 层压
条构成，必须用相同的 Valmont 部件号 (0991257) 
或使用 6 层轮胎进行更换。

• 轮胎在装运时的压力为 30-35 PSI（207-214 公里
帕斯卡）。使用轮胎前，应确保将轮胎泄气至正确
的压力（标志上所示）。

! 警告

建议的轮胎压力
轮胎尺寸（英寸） 每平方英寸磅 (PSI) 公里帕斯卡 (kPa)
11.2-24 新 34 234
11.2-38 新 22 152
14.9-24 新 18 124
14.9-24 新 (Turf) 18* 124
16.9-24 新 18* 124
16.9-24 新 (Turf) 18* 124

11R24.5 翻新 30 207
9-20 翻新 30 207
12.5-22.5 翻新 30 207
11R22.5 翻新 30 207
10R22.5 翻新 30 207

图 37-1

* 为了增加漂浮，轮胎压力可能要减少到 16 psi (110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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