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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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设备、家畜和人员远离机器。

• 将控制面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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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寸或毫米）。
 — 或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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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输入保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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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要设置运行速度，请选择干百分比计时器字段。
 • 输入百分比计时器设置。
 • 按输入保存所输入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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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 / 关闭自定位停机装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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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自定位停机

装置位置。

设置自定位停机装置位置：
4. 选择 SIS（自定位停机装置）字段。 

•  输入所需的自定位停机装置位置（度），
然后按输入。

注：ICON10 主屏幕允许完全根据每位用户的喜好进行个性化定
制。通过菜单、系统、面板页面的控件按钮，可以访问所有控件。



选择自动反转或自动停止
5. 按菜单、系统、面板和控件。

6. 按自动反转 / 自动停止按钮以切换打开自动反转或自动停止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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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自动重新启动功能
5. 按菜单、系统、面板和控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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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尾枪
  9. 依次按菜单、实用程序和尾枪。

10. 选中 EG（尾枪）复选框启用尾枪。

 •  按 EG 配置尾枪。

 •  选择一个序列对的左字段（尾枪打开角
度），在数字键盘上输入度数。按输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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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需要，为其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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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查看其它设置序列对。





控制辅助继电器

5. 按菜单、系统、面板和控件。
8. 按辅助设备 1 或辅助设备 2 按钮以打开或关闭相应设备。









系统停止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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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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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转 / 反转 在系统等待 / 运行时，正转和反转电路都处于打开状态达 15 秒以上。
工作扇区 AR/AS 和正转 / 反转位置均启用后，机器正在等待 / 运行或者在正转或反转位置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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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伏功率 启用备用电池后，备用电池电源电压降至 10 伏以下， 
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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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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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代码和说明系统停止说明

系统故障说明

错误 说明
E01 NVMEM 已损坏 

E02 PCB 硬件问题 

E03 软件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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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转 / 反转感应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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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9 GPS 信号丢失 

E20 DGPS 信号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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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26 轮胎压力低

E27 TPMS 通信错误

E28 收到了 VDC 错误报告信息

E29 Valley GPS 通信错误，主 OPMC

E30 收到了 Valley 错误报告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