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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和指示 +或-按钮 

调整设置 

电池电量指示 

显示剩余的电量 

一键式手动启动 

根据预定的运行时间立即对

所有区域进行灌溉 

手动按键 

循环操作模式 

按键 

 
在手动浇水、关闭和自动模式

之间进行循环 

按键 

 
进入下一项设置 

 

运行模式 

设置日期：设置当前日期 

设置时间：设置当前日期的时间 

设置启动时间：为每个区域设置 6 个开

始时间。 

设置灌溉日期：为每个区域设置灌溉的

日期选项（自定义、循环、单日或双日） 

设置运行时间：为每个灌溉区域设置运

行时间 

季节性调整：为所有区域增加或减少灌溉

的持续时间（运行时间）。 

自动运行：根据规划的灌溉时间表，灌溉

是自动启动的。 

手动灌溉/关闭 

手动灌溉：立即开始为所有区域或任何一

个区域进行灌溉。 

关闭：停止所有目前正在进行的所有灌溉，

并禁用自动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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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感谢您选择使用雨鸟 ESP-9V 电池供电控制器。对于那些没有交流电源，或现场无法安装新

的电线的灌溉现场，都可以使用 ESP-9V 电池供电控制器。 

 

运行和设置 

承包商快速编程 TM 

 

在进行初始编程时，控制器会自动将开始时间和灌溉日期从区域 1 复制到所有其他区域。 

 

！注意：如果多个区域需要相同或重叠的灌溉时间，控制器将按顺序对每个区域进行灌溉（多

个区域不会同时运行）。 

 

！注意：在初始程序后，对区域的时间表的更改将只会影响被修改的区域。 

 

！注意：您可以通过重置出厂默认设置重新激活承包商快速编程 TM功能（请参阅第 6 页）。 

 

设置日期 

按“MODE”按钮，直到显示“设定日期”界面。代表年份的最后两位数字将开始进行闪烁。 

 

  

按“+或-”来设置年份（YYYY）：然后按  

按“+或-”来设置月份（M）：然后按  

按“+或-”来设置日期（D） 

再次按“MODE”按键，进入“时间设置”界面。 

 

设置时间 

按“MODE”按钮，直到显示“设定日期”的界面。 

 

设置日期 

设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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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或-”来设置小时（确定 AM/PM 设置是正确的）：然后按  

按“+或-”来设置分钟。 

再次按“MODE”按键，进入“设置灌溉开始时间”界面。 

 

设置灌溉开始时间 

按“MODE”按钮，直到显示“设置灌溉开始时间”界面。 

 

按“+或-”来选择区域编号，然后按  

按“+或-”来选择 1 区的开始时间，然后按  

按“+或-”来选择下一个区的开始时间，或者再次按 来选择其他区域。 

重复进行设置额外的开始时间，每个区域最多六个。 

再次按“MODE”按键，进入“设置灌溉天数”界面。 

 

!注意：调整以 10 分钟为增量单位进行设置。 

!注意：要删除“开始时间”，请按“+或 –”直到显示“-:-”（关闭）。（“-:-”为上午 12:00 之

前） 

!注意：控制器不会同时为多个区域灌溉。如果两个或多个区域具有相同（或重叠）的启动时

间，则控制器将等待直到第一个区域完成灌溉后，再依次启动其余区域。该方法称为“开始

时间堆叠”。 

 

设置灌溉天数 

按“MODE”按钮，直到显示“设置灌溉天数”界面。 

 

 

 

 

1 区 

（开始时间 1） 

1 区 

（开始时间 2） 

 

选择天数 

选择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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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天数 

按“+或-”来选择区域编号，然后按  

按+（启用）或 - （禁用）“选择天数”的闪烁状态。 光标将自动前进到下一个选择天数。 

重复设置一周中的每一天。 

根据需要重复其他区域。 

再次按“MODE”按键，进入“设置灌溉运行时间”界面。 

 

灌溉天数选项 

还提供了额外的灌溉天数可选项： 

·循环天数（1-30）。 

·单日（不会在本月 31日进行灌溉）。 

·双日 

如需更改灌溉区域的日期类型，只需在“设置灌溉天数”界面下同时按“+和 – ”按钮即可。 

 

 

循环天数 

 

按“+或-”来选择区域编号，然后按  

按“+或-”设置循环灌溉的天数，然后按  

按“+或-”设置下一个灌溉天数，然后按  

 

单日 

选择区域 

设置循环 

天数 

设置开始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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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或-”来选择区域编号，然后按  

当单日闪烁时，例如 1、3、5…..29，按  

！注意：单日设置不会在本月第 31 日进行灌溉。 

 

双日 

 
按“+或-”来选择区域编号，然后按  

当双日闪烁时，例如 2、4、6…..30，按  

 

设置灌溉运行时间 

按“MODE”按钮，直到显示“设置灌溉运行时间”界面。 

 

按“+或-”来选择区域编号，然后按  

按“+或-”设置运行时间（分钟），然后按  

根据需要重复其他区域。 

！注意：运行时间的设置范围是 1-240 分钟。 

当编程结束后，按“MODE”按键，直到显示 “自动运行”界面。 

选择区域 

选择区域 

选择区域 

选择区域的 

运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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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运行 

按“MODE”按钮，直到显示“自动运行”界面。 

 

在“自动运行”模式下，ESP-9V 将根据其编程的时间表对每个区域进行灌溉。如果有任何区

域被设置为在同一天的同一时间进行灌溉，则控制器将把这些区域进行排序，并一次通过一

个阀门进行灌溉，首先从低编号的区域开始进行灌溉。 

 

！注意：如果 5 分钟内未进行任何操作，则控制器将恢复为“自动运行”模式（除非控制器

处于关闭状态），并关闭显示屏。 按任意键可重新打开显示屏。 

 

关闭 

按“ ”按钮，直到显示“关闭”设置界面。 

 

选择”关闭模式”将取消所有正在进行的灌溉操作，并防止灌溉自动启动。 

 

！注意：选择“自动运行”模式以恢复正常操作。如果控制器处于“关闭模式”，则不会运行

已经编程的灌溉计划。 

 

！注意：如果您打算仅将自动灌溉停止运行几天，我们建议您使用第 12 页中所述的“延迟灌

溉”功能。 

 

！注意：如果要重新开始灌溉，再次按下“ ”按钮返回到“自动运行”模式。 

 

手动灌溉 

按“ ”按钮，直到显示“手动灌溉”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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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或-”来选择所有区域或一个区域，然后按  

按“+或-”，为选择的区域设置运行时间，然后按 开始灌溉。 

！注意：为每个区域灌溉计划设置的运行时间：在设置手动运行时间时，按“-”按钮直到屏

幕显示“SCH”MIN。 

 

一键式手动启动 

根据之前设置的运行时间，立即对所有区域进行灌溉： 

 

当控制器为“自动运行”模式时， 按住“ ”按钮 3 秒钟，按照之前设置的运行时间，立

即对所有区域进行灌溉。 

 

季节性调整 

按“MODE”按钮，直到显示“季节性调整”界面。 

 

选择所有区域

或任何一个区

域 

设置运行时间 

 

      一键式手动启动 

 

调整设置 



ESP-9V电池供电控制器------------------------------------------------------------------------------------------------------------------- 

“季节性调整”模式允许您将所有区域的运行时间增加或减少一定的百分比（10％至 200％）。 

 

按“+或-”来进行增加或减少设置。 

！注意：“季节性调整”适用于所有自动灌溉。 

 

特殊功能 

延迟灌溉 

延迟自动灌溉长达 9 天。 

按“MODE”按钮，直到显示“自动运行”界面。（单元不得进行灌溉） 

 

按住“+”按键 3 秒种，然后按“+或-”来选择需要进行延迟的天津，最多为 9 天 

如需删除，请按“-”按钮，直到天数变为 0（控制器将恢复“自动运行”模式） 

在延迟设置生效的情况下，屏幕上会显示 符号和剩余天数。 

 

承包商默认设置保存 

保存灌溉设置时间计划表，以备将来之用。 

按 按钮，直到显示“关闭”设置界面。 

同时按“ 和+”按钮，并释放。 

如果时间计划保存成功，则“关闭”符号将会短暂闪烁。 

 

承包商默认设置恢复  

恢复之前保存的灌溉计划时间表。 

按 按钮，直到显示“关闭”设置界面。 

同时按“ 和+”按钮，并释放。 

如果时间计划成功恢复，则“关闭”符号将会短暂闪烁。 

 

工厂默认设置恢复 

恢复控制的工厂默认设置 

警告：目前储存在存储卡中的所有已经设置的灌溉计划时间表将会丢失。然而，承包商

默认设置仍然存储在单独的内存中，不会受到恢复工厂默认设置的影响，并且可以在恢复工

厂默认值后取回。 

按“MODE”按钮，直到显示“季节性调整”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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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按“ 和 ”按钮，并释放。 

 

雨量传感器旁路 

将所有区域的传感器设置为活跃状态或旁路。 

按“MODE”按钮，直到显示“自动运行”设置界面。 

同时按“-和 ”按钮，并释放，在“OBEY”和“IGNORE”状态之间切换。 

当选择“IGNORE”状态时，屏幕上会显示 符号。 

 

安装 

阀门接线 

电线可以从控制器延伸到 100 英尺（30 米）（最小电线尺寸为 18 AWG /0.75mm²）。所有电线

连接处应使用适当的防水接头套件（未提供）。 

 

将每个螺线管的黑线连接到 ESP-9V 上的黑色（公共）线。 

将每个电磁铁的一根红线连接到 ESP-9V 上的相应区域电线上。 

连接可选的主阀。 

 

阀门接线 

 

 

！注意：ESP-9V 可以使用附带的电磁铁支架安装在直流闭锁电磁铁上，也可以使用可选的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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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式支架安装在墙壁上（型号：9VMOUNT）。 

 

 

电池 

雨鸟 ESP-9V 使用两节碱性 9 伏电池（不包括）来进行驱动。您的控制器将使用一节或两节 9

伏的电池。在正常情况下，一节电池的预期寿命为 1 年，使用 2 节 9 伏电池的时间为 2 年。 

 

电池的更换 

1. 取下电池盒盖。 

2. 在提供的电池夹上安装一节或两节 9 伏碱性电池。 

3. 盖好电池盒盖。 

！注意：不要将新电池与旧电池混合使用，这样做可能会缩短电池寿命，并导致控制器过早

停止工作。 

 

可选雨量传感器 

将黄色线圈切成两半，去掉约 1/2 英寸的绝缘层。 

！注意：仅在安装雨量传感器时才允许切断黄色线圈。 

使用防水连接器将传感器连接到端子。 

 

 

 

 

控制器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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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故障 引起故障的原因 排除方法 

屏幕无显示 显示器处于休眠/省电模式 按任意键唤醒显示器 

电池没电了 更换电池 

自动灌溉无法启动 缺少开始时间、运行时间或灌溉天数 设置开始时间、运行时间和灌溉天数 

传感器线圈切断但未安装雨量传感器 重新连接传感器线或旁路或绕过传感器

操作。 

设置了延迟灌溉 取消延迟 

自动灌溉模式已经启动，但无水流出 无水压 打开主供水系统 

错误的接线 检查线路中的开/短路电路。 

电磁阀故障 更换电磁阀。 

不相容的螺线管 必须使用 9V 锁定电磁阀（雨鸟 K80920）

或其他兼容的直流锁定电磁阀。 

控制器出水量比预期的要多 过多的开始时间，运行时间或灌溉天数 根据需要修改开始时间、运行时间或灌

溉天数。 

设置了季节性调整 根据需要减少季节性调整值。 

选择“手动灌溉所有区域”时，有些区

域不会进行灌溉，或此选项无法使用 

一个或多个区域没有对开始时间或运行

时间进行编辑设置 

对有需要的区域编辑开始时间和运行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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