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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丁拿（GARDENA）C1060 增强型喷灌控制器 

欢迎来到嘉丁拿园艺世界…… 

 

 

这是原版德语操作说明的译文。 

请仔细阅读操作说明并遵守注意事项，应使用操作说明来熟悉喷灌控制器及其正确使

用方法和安全注意事项。 

 

为了安全起见，儿童和 16 岁以下未成年人，以及不熟悉本操作说明的人均不可使用

本产品。 

 →请妥善保管本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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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嘉丁拿 C1060 增强型喷灌控制器的适用范围 
 

设计用途： 该嘉丁拿喷灌控制器适用于私人住宅的庭院和花园，仅限于在室外使用，用于控制洒

水装置和喷灌系统。 

该喷灌控制器可被设置用于假期无人时进行自动喷灌。 

请注意： 

禁止将嘉丁拿喷灌控制器用于工业用途或用于化学品、食物残渣及易燃易爆

物。 

 

2. 安全说明 
 

电池： 

为了确保喷灌控制器的安全运行，必须且

只能使用一个 9V（碱性）IEC 

6LR61 型碱性电池。 

 

如果您离开的时间比较长，为了防止喷灌控制器因电量

不足而停止运行，或当电池指示仍显示但只有一

格电量时，必须更换新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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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安装 

警告！ 

禁止在室内使用该喷灌控制器。 

→只能在室外使用该喷灌控制器。 

只有将喷灌控制器竖立起来并将套筒螺母

安装到顶部以防止电池盒进水后

才可以对其进行安装。 

确保喷灌控制器能正常运行的最低出水量

为 20-30 升/小时。 

例如：至少需要有 10 个 2 升的滴头，喷

灌控制器才能正常控制微滴灌系

统。 

在高温情况下（显示屏温度超过 60℃），

液晶显示屏的显示可能会熄灭，但

并不影响程序的运行。 

控制器冷却之后，液晶显示屏会重新恢复

显示。 

 

水流的最高温度为 40℃。 

→只能使用清洁的淡水。 

最低操作压力为 0.5 巴，最高操作压力为 12 巴。 

避免拉伸紧绷： 

→不要拽拉连接在喷灌控制器上的软管。 

编程： 

→关闭水龙头后再进行喷灌控制器的编程。 

这样，可避免在进行手动开/关功能（man. On/Off）试

验时将您淋湿。将控制单元从主机拆下后，您就

可以进行喷灌控制器的编程了。 

如果在阀门打开状态下将控制器拆下，则阀门始终保持

打开状态直至控制器重新安装至主机上。 

3. 设备功能 

 

使用该喷灌控制器，可在每天任意时间全自动喷灌您的花园。 

可使用移动式喷灌器、地埋式喷灌系统或微滴灌系统进行灌溉。 

喷灌控制器可按照设定的程序进行全自动喷灌，即使在假期无人的情况下也可使用。建议将

喷灌控制器的灌溉时间设定在早晚，因为早上或晚上的蒸发量最低。 

 

控制单元： 

 

使用控制单元即可轻松输入喷灌程序。 

控制单元 功能 

①旋钮 

②菜单键 

③OK 键（确认键） 

④手动操作键 

更改可调值 

切换至下一显示等级 

确认旋钮设定的值 

用于手动控制阀门的开/关 

显示等级： 
4 级显示等级 

· 等级 1： 

· 等级 2： 

· 等级 3： 

· 等级 4： 

标准显示 

当前时间和星期时间 

输入喷灌程序 

打开或关闭喷灌程序 

通过不断按下菜单键（Menu）即可相继选择不同的显示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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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在任何时候更换显示等级，甚至在编程过程中。所有

已经输入的程序参数只有通过按下 OK 键后才予以确

认保存。 

显示面板： 

 

显示 说明 

⑤ 滚动文字栏 说明程序步骤/控制器状态 

⑥ 星期时间 

（星期一）、（星期

二）…… 

当前的星期时间或程序设定的喷灌

天数 

 

⑦ 时间 
输入当前参数时闪烁 

（时间：小时、分钟、星期几） 

⑧ 上午/下午 
用于 12 小时制的显示（如在美国和

加拿大） 

⑨ 程序 

程控喷灌 

（第 1-6 号程序）/ 

%（运行时间的百分比变化） 

（第 10 号程序） 

通过自动分水器进行喷灌 

（第 11 号程序） 

土壤湿度传感器控制下的喷灌 

（第 12-14 号程序） 

喷灌程序 

开启（ON）/关闭（OFF） 

⑩ 启动 
喷灌启动时间（在输入模式下时闪

烁） 

⑪ 运行时间 喷灌时长（在输入模式下时闪烁） 

⑫ 24 小时、第

2/3/4/5/6/7 天 

喷灌周期（相应的水滴符号将被激

活），每 24 小时喷灌一次、

每 2/3/4/5/6/7 天喷灌一次 

⑬ ％（运行时间） 

预算功能：所有喷灌程序的灌溉时长

均可被集中设定为 10个档次

（以 10%为单位从 100%递

减至 10%） 

⑭ 传感器开/关 
传感器显示开启（喷灌） 

传感器显示关闭（喷灌不执行） 

⑮ 电池  

显示 5 个电量等级： 

3 格： 电量充满 

2 格： 电量剩一半 

1 格： 电量低 

1 格闪烁： 电量几乎耗尽 

0 格： 电量耗尽 

显示电量耗尽时，阀门不再打开。电量耗尽后，已经打开的

阀门也将再次关闭。 

更换电池后，电池显示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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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格 1 格 1 格闪烁 0 格 

    

电量剩一半 电量低 电量几乎耗尽 电量耗尽 

阀门可以打开 阀门可以打开 阀门仍可以打开 阀门无法开启 

可确保喷灌控制器再至少工作 4 周。 喷灌控制器继续

工作的时

间不超过

4 周。 

喷灌控制器即将

停 止 工

作。 

喷灌控制器停止

工作。 

建议更换电池 
必须马上更换电

池 
必须更换电池 

→更换电池（参见 4. 投入使用“装入电池”） 

 

4. 投入使用 

 

装入电池： 

 

喷灌控制器必须且只能使用一节 9V（碱性）IEC 6LR61 型碱性电池。 

1. 将控制器⑯从喷灌控制器主机上拆下来。 

2. 将电池装入电池盒⑰，注意保持正确的正负极性 。 

 显示屏将在 2 秒钟的时间内显示所有液晶屏符号， 

 并在这时切换至语言选择。（参见 5. 编程） 

3. 将控制器⑯重新安装到主机上。 

连接喷灌控制器： 

 

喷灌控制器配有一个可安装到（1 英寸）（33.3 毫米）螺纹龙头上的套筒螺母⑲。 

提供的适配器⑱是用来将喷灌控制器连接到 26.5 毫米（3/4 英寸）螺纹龙头上

的。 

1. 26.5 毫米（3/4 英寸）螺纹口：用手将适配器⑱拧到水龙头上（不要用钳子）。 

2. 用手将喷灌控制器的套筒螺母⑲拧到该适配器上（不要用钳子）。 

3. 将龙头接头⑳拧到喷灌控制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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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土壤湿度传
感器或雨
量传感器
（可选）： 

 

除了可以预设喷灌程序外，还可选择将包括土壤湿度或降雨量等信息输入到喷灌

程序中去。 

如果土壤已有足够湿度，则程序将停止喷灌，或程序将阻止喷灌启动。但通过手

动操作开关（Man. On/Off）键的手动操作不受此影响。 

只有当使用了土壤湿度传感器以后才可选用“土壤湿度传感器控制喷灌”模式（参

见 5.2. 特殊程序）。 

1. 将控制器 从喷灌控制器主机上拆下来。 

2. 将土壤湿度传感器放置到喷灌区域之内 

 —或— 

 将雨量传感器（必要时使用电缆延长线）放置在喷灌区域之外。 

3. 将传感器插头插入喷灌控制器的传感器接头 。 

 在连接老版传感器时可能需要用到适配器电缆，可以从嘉丁拿服务部购买

嘉丁拿适配器电缆，货号：1189-00.600.45。 

安装防盗装置（可
选）： 

 

为了防止您的喷灌控制器被盗，您可以从嘉丁拿服务部购买嘉丁拿防盗装置，货

号：1815-00.791.00。 

1. 用螺丝 将夹具 固定到喷灌控制器的背面，拧紧螺丝。 

2. 使用夹具 固定，如链子等。 

 将该螺丝拧紧之后不再可能将其取下。 

编制喷灌计划： 我们建议，您在开始将喷灌参数输入喷灌控制器之前，先将参数写在附录中的喷

灌计划上，这样可对该计划进行不止一次的整体检查。 

 

 
例如： 

 

程序 

编号 

启动时

间 

启动 

喷灌

时

长 

运行

时

间 

喷灌天数 喷灌周期 

星

期

一 

星

期

二 

星

期

三 

星

期

四 

星

期

五 

星

期

六 

星

期

日 

24

小

时 

第

二

天 

第

三

天 

第

四

天 

第

五

天 

第

六

天 

第

七

天 

1 7:30 0:30 X  X   X         

2 19:00 0:20  X   X          

3 22:30 1:10 X   X   X        

4 4:00 0:15          X     

5 -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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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编程 

 

喷灌模式： 该喷灌控制器有三种喷灌模式： 

 使用已输入的程序开始程控喷灌（第 1-6 号程序）（按照喷灌启动时间启动

喷灌） 

 —或— 

 使用嘉丁拿自动分水器（多达 6 条喷灌线路可以喷灌），通过自动分水器进

行的喷灌（第 11 号程序）。 

 —或— 

 使用嘉丁拿土壤湿度传感器（当土壤湿度传感器提示土壤干燥时即启动喷

灌），土壤湿度传感器控制下的喷灌（第 12-14 号程序）。 

 

5.1.  基础编程 

可以拆下控制器来对单元进行编程，并可在移动中完成编程。（参见 4. 投入使

用“装入电池”） 

 

设置语言： 

 

1.   装入电池（参见 4. 投入使用）。 

 语言：“English”字样闪烁。 

2.   通过转动旋钮设置语言（例如：英语）并按下 OK 键确认。 

 滚动文字栏显示“输入当前时间”。 

 

设置当前时间和星期： 

 

1. 按下菜单键（如果已经完成语言设置则无必要）。 

 滚动文字栏显示“输入当前时间”。 

 Time（时间）和小时位数字将在显示屏上闪烁。 

2. 用旋钮设置时间中的小时数（例如：9 小时）并用 OK 键确

认。 

 Time（时间）和分钟位数字显示闪烁。 

3. 用旋钮设置时间中的分钟数（例如：30 分钟）并用 OK 键确

认。 

 滚动文字栏显示“选择当前日”。 

 Time（时间）和星期时间显示闪烁。 

4. 通过转动旋钮设置星期时间（例如： 星期六）并用 OK

键确认。 

 滚动文字栏显示“选择程序编号”。 

 Prog（程序）和程序编号在显示屏上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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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喷灌程序： 

 

程控喷灌（第 1-6 号程序）： 

使用程控喷灌可以输入多达 6 种不同程序（第 1-6 号程序）。 

1. 按菜单键两次（如果已经输入当前时间和星期时间则无必

要）。 

 滚动文字栏显示“选择程序编号”。 

 Prog（程序）和程序编号在显示屏上闪烁。 

2. 转动旋钮设置程序编号（例如：第 3 号程序）并通过按下 OK

键确认。 

 滚动文字栏显示“输入喷灌开始时间”。 

 Start（启动）和小时位数字将在显示屏上闪烁。 

3. 用旋钮设置喷灌开始时间中的小时数（例如：6 小时）并用

OK 键确认。 

 Start（启动）和分钟数位数字在显示屏上闪烁。 

4. 用旋钮设置喷灌开始时间中的分钟数（例如：20 分钟）并用

OK 键确认。 

 滚动文字栏显示“输入灌溉时长”。 

 Run Time（运行时间）和灌溉时间中的小时位数字在显示屏

上闪烁。 

5. 用旋钮设置灌溉时间中的小时数（例如：0 小时）并用 OK

键确认。 

 Run Time（运行时间）和灌溉时间中的分钟位数字在显示屏

上闪烁。 

6. 用旋钮设置灌溉时间中的分钟数（例如：10 分钟）并用 OK

键确认。 

 滚动文字栏显示“输入喷灌频率”。 

 喷灌周期24 小时在显示屏上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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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喷灌程序： 

 

 

喷灌频率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选择： 

 （7.）喷灌周期（显示屏的右侧栏） 

 （8.）喷灌天数（显示屏的左侧栏） 

7. 转动旋钮选择喷灌周期（例如2nd（第 2 天））并按下 OK

键确认。 

24h/2nd/3rd/4th/5th/6th/7th 表示： 

每 24 小时/每 2 天/每 3 天/每 4 天/每 5 天/每 6 天/每 7 天喷

灌一次。 

星期预览在左侧栏显示 2 秒钟。 

滚动文字栏显示“选择程序编号”，显示屏跳回第 2 步，下

一个程序编号闪烁。 

—或— 

8. 用旋钮选择各个喷灌日（例如：Mo, Fr（星期一和星期五））

并按下 OK 键确认。 

 滚动文字栏显示“输入喷灌日”。 

9. 按下菜单键 

 滚动文字栏显示“选择程序编号”。 

 显示屏跳回第 2 步，下一程序编号闪烁。 

 如果已经创建了第 6 号程序，则滚动文字栏显示“喷灌程序

启动”。 

 Prog ON（程序启动）在显示屏上闪烁。 

 如果不需要将 6 种程序全部输入，则您可以使用菜单键切换

至“启动喷灌程序”显示等级。 

 必须选择 Prog ON（程序开启）才能启动喷灌程序。如果选

择了 Prog OFF（程序关闭），则喷灌程序不会自动运行。 

1. 按 3 次菜单键（如果程序中已经创建了第 6 号程序则此步骤

无必要）。 

2. 转动旋钮选择 Prog ON（程序开启）并按下 OK 键确认。 

滚动文字栏显示“程序 OK”两秒钟，然后显示屏跳回至标

准显示。 

现在喷灌控制器已经完成编程，即：内置阀门完全自动开关，

并按照程序设定的时间进行喷灌。 

即使选择了 Prog OFF（程序关闭），手动喷灌也可照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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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特殊程序 

 

预算功能 / %运行 

时间（10 号程序）： 

 

可以集中将 6 种喷灌程序设定的喷灌时长按照 10%的比例从

100%逐步缩短至 10%，而不用对这 6 种程序作任何更改。如：

秋季喷灌时长肯定要比夏季短。 

1. 按住菜单键 5 秒钟。（使用第 11 号程序“自动分水器”，按

两次菜单键）。 

 Prog（程序）和程序编号在显示屏上闪烁。 

 滚动文字栏显示“更改喷灌时长百分比”。 

2. 通过转动旋钮选择程序编号 10 并用 OK 键确认。 

 %步骤在显示屏上闪烁。 

3. 转动旋钮选择所需的程控喷灌时长百分比（例如：60%）

并用 OK 键确认。 

 标准显示屏上显示%符号。 

 注：当改变喷灌时长的百分比时，原先设定的 6 种程序的

程控喷灌时长在显示上是保持不变的。                 

自动分水器： 

 

用自动分水器进行喷灌（第 11 号程序） 

通过连接嘉丁拿的自动分水器，货号：1198，该喷灌控制器可以

控制多达 6 条喷灌线路，但这 6 条喷灌线路中的每条线路每天最

多只能被操控一次。 

其理念是假定没有足够的水量可以同时打开数条喷灌线路或假定

不同的植物所需的水量也是不等的。但所有喷灌线路可以一条接

一条地依次运行。 

当用 OK 键确认完第 11 号程序且已经为第一个程序输入了喷灌

启动时间之后（参见 5、编程），则后面 5 个程序的所有喷灌启动

时间将自动编程，因而这时只能对第 2-6 号程序的喷灌时长进行

设置。 

为了确保自动分水器的正确切换，必须在这 6 个程序中的每两个

程序之间至少保留 30 分钟的时间间隔。 

对第 11 号程序进行编程时要注意程序之间至少需要 30 分钟的时

间间隔且每次喷灌时长最短不得少于 30 秒钟（显示 1 分钟）。这

个喷灌时长的必要性是因为自动分水器需要时间切换至下一出水

口并确保将喷灌程序正确地配置到相应的喷灌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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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关闭和第 11 号程序： 

第一个喷灌程序的灌溉频率设置也适用于设定第 2-6 号喷灌程

序。 

1、 按住 MENU 键（菜单键）5 秒钟。 

 Prog（程序）和程序编号在显示屏上闪烁。 

2、 用旋钮选择程序编号 11 并用 OK 键确认。 

 滚动文字栏显示“输入喷灌启动时间”。 

 Start（启动）字样和小时显示将在显示屏上闪烁。 

3、 为第 1 号程序（Prog 1）设置喷灌启动时间（例如：18:00）

和喷灌时长（例如：0:10）。（参见“输入喷灌程序”第 3

步及之后的步骤）。 

4、 为第 2-6 号程序设置喷灌时长。 

  

      如果在确认了第 11 号程序之后关闭喷灌程序（Prog OFF）

或将喷灌时长（run time）设置为 0，则所有在这个时间

段启动的程序的喷灌时长均被缩短至最短时长 30 秒钟

（显示：1 min.（1 分钟）），这样即可正确地将喷灌程序

配置到自动分水器相应的出水口。 

 通过短时间打开水流开启自动分水器上的出水口并跳换

至下一出水口。这样，当程序再次启动（Prog ON）或输

入一个喷灌时长时，则出水口已经为喷灌程序所需的出水

口。 

土壤湿度传感器/雨量传感器
和第 11 号程序： 如果选择了第 11 号程序（Prog 11），且土壤湿度或雨量

传感器提示湿度充足（传感器开启（Sensor ON））而停

止运行喷灌程序，则喷灌时长被缩短至 30 秒钟（显示：1 

min.（1 分钟）），直至土壤湿度或雨量传感器再次允许喷

灌为止。这时将按照编程时输入的喷灌时长灌溉。  

因土壤湿度充足而缩短的喷灌时长至 30 秒是为了确保自

动分水器跳换至下一出水口，从而将喷灌程序正确地配置

到分布器相应的出水口。 

再次退出使用自动分水器喷
灌模式： →按住 Menu 键（菜单键）5 秒钟。 

标准显示再次出现在显示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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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湿度传感器控制的喷灌（第 12-14 号程序）： 

条件：连接了嘉丁拿土壤湿度传感器，货号：1188（参见 4. 投

入使用）。 

程控喷灌的预设程序保留（第 1-6 号程序）但它们不运行）。 

1． 按住 Menu 键（菜单键）5 秒钟。 

 Prog（程序）和程序编号在显示屏上闪烁。 

2． 转动旋钮选择所需的喷灌周期（例如：Prog 12（第 12 号程

序）并按下 OK 键确认。 

第 12 号程序 如果土壤湿度传感器提示土壤干燥则喷

灌一整天（上午 6 点——下午 8 点）。 

 

第 13 号程序 当土壤湿度传感器提示土壤干燥时，在夜

间喷灌（下午 8 点——【次日】上午 6 点）。 

 

第 14 号程序 当土壤湿度传感器提示土壤干燥时，即进

行喷灌。 

 

 Run Time（运行时间）和喷灌时长在显示屏上闪烁。 

3． 用旋钮设置喷灌时长的分钟时间（0-59 分钟）（例如：40 分

钟）并按下 OK 键确认。 

 当土壤湿度传感器提示土壤干燥时（Sensor ON（传感器开

启）），设定喷灌周期中的喷灌立即启动。 

 传感器控制喷灌模式中设置的喷灌时长也适用于手动喷灌。 

 在土壤湿度传感器控制的喷灌情况下，每个喷灌周期之后均

会停顿 2 个小时以便土壤湿度传感器来记录土壤的湿度。 

 

例如： 

喷灌周期= Prog 12（第 12 号程序）（喷灌一整天） 

喷灌时长=40 分钟。 

白天（上午 6 点至下午 8 点之间）当传感器提示土壤干燥时喷灌

启动（Sensor ON（传感器开启）），并根据土壤中的含水量随时

停止喷灌，最长 40 分钟后停止喷灌。 

厂家预设喷灌时长为 30 分钟。 

应急程序： 

在传感器控制喷灌模式下，如果没有插入传感器或电缆连接有误，

则每 24 小时会进行一次喷灌，喷灌时长取决于已设定的运行时

间，但最长不超过 30 分钟。 

再次退出土壤湿度传感器控
制喷灌模式： 

→ 按住 Menu 键（菜单键）5 秒钟。 

标准显示再次出现在显示屏上。 



 

14 

 

5.3．其他设置： 

 

读取/修改喷灌程序： 如果需要对程序中的某个参数进行修改，可以只对该参数进行修改

而不改变该程序中的其他参数。 

(1) 按 2 次 Menu 键（菜单键）。 

 Start（启动）和小时数在显示屏上闪烁。 

2、 按 Menu 键（菜单键）跳至下一程序等级 

 —或— 

 用旋钮修改程序参数并按下 OK 键予以确认。 

 如果在程序运行时修改了喷灌周期，则当前喷灌结束。 

手动操作： 

 

 

可在任何时候手动打开或关闭阀门。也可提前关闭一个程控打开的

阀门而不改变程序的参数（喷灌启动时间、喷灌时长和喷灌频率）。 

控制器必须安装在主机上。  

1、 按下 Man. 键（手动操作键）手动打开阀门（或关闭一个

已经打开的阀门）。 

Run Time（运行时间）和喷灌时间中的分钟数（默认设置

为 30 分钟）在显示屏上闪烁 10 秒钟。 

2、 当喷灌时间中的分钟数在闪烁时，可以使用旋钮来修改喷

灌时长（在 0:00 和 0:59 之间）（例如：10 分钟）并按下

OK 键予以确认。 

3、 按下 Man. 键（手动操作键）提前关闭阀门。 

阀门被关闭。 

修订后的手动开阀时长被保存，即：今后每次手动打开该阀

门时，这个修改后的开阀时长即为预设值。如果将手动开阀

时长修改为 0:00，则在按下 Man. 键（手动操作键）之后，

本来关闭的阀门仍然保持关闭（童锁功能）。 

如果已经手动打开阀门，当程控开始的喷灌时长与手动开阀

时长交叠时，则程控启动时间将不会被执行。 

 

例如： 

上午 9:00 手动打开阀门，开阀时长设定为 30 分钟。则在这

种情况下启动时间（启动）在 9:00 和 9:30 之间的程序将不

会被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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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复位： 

 

恢复到出厂设置 

→同时按住 Man. 键（手动操作键）和 Menu 键（菜单键）3 秒钟。 

所有液晶屏符号显示 2 秒钟，然后显示屏恢复至标准显示状态。 

 所有程序参数均被设置为零。 

 手动喷灌时长被重新设置为 0:30。 

 语言、时间和星期时间保留。 

重要信息： 如果编程期间超过 60 秒钟没有输入动作，则自动返回标准显示页

面，在这种情况下，前面所做的所有修改将被应用。 

当安装在喷灌控制器中的传感器提示潮湿时（OFF（关闭）），程控

喷灌将不被执行，程序之间必须有 1 分钟的停顿时间。 

 

6. 设备贮存 
 

存放/越冬：  

1． 按 3 次 Menu 键（菜单键），用旋钮选择关闭程序并用 OK 键

确认。 

 喷灌程序停止运行。 

2． 将您的喷灌控制器从龙头上取下，放空里面的水后，存放在干

燥处，防止遭受霜冻。 

 

废物处理： 

(应符合 RL2002/96/EC 标准)

  

禁止将本产品放到普通生活垃圾中，必须按照当地环保规定对其进

行处理。 

→重要事项：确保本装置是通过您所属的城市回收中心来进行处理

的。 

电量耗尽的电池的处理： →请将电量耗尽的电池返还给嘉丁拿的经销商或在离您最近的环

保回收中心对其进行正确处理。 

仅处理电量已经耗尽的电池。 

 

7. 设备维护 
 

清洁过滤器： 

 

应定期检查过滤器 并在必要时进行清洁。 

1、 用手将喷灌控制器的套筒螺母 从水龙头的螺口上拧下来

（不要用钳子）。 

2、 必要时拧下适配器 。 

3、 将过滤器 从套筒螺母 上拆下来并进行清洁。 

4、 重新安装喷灌控制器（参见 4. 投入使用中的“连接喷灌控制
器”）。 



 

16 

8. 故障排除 
 

故障 可能原因 解决措施 

显示屏不显示 
电池插入有误。 →检查极性标志是否匹配（+/－）。 

电池电量已耗尽。 →插入新的（碱性）电池。 

显示屏温度超过 60℃ 温度下降后即可恢复显示。 

使用手动操作键时

无法手动喷灌 
电池电量已耗尽（1 格闪烁） →插入新的（碱性）电池。 

手动喷灌时长被设置为 0:00 →将手动喷灌时长设置为一个大于

0:00 的数值（参见 5. 编程） 

水龙头关闭 →将水龙头打开。 

喷灌程序不执行 

（不喷灌） 
喷灌程序没有输入完整。 →读取喷灌程序，必要时进行修改。 

程序被关闭 

（Prog OFF（程序关闭）） 

→激活程序 

（Prog ON（程序开启）） 

在启动脉冲期间或正好在启动脉

冲前进入/修改程序 

→不要在程序启动期间进入 /修改程

序。 

先前已经手动打开了阀门 →避免程序交叠发生的可能。 

水龙头关闭 →将水龙头打开。 

程序交叠（第一个喷灌启动时间优

先执行） 

→输入新的喷灌程序，避免交叠。 

土壤湿度或雨量传感器提示潮湿

（sensor OFF（传感器关闭）） 

→如果干燥，则检查土壤湿度/雨量传

感器的设置/位置。 

电池电量已耗尽（1 格闪烁） →插入新的（碱性）电池。 

喷灌控制器不关闭 
最低抽水量低于 20 升/小时 →连接更多的滴头。 

显示：传感器故障 
传感器连接有误 →检查电缆和传感器的连接。 

 如果发生其他故障，请与嘉丁拿服务部联系，所有维修只能由嘉丁拿服务中心或嘉丁拿授

权的经销商来进行。 

9. 可另行选购附件 
 

嘉丁拿 

土壤湿度传感器 

货号：1188 

嘉丁拿 

电子雨量传感器 

货号：1189 

嘉丁拿 

防盗装置 

货号：1815-00.791.00 

需要事先在嘉丁拿服务部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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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丁拿 

适配器电缆 

（用于连接老版嘉丁拿传感器） 货号：1189-00.600.45 

需要事先在嘉丁拿服务部订购 

嘉丁拿 

电缆适配器 

用于同时连接雨量和土壤湿度传

感器 

货号：1189-00.630.00 

需要事先在嘉丁拿服务部订购 

嘉丁拿 

自动分水器 

用于控制多达 6 条喷灌线路 货号：1198 

 

10. 技术参数 
 

最小/最大操作压力： 0.5 巴/12 巴（公斤/厘米 2） 

流体介质： 清洁淡水 

最高液体温度： 40℃ 

每日程控喷灌周期数： 最多 6 个 

每个程序的喷灌时长： 1 分钟至 9 小时 59 分钟 

所需电池： 一个（碱性）IEC 6LR61 型 9V 碱性电池 

电池运行时间： 大约 1 年 

11. 服务/质保 
 

嘉丁拿本产品的质保期为 1 年（从购买日算起）。本质保涵盖经确认属于材质和制造过失方面

的所有严重缺陷。 

在质保期内，符合以下条件的，我们将免费维修： 

 必须是正确使用本设备并按照本操作说明的要求进行操作的。 

 购买者本人或未经授权的第三方未曾试图维修过本装置。 

 因安装错误或电池泄漏而引起的故障不在本质保范围之内。 

 因霜冻造成的损坏不在本质保范围之内。 

厂家的本质保不影响用户与经销商/卖方之间的现有质保索赔。 

如果您对您的喷灌控制器有任何疑问，请与我们服务部联系，或将有缺陷的装置与问题

的简短说明——如仍在质保期内，则同时将一份购买凭证副本以邮资已付方式返回到以

下的嘉丁拿维修服务中心。 

富世华（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淞虹路207号明基商务广场B座3楼 

联系部门：嘉丁拿销售部 

服务热线：400 870 0292 86-21-2357 0700 

传真：86-21-2357 07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