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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PILOT-FI 现场接口与 PILOT-FC 现场控制器或 PILOT-DH 解码器中心
一起使用，以将现场设备与中央计算机连接。如果以这种方式进行配
置，灌溉管理将在中央计算机中完成，灌溉周期也会根据需要传输给
现场设备。

PILOT-FI 控制面板用于设置和故障排除。

• 白色按钮：显示器右侧的白色按钮用于在使用控制器时选择不同
选项。

• 箭头按钮：箭头按钮用于在显示器中移动。

• 返回按钮：返回  按钮可返回上一个屏幕。

• +/– 键：  键和  键用于增加和减少数值。

注意：设置将自动保存，因此不需要“保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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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

大多数时间，PILOT-FI 现场接口都会显示钩形符号 ，这表示一切
正常。

感叹号  表示存在一个或多个警报。

要查看警报，请选择“警报”。

无模块

要与现场控制器或解码器中心通讯，PILOT-FI 必须安装至少一个通讯
模块。如果未检测到通讯模块，将会显示以下警报。

如果看到此警报，请关闭 PILOT-FI 电源，打开前盖并安装缺失的通
讯模块。如果已安装通讯模块，将其取出并检查连接是否损坏，然后
将模块放回原位。

重新将 PILOT-FI 通电，警报将会清除。

未检测到中央通讯

在正常条件下，PILOT-FI 由通讯线路（USB 或以太网）连接至灌溉控
制计算机。如果 PILOT-FI 未检测到灌溉计算机，将会显示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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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

如果看到此警报，则可能是灌溉计算机尚未打开，或 PILOT-FI 与灌
溉计算机之间的通讯线路缺失、损坏或未正确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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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设置

语言设置

1. 选择“选择单”打开主选择单。

2. 选择“显示设置”。

3. 选择“语言设置”。

4. 使用“选项”  按钮选择语言。

显示器对比度

调整显示器对比度可使特定照明条件下的数据读取更轻松。

1. 选择“选择单”打开主选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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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设置

2. 选择“显示设置”。 

3. 选择“显示器对比度”。

 
 
 
 
 
 
 
 
 
 

4. 使用上箭头  和下箭头  增加或降低显示器对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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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模块设置

PILOT-FI 现场接口用作中央控制系统的一部分。当以这种方式使用
时，现场的所有现场控制器或解码器中心都由中央计算机连接起来并
统一管理。要与现场设备通讯，必须安装一个或多个通讯模块。通讯
模块可用于硬接线、UHF 无线电和开放式无线电系统。只有现有模块
才会显示在选择单中。

1. 选择“选择单”打开主选择单。 

2. 选择“通讯模块设置”。

 
 

硬接线通讯

硬接线模块无需任何设置。只需将模块插入现场接口中可用的插槽

中。

PILOT-FI UHF 无线电通讯

1. 选择“PILOT-RAD-UHF”。N2 指的是现场接口中从左边数的第二个
插槽。

 

3. 将会显示频道。默认频道为 1。

4. 如有需要，选择“频道”以更改无线电频道。使用 +/- 按钮增
加或减少频道设置。

5. 选择“无线载波测试” ，以便在检测无线电时启用无线电
的讲话按键。

6. 选择“直通模式”将无线电置于直通模式，以进行检测和故障
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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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模块设置

开放式 900 MHz 扩频无线电（仅限美国）

开放式 900 MHz 扩频无线电使用在美国可用的频率运作，且不需要许
可证。

1. 选择“PILOT-RAD-900”。

2. 选择“直通模式”将无线电置于直通模式，以进行检测和故障
排除。 

3. 如有需要，选择“FREEWAVE 无线电设置”以配置无线电。

4. 根据需要设置网络 ID、TX 子网 ID、RX 子网 ID 和无线电模
式。

开放式 2.4 GHz 扩频无线电（仅限国际）

开放式 2.4 GHz 无线电使用在许多国际地点可用的频率运作，且不需
要许可证。

1. 选择“PILOT-RAD-24”。

2. 选择“直通模式”将无线电置于直通模式，以进行检测和故障
排除。

3. 如有需要，选择“FREEWAVE 无线电设置”以配置无线电。

4. 根据需要设置网络 ID、TX 子网 ID、RX 子网 ID 和无线电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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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PILOT-FI 现场接口具有多个通讯检测功能。

1. 选择“选择单”打开主选择单。

2. 选择“通讯检测”。

控制器通讯测试

控制器通讯测试将会尝试与选定的控制器通讯。成功的测试次数将会
累加，此外还会显示信号成功率。为达到最佳效果，让测试运行几分
钟。

1. 选择“控制器通讯测试”。

2. 要检测 PILOT-FI 与现场控制器或解码器中心之间的通讯，选
择“启动通讯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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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3. 使用 +/- 按钮设置目标控制器或中心号。目标是您尝试与之通讯
的控制器或中心。

4. 选择“开始”。

5. 检测期间，将会测量并显示信号质量。要获得可靠的信号质量测
量结果，需等测试次数至少达到 10 次。

a
a  注意：UHF 无线电通讯模块包含 RSSI 测

量。RSSI 是对接受自目标控制器的信号强
度的指示。

6. 要停止检测，选择“停止”。

7. 要对正在两个控制器或中心之间运行的通讯检测进行监控，选
择“监视”通讯检测。

8. 如果检测到在另外两个设备间传输的信号，会将其显示出来。 
“问”信号由源控制器（启动检测的控制器）发送至目标控制
器。“回复”信号由目标控制器发送回源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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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检查是否与中央计算机连接

当与中央控制系统一起使用时，必须通过通讯线路将 PILOT-FI 连接
至运行 PILOT 中央控制软件的计算机。正常情况下，使用 USB 连接
线连接 PILOT-FI 和中央计算机。如果 PILOT-FI 与中央计算机相隔
距离超过 15 英尺（5 米），则必须使用以太网连接。 

1. 选择“中控连接状态”。

2. 将会显示现场接口与中央计算机之间的连接。如果同时连接了 
USB 和以太网电缆，系统将使用以太网连接。

无线对讲机

无线对讲机是一种带有数字键盘的手持无线电，该数字键盘可用于在
高尔夫球场发送喷水装置控制命令。  

1. 选择“无线对讲机”。

2. 将会显示接收到的对讲机指令。

3. 此检测是实时进行的，因此，在向无线对讲机中键入命令时便可
对显示器进行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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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信息

现场接口具有多个组件或模块。每个模块都有自己的版本，可表明其
生产日期。有时可能会需要确定某个模块的版本号。

所有模块信息都以类似的格式呈现，下面的说明是针对主控面板的介
绍。

1. 选择“选择单”打开主选择单。 

2. 选择“查看模块信息”。

3. 选择“主控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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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尺寸

高 12 英寸 x 宽 11½ 英寸 x 深 3¼ 英寸（高 30 厘米 x 宽 29 厘
米 x 深 8 厘米）

重量：4½ 磅（2 千克）

电气信息

电源输入

60/50 Hz 时为 120/230 VAC

120 VAC 时最大为 0.6 安培

230 VAC 时最大为 0.2 安培

功能和一般规格

• 6 种语言：英文、西班牙语、法语、德语、朝鲜语和中文

• 壁挂式室内防护罩

• 模块式设计

• 支持以 USB 和以太网两种方式连接至灌溉计算机

• 与现场设备的通讯选项有硬接线、UHF 无线电和开放式扩频无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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