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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Solar Sync 气候传感器是一种与兼容的亨特控制器协同工作后，能够根据当地气候条件调整灌水量的传感器。气候传感器利用

了太阳辐射和温度来测定现场气象条件，并计算出现场 ET 值，这是现场植物和草坪耗水的重要参数。另外，Solar Sync 气候传感

器可以附加亨特公司的 Rain-Clik™ 和 Freeze-Clik 传感器，有了它们，你的灌溉系统就可以在下雨时或发生霜冻时及时停止灌溉。 

当 Solar Sync 传感器与控制模块联接，组成 Solar Sync 传感控制器后，它会自动根据气候变化增加或减少灌水时间。结果会提

高灌水效率，提高灌水利用率，避免浪费水和保持植物在良好的健康状态。你只需要像往常一样给控制器编程，Solar Sync 气候传

感器就会接管你的灌水计划，你不再需要自己去调整灌水计划。 

系统及其操作简介 

无线 Solar Sync 气候传感器系统能够非常容易地安装到任何一款亨特的控制器上（控制器是否与气候传感器兼容请参考控制器

手册），无线 Solar Sync 气候传感器观测现场的辐射和气温，并根据观测到的数值计算出灌水所需要的 ET 值。这个值代表植物在

当地气候条件下的耗水量，这个植物消耗的水量正是需要灌溉来补充的水量。无线 Solar Sync 气候传感器也包含有 Rain-Clik™的雨

量传感器和 Freeze-Clik 传感器，它可以在灌溉系统就可以在下雨时或发生霜冻时及时停止灌溉。 

根据无线 Solar Sync 气候传感器兼容的控制器使用手册的要求，输入正确的，夏季高峰灌水程序后，控制器就从无线传感器接

收到数据，将根据数据分析计算得到的结果，应用到当日的灌水计划中，通过季节灌水调整比例去调整灌水程序中的灌水时间。 

本手册适用于以下气候传感器套件： 

WSS: Pro-C、PCC、ICC 和 I-Core 控制器专用无线 Solar Sync 气候传感器套件 

WSSSEN*: ACC 和 X-Core 控制器专用无线 Solar Sync 气候传感器套件 

* WSSSEN 不包括无线 Solar Sync 气候传感控制器模块，ACC 和 X-Core 控制器已经内置有气候传感控制软件，不需要气候传

感控制器模块，因此，WSSSEN 传感器用于 ACC 和 X-Core 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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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及其操作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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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安装 

使用包装盒提供的螺丝钉将 Solar Sync 气候传感器安装到

完全暴露在阳光和降雨的环境下，同时又不会受到喷头喷洒影

响的地方。传感器需要对准右上角，安装在转角面时，可以转

动托架。转动托架前请松开螺母，转动后再旋紧它。 

 也可使用传感器屋檐槽固定套件 SGM 安装气候传感器，SGM 是

专门为使用屋檐槽直接固定传感器而设计的。先将原来的支撑杆取下，

把 SGM 套件用螺丝及螺母装上，将 SGM 固定在屋檐槽内，用手指拧

紧螺钉即可。 

 

 

 

 

 

 

 

注：将无线气候传感器到无线接收器最远的距离为

228 m （800 英尺）。 

 

 
注：将传感器放置在能够完全接收到阳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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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Clik™传感器在降雨时，能够保证下雨时停止灌水，雨

停后继续工作。Rain-Clik™传感器不需要调校，Rain-Clik™传感

器使用 Quick Response™专利技术，能够在降雨发生后几分钟内

停止灌溉。唯一需要调整的是圆环，可以调整边孔的开口，调

整它可以增加或减小传感器干燥时间，也就是系统恢复，回到

初始状态的时间。打开边孔的开口可以加快干燥时间，关闭它

将会减少干燥的时间。另外，Solar Sync 传感器内置有温度传感

器，可以在具备霜冻条件时关闭系统。 

大约在 37 度华氏（3°C）以下时，Solar Sync 传感器将会

命令控制器关闭。传感器激活后，“SENSOR OFF”英文会显示

在控制器屏幕上。当温度高于 37 度华氏（3°C）以上时，灌溉

系统会自动恢复。 

 

 

传感器故障信息 
 

如果气候传感控制器出现错误“Err”，
请检查传感器与气候传感控制器模块之间

的联接。 

传感器旁路 

如果降雨或霜冻传感器阻止系统工作，“SENSOR OFF”
英文会显示在控制器屏幕上，在控制器面板上，将旁路开关

设在 BY PASS 位置，Solar Sync 气候传感器的降雨和霜冻传

感器就会被旁路，降雨和霜冻传感器不再起作用。气候传感

器继续工作，为你自动调整控制器的灌水计划。 

控制器的降雨传感器要激活工作，传感器开关必须设置

在 ACTIVE 位置，降雨和霜冻传感器才能在出现降雨或霜

冻时中断控制器的灌水工作。 

 

传感器保养 

Solar Sync 传感器是设计为野外使用的，但是必须保持

接收数据部份的表面清洁才能正确工作，推荐每 6 个月清洁

一次接收太阳能辐射的半圆型探头。不能使用带化学清洁剂

的或有磨损半圆球光学镜面的物品去清洁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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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控制器模块安装 

安装和接线 

从把 CR2032 电池，电池用于在无电状态时保存时间和程

序事件等，放入控制

器背面电池盒绝缘

盖帽，控制器开始工

作，电池估计使用寿

命为 10 年，电池盒

位置在 Solar Sync 传
感控制器模块的背

后橡胶盖下，更换电

池时，请保持电池正

极（+）朝上。只能

使用 CR2032 型号电

池，用错电池有可能引起爆炸。 

Solar Sync 控制器模块被设计成能够安装在控制器边墙

上的，橡胶外壳是为了将它安装在室外气候环境中的，它采

用两颗自攻螺丝固定到墙上，安装前请将螺丝对准橡胶盖上

的孔洞。 

注意：错误使用电池会引起爆炸。电池不能充电

和将其丢弃到火中。 

注意：如果你使用的是 ACC 或者 X－Core 控制器，

不需要气候传感控制器模块。ACC 或 X－Core 只能使用

WSSSEN 套件，该套件只有气候传感器，没有控制器模块（详

细请参见控制器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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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控制器的联接 

Solar Sync 气候传感器控制器模块安装 
安装Solar Sync气候传感器控制器模块前，请断开交流（AC）
电源。从控制模块左边出来的 7 根线，为方便安装，导线都

已经用颜色进行区分。 

无线接收器联接 

利用提供有的螺纹短管，把无线接收器安装在控制器盒子的

外边，或者使用墙面固定选择件把无线接收器安装到墙面上，

如下图所示，使用 1.5 英寸的接头来安装接收器。 从无线接

收器把导线引入控制箱内，即可。 

1. 确定控制器电源是关闭的 

2. 把接收器的黑色导线与气候传感控制器模块的黑色

导线联接在一起 

3. 把接收器的绿色导线与气候传感控制器模块的绿色

导线联接在一起 

4. 根据设置无线接收器及传感器地址一节内容，进行初

始化通讯 

 

 

 

 

 

 

 

 

不同颜色导线联接的用途表

从模块出来

的导线颜色 

序

号 
英文 英文 导线联接到： 

1 Red   红 24 VAC (AC terminal 1) 交流电源 AC 端 1 

2 White 白 24 VAC (AC terminal 2) 交流电源 AC 端 2 

3 Blue  兰 Remote terminal (REM) 遥控 

4 Yellow 黄 Sensor terminal (SEN) 传感器 

5 Orange 桔黄 Sensor terminal (SEN) 传感器 

6 Green 绿 
Solar Sync sensor 

(green wire) 
无线接收器 

7 Black 黑 
Solar Sync sensor 

(black wire) 
无线接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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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控制器联接 

PCC 系列控制器安装及联接 

利用提供有的螺纹短管，把无线接收器安装在控制器盒子的外边，或者使用墙面固定选择件把无线接收器安装到墙面上，如下图

所示，使用 1.5 英寸的接头来安装接收器。 从无线接收器把导线引入控制箱内，即可。 

5. 确定控制器电源是关闭的 

6. 把接收器的黑色导线与气候传感控制器模块的黑色导线联接在一起 

7. 把接收器的绿色导线与气候传感控制器模块的绿色导线联接在一起 

8. 根据设置无线接收器及传感器地址一节内容，进行初始化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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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控制器联接 

 

PCC 系列控制器安装及联接 

PCC是Pro-C控制器系列中为了能把气候传感器模块放入控

制箱内而设计的。如图所示，利用产品中附带提供的螺丝钉

把气候传感器控制模块安装到PCC中。 

1. 从Solar Sync气候传感器控制模块把红色导线与PCC
控制器AC1 接线柱端相联接。 

2. 从Solar Sync气候传感器控制模块把白色导线与PCC
控制器AC2 接线柱端相联接。 

3. 从Solar Sync气候传感器控制模块把蓝色导线与PCC
控制器REM接线柱端相联接。 

4. 把两端的偏平金属跳线从PCC控制器两个SEN接线

端柱中移去。 

5. 从Solar Sync气候传感器控制模块把黄色导线与PCC
控制器SEN接线柱端相联接。 

注：PCC控制器已经预留有安放气候传感控

制器模块的位置。

6. 从Solar Sync气候传感器控制模块把桔黄色导线与

PCC控制器SEN接线柱端相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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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控制器联接 

 

Pro-C 系列(PC)控制器安装及联接 

 

对于Pro-C控制器系列，只能把气候传感器模块安装在控制器

盒子的附近墙上。PC控制箱的右下边留有孔洞，可以用于把

气候传感器控制模块的联接导线引出盒子外面。 

1. 从Solar Sync气候传感器控制模块把红色导线与PC控
制器AC1 接线柱端相联接。 

2. 从Solar Sync气候传感器控制模块把白色导线与PC控
制器AC2 接线柱端相联接。 

3. 从Solar Sync气候传感器控制模块把蓝色导线与PC控
制器REM接线柱端相联接。 

4. 把两端的偏平金属跳线从PC控制器两个SEN接线端

柱中移去。 

5. 从Solar Sync气候传感器控制模块把黄色导线与PC控
制器SEN接线柱端相联接。 

6. 从Solar Sync气候传感器控制模块把桔黄色导线与PC
控制器SEN接线柱端相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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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控制器联接 

 

ICC 控制器的安装及联接 

1. 从Solar Sync气候传感器控制模块把红色导线与ICC
控制器AC1 接线柱端相联接。 

2. 从Solar Sync气候传感器控制模块把白色导线与ICC
控制器AC2 接线柱端相联接。 

3. 从Solar Sync气候传感器控制模块把蓝色导线与ICC
控制器REM接线柱端相联接。 

4. 把两端的偏平金属跳线从ICC控制器两个SEN接线端

柱中移去。 

5. 从Solar Sync气候传感器控制模块把黄色导线与ICC
控制器SEN接线柱端相联接。 

6. 从Solar Sync气候传感器控制模块把桔黄色导线与

ICC控制器SEN接线柱端相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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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控制器联接 

I-CORE 控制器的安装及联接 

 

 

 

 

1. 从Solar Sync气候传感器控制模块把红色导线与I-CORE控
制器AC1 接线柱端相联接。 

2. 从Solar Sync气候传感器控制模块把白色导线与I-CORE控
制器AC2 接线柱端相联接。 

3. 从Solar Sync气候传感器控制模块把蓝色导线与I-CORE控
制器REM接线柱端相联接。 

4. 把两端的偏平金属跳线从I-CORE控制器的传感器接线端

柱中移去，你可以使用S1 和S1 或S2 和S2 接线柱对联接。 

5. 从Solar Sync气候传感器控制模块把黄色和桔黄色导线与

I-CORE控制器传感器接线柱对相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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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控制器联接 

X-Core 控制器 
X-Core控制器是基于气候传感器技术开发的，所以它不需要

气候传感器控制模块。利用提供有的螺纹短管，把无直接把

气候传感器的无线接收器安装在控制器盒子的外边，或如P.8
图所示，像Pro-C那样，使用墙面固定选择件把无线接收器安

装到墙面上，使用 1.5 英寸的接头来安装接收器。 

1. 确定控制器电源是关闭的 

2. 把接收器的黑色导线与控制器SEN接线柱联接在一

起（不用考虑哪个SEN柱） 

3. 把接收器的绿色导线与控制器另一个SEN接线柱联

接在一起 

更详细内容见X-Core用户使用手册。 

ACC 控制器 
ACC 控制器也是已经内置有气候传感器程序，它不需要使用

气候传感器控制模块。利用提供有的螺纹短管，把无直接把

气候传感器的无线接收器安装在控制器盒子的外边，或如P.8
图所示，像Pro-C那样，使用墙面固定选择件把无线接收器安

装到墙面上，使用 1.5 英寸的接头来安装接收器。 

1. 确定控制器电源是关闭的 

2. 把接收器的黑色导线与控制器主模块的黑色ET接线

柱联接在一起 

3. 把接收器的绿色导线与控制器主模块的绿色ET接线

柱联接在一起 

更详细内容见ACC用户使用手册。 

 

 

注：X-Core或ACC控制器已经内置有气候传感器控制

程序，请参照控制器使用手册编程指导对气候传感器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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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接收器与传感器通讯 
 

为了安装简单，无线Solar Sync 气候传感器的接收器与传感

器已经进行频率配对，当安装完毕后，接收器会自动搜索与

其配对的无线传感器。当然，安装时，最好是用人工设定无

线接收器与无线传感器的初始通讯，这样可以保证通讯讯号

正确。 

注：停电事故（或者无论什么理由无线接收器与无线传感器中断无

线通讯），供电恢复后，接收器会自动搜索传感器，重新建立通讯。此时，

控制器自动进入降雨停止灌水程序中，直到与传感器的通讯重新被建立起

来，此过程可能会长达 60 分钟，按照校验无线接收器与无线传感器之间

的通讯或重建通讯方法，可以结束控制器的降雨停止灌水程序，进入到正

常灌溉程序中。

人工设定无线接收器与无线传感器之间的初始通讯： 

 当无线接收器的绿色线和黑色线联接好后（参见与控制器联

接章节），恢复控制器电源。 

 在无线接收器中间的红色发光二极管LED会长久发光，表明

它正在搜索，搜索无线传感器发出的信号。 

 当接收器的红色二极管LED正在发光，在搜索模式时，按住、

同时保持按着在无线传感器上的转轴不动，当LED发光二极

管闪烁 4 次后，自动熄灭，表明从无线传感器发出的信号，

已经被接收器收到。 

校验无线接收器与无线传感器之间的通讯或重建通讯： 

 按住、同时保持按着在无线传感器上的转轴不动 

 当接收器的LED发光二极管闪烁 2 次后，表明接收器已经与

传感器联接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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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运行时间编程 控制器运行时间编程 

根据与 Solar Sync 兼容的亨特控制器使用手册编辑程序，

设置站点运行时间时，输入的时间是通常夏季植物耗水最高

峰的运行时间。Solar Sync 设计成根据当日现场气候情况，自

动调整运行时间，这是利用了控制器季节灌水调整比例特征

来实现的。推荐设定所有的控制器，程序的季节调整百分比

为 100%。 

根据与 Solar Sync 兼容的亨特控制器使用手册编辑程序，

设置站点运行时间时，输入的时间是通常夏季植物耗水最高

峰的运行时间。Solar Sync 设计成根据当日现场气候情况，自

动调整运行时间，这是利用了控制器季节灌水调整比例特征

来实现的。推荐设定所有的控制器，程序的季节调整百分比

为 100%。 

注：设置站点工作时间是夏季高峰时的灌水

时间，同时灌水比例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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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传感控制模块编程 

Solar Sync 气候传感控制模块编程很简单，编程只需要几个步骤就可以完成。当通电后，屏幕高就会显示这天的时间。按右方

向键 就能一步一步地完成各种控制功能的编程，显示器底部的箭头会显示正在编辑的是何种功能项。 

 

当前时间  

按 一直到显示当前设置功能项的箭头指到 图标，显示的时间会闪烁。使用 或 设置当

前时间，显示器右边的箭头指示时间是 AM（上午） 或 PM（下午）。 

注：24 小时格式只能在输入电源频率是 50Hz 时有效。 

 

控制器类型  

按 一直到显示当前设置功能项的箭头指到 图标，使用 或 选择亨特控制器类型。 

 

气候区域选择  

为了更准确地观测，气候传感控制模块器需要确定工作地点的 ET（7 月份的平均 ET）属于哪种

气候区，可能使用下一页的表来确定你所属的区域。按 一直到显示当前设置功能项的箭头指到

图标，使用 或 选择气候区域（1~4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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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传感控制模块编程 

 

下表将帮助你决定当地是属于何种气候区域，有 4 种 ET 气候区域可供选择，每个区根据 ET 类型和气温特点来划分。如果方

便，请尽可能地选择 7 月份的 ET 值或者夏季 ET 高峰时的值（mm/d）确定气候区域。 

使用下表选择确定你的气候区域，你可以通过 A、B 或 C 三种方式，帮助你确定哪种气候区更适合当地的情况。 

A：通过 7 月份的 ET 值或者夏季 ET 高峰时的值（mm/d）确定气候区域，这是优先采用的方法。 

B：根据当地的气温，7 月份平均温度，或者是干旱季节最高温度（不是 7 月份是最高温度）来选择。 

C：根据你所处的地区类型来选择。 

根据表中对应的当地气象数据确定气候分区 

气候区 A B C 

1 区  7 月份的 ET < 4.3 mm/d 7 月份的平均气温是 18°C ~ 24°C 中国东北地区 

2 区 7 月份的 ET = 4.6 mm/d ~ 5.8 mm/d  7 月份的平均气温是 24°C ~ 29°C  
中国北方地区、西北地

区 

3 区 7 月份的 ET = 6.1 mm/d ~ 7.4 mm/d 7 月份的平均气温是 29°C ~ 35°C  中国南方地区、海南 

4 区 7 月份的 ET  >  7.6 mm/d 7 月份的平均气温是 35°C ~ 41°C   中国的沙漠、新疆盆地 

 注：南半球请使用 1月份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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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传感控制模块编程 

 

灌水时间调整  

如果你发现你的园林比预计的“干”或“湿”，这就需要通过调整灌水比例达到调整全局灌水量的

目的， 

按 键一直到显示当前设置功能项的箭头指到 图标，显示的时间会闪烁。使用 增加或 减

少来调整灌水比例 1~10（1 是少，10 是最多灌水），亨特公司提倡通过几周的仔细观察，再确定

你的灌水比例调整系数。 

 

 

 

 

 

注：如果只是某个区域比整个灌溉小区表现为“干”或“湿”，

只需对该区域站点控制器进行灌水时间的调整，增加它的运行工作时

间

停止灌水窗口 

如果需要，Solar Sync 气候传感控制器提供一天中某个时间段不需要任何灌水的设置，即停止灌

水窗口。停止灌水窗口设置功能是一个隐藏功能，按 5 秒钟不放开，控制模块就会进入停止灌

水窗口设置。 

一个箭头 闪烁在显示屏右边的“Start”处，使用 或 选择合适的开始不需要灌水的时间；

再按 键，箭头 闪烁在显示屏右边的“End”处，使用 或 选择合适的停止不需要灌水的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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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的初期调整及校对 

安装完 Solar Sync 气候传感器并设置完控制器的程序后，建议你让它用设置的初始值运行几天。这是因为气候传感器受到当地

条件影响较大（包括传感器安装位置、传感器收集到太阳辐射程度和周边环境对热反射程度等等），初次设置值是需要调整以便达

到所需求的灌水效果。针对当地特殊条件，调整 Solar Sync 气候传感器可以通过选择气候区域，和/或灌水比例设置方法实现，下

面是具体的步骤： 

1. 安装 Solar Sync 气候传感器，给控制模块编程。 

2. 让系统根据初始设置运行至少 3 天 

3. 查看控制器的季节调整比例，如果季节调整比例表现设定的时间比全年应当设定的小或大了，Solar Sync 气候传感控制器

设置时间就需要调整了。 

a. 季节调整比例太小-确认面板设置旋钮放在“RUN”，增加季节调整中的灌水比例数值（最大 10），当设置改变后，控制器

就会立即根据新的季节灌水比例增加%数调整，增加灌水比例直到显示需要的灌水比例为止。如果你的灌水比例已经调整为 10，
还需要增加季节灌水比例，只能选择更大的气候分区，如 4 或 3。 

b. 季节调整比例太大-确认面板设置旋钮放在“RUN”，减小季节调整中的灌水比例数值（缺省值是 5），当设置改变后，控制

器就会立即根据新的季节灌水比例减小%数调整，减小灌水比例直到显示需要的灌水比例为止。如果你的灌水比例已经调整为 1，
还需要减小季节灌水比例，只能选择更小的气候分区，如 1 或 2。 

站点运行时间—应当指出 Solar Sync 气候传感控制器只提供全局的灌水调整比例给控制器，这就是说，所有站点运行时间被根据同一

个灌水比例的%调整。当给控制器编程时，要确认控制器灌水工作时间是按照最大季节灌水计划设置的。如果用 Solar Sync 气候传

感控制器统一设置季节灌水比例的运行时间对某个站点来说是长、或短了，请在控制器中调节该站点的运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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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及解决方法 

问题 原因 解决办法 

气候传感控制器模块与控制器接线不正确 
检查气候传感控制器模块与控制器的联接导线，根据手册联线图

对比检查。 
控制器屏幕显示“ERR” 

Solar Sync 控制模块显示“ERR” 模块与传感器的联线错误 检查气候传感控制器模块与传感器的联接导线，绿色和黑色线。 

气候分区选择大了；灌水调整比例设置太小了；传

感器的位置没有能够接收到所有的阳光。 

确认面板设置旋钮放在“RUN”，增加季节调整中的灌水比例数值

（缺省是 5，最大 10），如果你的灌水比例已经调整为 10，还需

要增加季节灌水比例，只能选择更大的气候分区，如 4 或 3。 

季节调整比例似乎低了  

气候分区选择小了；灌水调整比例设置太大了。 

季节调整比例太大-确认面板设置旋钮放在“RUN”，减小季节调

整中的灌水比例数值（缺省值是 5），如果你的灌水比例已经调

整为 1，还需要减小季节灌水比例，只能选择更小的气候分区，

如 1 或 2。 

季节调整比例似乎高了  

控制器的雨量传感器旁路开关设置在“BYPASS”位

置；接线柱上的跳线没有取出。 
控制器的雨量传感器旁路开关设置在“Active”位置。移除跳线。 降雨或霜冻传感器开关不起作用 

程序设置的运行时间太长或太短 

用Solar Sync气候传感控制器统一重新设置季节灌水比例的运行

时间，如果对某个站点来说是运行时间太长、或短了，在控制器

中调节该站点的运行时间。 

特殊的站点运行时间太长或太短 

Solar Sync 气候传感控制器在控

制器的旁路开关设置在“BYPASS”

位置后，还是在工作。 

 Solar Sync 传感控制器在控制器设置“BYPASS”

情况下，不影响它工作。控制器设置“BYPASS”只

能停止气候传感器的雨量或霜冻传感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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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尺寸 

控制器兼容性 

Solar Sync 气候传感控制器只适用于亨特公司有智能接口的控

制器。 

WSS: Pro-C、PCC、ICC 和 I-Core 控制器专用无线 Solar 
Sync 气候传感器套件 

WSSSEN: ACC 和 X-Core 控制器专用无线 Solar Sync 气

候传感器套件 

 

规格 

 输入电源： 24 V 50/60Hz (控制器) 

 电流：25 mA @ 24 V 

 永久保持存储器 

 可更换 CR2032 锂电池（10 年只用于保存时钟） 

 模块到控制器最大距离 6 英尺/2m 

 接收器到模块的最大距离 6 英尺/2m 

 传感器到接收器的最大距离 800 英尺/228m 

 从传感器到控制模块的最长距离为：200 英尺/ 60 m 

 从接收器到模块的控制线：美标 18 # AWG/1 mm 或 20# 
AWG/0.8 mm 线径，  

 U:L 认证 

 满足直埋和阳光暴晒认证（UV） 

 

尺寸 

气候传感器：高×宽×厚 (7.6 cm×22.9 cm×2.5 cm) 

气候传感控制模块：高×宽×厚 (4.4 cm×12.7 cm×0.6 cm) 

接收器：高×宽×厚 (14 cm×3.8 cm×3.8 cm) 

接收器加墙上固定附件：高×宽×厚 (15.5 cm×7 cm×8.9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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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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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认证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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