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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托罗公司授权华东地区总代理

TMC-212 快速使用指南
1． 调节时间和日期
(1) 旋转控制盘至 CRRENTTIME/DAY

的位置。

(2) 按+/ON 或者-/OFF 按钮，调节显示屏上数字至当前时间的数字(数字右上方 AM 代表上午，PM 代
表下午 )。
(3) 按 NEXT 按钮。
(4) 重复步骤 2 和 3 设置好当前时间的分钟数和日数。注：如果选择了奇、偶日期浇水目标，则继续
重复步骤 2 和 3 设置好当前的年、月、日。
(5) 将控制盘旋回至 RUN

的位置

2． 复位或改变浇水的时间表
(1) 旋转控制盘至 WARRITYING DAYS

的位置。

(2) 选择 PROGRAM 开关至所需程序位置(A 代表按日期 ，B 代表有间隔
数
)
(3) 按+/ON 或-/OFF 按钮至出现 CAL 时停止。
(4) 按 NEXT 按钮。
(5) 按+/ON 或-/OFF 按钮，使显示屏上的闪动的天数至所需的天数
(6) 将控制盘旋回至 RUN
3

，C 代表奇数或偶

的位置

有间隔的时间表的设置
(1) 旋转控制盘至 WARRITYING DAYS
(2)
(3)
(4)
(5)
(6)

的位置

选择 PROGRAM 开关至所需程序位置
按+/ON 或-/OFF 按钮至出现 INT 时停止
按 NEXT 按钮。
按+/ON 或-/OFF 按钮选择间隔的天数 (1-7)
按 NEXT 按钮按+/ON 或-/OFF 按钮选择间隔开始的日期

(7) 奇数和偶数的时间表(7)将控制盘旋回至 RUN
(1) 旋转控制盘至 WARRITYING DAYS

的位置

的位置

(2) 选择 PROGRAM 开关至所需程序位置
(3) 按+/ON 或-/OFF 按钮选择 ODD 或 EVEN
(4) 将控制盘旋回至 RUN

的位置

5． 关闭一个程序
(1) 旋转控制盘至 WARRITYING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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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 PROGRAM 开关至所需程序位置
(3) 按+/ON 或-/OFF 按钮选择出 OFF
(4) 将控制盘旋回至 RUN

的位置

6． 恢复或改变程序开始时间
(1) 旋转控制盘至 PROGRAM START TIME
的位置
(2) 选择 PROGRAM 开关至所需程序位置
(3) 按+/ON 或-/OFF 按钮至所希望程序开始的时间数
(4) 按 NEXT 按钮(注 ：如撤消一个程序开始时间，可同时按+/ON 和-/OFF 来选择 OFF，然后，继续
进行步骤 8 的操作)
(5) 设定小时数，按+/ON 或-/OFF 按钮
(6) 按 NEXT 按钮
(7) 设定分钟数，按+/ON 或-/OFF 按钮
(8) 按 NEXT 按钮，下一个程序开始的数字会开始闪烁
(9) 设定或改变另一个程序开始时间，可从步骤 3 开始依次操作
(10) 将控制盘旋回至 RUN

的位置

7． 改变或设定一个站点运行时间
(1) 旋转控制盘至 STATION TIMES
位置
(2) 选择 PROGRAM 开关至所需程序位置
(3) 站点 1 会开始闪烁，并且屏幕上同时显示它的当前时间或者 OFF，如想选择不同站点数字，可按
+/ON 或-/OFF 按钮
(4) 按 NEXT 按钮
(5) 按+/ON 或-/OFF 按钮设定运行(注：撤消一个站点时间可通过同时按+/ON 和-/OFF 来关闭目标的
实现。)
(6) 按 NEXT 按钮
(7) 设定或改变另一个区运行时间，须重复步骤 5 和 6 的操作。
(8) 将控制盘旋回至 RUN

的位置

手动启动程序
注：浇水程序能够被独立地开启或按照设定的秩序开始工作，偶然性的程序设定的开启，以在程序的
选择中以字母排序来选定是不必要的 。
(1) 确认控制盘在 RUN

的位置

(2) 选择程序开关至所需程序位置
(3) 按 MANUAL START 按钮
(4) 再次选择额外程序，重复步骤 2 和 3
暂停浇水；同时按+/ON 和-OFF 按钮
重新开始浇水(当咱暂停时)：按 NEXT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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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浇水：同时按+/ON 和-/OFF 按钮 ，重复两次
跳过一个站点：一次按动 NEXT 按钮
调节站点运行时间：按+/ON 来增加运行时间，或按-/OFF 来减少运行时间
选择站点的操作：
(1) 确认控制盘在 RUN

的位置

(2) 选择程序开关至所需程序位置
(3) 按 MANUAL START 按钮
(4) 程序中第一个期望的站点将开始闪烁，要选定此站点，可按+/ON 按钮，想跳过此站点，-/OFF 按
钮，以此种方式可继续选择任何站点
(5) 按 MANUAL START 按钮
(6) 从另一个程序中选择站点，重复步骤 2 和 5。
关闭控制器：当控制盘旋到 OFF 位置时，时间控制器会关闭当前程序中的任何浇水操作，把控制盘旋
到 OFF 位置时，所有自动和手动浇水操作都会被停止，当想关闭喷头的系统时，把控制盘旋到 OFF
位置。
把控制盘旋到 ON 位置时，时间控制器可以被重新启动。
下雨延迟特点：这种特点确保所有浇水操作被延迟 1 至 7 天
(1) 把控制盘旋到 RAIN DAILY 位置
(2) 按+/ON 或-/OFF 按钮设置延迟天数
注：取消下雨延迟，将控制盘旋至 OFF 位置即可，延迟天数将随时间推进，而自动减少，当数字减少
到 0 时，自动操作系统将重新开始工作
季节调节特点：(关于季节调节特点的详细资料请参阅用户指南上的介绍)
(1)、旋转控制盘至 Season Adjust%位置。
(2)、设置程序并关至所需位置
(3)、按+/ON 或-/OFF 直到所期望出现的调节数字哦出现(10%至 200%)
(4)、将控制盘旋回至 RUN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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