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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全面的 Wi-Fi 灌溉系统



HYDRAWISE
如同拥有 
另一位 
灌溉技术员

Hydrawise 设置简单，使用方便，并提供多种实用的功能，包
括为承包商提供的内置系统监控和管理工具。有了Hydrawise，
您可以：

建立更强大的业务系统：提供更多服务，增加收益，提高客户
满意度，并坚信 Hydrawise 会在您开拓业务过程中提供强有力
的支持。

节省时间和人力：跨越不同气候的地区，对各种景观采取有效
管理，Hydrawise 的强大功能帮助您节省时间和劳动力。

随时随地进行管理：随时通过您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网页
便捷地登录系统，进行一系列远程查看和管理操作。

节水：先进的基于网络的气候监测功能，可根据当地的天气条
件，自动调节灌溉系统，保证植物健康 — 无论晴天或下雨。

保护景观：出现问题时，流量和阀门监测功能会立刻发出警报，
因此，在客户最需要您的时候，您能迅速抵达现场并为其提供
服务。

Pro-HC 控制器
它有 6、12 和 24 站可供选择，并带有专用主
阀、内置 Wi-Fi 和坚固外壳。

HPC 控制器
HPC 将Wi-Fi 的灌溉管理优势与模块式的便
利性完美结合融入到新一代控制器中。

HC 流量计
这种灵活的传感器可选有线或无线的连接方
式，有助于监测 Hydrawise 系统，确保管道
和喷头正常运行。

我们通过多年测试，并在充分听取业内承包商反馈的基础上，
进一步优化了 Hydrawise 先进的编程和使用功能。有 Hunter 的
大力支持，您全新的灌溉技术员将帮助您发展业务，确保客户
的景观始终生机勃勃。

HYDRAWISE 是最全面的 WI-FI 灌溉控制
系统



WI-FI 系统概况

PRO-C Hydrawise  Wi-Fi

Wi-Fi 控制器
HPC 雨量传感器

Rain-Clik™

Wi-Fi 范围扩展器
（如有需要）

Wi-Fi 路由器

承包商指示板

使用移动设备或 ROAM 遥控器
进行远程访问

电磁阀
由控制器监控

监控流量 
HC 流量计

 

或



“客户的院子里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水坑。”
没有  Hydrawise：您必须停下一切工作，立刻赶到
现场，然后花两小时来查找并修理泄漏的管道。

有了  Hydrawise：通过流量控制功能，Hydrawise 
可以立即检测到发生泄漏。您会收到警报，并可通
过应用程序来把水关掉。甚至，您还可以准确知道
发生泄漏的位置，并与客户约定时间到现场进行 
处理。

效果：客户可以省下一大笔水费，而您可以立即安
排维修事宜，从而节省了时间。

“我的一名客户未在自己的新家安装 Wi-Fi。”
没有  Hydrawise：其他基于 Wi-Fi 的控制器需要用户安
装 Wi-Fi，以便对控制器进行编程。

有了  Hydrawise：在安装Wi-Fi之前，您可以在面板上对 
Hydrawise 进行编程。安装 Wi-Fi 后，控制器会连接网
络，并立即利用节水天气调整功能。

效果：您不需要在安装 Wi-Fi 之前推迟安装。

“客户的阀门线缆在院子养护时被切断。”
不使用  Hydrawise：直到植物快要死亡时，您才会发
现问题，这会让客户很不爽。而重新补种植物的费用
很高。

有了 Hydrawise：当阀门出现故障时，您会收到警报，
以提示您该阀门需要维修。您可以在造成损失之前及
时维修。

效果：客户的景观得到妥善保护，而您的声誉也未收
到损害。

在现场



“客户将举办一场活动， 
因此，要求我暂停灌溉。”

没有  Hydrawise：您需要赶到客户家里暂停灌溉，直到
活动结束。

有了  Hydrawise：您通过应用程序就可暂停灌溉，直到
活动结束。

效果：您无需赶到客户家里手动暂停灌溉，从而节约了
一小时的路途时间。

“我需要进行季节性调整。”
没有 Hydrawise：您需要赶到每个客户现场，并花时间来
调整每台控制器。

使用  Hydrawise：可以根据当地天气条件，自动调整灌
溉计划。

效果：每个现场您都可以节约 15 分钟，加上路途时间。

“新客户要求采用 Wi-Fi 技术。”
不使用 Hydrawise：您只能提供使用传感器的旧式控制器。

有了  Hydrawise：客户可以尽享 Wi-Fi 带来的便利。客户一眼即可
看到自己的节水情况，并且印象深刻。

效果：您可以提高产品销售利润，实现业务增长，而客户会很高兴
您拥有最新技术。

“我的工作人员需要做好过冬和开春的准备。”
没有  Hydrawise：在维护工作繁重期间，灌溉技术员
需要带一名助理管理控制器。

有了  Hydrawise：使用 Hydrawise 应用程序和地区图 
片，只需一名工作人员即可轻松远程控制各客户所 
在地。

效果：您的技术员准备充分，而且您可在每个地方节
约大量人力。



Hydrawise 竞争对手 1 竞争对手 2

基本功能

Wi-Fi ⬤ ⬤ ⬤

根据天气调节灌溉 ⬤ ⬤ ⬤

全球最准确的气象数据 ⬤

住宅用户访问 ⬤ ⬤ ⬤

承包商访问 ⬤

智能手机访问 ⬤ ⬤ ⬤

网页访问 ⬤ ⬤

硬件

站点 最多54 个 22 16

两线功能与 EZ 解码器系统 ⬤

壳体类型： 室内型/室外型 室内型/室外型 室内型
可在硬件上进行完全编程 ⬤ ⬤

专用主阀 ⬤ ⬤ ⬤

流量警报 ⬤

线路故障警报 ⬤

控制照明 ⬤

承包商功能

承包商访问 ⬤

承包商指示板 ⬤

自定义权限 ⬤

5 至 1，000+ 个控制器 ⬤

与承包商软件集成 ⬤

灌溉计划表和布局 ⬤

高级报告 ⬤

向客户发送消息 ⬤ ⬤

控制器更改日志 ⬤

⬤  表示基本计划包含的功能。  表示基本计划中包含的有限功能。

WI-FI 系统对比

Hydrawise 入门计划具备的优势就能够超越竞争对手产品的性能。Hydrawise 爱好者计划和承包商计划还
有其他内容，助您开拓业务。得益于广大承包商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反馈，此平台一直在持续改进。关于 
Hydrawise 计划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ydrawise.com/plans。



其他资源

常见问题

在没有 Wi-Fi 的情况下，可以安装和运行控制器吗？
虽然网络在线配置和远程访问时控制器需要连接 Wi-Fi，但是控制器通过触摸屏就可以编程，并且在没有 
Wi- Fi 的情况下运行。更多信息，请访问  hydrawise.com/offline。

我需要每月支付费用使用 Hydrawise 吗？
不需要。Hydrawise 住宅和承包商入门计划都是免费的，它可以为您提供比其他 Wi-Fi 控制器更多的功能，
从而帮助您发展您的业务。使用附加的功能需要购买付费计划。获取更多信息，请访问  
hydrawise.com/pricing。

作为承包商，如何为我的公司创造效益？
Hydrawise 专门用于帮助您管理客户控制器。您可以轻松地在任何控制器之间切换，在路途中即可更改。
您还可以设置客户的控制器直接向您发送系统警报。更多信息，请访问 hydrawise.com/contractors。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使用 Hydrawise 的节水证明？
您会在 Hydrawise 页面上看到 Hydrawise 节水计算器。它会显示您在过去 7 天内使用 Hydrawise 设备估计
的节水量。另外，还有一个计算器可根据过去 10 年的历史记录，预估客户所在地的节水量。欲了解更多信
息，请访问 hydrawise.com/save。

Hydrawise Wi-Fi 控制器的安全性如何？
Hydrawise 基于网络的软件和支持 Wi-Fi 功能的控制器符合 Wi-Fi Alliance® 设定的严格安全标准。它们还
经过了安全公司的独立测试，以确保网络运行安全。我们的系统不会保留信用卡和密码信息。获取更多信
息，请访问 hydrawise.com/pro。

Hydrawise 在线培训 | Hunter 提供关于硬件、软件和业务工具的全方位Hydrawise 培训课程。通过 
training.hunterindustries.com 可访问此课程。完成课程后，您会收到 Hydrawise 结业证书。

Hydrawise 在线支持 | 您可以在网站上找到 Hydrawise 软件支持：support.hydrawise.com。

兼容 Hydrawise 的控制器支持 | 您可以在以下网站找到兼容 Hydrawise 的控制器支持： 
support.hunterindustries.com。

Hunter SiteRec APP | 您可以使用这款便捷、免费的应用程序来管理并合作提供服务，提出灌溉系统
建议，生成报价，以及向住宅用户展示使用 Hydrawise 产生的效益。同时，还可提供住宅用户手册和明信
片。要获取这些资源，请访问 siterec.hunterindustries.com。



RC-005-CONTR CN C 7/21
© 2021 Hunter Industries™。Hunter、Hunter 标识及所有其它商标均为  Hunter Industries 
在美国及其他国家/地区注册的财产。  请循环回收使用。

帮助客户取得成功是我们的动力。我们将创新和制造的热情融入到所做
的一切中，为客户提供有益的支持是我们的承诺，并希望您成为 Hunter 

大家庭未来长久的客户。

网站 hunterindustries.com | 客户支持 +1-760-744-5240 | 技术服务 +1-760-591-7383

亨特实业公司首席执行官，Gregory R. Hunter

Gene Smith，President，适用于园林灌溉与室外照明的全套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