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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感谢您选择我公司来满足您的电力需求。依照我们的连续产品改进政策，我公司保留不预先通知客户而修改本手册内
所含信息的权力。
本操作人员使用说明书旨在帮助您正确地操作及维护您的发电机组。我们建议操作人员抽时间阅读本手册。某些作业
有可能要求由经过特殊培训的技术人员来完成，操作人员只需尝试完成为其具体划分的作业。
本发电机组是大功率工业发电机组系列中的一员，在交付现场时随时可以运行。发电机组的设计中融入了多年的柴油
发电机组经验，旨在生产高效可靠的优质电功率源。
一定要确保由经过工作授权，并且经过充分培训的人员来进行维护、调整和修理。应当定期用原厂部件来进行维护及
修理，这样可以延长发电机组的寿命。对由于用户不当安装、维护或使用所造成的任何缺陷或索赔，或者被改动得背
离其售出状态的任何产品，厂商均不承担责任。所有发电机组只能由接受了要求的人员来操作，因此应当安全放置，
以避免出现非授权使用。
本手册中的图片或图解给出了与您所购发电机组不同的细节或者附件。这些图像仅供参考。如果您对发电机组有任何
问题，请联系当地代理商获取最新信息。
由通常贴在交流发电机外壳上的铭牌所示的型号和序列号来唯一地定义每个发电机组 (参见第3.1节)。在订购备件或者
要求服务或者质保时，要求提供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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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全
2.1 总则
以正确方式使用时，发电机组可保证安全。但是安全责任由使用发电机组的人员承担。在执行任何过程或者操作技术
之前，用户需负责确保该操作的安全性。

警告：
I

在操作发电机组之前，阅读并理解所有安全预防措施和警告。

I

如果未遵照本手册中的说明、过程和安全预防措施，则有可能增大事故和受伤的可能性。

I

未确保安全之前，绝不得起动发电机组。

I

在已知不安全的条件下，不要试图操作发电机组。

I

如果发电机组不安全，则要设置危险公告并且断开蓄电池负极 (-) 导线，使其在达到正确条件之前无法起动。

I

确保发电机组免于非授权使用，可以使用标记。

I

在尝试在发电机组上进行安装、修理或者清洁之前，断开蓄电池负极 (-) 导线。

I

只能依照相关的国家、当地或者联邦法规、标准或其他要求来安装并操作该发电机组。

2.1.1 紧急停机按钮
在发动机正常运转时，紧急停机按钮处于伸出 (OUT) 位置。按下紧急停机按钮。该按钮被锁定时，发
动机将不能起动。顺时针旋转按钮以便复位。

警告
I

让自己熟知紧急停机按钮的位置。紧急切断控制装置仅供紧急情况使用。

I

不要将紧急切断装置或者控制装置用于正常停机步骤。

I

在定位并校正了造成紧急停机的问题之前，不要起动发动机。

2.2 个人防护设备

图2.1 - 操作人品需佩戴的典型个人防护设备
• 在发电机组内和周围工作时，一定要佩戴相应的个人防护设备。根据发电机组位置的要求戴安全帽、护目镜、
手套及其他防护设备。
• 在运转的发动机周围工作时，为了防止损伤听力，应佩带听觉防护装置。
• 不要穿宽松的衣服或佩带首饰，因为它们可能勾住控制装置或发动机其他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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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确保所有护板和罩盖都固定在发动机的正确位置上。
• 切勿将保养用液装到玻璃容器内。因为玻璃容器容易破碎。
• 小心使用清洗溶剂。
• 报告所有需要修理的项目。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要在下列状态下进行保养：
• 发动机停机。确保发动机不能被起动。
• 在保养或维修电气系统时，要断开蓄电池。断开蓄电池接地线。为了防止打火，将接地线头用胶带包上。
• 不要试图修理您不了解的东西。使用适当的工具。更换损坏的设备或修理该设备。

2.3 常规危险信息
2.3.1 压缩空气和加压水
I

不得在电气部件或部件轴承附近使用加压水。

压缩空气和/或水 (不建议) 有可能造成碎屑和/或热水喷出，导致人身伤害。
在使用压缩空气时，要穿防护服、防护靴并佩戴眼睛保护设备。眼部护具包括护目镜及防护面罩。
当喷嘴空喷及使用带有效的防屑罩 (如果可用) 的喷嘴和人员保护装备时，清洁用的最高空气压力必须降低到205 kPa
(30 psi)。清洁使用的最大水压一定要低于275 kPa (40 psi)。清洁冷却系统时一定要佩带护目装备。
不要触摸运转中的发动机的任何部位。在进行发动机的任何保养之前，要让发动机先冷却下来。在拆开任何管道、
管接头或相关零件之前，要释放空气系统、液压系统、润滑系统、燃油系统和冷却系统中的全部压力。

2.3.2 包含油液溢出
在检验、保养、测试、调整及维修产品时，必须小心以确保盛好排放出的油液。在打开任何舱室或拆解任何储有液体
的零件之前，要准备好合适的容器收集流出液体。

注：
• 如果底座上内置了流体容器，则必须定期进行检查。如发现液体 (燃料、机油、冷却剂、雨水或冷凝液)，应将其
排出，并根据当地法规条例进行处置。

2.3.3 管路、管子和软管
不要弯曲或者敲打管路。不要安装损坏的管路、管道和软管。
仔细检查所有管路、管道和软管。不要用裸露的手来检查渗漏。组织当地代理商来修复所有松脱或者受损的燃油管、
油管、管子或软管。
检查下列情况：
• 管端接头有损坏或渗漏
• 外覆层有磨损或割伤
• 软管加强层内的金属线裸露
• 外覆层隆起鼓包
• 软管的柔性部分扭结或挤压
• 铠装护套嵌入外覆层
确保所有管夹、护板和隔热板安装正确。正确安装这些组件将有助于预防下列效应：操作中的振动、与其他部件的刮
擦以及过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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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废物处理
不适当地处理废弃物会对环境造成威胁。请按当地法规来处理可能会有危害的液体。使用防漏
容器来盛装排出的液体。切勿将废弃物倾倒在地面上、排水管中或任何水源里。

2.4 火灾及爆炸
所有燃油、大多数润滑剂和一些冷却液混合物都是易燃的。易燃液体渗漏或溅到炽热表面或电
器部件上时，可能引起火灾。火灾会引起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确定发动机是否在可燃气体可被吸入进气系统的环境下运行。这些气体会造成发动机超速。会引起人身伤害、财产
损失或发动机损坏。如果该应用场合涉及到可燃气体的存在，请向当地代理商咨询，以获得关于适当防护装置的更多
资料。
禁止在发动机上堆积任何易燃物。将所有燃油、润滑剂存放在标好标记的容器内，并禁止未经许可的人员靠近。将浸
油的抹布与任何易燃物存放于防护容器中。切勿在存放易燃物的场所吸烟。
线材必须保持在完好状态，所有电线必须正确布线并且牢固连接。每天检查所有电线，在操作发动机之前，请当地代
理商对出现松脱或者磨损的线材进行相应的维护。
电弧或火花会引起火灾。紧固接头，按照建议的线路布线和正确保养蓄电池电缆有助于防止产生电弧和火花。
不得采用将金属物体跨接在接线端子上的办法来检查蓄电池的充电情况。必须使用电压表或比重计。
蓄电池必须保持清洁，盖板 (如果配备的话) 必须保持在隔室上。在发电机组运转时，要使用推荐的电缆、接头和蓄电
池箱盖 (如果配备的话)。

警告
I

不要给冻结蓄电池充电，这有可能造成爆炸。

I

确保发电机组所在房间充分通风。

I

保持房间、地面和发电机组清洁。出现燃油、机油、蓄电池电解液或冷却液泄漏时，应立即将其清理干净。

I

绝不要将易燃液体存储在发动机附近。

I

将浸过油的抹布存放在有盖的金属容器中。

I

不要在燃油或者蓄电池周围吸烟，也不得有火花、火焰或其他起火源。燃油蒸气易爆。给蓄电池充电时所产生的
氢气也易爆。

I

发动机正在运行时，不得补充充注燃油箱。

I

在已知燃油系统出现泄漏时，不要试图操作发电机组。

I

不要使用气溶胶类起动辅助材料，如乙醚。使用这种类型的项目会引起爆炸和人身伤害。

2.4.1 灭火器
发电机组所产生的燃油和烟气易燃，并有可能易爆。谨慎地处理这些材料可显著抑制火灾或爆炸风
险。但是安全指令规定，一定要在手边放置全充满的BC和ABC灭火器。人员必须熟悉灭火器的使
用。定期检查和维护灭火器。遵从说明标牌上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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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排出气体
一定要在通风良好的地方起动和运行发动机。如果发动机处于封闭区域，应将发动机废气排到外面去。

警告
I

发动机排气含有对人体有害的燃烧产物。

2.6 机械
发电机组设计有护板，用来防止活动部件碰撞。在发电机组周围工作时，必须注意保护人员和设备免于其他机械危险。

警告：
I

不要试图在拆掉安全护罩时操作发电机组。发电机组运行时，不得出于任何理由试图站在护罩下方或周围。

I

手、手臂、长发、宽松的衣服和首饰要远离滑轮、皮带及其他活动部件。发电机组运行时，有些活动部件无法看清。

I

在不要求打开时，保持外壳上的检修门 (如果装备的话) 关闭并锁紧。

I

避免接触热油、热冷却液、热排出气体、热表面、锋利的边缘和转角。

I

在发电机组周围工作时，穿防护服，包括手套和帽子。

2.7 化学
本发电机组所用的燃油、油、冷却液、润滑剂和蓄电池电解液是典型工业产品。但是，如果处理不当，则会危及到人
员。应当依照地方政府的法律和法规来处置燃油、油、冷却液、润滑剂、蓄电池电解液和蓄电池。

2.7.1 冷却液
发动机处于工作温度时，发动机的冷却液是热的。冷却液处于压力之下。散热器和通向加热器或发动机的所有软管内
都有热的冷却液。接触滚烫的冷却液或蒸汽都会造成严重烫伤。排放冷却系统以前，让冷却系统部件先冷却下来。冷
却系统添加剂含碱。碱会造成人身伤害。不要让碱接触皮肤，也不要让其进入眼睛或嘴。

2.7.2 油
炽热机油和炽热的部件会造成人身伤害。不要让炽热的机油接触皮肤。同时，不要让炽热的部件与皮肤接触。

2.7.3 蓄电池
电解液是酸性的。会造成人身伤害。不要让电解液接触皮肤或眼睛。保养蓄电池时一定要戴护目镜。触摸蓄电池及其
接头后一定要洗手。建议使用手套。

警告：
I

不要误服燃油、油、冷却液、润滑剂或蓄电池电解液，或者接触皮肤。如果误服，则立即就医。如果误服了燃
油，禁忌催吐。接触到皮肤时，用肥皂和水清洗。

I

不要穿已经被燃油或者润滑油污染的衣服。

I

建议每500小时检查一次可触及蓄电池中的电解液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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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噪声
声级将会因发电机组的配置和发电机组的最终安装而变化。
请参考下列内容以了解影响暴露级别的因素：
• 发电机组周边的区域特征
• 发电机组底部与安装表面或底座之间的间隙
• 其它噪声源
• 机器和其它相邻装置的数量
• 暴露在噪声中的时间长度
此信息可以使机器用户能够评估危险和风险。

警告：
I

长时间暴露于超过80 dBA的噪音级会危及到听力。

I

在操作发电机组或者在运行中的发电机组周围工作时，必须佩带耳保护设备。

2.9 电气系统
警告
I

操作发电机组之前，请咨询当地代理商，以确定是否已经配备了NEL。由于每个现场设立一个以上NEL有可能会不
安全，因此一定要确定现场是否只安装了一个NEL。

2.9.1 中性点接地链路 (NEL)
根据具体的产品安装方式，有可能需要在你的发电机组上设立中性点接地链路。应当咨询当地代理商或者有资质的电
气人员，以确认针对发电机组安装的具体接地要求，并且确保满足当地线材条例的要求。
只有正确地操作及维护设备，才能保证电气设备安全而高效地操作。

警告：
I

操作之前，确保发电机组 (包括可移动机组) 有效接地。

I

不要用身体或者任何未绝缘的导电物体来触碰发电机组和/或互连电缆或导体的带电部件。

I

在出现电起火时，只能使用BC级或ABC级灭火器。

I

对于只有外接电源插座的发电机组 - 电源插座上的剩余电流装置 (RCD) 保护设备 (如果配备的话) 可用来在TN接地系
统内部操作。操作发电机组之前，确保满足当地线材条例，并且经由发电机组插座连接的所有设备，包括插头和
电缆均采用正确的规范，并且确认处于安全无损伤的状态。

2.9.2 发电机组隔离
在检修或维修发电机组时，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 停止发动机。
2. 使用提供的蓄电池隔离器隔离蓄电池。在发动机原动机起动电路上悬挂“不得操作”或类似的警告牌。断开发动机
起动电路。
3. 断开发电机与配电系统的连接。
4. 锁定断路器。在断路器上悬挂“不得操作”或类似的警告牌。请参见电气图。确认锁定所有可能发生逆功率流的点。
5. 对于下列电路，打开小型断路器：电源/传感/控制
6. 在发电机励磁控制器上悬挂“不得操作”或类似的警告牌。
7. 拆除发电机端子盒的盖板。
8. 使用听觉/视觉接近测试仪确认发电机已断电。该测试仪必须具有适当的绝缘电压等级。根据所有指南确认测试仪工
作正常。
9. 确定发电机已处于断电状态。在导体或端子上连接接地片。在整个工作期间，这些接地片必须保持连接在导体和端
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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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电池断开开关
关闭电池断开开关，禁用整个电气系统。
带DEF流体系统的发电机组配有“等待断开”指示灯。发动机停止时，该指示灯保持亮起，而系统执行吹扫DEF管线等
操作时，在“等待断开”指示灯熄灭之前，不应打开电池断开开关。
在维修电气系统或任何其他部件时，将电池断开开关转至OFF (关) 位置并取下钥匙。
发动机即将一个月或更长时间不用时，也应将电池断开开关转至OFF (关) 位置并取下钥匙。这样可以避免电池电量耗竭。

警告
I

发动机正在运行时，切勿将电池断开开关移至OFF (关) 位置。可能对电气系统造成严重损坏。

I

指示灯熄灭之前，不得关闭电池断电开关。如果在照明灯亮起时关闭开关，DEF系统将不会进行吹扫，DEF可能会
结冰，对泵和管线造成损坏。

2.10 声级信息
认证膜用于验证符合区域要求的发电机组的环境噪音认证。安装在发电机组上的膜有
一个值。膜上所列的值表示在制造时，在以下噪音测试程序中规定的条件下保证的外
部声功率级 (Lwa)：
• “ISO8528-10 & ISO3744”
• “欧盟2000/14/EC，经2005/ 88/EC修订”
• “英国2001 No. 1701，经2005 No. 3525修订”
注：该声级信息适用于欧盟国家、英国以及采用欧盟指令国家的机器。
I

在运行的发电机组附近作业时需要听力保护装置。

声级将会因发电机组的配置和发电机组的最终安装而变化。
关于声级，请参考以下规定：
• 当在75%的额定功率下使用“ISO 8528-10:1998(E) 条款14”时，采用最大噪音配置的整套发电机组 (包括散热器)
在1米处的声压级为105 dB(A)。
• 对于欧盟指令2000/14/EC和GB法规2001 No. 1701中未作规定的整套发电机组 (包括散热器)，当在75%的额定功率
下使用“ISO 8528-10:1998(E) 条款13”时，其采用最大噪音配置的声功率级为119 dB(A)。
注：前面的声级是指噪声发射级。前面的声级不一定是安全声级。噪声发射级和暴露级别之间有关联。噪声发射级和
暴露级别之间的关联不可用于确定是否需要采取进一步预防措施。
请参考下列内容以了解影响暴露级别的因素：
起动发动机之前
• 发电机组周边的区域特征级其他噪声源
• 机器和其它相邻装置的数量
• 暴露在噪声中的时间长度
此信息可以使机器用户能够评估危险和风险。

适用地区法规要求的产品声级信息
• 欧盟国家
• 英国
• 欧亚经济联盟国家
• 乌克兰
• 采用“欧盟指令”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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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信息仅适用于产品铭牌上或附近具有区域产品认证标记的产品配置。

声级
最大保证值 (GV) dB(A)(1)(2)

地区

发动机型号

欧盟
英国
欧亚经济联盟
乌克兰

400系列 - 6.8 - 24 kVA

96

1100系列 - 24 - 220 kVA

97

1500系列 - 225 - 375 kVA

97

2000系列 - 350 - 938 kVA

97

4000系列 - 800 - 2500 kVA

-

(1) 根据测试方法ISO 8528-10，在75%的额定功率下测量。
(2) 每个发动机型号的发电机组最大GV。关于各发电机组型号的GV，请参见配套提供的符合性声明文件。
以上列出的声级包括测量的不确定性以及由于生产变化引起的不确定性。
产品声功率级符合适用地区法规规定的标准。例如：
• “欧洲指令2000/14 EC，经2005/88/EC修订”
• “英国2001 No. 1701，经2005 No. 3525修订”
• “乌克兰关于室外使用的设备在环境中的噪声排放的技术规定”
这些标准在合格证和随附的标签上都有规定。

2.11 触电急救
警告：
I

在切断电源之前，请勿用裸露的双手触摸触电者的皮肤。

I

如果可能的话，关闭电源。

I

否则拉动插头或者电缆远离触电者。

I

如果无法做到，则站在干燥的绝缘材料上，并且拉动触电者远离导体，首选干燥的木材等绝缘材料。

I

如果触电者有呼吸，则将触电者转到复苏体位。

I

如果触电者无意识，则根据需要采取复苏术：

打开呼吸道：
1. 将触电者头部后仰倾斜并且抬起下巴。
2. 清除口部或者咽喉处的物体 (包括假牙、烟草或口香糖)。
呼吸：
3. 观察、倾听及探查，检查触电者是否有呼吸。
循环：
4. 检查触电者颈部或者腕部的脉搏。
如果没有呼吸，但仍有脉搏：
5. 夹紧触电者的鼻子。
6. 深呼吸，并且将你的嘴唇密闭包绕在触电者嘴唇上。
7. 慢慢向口中吹气，观察胸部的起伏。让胸部完全回落。以每分钟10次的频率呼吸。
8. 如果必须将触电者放在一旁以取得帮助，则首先给予10次呼吸，然后迅速返回并继续
人工呼吸。
9. 每10次呼吸后检查一次脉搏。
10. 再次出现呼吸时，将触电者置于本节后文中所述的复苏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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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呼吸，也没有脉搏：
11. 叫人或者打电话就医。
12. 给予两次人工呼吸并且开始胸部按压，如下：
13. 将掌根置于胸腔/胸骨交界上方两指宽度处。
14. 将另一只手放在这只手上方，手指交叉。
15. 保持手臂呈直线，以每分钟100次的频率向下按压4–5厘米 (1.5–2英寸) 30次。在胸部压
缩和回弹之间也应当有相同的时限。
16. 重复这一过程 (2次呼吸，30次压缩)，直至由医生接管。
17. 如果状态有改善，则确认脉搏并继续进行人工呼吸。每10次呼吸后检查一次脉搏。
18. 再次出现呼吸时，将触电者置于复苏体位。
警告
I

不要在触电者肋骨、胸骨底端或者腹部进行按压。

复苏体位：
19. 让触电者仰卧。
20. 保持头部倾斜，下颚前送，以保持气道畅通。
21. 确保触电者不会前后翻滚。
22. 定期检查呼吸和脉搏。如果两者都停止，则进行上述动作。

警告：
I

在受害者有意识之前，不要给服液体。

2.12 发动机及后处理
2.12.1 柴油机尾气处理液 (DEF)
使用的DEF必须符合ISO质量规范22241-1。许多品牌的DEF都符合ISO规范22241-1的要求，包括具备AdBlue或API认证的
品牌。

警告：
I

DEF是一种尿素水溶液，可以释放出氨蒸汽。使用柴油机尾气处理液 (DEF) 时，请佩戴适当的个人防护设备 (PPE)。
• 请勿吸入氨蒸汽或氨雾
• 不得在有DEF的情况下饮食或吸烟
• 请避免DEF接触眼睛、皮肤和衣物
• 使用DEF后请彻底冲洗

遵循建议的使用说明时，预计DEF不会对健康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
• 必须在通风良好的区域排放DEF。
• 不要将DEF飞溅到热表面上。

2.12.2 防止烫伤
不要触摸运转中的发动机的任何部位。在进行发动机的任何保养之前，要让发动机先冷却下来。在拆开任何管线、管
接头或相关零件之前，应先释放适当系统中的全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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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 冷却液
发动机处于工作温度时，发动机的冷却液是热的。冷却液处于压力之下。散热器和通向加热器或发动机的所有管线内
都有热的冷却液。接触滚烫的冷却液或蒸汽都会造成严重烫伤。排放冷却系统以前，让冷却系统部件先冷却下来。
发动机停止并冷却后，检查冷却液液位。确保取下加注口盖之前，加注口盖已冷却。加注口盖必须充分冷却后才能赤
手接触。缓慢取下加注口盖，以释放压力。
I

冷却系统添加剂含碱。碱会造成人身伤害。不要让碱接触皮肤，也不要让其进入眼睛或嘴。

2.12.4 油
I

炽热机油和炽热的部件会造成人身伤害。不要使热油或热部件接触到皮肤。

如果实际应用中配备补给箱，发动机停止后，应拆下补给箱盖。
加注口盖必须冷却后才能接触。

2.12.5 发动机及后处理系统
如果发动机或发动机后处理系统正在运转，不要触摸其任何部位。为发动机或发动机后处理系统进行任何保养之前，
应先让其冷却下来。在拆开任何管线、管接头或相关零件之前，应先释放适当系统中的全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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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危险标签图例
请确保所有的安全标志都很清晰易读。如果安全标志的说明文字无法阅读或插图无法辨识，请清洁或更换。用布、水
和肥皂来清洁这些安全标志。不要使用溶剂、汽油或其他烈性化学品，这有可能造成固定安全信息的胶合剂松脱。松
动的安全标志可能会从发动机上脱落下来。更换任何已损坏或失落的安全标志。如果有安全标志贴在了被更换的零件
上，应在替换零件上粘贴新的安全标志。当地代理商可以提供新的安全标志。

长效冷却液

排油

远程燃油加注控制

冷却液排放

压力下的热液体

警告
小心掉落物体砸伤

远程燃油加注

自动起动警告

触电致死

不得触摸
热表面

柴油加注

电击警告

起吊点/牵引点符号

16

重心

单点升降的额定值为“X”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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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Kg
(X LBS)

警告 阅读手册

四点升降的额定值为“X”kg

无明火

蓄电池酸液

爆炸气体

注意操作说明书

正极和负极电气端子

接地

不得吊运符号

请勿进行动力清洗

柴油 阅读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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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常规说明
该发电机组设计为成套部件，以提供卓越的性能和可靠性。
每个发电机组均配备有一个铭牌，通常贴在交流发电机外壳/面板外壳上。该标签包含用来确定发电机组及其操作特性
所需的信息。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型号和序列号、相位和频率及电压等输出特征、输出额定值 (单位为kVA和kW) 以及
额定值类型 (额定值基础)。用型号和序列号唯一确定发电机组的身份。
选择柴油机为发电机组提供动力，是出于其可靠性并且专门设计用于给发电机组提供动力。发动机为大功率工业类型
发动机，采用4冲程压缩点火，并配备所有附件，以提供可靠的动力供应。
根据发电机组的尺寸，发动机电气系统采用12或24伏直流电压。
发动机冷却系统包括一个散热器、一个大容量推进器风扇和一个恒温器。主交流发电机内置有风扇，用来冷却交流发
电机组件。
根据该发电机组的输出来精调交流发电机，以产生输出电功率。
发动机和交流发电机耦合在一起，并且安装在大功率钢制基础框架上。除了最大的发电机组 (约1,000 kVA及以上) 以
外，基础框架包括一个集成或聚乙烯燃油箱。
发电机组配备有隔振器，旨在降低传输到安装有发电机组的底座上的发动机振动。这些隔振器配合在发动机/交流发电
机底脚和基础框架之间。此外，在4008、4012和4016动力模型上，发动机/交流发电机牢牢安装在基础框架上，并且在
基础框架和底座之间配备松配合隔振器。
松散配备一个排气消声器，与发电机组安装在一起。消音器和排气系统可降低来自发动机的噪声排放，并且可以将排
出气体导出到安全出口处。
配备几种类型的控制系统和面板中的一个类型，用来控制发电机组的操作和输出，并且防止发电机组的潜在故障。本
手册第5节提供了关于这些系统的详细信息，并且帮助识别配合在发电机组上的控制系统。
为了保护交流发电机，要针对发电机组型号和输出额定值来选择额定值适当的断路器，将其安装在钢制外壳中。

3.1 典型铭牌
MANUFACTUR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GENERATING SET

MANUFACTURER
MODEL
SERIAL NUMBER
SALES ORDER REF.
YEAR OF MANUFACTURE
AMBIENT TEMP
RATED POWER
STANDBY
PRIME
RATED VOLTAGE
PHASE
RATED POWER FACTOR
RATED FREQUENCY
RATED CURRENT - STANDBY
RATED CURRENT - PRIME
RATED RPM
ALTITUDE
ALTERNATOR CONNECTION
ISO8528 - 3 RATING
ALTERNATOR ENCLOSURE
INSULATING CLASS
EXCITATION VLOTAGE
EXCITATION CURRENT
AVR
MASS

ISO 8528

1.

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
2010
25
°C
88.0
70.4
80.0
64.0
400/230
3
0.80
50
127
115
1500
152.4
S-STAR
PR 500H TL0.875
23
H
29
2
R438C
1463

2.

kVA
kW
kVA
kW
V

1.
2.
3.
4.
5.
6.

唯一的发电机组编号
额定环境温度
发电机组的电压输出
海平面以上的额定高度
涉及到交流发电机
环境温度信息

3.

COS ф
Hz
A
A
rpm
m

4.

IP
5.

V
A
kg

6.

This generator set is designed to operate in ambient temperatures up to 50 deg C and at higher altitudes
Please consult Dealer / Helpdesk for outputs available

图3.1 - 典型铭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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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典型PIN铭牌

图3.1 – 典型PIN铭牌
产品识别码 (PIN) 用于识别供操作人员使用的整机。
发动机、变速器和主要附件等FG Wilson产品并非供操作人员使用，以序列
号标识。为了快速参考，请在下方插图的空白处写下识别码。
I

地方法规可能要求提供制造年份和/或月份的文件。

对于遵循欧盟指令2006/42/EC和英国法规2008 No. 1597的机器，CE/UKCA认
证标牌上印有以下信息。为了快速参考，请在下方空白处写下该信息。
• 主发动机功率 (kW)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附加发动机功率 (如装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欧洲/英国市场典型机器整机重量 (k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制造年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机器类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该铭牌位于PIN铭牌的左下方。
注：通过欧盟/英国现行法规要求认证的机器上贴有CE/UKCA认证标牌。对于遵循98/37/EC和89/392/ EEC的机器，
CE/UKCA认证标牌上印有以下信息。为了快速参考，请在下方空白处写下该信息。
• 主发动机功率 (kW)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欧洲/英国市场典型机器整机重量 (k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年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于制造商名称、地址和原产国，请参见PIN铭牌。

欧亚经济联盟
对于遵循欧亚经济联盟要求的机器，EAC标志牌位于产品识别码 (PIN) 铭牌附近 (见机器操作和维护手册的产品信息部
分)。进入市场时，通过有效欧亚经济联盟要求认证的机器上贴有EAC标志牌。
制造年份和月份位于PIN铭牌上。
制造商信息
制造商：
Caterpillar NI Ltd,
Old GLenarm Road
Larne, UK
由制造商在欧亚经济联盟地区授权的实体：
Caterpillar Eurasia LLC
75, Sadovnicheskaya Emb.
Moscow 115035,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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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符合性声明 (欧盟)
遵循欧盟特定要求制造的机器随附欧盟符合性声明文件。如要了解适用指令的详情，请查看机器随附的完整欧盟符
合性声明。下文显示的摘录取自宣布遵循“2006/42/ EC”的机器的欧盟符合性声明，仅适用于最初由所列制造商添
加“CE”认证标志且此后未经改动的机器。

ORIGINAL EU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Manufacturer:
Caterpillar (NI) Limited
Old Glenarm Road
Larne, Country Antrim
N. Ireland. BT401EJ
Person authorised to compile the Technical File and t o communicate relevant part (s) of the Technical File
to the Authorities of European Union Member States on request:
Standards & Regulations Manager, Caterpillar France S.A.S
40 Avenue Leon-Blum 38000 Grenoble, France
I, the undersign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ereby certify that the Machinery specified hereunder
Generic Denomination

Power Generating

Function

Generator Set

Model

Pxxx-x

Serial Number

FGWxxxxxxxxxxxxxx

Commercial name

FG WILSON

fulfils all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following Directives
EU Directive
Notified Body

Document No.

2006 /42 /EC

N/A

N/A

2014/35/EU

N/A

N/A

2014/30/EU

N/A

N/A

2011/65/EU
2000 /14 /EC amended by
2005/88/EC, Note (1)

N/A

N/A

Note (2)

NBER-CATTIA-xxxx-xx

Note (1) - Annex VI, Procedure I
Guaranteed Sound Power Level

xx dB(A)

Representative Equipment Type Sound Power Level

xx dB(A)

Power Generator - Rated Power per ISO 8528-1

xx EkW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accessible through person listed above authorised to compile the Technical File
Note (2): Notified Body name and Address.
Harmonised Standard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EN 61000-6-2:2005, EN 61000-6-4:2007 +A1:2011, EN ISO
8528-13:2016.
Signature

Done at

_________Name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Designation_________________
XX-XX-20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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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符合性声明 (英国)
遵循英国特定要求制造的发电机组产品随附英国符合性声明文件。如要了解适用法规的详情，请查看产品随附的完整
符合性声明。下文显示的摘录取自宣布遵循“2008 No. 1597”的发电机组的英国符合性声明，仅适用于最初由所列制
造商添加“UKCA”认证标志且此后未经改动的发电机组。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
Manufacturer:
Caterpillar (NI) Limited
Old Glenarm Road
Larne, Country Antrim
N. Ireland. BT401EJ
Person authorised to compile the Technical File and t o communicate relevant part (s) of the Technical File to
the Authorities of European Union Member States on request:
Standards & Regulations Manager, Caterpillar France S.A.S
40 Avenue Leon-Blum 38000 Grenoble, France
I, the undersign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ereby certify that the Machinery specified hereunder
Generic Denomination

Power Generating

Function

Generator Set

Model

Pxxx-x

Serial Number

FGWxxxxxxxxxxxxxx

Commercial name

FG WILSON

fulfils all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following Directives
Approved Body
Great Britain Legislation

Document No.

2008 No. 1597

N/A

N/A

2016 No. 1101

N/A

N/A

2016 No. 1091

N/A

N/A

2012 No. 3032

N/A

N/A

2001 No. 1701, Note (1)

Note (2)

GB/8500/xxxx-xx

Note (1) - Schedule 9, Procedure I
Guaranteed Sound Power Level

xx dB(A)

Representative Equipment Type Sound Power Level

xx dB(A)

Power Generator - Rated Power per ISO 8528-1

xx EkW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accessible through person listed above authorised to compile the Technical File
Note (2): Approved Body name and Address.
Harmonised Standard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EN 61000-6-2:2005, EN 61000-6-4:2007 +A1:2011, EN ISO 852813:2016.
Signature

Done at

_________Name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Designation_________________
XX-XX-20XX

Caterpillar: Confidential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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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 典型发电机组说明 (有可能与您收到的发电机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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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 发电机组包含活动部件和热表
面。根据需要佩戴适当的个人防
护设备。

* = 另一侧

1. 散热器
2. 散热器填充
3. 蓄电池充电交流发电机
4. 排气
5. 涡轮
6. 滤油器*
7. 空气滤清器
8. 交流发电机
9. 紧急停机按钮
10. 控制面板
11. 断路器
12. 基础框架
13. 电缆入口
14. 起动马达
15. 蓄电池
16. 燃油充注 *
17. 吊点
18. 水套水加热器
19. 防振安装架 *
20. 拖动点
21. 风扇护罩

3.5 发电机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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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功率因数
功率因数 (PF) 是实际功率与视在功率的比值。实际功率也被称为有功功率，或kW。视在功率也被称为kVA。实际功率
(kW) 是转换成电能并被负载消耗的发动机机械功率输出。视在功率 (kVA) 是发电机产生的总功率。功率因数使用下列公
式进行计算：
• PF = kW / kVA
• kW – 千瓦 (实际功率)
• kVA – 千伏安 (视在功率)
• kVAR – 千伏安 (无功功率)

注：
发电机不控制功率因数。功率因数由负载决定。
在大多数应用中，电机、固态控制器和变压器等负载决定系统的功率因数。感应电机的功率因数通常不大于0.8。白炽
灯是电阻负载，功率因数大约为1.0。固态控制器、变频器 (VFD)、变速驱动器 (VSD) 和控制系统不间断电源 (UPS) 可在
任何功率因数 (超前或滞后) 下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功率因数可介于0.4和1.0之间。
系统的功率因数可通过测量或计算确定，显示在控制面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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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装、搬运和存储
4.1 总则
本节讨论了发电机组有效安全安装的重要因素。
选择发电机组的位置是所有安装步骤中最重要的一环。在确定位置时，下列因素至关重要：
• 充足的通风。
1. Air Inlet Opening
2. Air Exit Opening

1. 进气口开口
2. 出气口开口

1

2

图4.1 - 显示发电机组通风装置的典型装置
• 防止元件受到雨、雪、冰雹、风吹降雨、洪水、阳光直射、冷冻温度或过热的损坏。
• 避免暴露于空气污染物下，例如研磨剂或导电灰尘、棉绒、烟雾、油雾、蒸汽、发动机排出烟气或其他污染
物。
• 防止树或竿等掉落物体的撞击，或者机动车辆或吊车的撞击。
•

发电机组周围用于冷却或者进出进行维修的间隙：发电机组周围至少1米 (3英尺3英寸)，发电机组上方至少2米
(6英尺6英寸) 净空。

•

将整个发电机组移动到房间内。进气和出口通风孔通常做成可拆卸形式，以便形成一条进入点。
• 限制未授权人员进入。

如果必须将发电机组放在建筑外部，则应当将发电机组密闭在适用于全部发电机组的抗风化顶盖或者集装箱型外壳
中。

图4.2 - 显示发电机组检修口和操作人员工作站的典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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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室外装置
当发电机组装备有外壳时，可以极大地简化安装和搬运。可以配合两种基本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过盈配合顶盖外壳。
可抗风化并且衰减音量。另一种外壳类型是步入式集装箱，类似于船运集装箱。可以抗风化或衰减音量。
这些外壳可提供一个便于运输并且所需的安装量最少的独立发电机组系统。同时还能够自动保护元件以及未授权人员
的进出。

警告：
I

在关闭并闩锁外壳门之前，确保所有人员撤出顶盖或集装箱 (如果装备的话)。

I

风速超过15 mph时，不得使用装有门开口限制器或套芯铰链门 (适用时) 的外壳。

I

关闭顶盖或者外壳门之前，确保清除了所有障碍物 (尤其是手和手指)，以避免损伤或受伤。

I

运输时，装在步入式外壳内的发电机组上的某些消音器出口配备有盖板。需替换为所提供的带全套实物尺寸防雨
罩的短管。

I

起动前，确保基础框架上无碎屑，这是由于松散的物品会损坏散热器。

由于封闭的发电机组便于运输，并且可以在临时位置安装和操作，因此本章中所给出的很多固定装置细节有可能不适
用。在临时安装发电机组时，必须考虑到下列事项：
• 将发电机组放置在能够保护其免受损坏并且远离其他发动机排放的废气或其他大气污
染物 (例如粉尘、棉绒、烟雾、油雾或蒸气) 的位置。声级将会因发电机组的配置和发
电机组在平整表面上的最终螺栓紧固安装而变化。
• 放置发电机组时，确保不会对其所在区域的进口或出口造成阻碍。
• 将发电机组定位在平稳的水平地面上，不会沉降，否则受到发电机组操作振动的影
响。
• 确保从排气口排出的废气不会造成危害，特别是在将风考虑在内时。
• 确保发电机组周围有充足的进出和可维修区域。
• 始终依照地方性法规将发电机组电子接地。
• 必要时提供通道来补充充注燃油箱。
• 防护电缆安装在发电机组和负载之间。如果将这些电缆放在地面上，确保将其装在箱
内或予以遮挡，以防止电缆损坏或人身伤害。

警告
I

封闭的发电机组应当安装在外面。如果将封闭的发电机组安装在内部，则必须提供充足
的新鲜冷却空气，并且发动机和热冷却液排气口管道必须伸到建筑外部。管道和排气管
道工程必须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有可能对发电机组的性能造成不利影响的背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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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步入式集装箱的定位
如果希望实现成功发电，则要求正确安装集装箱。在选择集装箱操作现场时，必须考虑到下列信息。用集装箱运输的
发电机组必须放在平整表面上，以维持正确的对正。可以将集装箱顺利安装在混凝土方墩或者平整的自然表面上。基
座必须承载模块的静态重量加上发动机操作造成的所有动态作用力。

警告：
I

对于容纳在步入式集装箱中的发电机组，端接在外壳外表面处的曲轴箱通气管必须有插塞。操作前必须将其拆除。

4.2.2 混凝土方墩
对针对ISO和按定单设计 (DTO) 集装箱的固定装置来说，首选将集装箱固定在混凝土方墩上。混凝土方墩的设计应当可
以承载集装箱的重量。请咨询安装人员了解更多细节。

4.2.3 安装位置
发电机组必须安装在平整表面上，例如，混凝土板或水平的天然表面。准备好运行发电机组的基座。基座必须能够承
载发电机组的重量和发动机操作造成的所有作用力。
发电机组基础框架下方的枕木或木梁、起落装置和千斤顶底座应考虑下列条件：松软的土壤、碎石、砂砾和潮湿条
件。本过程可防止发电机组因自身重量而陷入松软表面。如果发电机组要长时间在一处运行，应考虑使用混凝土板。

4.2.4 排气排放
发动机产生的热量将通过发动机排气排出，其它热量通过冷却系统消散，因为有冷却风扇强制空气流经散热器芯片将
其排出。这两种排出气流都会离开发电机组，进入周围环境中。在选择地点时，必须考虑发电机组中排出的热排气。
选取发电机组位置时，应确保热排气路径上无树木和植物，过高的热量可能会破坏植被。发电机组不得安装在建筑物
附近。过高的热量可能会让建筑物内部令人不适。不要将发电机组的进风口置于另一个发电机组的排气口位置。
注意架空电线，确保电线不接触热排气。架空电线还可能会被沾染烟灰。如果电线上的排气烟灰积聚过多，排气烟灰
和地面之间可能会形成电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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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移动发电机组
在移动或安装发电机组之前，请审查下列步骤
I

将所有无关人员清场。

I

在水平表面装卸机组包。

I

卡住运输车辆，使其无法移动。

I

拖车平板和坡道应保持清洁。清除任何粘土、机油或其它滑腻的材料。

I

如果使用坡道，应确保其大小合适，足够强韧。坡道安装高度应适当，坡道角度要小。

I

使用外壳上的吊眼。确保所有起重设备都具有足够的起重能力。

I

运输包装之前，用链条锁紧包装或牢牢卡住包装。

I

检查包装的高度和宽度，确认有足够的行进间隙。检查包装的重量是否超出装载限制。

发电机组基础框架经特别设计，便于移动。搬运不当会严重损伤部件。

图4.3 - 木制滑轨上的开放及封闭发电机组
可以利用叉式升降机来升降发电机组，或者由基础框架小心地推动/拉动。推动时，不要用叉头直接推动基础框架。

警告：
I

一定要在叉头和基础框架间使用木材以便均布负载，并且在叉式升降机承重装置和顶盖侧面之间使用木材以避免
损坏。

图4.4 - 用铲车和叉式升降机台车来运输发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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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叉式升降机袋仓
2. 油田滑轨

图4.5 - 带油田防滑底座选装件的典型发电机组
如果发电机组定期移动，则应当配备有可选的油田滑轨，该滑轨在基础框架内提供叉式升降机插口和用于牵引的环。
较小型的发电机组在基础框架上标配有叉式升降机插口。

警告：
I

在升降发电机组时，请确保燃油箱是空的，以保证安全而稳定的升降。

I

绝不要挂在发动机或者交流发电机吊耳上来升降发电机组。

I

确保升降设备和支承结构状态良好，并且额定值适当。

I

悬吊时，让所有人员远离发电机组。

升降及安装发电机组时，可以使用单点/两点吊点或者基座框架上配备的吊点。 升降前，应当检查连挂点有无开裂焊
缝或者松脱的螺母及螺栓。从基础框架提起时，必须配备撑杆以防止损坏发电机组。应当将其定位在重心上方，以便
垂直升降。发电机组使用两点提升架固定，吊眼位于顶盖两侧，方便操作。吊点应尽可能靠近发电机组重心。在发电
机组被提离地面时，应当使用引导绳以防止发电机组出现扭绞或晃动。将发电机组放在可承载其重量的水平表面上。
I

不使用的吊眼应使用合适的吊眼罩盖住。每个罩子上都应贴有“不得吊运”标签。请参见第2.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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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
1. 单点升降

图4.6 - 单点升降

图4.7 - 两点升降

警告
I

在升降发电机组时，请确保燃油箱是空的，以保证安全而稳定的升降。

I

重心水标位于发电机组的基座/顶盖上。

I

重心不会永远位于发电机组的中心。包装的重心会因选件和装载的液体量不同而异。重心偏移可能导致吊运角在
水平方向上偏差+5°至–5°。如果吊运角度超出该范围，则不得吊运发电机组。

I

不要试图在狂风天气下起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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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撑杆

图4.8 - 用来安装发电机组 (开放及封闭) 的适当升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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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ISO步入式集装箱的批准升降方式
集装箱依照ISO尺寸、ISO 1496–4:1994 (E) 和ISO 668:1995 (E) 制造。为了确保集装箱搬运所涉及到的所有人员安全，一定
要采用正确的升降和搬运步骤。下文详述的步骤源自于ISO 3874:1997 (E)，必须时刻遵守。

ISO系列1货运集装箱
升降说明

加载/卸载

方法

顶部升降

仅卸载

带额定值钩环的单点升降

顶部升降

满载

利用撑杆和额定CAMLOK CLB类吊耳垂直升降

底部升降

满载

利用CAMLOK - CLB类吊耳和
额定分布梁从底部四个转角
铸件升降

底部升降

加载和卸载

利用CAMLOK - CLB类吊耳和
尼龙带箍从底部四个转角铸
件升降

示意图

图4.9 - ISO系列1货运集装箱的升降方式

4.3.2 非ISO步入式集装箱的批准升降方式
集装箱可以制造为非ISO尺寸。为了确保集装箱搬运所涉及到的所有人员安全，一定要采用正确的升降和搬运步骤。搬
运非ISO标准集装箱的步骤在下文给出，必须时刻遵守。

ISO系列1货运集装箱
升降说明

加载/卸载

方法

示意图

底部升降

加载和卸载

利用额定钩环从底部四个吊
耳升降

图4.10 - 非ISO标准集装箱的升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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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基座和隔振
发电机组装备在刚性基础框架上，与交流发电机和发动机精确对正，只需用螺栓固定在制备得宜的表面上。

3

1. 隔振器
2. 柔性排气联轴节
3. 柔性排气管道

2

1

图4.11 - 强调振动衰减技术的典型装置

4.4.1 基座
钢筋混凝土垫是发电机组的最佳基座。它提供刚性支承，可防止挠曲和振动。通常基座深度应当为150毫米至200毫米
(6至8英寸)，并且比发电机组宽且长至少150毫米 (6英寸)。基座下方的大地或者地面应当经过充分制备，并且在结构上
应当适合于承载基座垫层和发电机组的总重量。(如果将发电机组安装在地面层上方，则建筑结构必须能够承载发电机
组、燃油储存和附件的重量。) 应当咨询并遵照相关建筑法规。如果楼面经常潮湿，例如在锅炉房内，则应当将垫层抬
高到楼面上方。这样可以为发电机组以及连接、维护或操作发电机组的人提供干燥的落脚处。还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
基础框架上的腐蚀作用。

4.4.2 隔振
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传送给建筑的发动机振动，发电机组配备有隔振器。在中小型发电机组上，这些隔振器被装备在
发动机/交流发动机底脚和基础框架之间。这样就能够让框架牢牢锚固在基座上。在较大型发电机组上，耦合的发动
机/交流发电机牢牢连接于基础框架上，并且提供隔振器，在基础框架和基座之间松配合。在任何情况下均应当将发电
机组牢牢固定在地面上 (使用基础框架或者隔振器)，以防止移动。
也要求在发电机组及其外接头之间进行隔振。可利用燃油管、排气系统、散热器排气管、控制装置电缆及动力电缆以
及其他外接支持系统中的柔性接头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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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存储
长期储存会对发动机和交流发电机造成不利影响。可通过正确准备及存储发电机组将这些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
I

存储发电机组之前，请先按照建议完成所需的全部维护。如果存储期超过1年，请联系本地FG Wilson经销商了解正
确的存储说明。

4.5.1 发动机存储
应当对发动机采取发动机“保鲜”步骤，包括清洁发动机并且用新的或者保鲜的油液更换所有油液。如果发动机不运
转，以及不打算使用发动机时，应采取特殊的防护措施。如果发动机将储存超过1个月，建议采用全套防护程序。关于
发动机储存的更多信息，请咨询您的本地FG Wilson经销商。

4.5.2 交流发电机存储
在存储交流发电机时，会在绕组中聚集湿气。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冷凝，要将发电机组存储在干燥的存储区域。如果
可能的话，使用空间加热器来保持绕组干燥。
有关交流发电机储存的更多信息，请咨询您的本地经销商。

4.5.3 蓄电池存储
存储蓄电池时，应当每隔12周补充充电一次 (热带气候为8周)，直至其达到满充状态。

4.5.4 后处理系统存储
电池断开开关关断之前，必须让发动机进行柴油机尾气处理液 (DEF) 吹扫。发动机停止后，在使用电池断开开关前先等
待2分钟。
后处理排气口必须盖上盖子，以避免在存储期间损坏排气口连接。

DEF罐存储
1. 确保发动机正常停机。
2. 向罐中加注符合ISO 22241-1所有要求的DEF。
3. 确保在存储之前重新连接所有DEF管线和电气连接，以免DEF结晶。
4. 确保正确安装DEF加注口盖。

从存储处取出
DEF的使用寿命有限，关于时限和温度范围，请参见下表。超出该范围的DEF必须进行更换。
从存储处取出后，必须使用折射计对罐内DEF的质量进行测试。罐内的DEF必须符合ISO 22241-1规定的要求。
1. 如有必要，将罐排空，并加注符合ISO 22241-1要求的DEF。
2. 更换DEF过滤器，关于更多信息，请咨询本地经销商。
3. 确保所有发动机冷却液和机油的规格和等级正确无误。确保冷却液和发动机油的液位正确。
温度

持续时间

10° C (50° F)

36个月

25° C (77° F)

18个月

30° C (86° F)

12个月

35° C (95° F)(1)
(1)

6个月

35° C时性能会发生严重下降。每个批次在使用前均应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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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预期寿命
本机器的预期寿命 (定义为机器的总运行时间) 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机器所有者将机器重新复原至出厂规格的意愿。
预期寿命间隔也就是发动机大修或更换的维修时间。发动机大修或更换的维修时间根据机器的总体工作周期而变化。
达到预期寿命间隔时，停止机器运转，咨询您的FG Wilson经销商进行检查、修理、改造、安装改装部件或新部件，或
进行废弃处理并确立新的预期寿命间隔。如果决定停止使用该机器，也请咨询您的FG Wilson经销商
• 如本手册所述，执行定期预防性维护步骤。
• 对机器执行检查，联系本地经销商以纠正发现的任何问题。
• 如本手册所述执行系统测试，并纠正发现的任何问题。
• 确保所有服务信函都按规定时间间隔寄出
• 确保机器的应用条件符合FG Wilson的建议
• 确保整机重量不会超过制造商设定的限值。
• 确保识别、检查并修复所有问题/裂纹，以防止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4.6.1 限制条件和标准
限制条件是与本机器有关的紧迫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之后方可继续运行。“安全、预防性维护和控制系统”章节就可
能导致机器停车的限制条件标准提供了相关信息和指南。请向本地经销商咨询，进一步了解如何维护您的发电机组以
达到其预期寿命

4.6.2 严重故障
以下表格提供的是几个限制性条件的概要信息。表格针对所列的限制性条件提供了标准和需要进行的操作。本表格中
的每个系统或部件及其相应的限制性条件描述的是必须解决的潜在性严重故障。
I

如果不按要求操作处理限制性条件，在其他因素或环境的作用下，可能会导致人身伤亡。如果发生事故，请通知
应急人员，告知事故地点并描述事故。

系统或部件名称

限制性条件

操作标准

管线、管道和软管

管端接头有损坏或渗漏。外覆层磨损
或割破。接线裸露。外覆层隆起或鼓
胀。软管的柔性部分扭结在一起。嵌
入外覆层的铠装护套裸露。管端接头
发生位移。

所需操作

明显的管线、管道、软管腐 立即修理任何腐蚀、松动或
蚀、松动或损坏。明显的液 损坏的管线、管道、软管。
体泄漏。
立即修理任何泄漏，因为
它们可能会导致燃油引发
火灾。

电气接线

绝缘层上有磨损、磨蚀、开裂、
变色、割破的迹象

电气接线明显损坏

立即更换损坏的接线

电池电缆

电缆绝缘层上有磨损、磨蚀、开裂、
变色、割破的迹象、污垢、
端子腐蚀、端子损坏以及端子松动

电池电缆明显损坏

立即更换损坏的电池电缆

弯曲、开裂或松动的结构。松动、
缺失或损坏的螺栓。

明显的结构损坏。松动、
缺失或损坏的螺栓。

不要操作结构有损坏或螺栓
松动、缺失或损坏的机器。
联系您的FG Wilson经销商进
行检查、修理或更换。

安全标志外观

导致安全标志难以辨认的
损坏

如果难以辨认，更换图示。

操作人员防护结构

安全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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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警告设备 (如装配)
冷却系统

发动机油系统

发动机系统
燃油系统

液压油系统

整机

音频警告声级

音频警告减弱或无声

立即修理或更换运行不正常
的音频警告设备。

冷却液温度过高。

监控系统显示警告类别3

立即停止发动机。检查冷却
液液位以及散热器是否有碎
屑。参见操作和维护手册，
冷却系统冷却液液位检查。
检查水泵的风扇驱动皮带。
参见操作和维护手册，皮
带 - 检查/调节/更换。进行
任何必要的修理。

检测到发动机油压问题。

监控系统显示警告类别3

如果在低怠速期间警告仍然
存在，应停止发动机并检查
发动机油的液位。尽可能执
行任何必要的修理。

发动机ECM检测到发动机故障。

监控系统显示警告类别3

立即停止发动机。联系您的
FG Wilson经销商进行维修。

检测到燃油系统问题。

监控系统显示警告类别3

停止发动机。确定故障原
因，并执行任何必要的修
理。

液压油温度过高。

监控系统显示警告类别3

立即停止发动机。检查液压
油的液位，并检查液压油冷
却器是否有碎屑。尽可能执
行任何必要的修理。

需要进行机器维修。

监控系统显示警告类别3

立即停止发动机。联系当地
的FG Wilson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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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控制系统说明和故障排除
5.1 控制系统 说明
已经设计并安装有电子控制系统，以便控制及监督发电机组。根据发电机组的要求，有可能需要配合几种不同标准控
制系统中的一个。可以为具体装置配合其他更加专业的系统，在这种情况下，会提供单独的文档。
这些控制系统包含三个共同工作的主要部件：
控制面板 - 提供发电机组起停方式，监督其操作和输出并且在出现临界状态如低油压或者高发动机冷却液温度时自动
关闭发电机组，以防止发动机/交流发电机严重损坏。
发动机接口模块 (如果配备) - 为起动电动机电磁阀、电热塞和燃油电磁阀提供切换继电器。这些回路中的每一个都由安
置在模块上的单独保险丝提供保护。当每个回路通电时，单独LED点亮。
功率输出断路器 - 在出现过载或者短路时自动断开负载，从而保护交流发电机。同时提供切换发电机组输出的方式。

5.1.1 起动前检查 (适用于所有控制系统)
警告
I

下文所列检查只能由操作人员进行。

应当在起动发电机组之前进行下列检查：
1.

目测检查只需几分钟，并且可以避免昂贵的修理和事故成本 - 在起动前对发电机组进行目测检查可最大限度地延长
发电机组的寿命。寻找下列零件：
• 松脱的紧固件/嵌固件、耐磨胶带或者松动连接。根据需要进行修理。
• 风扇和排气护罩必须位于正确位置并且牢牢固定。修理损坏/松动的护罩或更换缺失的护罩。
• 运行发动机之前，擦干净所有加注口盖并且注满油液，以降低系统污染机会。
• 对于任意类型的泄漏 (冷却液、润滑油或者燃油)，都要擦去油液。如果观察到泄漏，找到泄漏根源，排除泄漏。
如果怀疑有泄漏，则要经常检查液位，直至找到泄漏并修复。
• 积聚在发动机上的润滑脂和/或机油有失火危险。利用蒸汽清洁法或者高压水注来清除。避免在电子/电气部件上
使用高压水，尽可能提供适当的保护。
• 确保冷却液管正确配合并且卡紧。检查有无泄漏。检查所有管道有无裂开或者刮擦痕迹。

液位
2. 检查发动机油和冷却液液位 - 根据需要填满 (具体油位请参见发动机手册)。确保使用发动机手册所建议的油液。

警告：
I

当发动机运行并且当冷却液处于压力下时，请勿拆下散热器盖或冷却系统的任何部件，因为有可能会排出危险的
热冷却液，致使人员受伤。不要向热系统中添加大量冷的冷却液，这会严重损坏发动机。

注：
• 柴油发动机所消耗的润滑油通常为燃油消耗的0.25%至1%。
• 向散热器系统增添冷却液时，一定要慢慢倾倒，以避免空气截留在发动机中。一定要在发动机凉下来时加注。

警告：
I

在充注燃油箱时，不要在附近吸烟或者使用明火。

3. 检查油位 - 根据需要充注。从水分离器 (如果配备) 进行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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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I

在拧紧风扇皮带之前，断开蓄电池负极 (-) 导线，以确保发动机不会被意外起动。

4. 检查风扇和发动机交流发电机皮带的状态和张力 - 根据需要上紧。
5. 检查所有软管有无松动连接或者老化 - 根据需要上紧或更换。
6. 检查蓄电池端子有无腐蚀 - 根据需要进行清洁。

警告：
I

在处理蓄电池时，不要在附近吸烟或者使用明火。蓄电池所产生的氢气易爆。

I

不要将正负极端子短接在一起。

7. 检查蓄电池电解液液位 - 根据需要充注蒸馏水。
8. 检查控制面板和发电机组是否积聚太多尘垢 - 根据需要进行清洁。 尘垢会导致电气事故或者造成冷却问题。
9. 检查空气滤清器限制指示器 (如果装备的话) - 根据需要更换滤清器。
10. 清除发电机组周围有可能妨碍操作并造成伤害的所有不稳定物品。确保冷却空气通风滤膜畅通。
11. 目测检查整个发电机组有无燃油系统、冷却系统或者润滑密封件泄漏痕迹。
12. 定期排放排气系统凝液阱 (如果配备的话)。
13. 如果底座上内置了流体容器，则必须定期进行检查。如发现液体 (燃料、机油、冷却剂、雨水或冷凝液)，应将其排
出，并根据当地法规条例进行处置。
14. 确保交流发电机输出电路断路器位于“OFF” (手柄向下)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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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PowerWizard 1.1、1.1+和2.1 (快速起动)
5.2.1 一般信息

图5.1 – PowerWizard控制系统面板
控制器共有3个版本：PowerWizard 1.1、1.1+和2.1。这3个版本分别具备不同的特性。
本指南涵盖PowerWizard发电机组控制装置及其在发电机组系统中的应用。

5.2.2 PowerWizard控制模块说明

1. 显示器屏幕
2. 交流总览键
3. 发动机总览键
4. 主菜单或家庭键
5. 报警确认键
6. 事件复位键
7. 事件日志键
8. 自动键
9. 停机键
10. 运行键
11. 换码键
12. 向上键
13. 向右键
14. OK或Enter键
15. 向下键
16. 向左键

图5.2 – PowerWizard控制模块说明

38

451-2516_OpMan_Chinese_v15 02/22

5.2.3 基本操作
起动模式

按下START (起动) 键

图5.3 - 基本操作起动键
停机模式

按下STOP (停机) 键

图5.4 - 基本操作停机键
自动模式

按下自动键

图5.5 - 基本操作自动键

注：
• 未在自动模式下使用PowerWizard时，“Not in Auto Mode” (未处于自动模式) 激活报警将发出声音 (如果启用的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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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故障/报警复位过程
2. 故障/报警复位

1. 故障/报警复位过程

如果其中的任何一个指示灯闪烁或者常亮，则
表示有警告或者停车。

按下STOP (停机) 键

3. 故障/报警复位

4. 故障/报警复位过程。显示器将显示：

按下ENTER键清除
所有警告和/或停车

按住“报警确认”键3秒钟

按下ESCAPE键
取消

图5.6 – 基本操作故障报警复位过程

5.2.5 用户界面概述
在起动或者运行发电机组之前，操作人员应当充分熟悉按钮控制模块的显示器和按钮。在发电机组运行时，应当经常
观察显示器，以便在出现问题之前检测到所有异常读数。添加可选设备会增添面板项目，因此配合在发电机组上的面
板有可能与所示的典型面板稍有不同。下列说明解释了面板上各个标准项目的功能：
功能键：
交流总览键 -将显示屏导航到交流信息的首个显示屏幕。交流总览信息包括各种交流参数，总结了发电机组电气操
作。(使用上/下键在交流参数内部进行导航)。

发动机总览键将显示屏导航到发动机信息的首个显示屏幕。发动机总览信息包括各种发动机参数，总结发电机组的
操作。
(使用上/下键浏览发动机参数)。
主菜单键 - 主菜单键可以将显示器转到主菜单屏幕。按下导航键便能够访问各级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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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键：
RUN (运行) - 按下运行键将会使发动机进入运行模式。
AUTO (自动) - 按下自动键将会使发动机进入自动模式。
STOP (停机) - 按下停机键可以让发动机进入停机模式。
导航键：
Scroll Up (上翻) - 使用上翻键，经由各种菜单或者监视屏向上导航。在输入设定点期间也可以使用上翻键。输入数字
数据期间，使用上翻键来递增数字 (0–9)。如果需要从清单中选择设定点，则使用Scroll Up (上翻) 键巡览该清单。
Escape (换码) - 在菜单导航期间使用换码键，以便经由菜单/辅助菜单结构向上导航。每次按下键便可以让用户经由
导航菜单向后/向上移动。在设定点编程期间，也可以使用换码键来退出/取消过时的条目屏幕。如果在设定点编程
期间按下换码键，则在屏幕上所做的改动都不会被保存在内存中。
Scroll Right (右翻) - 在设定点调整期间使用Scroll Right键。在输入数字数据期间，使用Scroll Right键来选择正在编辑的
数字。在某些设定点调整期间，也可以使用Scroll Right键来选择复选框或者取消选择。如果框内有复选标记，则按
下Scroll Right键可以清除复选标记，停用该功能。如果框内没有复选标记，则按下Scroll Right键可以显示复选标记，
启用该功能。

OK

Enter / OK - 在菜单导航期间使用Enter键来选择菜单项，以便在菜单/子菜单结构中向前/向下导航。在设定点编程期
间也可使用Enter键来保存设定点的改动。在编程设定点时按下Enter键，可将设定点改动保存在内存中。
Scroll Down (下翻) - 使用下翻键，经由各种菜单或者监视屏向下导航。在输入设定点期间也可以使用下翻键。输入
数字数据期间，使用下翻键来递减数字 (0–9)。如果需要从清单中选择设定点，则使用Scroll Down (下翻) 键巡览该清
单。
Scroll Left (左翻) - 在设定点调整期间使用Scroll Left键。在输入数字数据期间，使用Scroll Left键来选择正在编辑的数
字。在某些设定点调整期间，也可以使用Scroll Left键来选择复选框或者取消选择。如果框内有复选标记，则按下
Scroll Left键可以清除复选标记，停用该功能。如果框内没有复选标记，则按下Scroll Left键可以显示复选标记，启用
该功能。
事件键和指示灯：
黄色警告灯 - 黄色闪光灯，指示存在未确认的活动警告。常亮黄灯表示有已经确认的活动警告。如果发电机组出现
任何活动警告，则在按下Alarm ACKNOWLEDGE (报警确认) 键之后，黄灯将会从闪烁状态变为常亮状态。如果发电机
组不再有任何活动警告，则在按下Alarm ACKNOWLEDGE (报警确认) 键之后，黄灯熄灭。
黄色停车灯 - 红色闪光灯，指示存在未确认的有效停车事件。常亮红灯指示存在已经确认的有效停车事件。如果发
电机组出现任何活动停车，则在按下“Alarm ACKNOWLEDGE” (报警确认) 键之后，红灯将会从闪烁状态变为常亮状
态。任何造成停车事件的状况均必须手动复位。如果已不再有任何活动的停车事件，红灯将会熄灭。
报警确认 - 按下报警确认将关闭喇叭继电器输出，并且让喇叭静音。按下该键可以关闭任意黄色或红色闪光灯，或
者使其常亮，这取决于报警的活动状态。
事件复位键 - 当控制系统处于停止位置时，按下事件复位键可将所有事件复位。但是，“Reset All Events” (复位所有
事件) 不会将“Present” (当前) 事件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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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日志键 - 按下事件日志键将会跳转至“Active Events” (活动事件) 菜单。如需从上至下滚动事件，则使用上下
键。在高亮了一个事件之后，按下“OK”键来查看该事件信息，例如SPN和FMI。
紧急停车按钮 - 一个红色的向下锁紧按钮，可立即切断发电机组并且禁止起动，直至顺时针转动释放按钮。在重启
发电机组之前，必须按下模块上的“stop” (停止) 按钮并且将“事件日志菜单”中的故障复位，从而复位该故障。

PowerWizard面板的显示器优先选择：
如需更改显示器优先选择，则从主菜单下翻到“Preferences” (优先选择) 项 (菜单最后一项)。按下“Enter”键。经由优
先选择菜单下翻，直至所需的显示优先选择被高亮显示。按下“Enter”来调整该优先选择。
对比度：有可能需要根据观察角和环境温度，将显示器对比度调整得偏离出厂缺省值。 按下“Left”和“Right”键，
在0%至100%之间调整对比度。按下“Enter”键接受更改，并按下“Escape”异常中止更改。
背光：背光通常保持在100%，但有时用户会希望降低背光亮度。按下“Left”和“Right”键，在0%至100%之间调整背
光。按下“Enter”键接受更改，并按下“Escape”异常中止更改。
压力单位：可以在kPa/psi/bar之间调整压力单位。使用“Left”和“Right”键来选择首选压力单位。按下“Enter”接受
新压力单位；按下“Escape”键异常中止压力单位的更改。
温度单位：在℃和°F之间调整温度单位。使用“Left”和“Right”键来选择首选的温度单位。按下“Enter”接受更
改；按下“Escape”键异常中止更改。
容积：某些可选参数会用到容积 (例如燃油消耗率)。可以利用“Left”和“Right”键，在升、美制加仑和英制加仑之间
进行选择。按下“Enter”接受新容积单位；按下“Escape”来异常中止对容积单位的更改。
灯光测试：用它来测试LED和显示器。在LAMP TEST (灯光测试) 高亮显示时，按下OK键可以接通所有LED和显示屏。

5.2.6 报警日志及复位
注：
• 如需将菜单复位至起动，请按下“Escape”键三次。
事件查看
有两种查看事件的方式。按下“EVENT LOG” (事件日志) 键，直接跳转到“ACTIVE EVENTS” (活动事件) 菜单。另一种方
式是使用主菜单：
1. 从MAIN MENU/VIEW (主菜单/查看) 高亮显示“EVENT LOGS” (事件日志) 并按下“Enter”键。“ACTIVE EVENTS” (活动
事件) 将显示在该菜单中。
2. 如需从上至下滚动事件，则使用上下键。事件显示命令为首先是当前事件、其次是活动事件，最后是非活动事件。
在这些级别内，它们按发动机运转小时数 (或者PowerWizard 2.1上的实时时钟) 来排列顺序。
3. 在事件高亮显示后按下“Enter”键，以查看附加信息，例如SPN、FMI、初次发生的时间和日期、最后发生的时间和
日期 (仅PowerWizard 2.1)、初次发生的发动机小时数以及最后发生的发动机小时数。
快速停车复位
除了上述步骤之外，还可以有针对所有事件复位的简化过程。如需复位所有事件：
1. 确保控制装置处于停止位置。
2. 按下任意屏幕上的“Reset Event” (事件复位) 键。
3. 显示确认提示。
4. 按下“OK”键将所有模块上的所有事件复位。按下“ESCAPE” (退出) 键取消复位操作。

注：
• PowerWizard必须处于STOP (停机) 模式，以便将事件复位。
当前事件无法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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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复位
红色停车灯闪烁表示存在未经确认的停车事件。当按下Alarm ACKNOWLEDGE (报警确认) 键时，红色停车灯将从闪烁红
灯变成常亮红灯。在检查了故障并且纠正了原因后，采用下列步骤将事件复位：
1. 按下“Stop”键。
2. 从主菜单输入“EVENT LOGS” (事件日志) 选项。
3. 从列表中选择一个“Module” (模块)。
4. 从上至下滚动事件，以便高亮显示需复位的事件。
5. 确保事件状态为活动 (不存在)。
6. 按下“Enter”键。
7. 如果该条件不复存在，并且控制系统处于停机状态，则“RESET”将会被高亮显示。
8. 再次按下“Enter”键。故障将被清除。
9. 按下“Escape” (退出) 或者“Main Menu” (主菜单) 键，以便返回主菜单。

5.2.7 安全性
PowerWizard控制面板上有3级密码保护。所有可调设定点均与调整参数时所需的具体安全性级别有关。密码仅影响控
制面板内部正在更改的设定点。
在参数设定点输入屏幕上确定各个设定点所需的密码保护级别。在参数设定点输入屏幕上紧挨挂锁符号显示安全级别
标识号“1”、“2”或者“3”。3级安全性用于安全性最高的设定点，1级安全性用于安全性最低的设定点。在查看参
数时，如果PowerWizard目前正处于所需的保护级别，则不会出现挂锁。
如果参数随挂锁一同显示，但是旁边没有安全级别标识号，则无法从PowerWizard显示器上更改参数，必须联系代理
商。在安装时会停用1级和2级密码。1级和2级密码是用户级密码，可以在需要时使用。
PowerWizard 2.1也有一个SCADA密码，用来保证远程通信安全。
如需查看安全性菜单：
MAIN MENU > CONFIGURE > SECURITY (主菜单 >配置 >安全性)。
在安全性菜单顶部显示当前的安全级别。安全性菜单内部有下列选项：
DROP TO MINIMUM LEVEL (降至最低级别) - 用于将当前的安全级别返回至最低级别设置。高亮显示并且按下回车键以便
降至最低安全级别。如果未设置1级或2级密码，则最低级别为2。如果设置了2级密码，则最低级别为1，如果设置了1
级密码，则最低级别为0。
ENTER LEVEL 1 OR 2 (输入1级或2级) - 用来输入1级或2级密码。高亮显示并按下Enter键来转至密码输入屏幕。可以利用光
标键来输入密码。在PowerWizard中，1级密码和2级密码必须是不同的。将输入的密码与保存的1级和2级密码做对比，
可如果密码正确，则PowerWizard将转至相应的安全级别。
ENTER LEVEL 3 (输入3级) – 用于得到3级访问。3级安全性密码专供关键设定点使用，只能由熟练的操作人员更改。同
样，如果您需要对3级密码相关文件进行更改，则必须联系代理商。
更改1级密码 - 用于设置、更改或者停用1级密码。如需使用这一特征，就必须将控制系统置于当前的1级安全级别或者
更高级别。高亮显示并按下Enter键来转至密码输入屏幕。如需设置或者更改密码，可利用光标键输入新密码。密码可
以是16位。如需停用1级安全性密码，则将密码设置为“0”。按下Enter键保存。
更改2级密码 - 用于设置、更改或者停用2级密码。如需使用这一特征，就必须将控制系统置于当前的2级安全级别或者
更高级别。高亮显示并按下Enter键来转至密码输入屏幕。如需设置或者更改密码，可利用光标键输入新密码。密码可
以是16位。如需停用2级安全性密码，则将密码设置为“0”。按下Enter键保存。
CHANGING SCADA PASSWORD (更改SCADA密码) (仅PowerWizard 2.1) - 用于设置、更改或者停用SCADA密码。高亮显示并
按下Enter键来转至密码输入屏幕。如需设置或者更改密码，可利用光标键输入新密码。密码可以是16位。如需停用
SCADA安全性密码，则将密码设置为“0”。按下Enter键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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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实时时钟编程 (PowerWizard 2.1)
实时时钟提供基于自动时间的启/停控制系统的时间和日期信息。同时还在事件日志中提供时间戳机制。实时时钟不可
校准，并且仅供参考。日期与时间由用户设置。
1. 如需设置时间或者日期格式：
MAIN MENU > CONFIGURE > TIME/DATE (主菜单 >配置 >时间/日期)。
2. 设置时间时，将时间高亮显示，然后按下“Enter”键两次。
3. 使用光标键来复位时间，并且按下“Enter”键保存。按下“Escape”键返回。
4. 设置日期时，将日期高亮显示，然后按下“Enter”键两次。
5. 使用光标键来复位日期，并且按下“Enter”键保存。按下“Escape”键返回。
6. 设置日期格式时将DD/MM/YY格式或者MM/DD/YY格式高亮显示，并且按下“Enter”键。
7. 使用光标键来复位所要求的日期格式，并且按下“Enter”键保存。

5.2.9 燃油输送 (PowerWizard 2.1)
可以控制与油位测量装置相连的燃油泵，以便将柴油输送至燃油箱。
1. 如需设置燃油输送操作：
MAIN MENU > CONTROL > FUEL TRANSFER (主菜单 >控制装置 >燃油输送)
2. 启/停燃油泵时，将PUMP CONTROL (泵控制装置) 高亮显示，然后按下“OK”键。
3. 使用光标键来选择START FUEL PUMP (起动燃油泵) 或者STOP FUEL PUMP (停止燃油泵)，并且按下“OK”键。
4. 将Auto Fuel Load Pump On and Off (自动燃油加载泵开启) 阈值分别设置为25%和75%。

5.2.10 可用附加特征
降低功率模式
在降低功率模式下，屏幕变成空白，并且LED间断闪烁。按下任意键让面板脱离降低功率模式。可以停用降低功率模式
(咨询当地代理商)。
故障的远程公布
PowerWizard Annunciator (信号器) 用于远程应用，独立安装在发电机组外，以便提供系统操作和报警状态的远程指示。
关于这些特征的更详细信息，请联系当地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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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 故障检测 PowerWizard指南

故障

故障现象

解决办法

发动机无法起动

在给出起动信号时，发动机不进行曲
柄起动，可以经由Run Key (运行键) 手
动起动或者经由Remote Signal (远程信
号) 自动起动

1. 检查所有紧急停车按钮是否均已释放
2. 检查停止按钮灯是否未亮
3. 检查是否没有活动的停车事件。如果需要的话，在
校正了所指示的故障之后复位。
4. 请咨询本地代理商

低油压造成发动机停机

“低油压”在事件日志中。红色停车
LED点亮

1. 检查油位
2. 请咨询本地代理商

冷却液高温造成发动
机停机

“冷却液高温”在事件日志中。红色
停车LED点亮

1. 检查散热器中的冷却液液位。拆除散热器盖之前，
请参照安全一节
2. 请咨询本地代理商

超速造成发动机停机

“超速”在事件日志中。红色停车LED
点亮

1. 检验实际发动机转速
2. 请咨询本地代理商

欠压造成发动机停机
(仅PowerWizard 2.1)

“欠电压”在事件日志中，红色停车
LED点亮

1. 请咨询本地代理商

过电压造成发动机停机
(Powerwizard 2.1上为标
配，Powerwizard 1.1+
上为选配)

“过电压”在事件日志中，红色停车
LED点亮

1. 请咨询本地代理商

发电机组未加载

发电机组正在运行，但未给负载提供
动力

1. 请咨询本地代理商

发电机组未手动停机

切断电源后，发电机组保持运行

1. 检查在按下紧急停机按钮时，发电机组是否停止
2. 请咨询本地代理商

在自动模式下，发电机
组未停机

在清除远程起动信号后，发电机组未
停机

1. 按下紧急停机按钮或将停机键按住5秒并经过冷却时
间时，检查发电机组是否停止

未处于自动模式时的
警报 (仅针对备用发电
机组)

“未处于自动模式”警报在事件日志
中，淡黄色LED点亮

1. 检查模块是否处于“Auto” (自动) 模式
2. 检查紧急停机按钮是否未按下
3. 请咨询本地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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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PowerWizard 2.1+ / 4.1
5.3.1 PowerWizard 2.1+控制模块说明

1. 显示器屏幕
2. 交流总览键 - “AC OVERVIEW” (交流总览) 键将显示屏导航到交流信息的首个显示屏幕。“交流总览”信息包括各种
交流参数，总结了发电机组电气操作。
3. 发动机总览键 - “ENGINE OVERVIEW” (发动机总览) 键将显示屏导航到发动机信息的首个显示屏幕。“发动机总览”
信息包括各种发动机参数，总结发电机组的操作。
4. 主菜单键 - “MAIN MENU” (主菜单) 键可以将显示器直接转到主菜单，无需通过菜单导航。
5. 报警确认键 – 按下“ACKNOWLEDGE” (确认) 键将导致喇叭继电器关闭。关闭喇叭继电器将使得喇叭静音。按
下“ACKNOWLEDGE” (确认) 键还将导致红色或黄色闪烁灯关闭或持续点亮。“ACKNOWLEDGE” (确认) 键还将在
J1939数据链接上发出全局报警静音信号。当接收到全局确认信号后，J1939数据链接上的信号器将被配置为使其单
个喇叭静音。
6. 复位事件键 – 按下“RESET” (复位) 键将复位此时可复位的所有事件。(显示的事件无法在此时复位。)
7. 事件日志键 - 按下“EVENT LOG” (事件日志) 键将显示屏导航到事件日志。
8. 运行键 – 按下“RUN” (运行) 键后，除非存在活动或显示的关机事件，否则发电机组将进入尝试起动发动机的模式。
9. 自动键 - 按下“AUTO” (自动) 键将会使发动机进入自动模式。如果模块从远程起动源接收到起动命令，发动机将起
动。
10. 停机键 – 按下“STOP” (停机) 键将会使发电机组进入停止发动机的模式。根据配置，机组可能会继续运行一段时间
进行冷却，然后停止发动机。
11. 退出键 – “ESCAPE” (退出) 键用于浏览菜单。当按下该键时，用户将在菜单中后退或前进。用户编程设定点
时，“ESCAPE” (退出) 键还可用于退出数据输入。如果在用户编程设定点期间按下“ESCAPE” (退出) 键，则在屏幕
上所做的改动都不会被保存在内存中。
12. 上翻键 – “上翻”键用于浏览各菜单和监视屏幕。在输入设定点时，也可使用“上翻”键。输入数字数据时，使
用“上翻”键来递增数字 (0–9)。如果需要从清单中选择设定点，则使用“上翻”键浏览该清单。
13. 右翻键 - “右翻”键可用于设定点调整。在输入数值数据时，还可使用“右翻”键选择要编辑的数字。在某些设定
点调整期间，也可以使用“右翻”键来选择或取消选择复选框。如果复选框中有复选标记，则表示已启用了该功
能。按下“右翻”键将禁用该功能。按下“右翻”键还将导致复选标记消失。如果复选框中没有复选标记，则表示
该功能已被禁用。按下“右翻”键将启用该功能。按下“右翻”键还将导致复选标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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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OK/Enter键 – “ENTER”键用于浏览菜单。当按下该键时，用户将在菜单中前后浏览。在编程设定点时，“ENTER”
键还用于保存改动。在编程设定点时按下“OK” (确定) 键，可将设定点改动保存在内存中。
15. “下翻”键 – “下翻”键用于向下浏览各菜单和屏幕。“下翻”键还用于编程设定点。在输入数值数据时，“下
翻”键用于减小数字。如果需要从清单中选择设定点，则使用“下翻”键浏览该清单。
16. “左翻”键 - “左翻”键可用于设定点调整。在输入数值数据时，可使用“左翻”键选择要编辑的数字。在某些设
定点调整期间，也可以使用“左翻”键来选择复选框。该键还可用于取消选择复选框。如果复选框中有复选标记，
按下“左翻”键将禁用该功能。按下该键还将清除复选标记。按下“左翻”键还将导致复选标记消失。如果复选框
中没有复选标记，按下“左翻”键将启用该功能。按下“左翻”键还将导致复选标记出现。

报警指示灯
黄色警告灯– 黄色警告灯位于“ACKNOWLEDGE” (确认) 键上方。闪烁黄灯表示有尚未确认的活动警告。常亮黄灯表示
有已经确认的活动警告。如果发电机组出现任何活动警告，则在按下“ACKNOWLEDGE” (确认) 键之后，黄灯将会从闪
烁状态变为常亮状态。如果发电机组不再有任何活动警告，则在按下“ACKNOWLEDGE” (确认) 键之后，黄灯熄灭。
红色停车灯 – 红色停车灯位于“RESET” (复位) 键上方。闪烁红灯表示有尚未确认的活动停车。常亮红灯表示有已经确
认的活动停车。如果发电机组出现任何活动停车，则在按下“ACKNOWLEDGE” (确认) 键之后，红灯将会从闪烁状态变
为常亮状态。任何造成停车的状况均必须手动复位。如果已不再有任何活动停车，红灯将会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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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PowerWizard 4.1控制模块说明

1. 显示器屏幕 –
2. F4软键 – “F4”软键的功能因活动屏幕不同而异。屏幕底部紧挨每个软键的上方空间将显示该软键的功能。
3. F3软键 – “F3”软键的功能因活动屏幕不同而异。屏幕底部紧挨每个软键的上方空间将显示该软键的功能。
4. F2软键 – “F2”软键的功能因活动屏幕不同而异。屏幕底部紧挨每个软键的上方空间将显示该软键的功能。
5. F1软键 – “F1”软键的功能因活动屏幕不同而异。屏幕底部紧挨每个软键的上方空间将显示该软键的功能。
6. 控制键 – “CONTROL” (控制) 键将显示屏跳转到控制菜单。
7. 交流总览键 - “AC OVERVIEW” (交流总览) 键将显示屏导航到交流信息的首个显示屏幕。“交流总览”信息包括各种
交流参数，总结了发电机组电气操作。
8. 发动机总览键 - “ENGINE OVERVIEW” (发动机总览) 键将显示屏导航到发动机信息的首个显示屏幕。“发动机总览”
信息包括各种发动机参数，总结发电机组的操作。
9. 主菜单键 - “MAIN MENU” (主菜单) 键可以将显示器直接转到主菜单，无需通过菜单导航。
10. 黄色警告灯– 黄色警告灯位于“ACKNOWLEDGE” (确认) 键上方。闪烁黄灯表示有尚未确认的活动警告。常亮黄灯表
示有已经确认的活动警告。如果发电机组出现任何活动警告，则在按下“ACKNOWLEDGE” (确认) 键之后，黄灯将会
从闪烁状态变为常亮状态。如果发电机组不再有任何活动警告，则在按下“ACKNOWLEDGE” (确认) 键之后，黄灯熄
灭。
11. 报警确认键 – 按下“ACKNOWLEDGE” (确认) 键将导致喇叭继电器关闭。关闭喇叭继电器将使得喇叭静音。按
下“ACKNOWLEDGE” (确认) 键还将导致红色或黄色闪烁灯关闭或持续点亮。“ACKNOWLEDGE” (确认) 键还将在
J1939数据链接上发出全局报警静音信号。当接收到全局确认信号后，J1939数据链接上的信号器将被配置为使其单
个喇叭静音。
12. 停车指示灯 (红色) – 红色停车灯位于“RESET” (复位) 键上方。闪烁红灯表示有尚未确认的活动停车。常亮红灯表示
有已经确认的活动停车。如果发电机组出现任何活动停车，则在按下“ACKNOWLEDGE” (确认) 键之后，红灯将会从
闪烁状态变为常亮状态。任何造成停车的状况均必须手动复位。如果已不再有任何活动停车，红灯将会熄灭。

48

451-2516_OpMan_Chinese_v15 02/22

13. 事件复位键 – 按下“RESET” (复位) 键将复位此时可复位的所有事件。(当前事件无法复位。)
14. 事件日志键 - 按下“EVENT LOG” (事件日志) 键将显示屏导航到事件日志。
15.运行键 – 按下“RUN” (运行) 键后，除非存在活动或显示的关机事件，否则发电机组将进入尝试起动发动机的模式。
16. 自动键 - 按下“AUTO” (自动) 键将会使发动机进入自动模式。如果模块从远程起动源接收到起动命令，发动机将
起动。
17. 停机键 – 按下“STOP” (停机) 键将会使发电机组进入停止发动机的模式。根据配置，机组可能会继续运行一段时间
进行冷却，然后停止发动机。
18. 退出键 – “ESCAPE” (退出) 键用于浏览菜单。当按下该键时，用户将在菜单中后退或前进。用户编程设定点
时，“ESCAPE” (退出) 键还可用于退出数据输入。如果在用户编程设定点期间按下“ESCAPE” (退出) 键，则在屏幕
上所做的改动都不会被保存在内存中。
19. 上翻键 – “上翻”键用于浏览各菜单和监视屏幕。在输入设定点时，也可使用“上翻”键。输入数字数据时，使
用“上翻”键来递增数字 (0–9)。如果需要从清单中选择设定点，则使用“上翻”键浏览该清单。
20. 右翻键 - “右翻”键可用于设定点调整。在输入数值数据时，还可使用“右翻”键选择要编辑的数字。在某些设定
点调整期间，也可以使用“右翻”键来选择或取消选择复选框。如果复选框中有复选标记，则表示已启用了该功
能。按下“右翻”键将禁用该功能。按下“右翻”键还将导致复选标记消失。如果复选框中没有复选标记，则表示
该功能已被禁用。按下“右翻”键将启用该功能。按下“右翻”键还将导致复选标记出现。
21. OK/Enter键 – “ENTER”键用于浏览菜单。当按下该键时，用户将在菜单中前后浏览。在编程设定点时，“ENTER”
键还用于保存改动。在编程设定点时按下“OK” (确定) 键，可将设定点改动保存在内存中。
22. “下翻”键 – “下翻”键用于向下浏览各菜单和屏幕。“下翻”键还用于编程设定点。在输入数值数据时，
“下翻”键用于减小数字。如果需要从清单中选择设定点，则使用“下翻”键浏览该清单。
23. “左翻”键 - “左翻”键可用于设定点调整。在输入数值数据时，可使用“左翻”键选择要编辑的数字。在某些设
定点调整期间，也可以使用“左翻”键来选择复选框。该键还可用于取消选择复选框。如果复选框中有复选标记，
按下“左翻”键将禁用该功能。按下该键还将清除复选标记。按下“左翻”键还将导致复选标记消失。如果复选框
中没有复选标记，按下“左翻”键将启用该功能。按下“左翻”键还将导致复选标记出现。

5.3.3 报警日志及复位
注：
• 要将菜单复位至事件日志菜单，请按下“Event Log” (事件日志) 键。
事件查看
有两种查看事件的方式。按下“EVENT LOG” (事件日志) 键，直接跳转到“ACTIVE EVENTS” (活动事件) 菜单。另一种方
式是使用主菜单：
1. 从MAIN MENU/VIEW (主菜单/查看) 高亮显示“EVENT LOGS” (事件日志) 并按下“Enter”键。“ACTIVE EVENTS” (活动
事件) 将显示在该菜单中。
2. 如需从上至下滚动事件，则使用上下键。事件显示命令为首先是当前事件、其次是活动事件，最后是非活动事件。
在这些分类中，事件按照事件发生的实时时钟排序。
3. 在事件高亮显示后按下“Enter”键，以查看附加信息，例如SPN、FMI、初次发生的时间和日期、最后发生的时间和
日期、初次发生的发动机小时数以及最后发生的发动机小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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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停车复位
除了上述步骤之外，还可以有针对所有事件复位的简化过程。如需复位所有事件：
1. 确保控制装置处于停止位置。
2. 按下任意屏幕上的“Reset Event” (事件复位) 键。
3. 显示确认提示。
4. 按下“OK”键将所有模块上的所有事件复位。按下“ESCAPE” (退出) 键取消复位操作。

注：
• PowerWizard必须处于STOP (停机) 模式，以便将事件复位。
当前事件无法复位。
停车复位
红色停车灯闪烁表示存在未经确认的停车事件。当按下Alarm ACKNOWLEDGE (报警确认) 键时，红色停车灯将从闪烁红
灯变成常亮红灯。在检查了故障并且纠正了原因后，采用下列步骤将事件复位：
1. 按下“Stop”键。
2. 从主菜单输入“EVENT LOGS” (事件日志) 选项。
3. 从列表中选择一个“Module” (模块)。
4. 从上至下滚动事件，以便高亮显示需复位的事件。
5. 确保事件状态为活动 (不存在)。
6. 按下“Enter”键。
7. 如果该条件不复存在，并且控制系统处于停机状态，则“RESET”将会被高亮显示。
8. 再次按下“Enter”键。故障将被清除。
9. 按下“Escape” (退出) 或者“Main Menu” (主菜单) 键，以便返回主菜单。

5.3.4 安全性
PowerWizard控制面板上有3级密码保护。所有可调设定点均与调整参数时所需的具体安全性级别有关。密码仅影响控
制面板内部正在更改的设定点。
在参数设定点输入屏幕上确定各个设定点所需的密码保护级别。在参数设定点输入屏幕上紧挨挂锁符号显示安全级别
标识号“1”、“2”或者“3”。3级安全性用于安全性最高的设定点，1级安全性用于安全性最低的设定点。在查看参
数时，如果PowerWizard目前正处于所需的保护级别，则不会出现挂锁。
如果参数随挂锁一同显示，但是旁边没有安全级别标识号，则无法从PowerWizard显示器上更改参数，必须联系代理
商。在安装时会停用1级和2级密码。1级和2级密码是用户级密码，可以在需要时使用。
PowerWizard 2.1也有一个SCADA密码，用来保证远程通信安全。
如需查看安全性菜单：
MAIN MENU > CONFIGURE > SECURITY (主菜单 >配置 >安全性)。
在安全性菜单顶部显示当前的安全级别。安全性菜单内部有下列选项：
DROP TO MINIMUM LEVEL (降至最低级别) - 用于将当前的安全级别返回至最低级别设置。高亮显示并且按下回车键以便
降至最低安全级别。如果未设置1级或2级密码，则最低级别为2。如果设置了2级密码，则最低级别为1，如果设置了1
级密码，则最低级别为0。
ENTER LEVEL 1 OR 2 (输入1级或2级) - 用来输入1级或2级密码。高亮显示并按下Enter键来转至密码输入屏幕。可以利用光
标键来输入密码。在PowerWizard中，1级密码和2级密码必须是不同的。将输入的密码与保存的1级和2级密码做对比，
可如果密码正确，则PowerWizard将转至相应的安全级别。
ENTER LEVEL 3 (输入3级) – 用于得到3级访问。3级安全性密码专供关键设定点使用，只能由熟练的操作人员更改。同
样，如果您需要对3级密码相关文件进行更改，则必须联系代理商。
更改1级密码 - 用于设置、更改或者停用1级密码。如需使用这一特征，就必须将控制系统置于当前的1级安全级别或者
更高级别。高亮显示并按下Enter键来转至密码输入屏幕。如需设置或者更改密码，可利用光标键输入新密码。密码可
以是16位。如需停用1级安全性密码，则将密码设置为“0”。按下Enter键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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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2级密码 - 用于设置、更改或者停用2级密码。如需使用这一特征，就必须将控制系统置于当前的2级安全级别或者
更高级别。高亮显示并按下Enter键来转至密码输入屏幕。如需设置或者更改密码，可利用光标键输入新密码。密码可
以是16位。如需停用2级安全性密码，则将密码设置为“0”。按下Enter键保存。
更改SCADA密码 - 用于设置、更改或者停用SCADA密码。高亮显示并按下Enter键来转至密码输入屏幕。如需设置或者更
改密码，可利用光标键输入新密码。密码可以是16位。如需停用SCADA安全性密码，则将密码设置为“0”。按下Enter
键保存。

5.3.5 实时时钟编程
实时时钟提供基于自动时间的启/停控制系统的时间和日期信息。同时还在事件日志中提供时间戳机制。实时时钟不可
校准，并且仅供参考。日期与时间由用户设置。
1. 如需设置时间或者日期格式：
MAIN MENU > CONFIGURE > TIME/DATE (主菜单 >配置 >时间/日期)。
2. 设置时间时，将时间高亮显示，然后按下“Enter”键两次。
3. 使用光标键来复位时间，并且按下“Enter”键保存。按下“Escape”键返回。
4. 设置日期时，将日期高亮显示，然后按下“Enter”键两次。
5. 使用光标键来复位日期，并且按下“Enter”键保存。按下“Escape”键返回。
6. 设置日期格式时将DD/MM/YY格式或者MM/DD/YY格式高亮显示，并且按下“Enter”键。
7. 使用光标键来复位所要求的日期格式，并且按下“Enter”键保存。

5.3.6 燃油输送
可以控制与油位测量装置相连的燃油泵，以便将柴油输送至燃油箱。
1. 如需设置燃油输送操作：
MAIN MENU > CONTROL > FUEL TRANSFER (主菜单 >控制装置 >燃油输送)
2. 启/停燃油泵时，将PUMP CONTROL (泵控制装置) 高亮显示，然后按下“OK”键。
3. 使用光标键来选择START FUEL PUMP (起动燃油泵) 或者STOP FUEL PUMP (停止燃油泵)，并且按下“OK”键。
4. 将Auto Fuel Load Pump On and Off (自动燃油加载泵开启) 阈值分别设置为25%和75%。

5.3.7 可用附加特征
降低功率模式
I

降低功率模式必须在发电机组未运行时设置。

经过一段静止时间 (可配置) 后，控制器将进入降低功率模式，以降低蓄电池的电流损耗。当处于降低功率模式时，显
示屏将变为空白，任何活动的LED都将每秒左右短暂闪烁一次，不再是常亮。按下任意键让面板脱离降低功率模式。如
需更多信息，请咨询本地经销商。
故障的远程公布
PowerWizard Annunciator (信号器) 用于远程应用，独立安装在发电机组外，以便提供系统操作和报警状态的远程指示。
关于这些特征的更详细信息，请联系当地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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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故障检测 PowerWizard指南

故障

故障现象

解决办法

发动机无法起动

在给出起动信号时，发动机不进行曲
柄起动，可以经由Run Key (运行键) 手
动起动或者经由Remote Signal (远程信
号) 自动起动

1. 检查所有紧急停车按钮是否均已释放
2. 检查停止按钮灯是否未亮
3. 检查是否没有活动的停车事件。如果需要的话，在校
正了所指示的故障之后复位。
4. 请咨询本地代理商

低油压造成发动机
停机

“低油压”在事件日志中。红色停车
LED点亮

1. 检查油位
2. 请咨询本地代理商

冷却液高温造成发动
机停机

“冷却液高温”在事件日志中。红色
停车LED点亮

1. 检查散热器中的冷却液液位。拆除散热器盖之前，请
参照安全一节
2. 请咨询本地代理商

超速造成发动机停机

“超速”在事件日志中。红色停车LED
点亮

1. 检验实际发动机转速
2. 请咨询本地代理商

欠压造成发动机停机

“欠电压”在事件日志中，红色停车
LED点亮

1. 请咨询本地代理商

过压造成发动机停机

“过电压”在事件日志中，红色停车
LED点亮

1. 请咨询本地代理商

发电机组未加载

发电机组正在运行，但未给负载提供
动力

1. 请咨询本地代理商

发电机组未手动停机

切断电源后，发电机组保持运行

1. 通过发动机总览屏幕检查发电机是否已冷却。
2. 如果冷却后 (通常需要3分钟) 发电机未停机，请咨询
本地代理商。

在自动模式下，发电
机组未停机

未处于自动模式时的
报警 (针对备用发电
机组)

在清除远程起动信号后，发电机组未
停机

“未处于自动模式”警报在事件日志
中，淡黄色LED点亮

1.
2.
3.
4.
5.

通过数字量输入检查确认无远程起动信号
通过时间时钟检查确认无远程起动信号
通过Modbus远程通信检查确认无远程起动信号
通过PLC逻辑检查确认无远程起动信号。
在PowerWizard 4.1上，机组还可以通过多发电机组数
据链接获取远程起动信号
6. 当从Auto (自动) 切换为Stop (停机) 时，检查发电机组
是否停机。
要启用/禁用，请按下列步骤操作：
1. Main Menu (主菜单) -> Conﬁgure (配置) -> All setpoints
(所有设定值)-> Events (事件) -> Other System Conﬁg.
(其他系统配置)
2. 下翻到“Gen Control Not in Auto Warning Conﬁg”
(发电机控制未处于自动警告配置)。3. 使用右翻键选择
Edit (编辑) 并按下Enter键。
4. 使用左翻键关闭响应。按下Enter键保存您的选择。
注：要编辑事件响应配置，机组必须处于STOP (停机)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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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DeepSea控制器
5.4.1 描述

1. 停机/复位模式
该按钮将模块置于停机/复位模式。它将清除触发条件已被移除的所有报警状况。如果发动机正在运行，模块处于停机
模式，模块将自动指示发电机卸载 (“关闭发电机”和“延迟负载输出1、2、3和4”变为不活动状态 (如果使用的话))。
燃油供应将断电，发动机进入静止状态。如果在以该模式运行期间，出现任何形式的远程起动信号，将不会起动。
2. 自动模式
该按钮将模块置于自动模式。在该模式中，模块可以自动控制发电机的功能。模块将监视远程起动输入和蓄电池充电
状态，当出现起动请求时，机组将自动起动并被挂载负载 (“关闭发电机”和“延迟负载输出1、2、3和4”按照从最低
到最高的顺序进入活动状态 (如果使用的话))。
在去除起动信号后，模块将去除发电机的负载，并根据需要按照停机延时定时器和冷却定时器关闭机组 (“关闭发电
机”和“延迟负载输出1、2、3和4”立即进入不活动状态 (如果使用的话))。模块随后将等待下一次起动事件。
3. 手动/起动模式
该按钮将起动发动机并无负载运行。要带负载运行发电机，需要分配数字量输入执行该功能。如果发动机以手动/起动
模式无负载运行，并出现远程起动信号，模块将自动指示转换设备挂载发电机负载 (“关闭发电机”和“延迟负载输出
1、2、3和4”变为活动 (如果使用的话))。当去除远程起动信号后，发电机保持带负载，直到选择停机/复位模式或自动
模式。
4. 菜单导航
用于浏览仪器设置、事件日志和配置屏幕。详细信息，请参见本手册其他有关这些项目的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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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报警图标
报警图标区域中显示图标指示控制器上当前有活动报警。如果有警告报警，LCD将只显示报警图标。如果发生电气跳
闸或停车报警，模块将显示报警图标，停车/复位模式LED按钮将开始闪烁。
如果同时出现多个活动报警，报警图标将自动循环显示所有相对应的图标来指示各个活动报警。
警告是非紧急报警状态，不会影响发电机系统运行，用于提醒操作人员注意不良状况。默认情况下，警告报警会在故
障条件消除后自动复位。但如果启用了“All warnings are latched” (锁定所有警告)，将导致警告报警锁定，直到手动将
其复位。通过DSE配置套件及兼容的PC可以启用该功能。

5.4.3 电气跳闸报警图标
电气跳闸将以受控的方式锁定和停止发电机。当起动电气跳闸条件时，模块将所有“延迟负载输出”和“关闭发电机
输出”断电，去除发电机的负载。当发生这种情况时，模块开启冷却定时器，让发动机无负载冷却，然后关闭发动
机。必须接受并清除报警，并消除故障以复位模块。电气跳闸是锁定报警，要消除故障，按下模块上的停机/复位模式
按钮。

5.4.4 停机/复位模式
注：如果配置为面板锁的数字量输入进入活动状态，将无法更改模块模式。查看仪器设置和事件日志不受面板锁的
影响。
停机/复位模式可通过按下Stop/Reset Mode (停机/复位模式) 按钮激活。出现停机/复位图标指示在运行停机/复位模式。
在停机/复位模式中，如果发动机正在运行，模块将在停止发动机前先去除发电机的负载 (如有必要)。如果发动机未按
请求停机，则将激活FAIL TO STOP (停机失败) 报警 (基于“停机失败”定时器的设置)。
要检测静止状态的发动机，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 CANbus ECU检测到发动机转速为零
• 发电机交流电压和频率必须为零。
• 发动机对交流发电机的充电电压必须为零。
• 油压传感器必须指示低油压
当发动机停止时，可从DSE配置套件PC软件向模块发送配置文件，进入前面板编辑器更改参数。当进入停机/重置模式
后，任何被清除的锁定报警都将被复位。当处于停机/复位模式时，发动机将不会起动。如果出现远程起动信号，输入
将被忽略，直到进入自动模式。
当处于停机/复位模式时，如果已配置节能模式，而且未按下条带按钮，模块将进入节能模式。要“唤醒”模块，按下
任意条带控制按钮或激活数字量输入A。深度睡眠模式时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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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错误查找
我们强烈建议您联系本地FG Wilson经销商以获取所有相关问题的指导，或者咨询受过培训的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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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FG100
5.5.1 前面板的功能

1
2
1. 大尺寸LCD显示屏

8

2. 下一屏幕组/灯光测试 (如果按住)
3. 同组内的下一屏幕/报警静音按钮
4. 自动模式
5. 停机模式
6. 运行/启动模式

7

3
6

5

7. 系统状态指示灯
8. 故障状态指示灯

4

超过发动机运行时间或时间限制时，维护请求LED (红色) 将开始闪烁，维护请求输出功能将激活。维护请求还会在参数
设置后生成任何级别的故障状态。
可使用继电器定义程序参数将维护请求输出功能分配给任何数字输出。
I

要关闭维护请求LED并复位维护周期，将Stop (停机) 键和Lamp Test (灯光测试) 键同时按住5秒

5.5.2 按钮的功能
按钮

功能
运行模式 - 发电机组空载运行。按住该按钮5秒将选择测试模式。在测试模式
下，发电机组带负载运行
自动模式 - 发电机组通过远程起动信号状态运行
停机模式 - 发电机组停止运行
选择下一屏幕组/灯光测试 (按住时)
选择同组内的下一显示屏幕/复位报警继电器
按住5秒将进入编程模式
激活“恢复出厂默认设置”
按住5秒将复位维护请求计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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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显示屏幕的布局
控制器将测量大量的电气参数和发动机参数。
参数的显示以参数组和组中参数项的形式来组织。
在不同的组之间导航通过
按下

按钮将使显示屏幕切换至下一参数组。到达最后一组后，显示屏幕将返回至第一组。

组内导航通过
按下

按钮实现。

按钮实现。

按钮将使显示屏幕切换至同组内的下一个参数。到达最后一个参数后，显示屏幕将切换至第一个参数。

参数组的基本列表如下：
• GENSET (发电机组)：发电机组电压、电流、kW、kVA、kVAr、pf。
• ENGINE (发动机)：模拟传感器读数、RPM、蓄电池电压、发动机运行时间。
• J1939：仅在J1939端口启用时可用。在发动机发送相关信息的情况下，控制器能够显示一连串参数。有关可用
读数的完整列表，请参见涉及“J1939 CAN总线发动机支持”的章节。
• ALARMS (报警)：该组显示所有现有报警，每个屏幕一条报警。没有更多报警需要显示时，接着将显示
“No Record” (无记录)。
• GSM MODEM (GSM调制解调器)：信号强度、计数器、通信状态、IP地址。
• ETHERNET (以太网)：以太网连接状态、计数器、IP地址等
• STATUS & GENERAL INFO (状态和一般信息)：该组包括发电机组状态、维护计数器、固件版本等各种参数

5.5.4 LED灯

1. 报警指示灯
2. 警告指示灯

1

3. 维护请求指示灯
4. 闪烁 - 发电机组正在运行
常亮 - 发电机组接触器接通

2

5. 运行模式指示灯
6. 停机模式指示灯
7. 自动模式指示灯

3

状态LED：
• 报警：当存在停车故障状态时激活。
• 警告：当存在警告故障状态时激活。

4

• 维护请求：当至少有一个维护计数
器达到限值时激活。

5

6

7

• 发电机组：当所有发电机组相电压
和发电机组频率都处于限值范围内
时闪烁。如果启用，则发电机组相位旋转顺序也必须正确。在发电机组接触器启动时亮起。
• 模式LED (5、6、7)：每个LED都在本地或远程选择相关模式时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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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显示事件日志
事件日志在编程模式菜单内显示。这样设计是为了减少事件日志对其他测量屏幕的干扰。要进入事件显示，将
钮一起按住5秒。进入编程模式时，将显示密码输入屏幕。

按下

按

按钮4次可跳过密码输入屏幕。此时将显示左下方的屏幕。

再次按下
信息。

按钮。如下所示，最后存储的事件将打开。第一页将显示事件编号、事件类型、故障类型和日期/时间

显示事件日志时：
按下

按钮将显示相同事件的下一信息。

按下

按钮将显示下一事件的相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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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 控制器的操作
快速入门指南
• 停止发动机：按下STOP (停机)
• 起动发动机：按下RUN (运行)
• 负载测试：按住RUN (运行)
• 自动运行：按下AUTO (自动)
I

按钮。
按钮。
按钮5秒。发电机组将带负载运行。
按钮。

可随时改变模式，而不会产生负面影响。在发电机组正在运行时改变运行模式将产生适合新运行模式的特性。

停机模式
按下

按钮可进入停机模式。在该模式下，发电机组将处于静止状态。

选择停机模式时，如果发电机组正在带负载运行，则它将立即卸去负载。发动机将继续运行，直到冷却计时器设定的
时间结束，然后停机。
如果再次按下STOP (停机) 按钮，则发动机将立即停机。
停机计时器设定的时间结束后，如果发动机未能停机，将出现“Fail to Stop”(停机失败) 警告。
如果在停机模式下接收到远程起动信号，则在选择自动模式之前，发电机组不会启动。

自动模式
按下

按钮可进入自动模式。

控制器将持续监控是否有远程起动信号。接收到远程起动信号时，它将使发动机运行。
I

如果定义了面板锁定输入并施加信号，则不会出现模式改变。然而，显示导航按钮仍然启用并可显示参数

接收到远程起动信号时，发动机起动序列随后开始：
• 控制器在发动机起动延迟期间等待跳过短时电源故障。如果电源在该计时器设定的时间结束之前恢复，则发电
机组不启动。
• 控制器接通燃油和预热电热塞 (如果有)，并等待预热计时器设定的时间。
• 在起动计时器设定的时间内，发动机将按编程的次数起动。发动机点火时，起动继电器将立即停用。如需更多
详细信息，请参见“起动中断”章节。
• 在怠速计时器设定的时间内，发动机将以怠速转速运行。
• - 在发动机加热计时器设定的时间内，发动机将空载运行。
• - 如果交流发电机相电压、频率和相序正确，则控制器将等待发电机接触器周期，发电机接触器将通电。
远程起动信号消失时，发动机停机序列随后开始：
• 发动机将继续运行，直到电源等待期结束，以使电源电压趋于稳定。
• 然后，发电机接触器停用，电源接触器计时器设定的时间结束后，电源接触器将通电。
• 如果指定了冷却期，则发电机将在冷却期内继续运行。
• 冷却结束前，控制器会将发动机转速降至怠速。
• 冷却结束时，燃油电磁阀将断电，停机电磁阀将通电，直到停机电磁阀计时器设定的时间结束，柴油将停止
供应。
• 控制器将为下一次电源故障做好准备。
• 如果定义面板锁定输入并应用信号，则不会出现模式改变。然而，显示导航按钮仍然启用并可显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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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模式、手动控制
按下

按钮可进入运行模式。选择运行模式时，无论是否接收到远程起动信号，发动机都将起动。

起动序列如下所述：
• 控制器接通燃油和预热电热塞 (如果有) 并等待预热计时器设定的时间。
• 在起动计时器设定的时间内，发动机将按编程的次数起动。发动机点火时，起动继电器将立即停用。如需更多
详细信息，请参见“起动中断”章节。
• 在怠速计时器设定的时间内，发动机将以怠速转速运行。
• 发动机将空载运行，直到选择另一种模式。
• 可通过选择测试模式将负载转移至发电机组。
要停止发动机，按下

按钮或选择另一种运行模式。

测试模式
按住
按钮5秒可进入测试模式。测试模式用于对带负载发电机组进行测试。选择该模式后，无论是否接收到远程起
动信号，发动机都将如运行模式所述的那样运行，负载将转移至发电机组。除非选择另一种模式，否则，发电机组将
无限期地增加负载。

5.5.7 保护和报警
控制面板提供3种不同的保护等级：警告、负载突降和停车报警。
1. 警告：
这些状态将导致：
• 警告LED常亮，
• 报警数字输出工作。
I

如果出现故障状态，则显示将自动切换至Alarms List (报警列表) 页面

2. 负载突降：
这些故障状态源自电气跳闸并将导致：
• 报警LED常亮，
• 发电机组接触器立即释放，
• 发动机在冷却期后停机，
• 报警数字输出工作。
3. 停车报警：
这些是最重要的故障状态并将导致：
• 报警LED常亮，
• 发电机组接触器立即释放，
• 发动机立即停机，
• 报警数字输出工作。

报警在第一次出现的基础上起作用：
• 如果存在停车报警，则随后的停车报警、负载突降和警告将不被接受；
• 如果存在负载突降，则随后的负载突降和警告将不被接受；
• 如果存在警告，则随后的警告将不被接受。
I

如果按下报警静音按钮，则报警输出将被停用，然而，现有报警将持续存在并禁止发电机组工作

对于某些报警，即使已解除报警状态，报警也将继续存在并使发电机组不能工作。
I

按下运行模式按钮

中的任意一个即可取消现有报警

61

451-2516_OpMan_Chinese_v15 02/22

5.5.8 编程
恢复出厂默认设置
要恢复至出厂设置参数值：
• 按住STOP (停机)、LAMP TEST (灯光测试) 和ALARM MUTE (报警静音) 按钮5秒，此时将显示“Time Countdown”
(倒计时)
• 立即按住按下的灯光测试按钮5秒，出厂设置值将被重新编程至参数存储器。显示“”。

编程模式用于调整计时器、操作限值和控制器的配置。虽然提供用于编程的免费PC程序，但是，无论运行模式如何，
均可通过前面板修改每个参数。
修改后，程序参数被自动记录到不可擦除存储器中并立即生效。编程模式不会影响控制器的操作。因此，可随时修改
程序，即使在发电机组正在运行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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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编程模式
要进入编程模式，将

必须使用

按钮一起按住5秒。进入编程模式时，将显示下面的密码输入屏幕。

按钮输入一个4位数字密码。

按钮用于修改当前数字的值。
按钮用于在不同的数字之间切换。控制器支持3种密码级别。1级用
于现场可调参数。2级用于工厂可调参数。3级保留不用。它用于对控制器进行重新校准。

1

修改参数值

1. 增加参数值
2. 减小参数值

2

3. 下一个参数
4. 上一个参数/返回到上级菜单 (长按)

4

3

退出编程模式
要退出编程模式，按下停机按钮。如果在2分钟内未按下按钮，则编程模式将自动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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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控制系统选项及升级
可以匹配各种选项，以便针对具体的装置来定制控制系统。下列章节涵盖了一些选项的使用与操作。
I

如果订购和交付的发电机组未附带工厂预装的控制面板，为保证这种情况下发电机组能够安全运行，操作人员应
在发电机组运行之前确保已连接了合规**的控制面板，且已由官方FG Wilson经销商测试。
(**合规要求可能会有所不同。应遵循所有本地及特定应用要求。)

5.6.1 蓄电池涓流/自动升压充电器
即使发电机组长时间不工作，两个蓄电池充电器也可确保起动器蓄电池电量
充足。
通常不安装充电器控制开关，以防止无意中关闭充电器。
控制系统不会在发电机组起动时断开充电器，它将始终保持活动状态。 当发
动机运转时，蓄电池通过发动机驱动的蓄电池充电交流发电机进行充电。
开关模式充电器为自动蓄电池充电器，当电压低于预设电压水平时，带自动
升压功能的开关模式充电器会自动进入充电电压上升状态 (升压)。自动升压周
期结束后，充电器将切换回常态下的“浮动”电压模式。这样可防止蓄电池
过度充电，继而避免过度放气，使蓄电池寿命最大化。

5.6.2 加热器

图5.15 – 蓄电池充电器

浸入式加热器 (发动机加热器) 可装配在发动机冷却液系统中，以确保发动机易于
起动，并且能够更快速地承载。
交流发电机防冷凝加热器 (交流发电机加热器) 可装配在交流发电机定子绕组上，
在潮湿条件下保持其干燥。
面板防冷凝加热器 (面板散热器) 可装配在控制面板上，以保持低水分含量。
通常不装配控制开关，但也可以作为额外的选装件装配。无论有没有控制开关，加热器都能在发动机起动时自动断开。

5.6.3 电气燃料输送泵
在必须将燃料从一个大容量存储罐输送给发电机组日常供应罐时，需要使用燃料输送泵。
控制装置包括控制面板门上的两个照明按钮或者面板下方的单独箱体。红色按钮是组合跳闸灯及停止按钮。绿色按钮
是运行灯和手动起动按钮。
手动操作泵时，确保红色按钮处于“ON”位置 (拔出)。按住绿色按钮，以便手动运行泵。在按住绿色按钮时，泵只以
手动模式运行。
如果想要在自动模式运行泵，则确保红色按钮处于“ON”位置 (拔出)。当油位低时，泵会自动开始运行，并且绿色运
行灯会亮起。当油箱满时，泵被切断，并且绿灯熄灭。
如果存在电气过载，则红灯会亮起来。
必须小心操作，以确保在操作前泵能够自吸燃料，对密封件进行润滑。同时，当大容量油箱放空，或者燃油加注管上
的阀门关闭时，绝不得运行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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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仪表
下列辅助仪表可装配在控制面板上：
• 三个安装在面板上的安培计而不是一个安培计和一个选择器开关。这能够持续指示每个相位的电流，由于
PowerWizard模块显示所有相位的电流，因此不适用于它。(不适用于26 - 220 kVA产品。)
•

千瓦 (kW) 计提供由发电机组所供负载的准确读数，不适用于PowerWizard (原因是PowerWizard 2.1可显示千瓦)。
• 润滑油温度计用来监控发动机运行时的润滑油温度。正常操作温度应在90–110°C (195–230°F) 左右，不适用于
PowerWizard 1.1和2.1+ (该模块可显示温度)。
• 蓄电池滴流充电器安培计，用于监控送往蓄电池的电流。用于观察由蓄电池滴流充电器提供的充电电流。当蓄
电池充满电时，这一电流较小 (小于5安培)，但是当蓄电池部分充电时，这一电流有可能高达40安培。

5.6.5 速度/电压控制
可以装配三个控制装置来调整发电机组的转速或电压：速度调整电位计，一个升高/下降开关和一个电压校准电位计。
应当由胜任的发电机组技术人员依照技术手册中的说明来进行调整。对于某些电子发动机来说，可以在PowerWizard
2.1+模块上调整转速。

5.6.6 警报 信号
可在控制面板上安装四个选件，用于补充报警灯的标准报警指示：
• 当指示报警状况时，安装在面板上的警报器会响起。报警静音按钮安装在面板上，以便将警报器静音。
• 当指示报警状况时，松散供货的音频警报器会响起。可以将其配合在方便的位置处。报警静音按钮安装在面板
上，以便将警报器静音。
• 在出现报警时，会切换一组无电压的公共报警触点。可以将它们与现有的报警系统相连。这些触点保持在“报
警”状态，直至控制系统复位。
• 使用一组无源触点指示发电机组的运行状况。它们连接至现有的状态指示系统。触点上有三个端子，可按常开
或常闭接线，只要控制器指示发电机组正在运行，它们就保持运行状态。

5.6.7 自动预热控制
在发动机起动之前及期间，电热塞 (如果装配的话) 自动操作。可以由预热时间来延迟自动起动序列。

5.6.8 远程信号器指示板
可用在PowerWizard上。
可以将远程信号器配合在PowerWizard面板上 (16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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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操作
6.1 1100系列的充油驱气过程
警告：
在执行下列任一过程之前，由于操作人员会直接接触到柴油，因此请佩戴适当的个人防护设备 (第2.2节)。会有溢
出风险。

I

注：
• 如果不确定您的发动机型号，请咨询当地经销商。
•

请参见第3.2 / 3.3节，以便在发电机组上找到燃油充注位置。

无论出于任何原因，在滤油器维修或者低压燃油系统排放之后，都要让燃油系统重新充油驱气，步骤如下。

6.1.1 配备有小型Perkins前置过滤器/水分离器的产品
a

图6.1 – 前置过滤器/水分离器示例

注：
• 当燃油系统正在充油驱气时，不要打开气门螺钉 (a)，这会排出柴油。
来自基础油箱的燃油供给
• 操作充油驱气开关，时间为标准预设的2分钟充油驱气循环 (参见第5.3.10节)。
• 起动发动机。
• 如果在3次曲柄起动循环期间均无法起动发动机，请参见该步骤的“故障排除”一节对于重复充油驱气步骤的
描述。
来自远程油箱的燃油供给
• 确保来自远程油箱的燃油管充满燃油，当大容量油箱放空或者燃油加注管上的阀门关闭时，绝不得运行泵。
• 将燃油供给切换至远程油箱来执行充油驱气步骤。
可以用PowerWizard控制面板来激活燃油泵，以便给发动机充油驱气，过程如下：
1.

如需给发电机组充油驱气：
MAIN MENU > CONTROL > ENGINE FUEL PRIMING (主菜单 > 控制装置 > 发动机燃油充油驱气)。

2. 给发电机组充油驱气时，按下右侧光标键，这将起动2分钟的充油驱气循环。
3. 退出充油驱气循环时，按下左侧的光标键。

注：
•

只能在发电机组停转并且没有活动或现行的停车状态时，才能给发电机组充油驱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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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配备有前置过滤器/水分离器的Perkins 1506、2206、2506、2806发动机

1. 前置过滤器/水分离器
2. 排水阀 (2)

预滤器/油水分离器示例

注
• 发动机正常工作期间，水分离器会承受吸力。确保将排放阀牢牢拧紧，以防止空气进入燃油系统。
每周应排空水分离器碗
1. 打开排放阀 (2)。该排放阀是一种自通风式排放阀。将排水接到合适的容器中。正确处置排水。
2. 关闭排放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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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配备有Racor前置过滤器/水分离器 (选装件) 的产品
1

2

1. T形手柄
2. Racor帽
3. Racor过滤器

3

图6.2 - Racor示例
来自基础油箱的燃油供给
在更改Racor元件或者出于任何原因而排放Racor单元之后，会要求依照Racor的规定给单元重新充油驱气：
• 拆除单元顶部的T形手柄 (1) 和帽。
• 将T形手柄紧紧拧到中心管钩爪中。
• 用干净的燃油将充注组件至刚刚超过元件顶部。这样可以确保单元的“脏污”侧完全充满燃油。
• 用干净的燃油润滑帽衬垫 (2) 和T形手柄 (1)。
• 更换帽 (2)，注意正确承座垫圈并且拧紧T形手柄 (1) - 不要使用工具。
• 操作充油区域开关 (如果配备)，让系统进行2分钟的充油驱气。
• 起动发动机。
• 如果在3次曲柄起动循环期间均无法起动发动机，请参见该步骤的“故障排除”一节对于重复充油驱气步骤的
描述。
来自远程油箱的燃油供给
如果来自远程油箱的燃油管排空：
• 如上文所述执行Racor单元的手动充注过程。
• 将充油驱气开关操作2分钟。
• 如上文所述重新充注Racor单元。
• 再进行充油驱气2分钟。
• 起动发动机。
• 如果在3次曲柄起动循环之后仍无法起动发动机，请参见该步骤的“故障排除”一节对于重复充油驱气步骤的
描述。
如果来自远程油箱的燃油管充满：
• 依照基础油箱燃油供给一节的细节来执行充油驱气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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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从跨接起动电缆开始起动
警告
I

不当的跨接起动电缆连接会引起爆炸，造成人身伤害。

I

避免在蓄电池附近产生火花。火花可造成蒸汽爆炸。不要让跨接电缆两端相互接触或接触发动机。

如果装置未配备备用蓄电池系统，则可能需要利用外部电源系统来起动发动机。
跨接起动后，交流发电机可能不会把严重放电的蓄电池重新充足电。这些蓄电池必须用蓄电池充电器充到合适电压。
使用相同电压的蓄电池作为电力起动电动机。跨接起动时，只能用相同的电压。使用更高电压会损坏电气系统。
将跨接起动电缆连接在待起动的发动机之前，确保主电源开关处于断路位置。
1. 在停运的发动机上，把起动开关转到OFF (断开) 位置。关闭所有附件。
2. 将跨接起动电缆的一个正极端连接到已放电蓄电池的正极电缆端子。将跨接起动电缆的另一正极端连接到充电或起
动电源的正极电缆端子上。
3. 将跨接起动电缆的一个负极端连接到充电或起动电源的负极电缆接线端子上。将跨接起动电缆的另一个负极端连接
到停运发动机缸体或底盘接地点上。这一步骤有助于防止潜在火花点燃某些蓄电池产生的易燃气体。
4. 给蓄电池充电。起动后，如果蓄电池未能充电，则发动机不会继续运行。
5. 起动发动机。
6. 在起动熄火的发动机之后，马上以相反顺序断开跨接起动电缆。
详细资料，请咨询当地代理商。

2

眼睛保护

3
重要事项：远离蓄电池接地。远离移动中的风扇和
燃油管线

升压蓄电池

重要事项：蓄电池或蓄电池组的电压必须相同。
不要将电压混合在一起
图6.4 - 利用跨接起动电缆起动

6.2 燃料节约
发动机的效率会影响燃油经济性。制造时的设计和技术确保了在所有应用下都能提供最大燃油效率。确保始终使用原
装过滤器。遵循建议的步骤，以在发动机的整个寿命期间获得最佳性能。
• 避免燃油溅出。
• 燃油变热会膨胀。燃油可能会从燃油箱中溢出。检查燃油线路是否有泄漏。根据需要修理燃油线路。
• 请注意不同燃油的属性。请只使用推荐的燃油。
• 经常观察检修指示灯。保持空气清洁器元件的清洁。
• 确保涡轮增压器正常工作，以便保持适当的空气/燃油比。干净的排气意味着功能正常。
• 保持性能良好的电气系统。
• 一个蓄电池单元故障将导致交流发电机过度工作，消耗过量的能量和燃油。
• 确保正确调节好皮带。皮带应处于良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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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所有软管连接紧密。连接不得泄漏。
• 确保驱动设备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 冷发动机会消耗过多燃油。有可能的话，利用夹套水系统和排气系统中的热量。保持冷却系统组件清洁，保持冷
却系统组件处于良好状态。无水温调节器时不得运行发动机。这些调节器都将有助于维持工作温度。
详细资料，请咨询当地代理商。

6.3 冷天运行
FG Wilson柴油发电机组可在寒冷天气中高效运行，但柴油发动机的起动和运行会受到下列因素的影响：
• 使用的燃油类型
• 发动机油粘度
• 电热塞的工作状态
• 选配的冷起动辅助装置
• 蓄电池状况
发动机在冰冻温度下的运行和维护很复杂，主要有下列原因：
• 天气情况
• 发动机应用
FG Wilson经销商的建议是根据过去经过检验的实践得出的。本节中包含的信息为冷天运行提供了指导。

6.3.1 寒冷天气操作提示
• 发电机组工作温度为−10° C至50° C (14° F至122° F)。对于低于−10° C (14° F)的工作条件，请咨询当地的FG
Wilson经销商。
• 如果发动机可起动，运行发动机，直到达到最低工作温度80° C (176° F)。达到工作温度将有助于防止输入阀和
排放阀被粘住打不开。
• 发动机的冷却系统和润滑系统在停车后不会立即散失热量。热量存留意味着在关机一段时间后，发动机仍可随时
起动。
• 应在进入寒冷季节之前装入正确规格的发动机润滑油。
• 每周检查所有橡胶件 (软管、风扇驱动皮带等)。
• 检查所有电气接线和连接是否有任何磨损或绝缘层损坏。
• 保持所有蓄电池充满电并保温。
• 每次轮班结束时充注燃油箱。
• 排空燃油系统中的水。请参见该操作和维护手册“燃油系统主过滤器/水分离器 - 排水”。
• 每天检查空气清洁器和进风口。雪天运行时要更频繁地检查进风口。
I

酒精或起动液可能导致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酒精或起动液高度易燃，有毒，如果存放不当，可能导致人身伤害或
财产损失。

I

不要使用气溶胶类起动辅助材料，如乙醚。这样使用可能会导致爆炸和人身伤害。

6.3.2 发动机润滑油粘度
发动机油粘度正确十分重要。机油粘度将会影响发动机起动所需的转矩值。关于建议的机油粘度，请咨询当地代理商获
取更多信息。
如要确保发动机的最高性能和最大使用寿命，请确保为发动机使用的机油规格正确

API CK-4、ACEA E9、ECF-3
API CK-4和ACEA E9机油类别的化学限值如下：
•

硫酸盐灰分最高0.1%

•

最高含磷0.12%

•

最高含硫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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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化学限值是为了保持发动机后处理系统的预期使用寿命。如果不使用表格19中指定的机油，会对发动机后处理系统
的性能造成不利影响。

6.3.3 关于冷却液的建议
为冷却系统提供保护，以抵御预期的最低室外温度。天气寒冷时，经常检查冷却剂的乙二醇浓度是否正确，确保适当的
防冻保护。请咨询当地代理商获取更多信息。

6.4 发动机操作
正确的操作和保养是获得发动机最大使用寿命和经济效益的关键因素。确保遵循本手册中的指示，以最大限度延长发动
机的使用寿命。
发动机达到正常工作温度所需的时间可能比对发动机进行巡视检查的时间还要短。
发动机起动并达到工作温度后，可在额定转速下运行。发动机在低转速 (rpm) 和低功耗需求期间将会更快速地达到正常
工作温度。该程序发动机在空载时怠速运转更有效。发动机应在几分钟内达到工作温度。
发动机运转时应观察量表读数，并时常记录数据。随着时间推移比较数据有助于确定每个量表的正常读数。
随着时间推移比较数据还有助于检测到异常运行情况。如读数发生大幅变化，应进行调查。
只有紧急情况下才能使用紧急停止按钮。发动机正常停机不得使用紧急停止按钮。发动机紧急停机后，校正造成紧急停
机的问题之前，不要起动发动机。
在新发动机初次起动或维修期间，如果发生超速情况，应做好停止发动机的准备。

I

发动机超速是一种紧急情况，因此应按下紧急停止按钮。

6.5 诱导超控
如果排放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将强制发动机降额工作。这种情况下，发动机可能会因为低转速或低频率发生停机，具体
取决于发动机负荷。调查停机事件时，尤其是低速或低频造成的停机，应检查事件日志中的所有事件，而不仅仅是最近
的事件。排放相关事件可能导致发动机降额工作，最终使发动机因为低转速或低频率发生停机。
欧洲法律规定，在发电机运行故障可能导致人命攸关的直接或间接重大风险的紧急情况下，可以绕过排放系统保护。绕
过排放保护叫做“诱导超控”。诱导超控使用发动机ECU中的维修工具启用。启用后，可使用诱导超控开关激活。
在诱导超控状态下，发电机将启动计时器，在发生与排放相关的降额或停机事件时，可在诱导超控状态下运行长达120
小时。在诱导超控状态下运行发电机组具有法律影响。
激活诱导超控状态前，请与当地经销商探讨激活并报告该状态的法律程序。

6.6 燃油规格
理想的发动机性能取决于所用燃油的质量。使用高质量燃油将带来：长久的发动机寿命和可接受的废气排放水平。
合乎排放标准的产品必须使用硫含量低于0.0015% 15 PPM (mg/kg) 的超低硫柴油。在这些发动机中使用硫限
值超过15 PPM的柴油将有损或永久性损坏排放控制系统。使用硫限值超过15 PPM的柴油还会缩短保养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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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负载转移面板
在出现电网故障时，如果要求发电机组自动切换到备用电力，则需要配备可选的负载转移面板。这些转移面板旨在感
应电网何时失效，向发电机组发出起动信号，将负载从失效的电网切换至发电机组，然后在市电电源恢复后将其切换
回来。

5
1
3
7

1.
2.
3.
4.
5.
6.
7.

发电机组
电网
来自发电机组的负载馈送
来自电网的负载馈送
双线控制装置
负载转移板
负载

4

2

6

图7.1 - 负载转移面板的功能
有两种可用的负载转移面板模型：CTI和ATI系列智能转移面板。这些面板的用户指南包含在本手册中 (如果在订购时选
择)。请咨询当地代理商获取更多信息。

图7.2 – CTI和ATI系列智能转移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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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输出断路器 说明
交流发电机输出电路断路器具有充足的发电机组输出额定值。可以经由该装置来切换电力输出，将手柄升起来指示
“ON”。断路器将连续承载其额定电流，但如果在一个周期内超过任意一个相位上的额定值，则断路器将会跳闸到断
路位置，这取决于过载百分比以及断路器特征。

警告
I

只能由经过充分培训的技术人员来完成断路器的维护和/或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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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维护
警告：
I

下列过程只能由有资质的技术人员执行。

良好的维护程序是保持发电机组长寿命的关键所在。只能由有资质的技术人员来进行维护和修理。应保留该工作记
录，以便帮助开发出有效的维护程序。
通常发电机组应保持清洁。不允许燃油或油膜等液体聚集在任何内外表面上或者聚集在任何隔音材料 (如果配备) 上、
下方或周围。用含水工业清洁剂来擦拭表面。不要用易燃溶剂来进行清洁。
任何保护层已经撕破或者刺穿的隔音材料均应当立即更换，以防止材料内部积聚液体或者油膜。
请咨询有资质的发电机组技术人员获取所需预防性维护的详细信息。

8.1 蓄电池维护
警告：
I

确保对人员进行了蓄电池处理和正确使用方面的培训。在处理蓄电池时，一定要佩戴正确的个人防护设备 (PPE)。

I

应当将蓄电池维护检查作为定期维护检验的一部分。

I

在处理电解液时，一定要佩戴适当的个人防护设备。如果溅到了电解液，则立即用清水清洗受影响的地区并且寻
求医嘱。

I

绝不要向蓄电池添加未稀释的硫酸。

I

保持蓄电池竖直，以防止电解液溢出。电解液是稀硫酸，对皮肤有伤害。

I

在拆除或者配合蓄电池时，使用带绝缘手柄的工具。绝不要将工具或者金属物体横跨蓄电池端子。

I

充电期间，蓄电池释放爆炸气体。将蓄电池保存在凉爽且通风良好的区域，远离明火和火花。同时禁止吸烟。

依照法律，不可将发电机组蓄电池随家庭废物一同处置。

蓄电池包含危险材料，在充电状态下，每个蓄电池都包含有铅金属 (Pb) 电极和铅 (IV) 二氧化物 (PbO2)，并且在电解液
中含33.5%左右的w/w (6摩尔) 硫酸 (H2SO4)。在放电状态下，电极转变成铅 (II) 硫酸盐 (PbSO4)，并且电解液会损失已分
解的硫酸，主要变成水。
如果将其填埋，则会破坏环境，燃烧的蓄电池还可造成大气污染。
处理铅酸蓄电池会很危险，因此一定要遵照所有安全指南。
蓄电池是发电机组的基本部分，应当正确地维护。保持蓄电池区域清洁干燥，并确保任意通气帽紧密 (如果配备)。
用以下清洁剂清洗蓄电池壳：
• 0.1 kg (0.2 lb) 的烘焙苏打和1 L (1 qt) 清水的混合溶液
• 0.1 kg (0.11 lb) 氨和1 L (1 qt) 清水的混合溶液
用清水彻底冲洗蓄电池壳。
所有蓄电池连接必须保持清洁紧密。用细砂纸清洁端子和电缆卡箍。清洁这些项目，直到其表面光亮为止。切勿过分
地清除材料。过度清除材料可造成夹具和蓄电池端子之间连接不良。用润滑脂或其他端子防腐剂涂敷夹具和端子，以
防止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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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液液面应当覆盖蓄电池内的电镀版/栅极 (1/2英寸/13毫米)，以便最大化全电荷转移。如果液位低于极板/栅极，只
需补充蒸馏水；绝不要将蓄电池酸液注满容积，这是由于添加过多的酸会毁坏栅极。
建议每运行500小时检查一次蓄电池的电解液和状态。在高温环境条件下，建议采用温度补偿，并且更加频繁地检查电
解液液位，例如每运转200小时。应当将这些检查作为定期维护检验的一部分。

8.1.1 蓄电池拆除和配件
• 蓄电池酸液在泄漏时会灼烧衣服和皮肤，或者致盲。在断开/运输前检查蓄电池时，请穿防护服。
• 确保待装配的蓄电池充注正常的液位和电解液混合物，并且充满电。
• 如果装配了通风装置，则确保其紧紧就位。
• 在拆除蓄电池之前，对其状况进行彻底检查。如果能见度不良，则使用电筒来检查蓄电池所有侧面有无任何凹
陷或泄露痕迹。
• 如果蓄电池有任何严重的凹痕或者泄露，请联系当地代理商获得帮助。不要试图拆除蓄电池。
• 进行检查前断开蓄电池 (见下文)。
• 配合蓄电池之前，断开蓄电池充电回路。
• 在出于任何原因拆除蓄电池之前，要确保在断开之前清除所有负载，以免产生火花。首先断开负极电缆，然后
断开正极电缆，以避免与金属框架之间出现短路，然后拆除紧固蓄电池基座的压具或者带箍。蓄电池很重，因
此在升降及运送蓄电池时要小心。必要时寻求帮助。
• 在重新装配蓄电池时，确保端子柱与电缆正确对正，以避免错误连接，并且将新的蓄电池放到压紧托盘中，并
且重新连接压具或带箍。首先连接并上紧与正极端子相连的正极蓄电池电缆。然后连接并上紧与负极端子相连
的负极蓄电池电缆。
• 保持蓄电池端子清洁无腐蚀，并且用凡士林稍稍涂抹接头。
• 确保蓄电池端子牢固，这是由于松动的蓄电池端子会缩短蓄电池寿命并造成火灾危险。
• 确保正确覆盖每个蓄电池上的正极端子。
• 在装配蓄电池和/或蓄电池充电器时，请确保其正确配合。如果不确定，请咨询有资质的技术人员。
• 运输期间，请确保覆盖蓄电池端子，以消除短路可能性。
• 始终保持蓄电池竖直。

8.1.2 蓄电池液位
I

如果蓄电池有液体泄漏或者壳体破裂，请咨询当地代理商来更换蓄电池。

如需确保蓄电池在其理想电平下操作，建议依照上文第9.1节所述检查液位。
低液位
如果极板的任何部件暴露在空气中，则电解液液位会过低。如果极板未完全被电解液覆盖，则蓄电池无法满负荷操
作。将极板暴露在空气中，暴露的区域会在几日内毁坏，这会降低蓄电池的性能。如果电解液刚好低于极板顶部1/2英
寸 (13毫米) 左右，则向蓄电池中补充蒸馏水可稍微降低容量，使其恢复到可使用状态。关于蓄电池的性能及更换，请
咨询当地代理商。
建议液位
建议液位约为极板顶部上方1/2英寸 (13毫米)，或者加油管底部下方1/8 英寸 (3毫米)，加油管从注油口开口处向下延
伸。如果液位在这些建议的指南范围内，则更换注油口盖板并且在三个月内再次检查。
最大液位
最大安全液位是液体刚好达到从加注口开口处向下延伸的加注管底部。当液位达到加油管底部时，会出现一个明显的
环状弯月面，表示蓄电池已到达其最高液位，应当停止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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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预防性维护间隔计划表
根据发电机组的应用，只能改变预防性维护要求。

警告：
I

风速超过15 mph时，不得使用装有门开口限制器或套芯铰链门 (适用时) 的外壳。

I

发动机维护周期可短于本节中所示的周期。有关您的发动机的维护指南，请咨询您的本地经销商。

I

操作人员只能进行控制系统说明 - 第5节中详述的起动前检查作业。

I

下列过程只能由有资质的技术人员执行。

每天或者每次起动时：
(对于备用发电机组，这一过程可以每周进行一次。) 应当每天在起动发动机之前进行围绕一周的全面检查。在此检查
期间，应当进行第5节中所列的起动前检查。
每两个星期：
(针对未运行的备用发电机组。) 起动并且只运行5分钟，对发电机组进行操作检查。
每个月：
(针对尚未加载运行的备用发电机组。) 以至少50%负载起动并且运行发电机组1至2个小时，对发电机组进行操作和负载
检查。
从燃油箱中排出水与沉淀物 - 燃油箱底部有个排油塞或排放阀 (如果适用的话)，可通过它排空燃油箱，或通过燃油加注
管或燃油箱检修口，使用手泵将油排出。正确处置排水。
排空双层燃油箱围堤区域 - 双层燃油箱 (如果适用的话) 外侧围堤区域应通过发电机后的后部检修口来操作手泵进行排
空，并正确处置排出的液体。

警告：
I

不要长时间以低负载运行柴油发动机。

每12个月或者每500小时：
重复日常过程及下列：
1. 用电子方式模拟故障以检查所有控制系统安全装置。
2. 清洁所有蓄电池帽通风装置。
3. 上紧所有排气联管。
4. 上紧所有电气连接。
5. 起动发动机并且观察仪表板，以确保所有仪器仪表均正常工作。

8.3 交流发电机预防性维护
交流发电机无需定期维护，但要遵照下列建议：
• 定期检查交流发电机绕组状态，并进行常规清洁。
• 定期检查交流发电机和断路器之间的电缆连接。
• 咨询当地代理商。

8.4 发动机预防性维护
有关以下各项对应的具体维护要求的指南，请咨询您的本地经销商。
• 每日起动检查
• 每周维护
• 维护计划 - 只能由具备资格的技术人员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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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后处理系统保养
DEF加注口滤网
I

确保在执行任何保养或修理前，先使发动机停止。

1. 确保柴油机尾气处理液 (DEF) 罐的盖子周围区域是干净的。取下盖子 (1)。
2. 使用适当的工具按下锁片 (2)，以松开锁片。锁片松开后，从DEF罐颈接口 (4) 上取下滤网 (3)。
3. 可以用清水清洗滤网，然后用压缩空气吹干。
4. 如果滤网无法清洁或已经损坏，必须进行更换。
5. 将滤网 (3) 装入DEF罐颈接口 (4) 中。将滤网按入罐颈接口，确保锁片 (2) 放置正确。安装盖子 (1)。

DEF歧管过滤器
I

确保在执行任何保养或修理前，先使发动机停止。

在产品检查、保养、测试、调节和修理期间，必须确保对系统中的柴油机尾气处理液 (DEF) 采取封存措施。打开舱室或
拆解储有液体的部件之前，应准备好容器来盛接流出的液体。
按照当地法规和要求处理所有液体。
确保在执行任何保养或修理前，DEF歧管周围区域清洁无污染。
1. 请注意夹具 (2) 的位置。夹具 (2) 必须在标记位置 (A) 中间
2. 松开夹具 (2)，从DEF罐顶盖 (1) 上拆下外部过滤器 (3)，并进行丢弃处理
3. 拆下螺丝 (7)，并拆下固定板 (6)
4. 从吸入管 (4) 上拆下DEF过滤器 (5)，并丢弃使用过的过滤器 (5)
5. 将新过滤器 (5) 安装在吸入管 (4) 上
6. 安装固定板 (6) 和螺丝 (7)。
7. 将新的外部过滤器 (3) 安装在DEF罐顶盖 (1) 上。确保夹具 (2) 位于定位点 (A) 之间
8. 拧紧夹具 (2)
9. 安装DEF罐顶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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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切勿将柴油机尾气处理液 (DEF) 放置在直射阳光下储存。

8.6 在发电机组上或其附近进行焊接
在发电机组上或其附近进行焊接时，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和正确的规程，否则电焊机的电流可能严重损坏电气/电子
及其它部件。
如果是电子式发动机，发动机ECM中的部件复杂多样，将会造成严重损坏。
必须遵循正确的焊接规程，以免损坏发动机ECM、传感器及相关部件。如有可能，从设备上拆下需要焊接的部件，然
后再进行焊接。如果无法拆除部件，则必须遵循正确的规程。
当在配备电子发动机的设备上进行焊接时，以下是最为安全的规程。

警告：
I

不得将电焊机接地到ECM或传感器等电气部件。接地不当会损坏驱动机构、轴承、液压部件、电气部件及其它
部件。

I

接地线不得跨越机组中心线。接地不当可能会损坏轴承、曲轴、转子轴及其它部件。

I

将电焊机的接地线夹到要焊接的部件上。夹子应尽可能靠近焊接位置。这有助于减小损坏几率。

I

在无爆炸危险的区域执行焊接。

1. 停止发动机。将开关电源转至“OFF” (断开) 位置。
2. 从电池上断开电池电缆。如果提供电池断开开关，则断开开关。如有可能，完全拆下电池。
3. 从ECM上断开连接器。将线束移至其他位置，使线束不会意外返回及触碰任何ECM针脚。

8.7 报废和处理
产品停用后，当地对产品停用的规定可能会有所不同。不同的地方法规对产品的废弃处理也不同。请咨询当地代理商
和发电机组的材料处置地方性法规
废弃物处理不当会对环境造成威胁。请遵守当地的所有材料报废和处理法规。发电机组中的大多数铁、钢和铜都可以
被专门从事废金属回收的公司收取
某些部件如电缆、电子附件和塑料需要由专业人员处理。请就此类物品的清除咨询专业公司
报废和处理产品时，应佩戴适当的个人防护设备。
关于更多信息，请咨询FG Wilson当地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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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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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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