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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说明书用于帮助理解FTA1100的安装和操作。在连接控制器前请认真阅读这些说明。如果
发现说明书中有任何未解决的问题，请联系当地Firetrol代表或工厂服务部。

简介
Firetrol® FTA1100组合式自动和手动柴油发动机消防泵控制器用于启动和监控消防泵柴油发

动机。控制器采用铝酸或镍镉蓄电池，可以与12 或24V 阴极接地系统一起使用。FTA1100消防
泵控制器通过美国安全检测实验室公司根据UL218《消防泵控制器标准》和加拿大标准协会《工
业控制设备标准》的检测，获得了美国工厂互检业务协会的认可。控制器设计符合或超过了授权
当局以及国际电气制造业协会以及最新版的NFPA 20《离心式消防泵安装》和NFPA 70《国家电
气规范》的要求。 

安装控制器—
注—参阅适当的工作计划确定控制器的安装位置。控制器必须安装在发动机内。
工具和材料（所有安装形式）：
1. 用于维修电动机械设备的各类普通手动工具。
2. 打孔（沟）机。
3. 用于钻墙/地板锚孔的钻机。
4. 手持水准仪。
5. 卷尺。
6. 如果采用墙式安装，需四个（4）锚固件，包括螺栓和垫圈。如果安装在地板/基座上，需六个

（6）锚固件，包括螺栓和垫圈。

墙式安装— 
程序—
1. 确定底部安装支架和五金构件的位置。
2. 检查有无损坏。
3. 将控制器轻轻地平放在其后面，为了不损坏油漆，应采取保护措施。最好将控制放置在远离实

际安装位置的位置。
4. 采用提供的五金构件将各支架与外箱底部相连，紧固螺母。

注—必要的安装尺寸见控制器尺寸图纸。
采用四（4）个墙锚将控制器安装在墙上，2个墙锚用于顶部吊耳，2个墙锚用于底部安装支

架。为了便于安装，吊耳和支架的中心线应相同。

1

警告
当心触电

可能造成人身伤害。在安装和维修本设备前，
确保断开所有电源。

警告
当心人身伤害 

控制器不能与固定的底部安装支架垂直。在未准备好墙
锚进行控制器安装前,仍放在后面。



5. 采用尺寸印记或测量2个下部支架槽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将尺寸描绘在墙上。注：如果泵房可
能被洪水淹没，外箱的底部边缘至少应距地板12”（305 mm.）。

6. 在墙上钻孔，并放入2个锚固件，安装2个下部支架槽。
7. 确定上部安装吊耳中各孔在墙上的位置。
8. 在墙上钻孔并放入2个锚固件，安装上部结构。
9. 安装2个下锚固件的螺栓和垫圈，垫圈和墙之间预留缝隙。
10. 抬起控制器并从下面将将底部安装槽放置在2个下锚固螺栓上。不要拧紧螺栓。
11. 对齐上部安装吊耳中的各孔，安装锚固件上的2颗螺栓和垫圈。
12. 必要时，为了确保外箱后部是垂直水平面且外箱不受压力，给锚固件垫入填片。拧紧4颗锚

固螺栓。
13. 检查是否能够自由打开和关闭外箱门，外箱是否安放水平。

地板/基座式安装— 
程序–
安装支架（可选 –如果订购)
程序—
1. 打开支架包装并安装五金构件。
2. 检查支架是否损坏。
3. 将控制器轻轻地平放在其后面，为了不损坏油漆，应采取保护措施。最好将控制放置在远离实

际安装位置的位置。
4. 通过提供的五金构件将各支架固定在外箱的底部。拧紧螺母。
5. 在将各支架固定牢固后，将控制器放置在支架上，进行安装。各支架在底部皆设有3个孔，用

于将支架锚固在地板或基座板上。

注—参阅适当的工作计划确定控制器的安装位置。
必须的安装尺寸见控制器的尺寸图。

使用各支架中3个预先设置的孔将控制器安装在地板/基座板上。为便于安装，各孔中心线应
相同。
6. 采用尺寸印记或测量各孔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将这些尺寸描绘在地板/基座板上。
7. 在地板/基座板上钻3个孔，用于锚固支架。
8. 标记安装相对的支架的孔的位置，钻3个以上的孔。
9. 用螺栓和垫圈将控制器固定在地板/基座板上，并拧紧螺栓。
10. 检查是否能够自由打开和关闭外箱门，外箱是否安放水平。

电气连接
重要注意事项—
在进行任何现场接线前：
1. 打开外箱门，检查内部部件和布线是否有散口或松动的电线或其它可见损坏。

2

警告
当心人身伤害

不要竖立控制器！在打开门或操作前,控制前必须固定于
地板或墙面上。



2. 验证控制器信息是否是项目要求的信息：
  • Firetrol产品目录号
  • 发动机电压和接地极性
  • 进线电压和频率
  • 最大系统电压
3. 项目电气承包商必须提供根据《国家电气规范》、当地电气规范和任何其它具有管辖权当局要

求进行现场接线所需的所有必要电线。
4. 布线信息请参阅适当的现场接线图。

程序— 
所有发动机连接、远程报警功能和交流电线必须引入底部的外箱内（精确位置见尺寸图）。为

了便于安装，提供有密封压盖。
步骤如下：

1. 使用打孔（沟）机而不使用焊枪或钻孔机在密封压盖打孔，用于安装一定大小的导管。
2. 安装必要的导管。
 警告—导管入口只能使用密封压盖。如果使用任何其它位置，控制器质量保证无效。
 注—所有现场布线应与控制器内的端子板相连。互连发动机端子板上相应有标号端子的端子位

于电路断路器之间（CB1、交流电源和 CB2-CB3，蓄电池接头）。不是所有发动机均要求连
接所有端子。适当信息请参阅发动机布线图和现场接线图。用于连接远程报警功能和选配功能
的其它端子位于控制器继电器盘上。

 交流线接头与 L1和 L2（1CB）端子连接。标记有“G”的接地片用于接地连接。该交流电路应
由具有尺寸符合《国家电气规范》和其它当地规范的电路断路器的电源供电。 
拉出进行发动机连接、远程报警功能、交流电源和所有其它选配功能所必须的所有电线。为了
与端子板相连，外箱内应预留足够长的电线。确保参阅适当的现场接线图。确保已关闭交流电
路断路器（CB1）和蓄电池电路断路器（CB2、CB3）。
警告—不要将控制器电线槽用于常规外部布线。

电线尺寸—
• 除蓄电池充电器接线外，所有电气连接至少应采用#14 AWG电线（蓄电池充电器与端子6     
 、8和11相连）
• 端子6、8和11上的电线，通过下述信息规定电线尺寸：

4. 对远程报警功能和任何其它选配功能进行所有现场连接。
5. 在连接交流电源前，验证交流线电压和频率是否与外箱门上控制器参数板上的相应数据相符。

0’ to 25’ (0 to 7.62 m.)
25’ to 50’ (7.62 m. to 15.24 m.)

控制器至发动机上端子板的
纵尺（从电线槽内）

最大电线尺寸

#10 AWG (6 mm2)
#8 AWG (10 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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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交流电源与“L1”和 “L2”（CB1） —120 V，60 Hz相连，或按控制器数据牌说明相连。
7. 将远程常开启动按钮电线与端子“13” 和 “14”相连（如果使用）。
8. 如果使用集水阀，拆除端子“16”以及“17”的跨接线。将来自集水阀上常闭触点的电线与端子“16”

以及“17”相连。
9. 将远程常开关机互锁电线与端子“15”和“16”相连（如果使用）。工厂安装的跨接线应安装在这

些端子上。如果安装互锁设备，可以拆除这根跨接线，否则将跨接线移到适当位置，直到完成
IIXG型控制器设置。

10. 检查所有接线是否正确（根据现场接线图）和牢靠。
11. 关闭外箱门。

系统压力连接管
FTA1100控制器需要一（1）段从系统管道至外箱的“系统压力”连接管。为此，外箱底部和外

侧设有1/2” FNPT接头。
“测试排水”连接管，位于“系统压力”连接管左侧，应与排水沟或废水沟用管道相连。只有在每

周测试期间方可短时使用“测试排水”连接管。
注— “测试排水”连接管必须是自由流动的。这条管道上不要使用任何阀门或栓塞。
泵系统和控制器之间的感测管的正确现场布管程序见NFPA 20。

编程 MARK IIXG
1. 对电路断路器1CB（交流电源），2CB 和3CB（蓄电池接头）供电（旋至“开”位置）。根据本

手册中的程序设置说明设置压力、定时器等。
2. 当完成所有程序设置和准备投入使用时，拆除端子15和16上的互锁跨接线。该跨接线是工厂

安装的，用于在安装和设置期间防止启动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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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POWER AVAILABLE
ALARM
MAIN SWITCH IN AUTO
MAIN SWITCH IN MANUAL

SYSTEM PRESSURE LOW
ENGINE RUNNING

ENGINE FAIL TO START
ENGINE TEMPERATURE HIGH
ENGINE OIL PRESSURE LOW
ENGINE OVERSPEED
ENGINE ALTERNATE ECM
ENGINE FUEL INJECTOR MALFUNCTION

FUEL LEVEL LOW
AUTOMATIC SHUTDOWN DISABLED

CHARGER MALFUNCTION
BATTERY #1 TROUBLE
BATTERY #2 TROUBLE

SYSTEM STATUS

DIESEL

Esc Enter

Silence

Esc Enter

Silence

Ready 132 psi
1

09-28-2009            14:37:06

11.7 0.8A 120~
2 11.5 0.7A 118~

IIXG型用户界面和显示器

1

2

4

3

5

6

信息显示
控制状态和系统压力蓄电池1和2状态—直
流电压、充电电流、交流电压（充电器）
有效报警—主要状态
通知日期——时间或有效计时器
第二状态通知

1

ESC按钮
用于向后翻动菜单屏幕2

输入按钮
用于向前翻动菜单屏幕，和保存用户
定义的设置

3

方向箭头
用于向上或向下拉动菜单屏幕和
更改用户定义的值。

报警消声按钮
用于消除声音报警

系统状态LED
提供重要系统信息的直观显示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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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XG型用户菜单结构

主菜单

设置

系统设置 日期和时间 定时器 压力 发动机和曲柄启动 报警限制 功能设置
显示

语言/单位
密码

时间
日期

日光节约

开机延迟时间
最短运行时间

单位
启动
停止

自动关机
超压
记录

传感器
校正

控制
# 尝试

发动机启动时间
静止时间
超速时间1

超压
系统直流电压设 

置
最小直流电压
最大直流电压
最小交流电压
最大交流电压

线圈检查

交流故障启动
互锁报警

低压声音报警
吸入压力低

总开关设置错误
手动测试

泵运行报警
远程启动
用户输入
每周测试

PR 温度低
液位低

安全阀打开
燃油油位高

液位高

事件日志

事件历史

数据历史记录

要求启动次数 � 启动次数 � 泵的总运行时间•泵最近 � 次运行时间 � 控制器供电
时间 � 最近一次泵启动 � 最小压力 � 最大压力 � 最近一次高温 � 最近一次低油
位 � 最近一次低燃油油位 � 最近一次充电器故障 � 最近一次蓄电池故障 � 近期

过速 � 蓄电池1 的电压（最小、现在和大） � 蓄电池2的电压（最小、现在和最
大）� 蓄电池1 的电流（最小、现在和最大） � 蓄电池2 的电流（最小、现在和

最大） 

操作设置

USB

状态
保存到USB
移出USB盘

工厂

配置
诊断
工具

关于

型号 #
S/N

SW P/N
SW构建验证
启动代码验证

（按控制器
命令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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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设置说明

Firetrol IIXG型设有多级密码保护。通过1级密码保护用户可编程功能。

1级密码
2  -  1  -  1  -  2

注：许多菜单设置具有“启用/禁用”选项。启用的这些选项用 “ü” 表示，禁用的选项用 “x” 表

示。在许多情况下，启用 “ü” 也能够表示为是，禁用 “x” 表示为否。

1 表示修改设置所需密码等级。

7

警告
当心财产损失、死亡或伤害

控制器设置错误或设置不当可能造成消防系统不可用。仅由合格，
有经验的人员操作本设备。



使用           箭头设置当前日期格式（年-月-日、日-月-年、月-日-年）。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使用      以及      箭头选择首选的压力单位显示（psi、bar、kPa）。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使用      以及      箭头启用或禁用反向显示（具有黑色文字的明亮背景）。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使用      以及      箭头设置需要的显示对比度。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使用      以及       箭头设置需要的显示亮度。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IIXG型用户菜单设置 

设置 系统设置 显示 亮度 1

系统设置 - 显示

设置 系统设置 显示 对比度 1

设置 系统设置 显示 反向 1

设置 系统设置 显示 键盘 1
使用      以及      箭头设置显示返回主屏幕前键盘不活跃的时间。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系统设置 –语言和单位

设置 系统设置 语言和单位 语言 1
使用      以及      箭头选择需要的显示语言。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设置 系统设置 语言和单位 压力 1

注： 许多菜单设置具有“启用/禁用”选项。启用的这些选项用 "ü” 表示，禁用的选项用 “x” 表示。

1 表示修改设置所需密码等级。

系统设置 –密码

设置 系统设置 密码 1级 1
使用                    箭头设置1级访问的首选密码。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设置 系统设置 2级 2
使用                    箭头设置2级访问的首选密码。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注：较高级能够修改低级密码（2级能够修改1级）。如果修改了工厂默认设置的密码，并且忘记了密码，可以通过
重设密码修改密码。

设置 – 日期和时间

设置 日期和时间 时间 1
使用                    箭头设置当前当地时间（24小时格式）。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设置 日期和时间 日期 1
使用                    箭头设置当前日期（年-月-日）。根据需要自动更新星期显示。
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设置 日期和时间 日期格式 1

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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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日期和时间 日光节约 1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自动日光节约时间调整。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DST +) “开始” - 小时

使用           箭头设置调整日光节约开始或结束时间的分钟数。  
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

使用           箭头设置每日日光节约时间开始的小时。
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DST +) “开始” - 天 使用                    箭头设置每月日光节约时间开始的号数。  
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DST +) “开始” - 月 使用           箭头设置每年日光节约时间开始的月份。
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例如：小时=2：00，号数=2号星期日，月份=三月  表示日光节约时间将在三月二号星期日早上2：00开始。)

(DST -) “结束” - 小时 使用          箭头设置每日日光节约时间结束的小时。
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DST -) “结束” - 天 使用                    箭头设置每月日光节约时间结束的号数。
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DST -) “结束” - 月 使用           箭头设置每年日光节约时间结束的月份。
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例如：小时=2：00，号数=1号星期日，月份=十一月  表示日光节约时间将在十一月一号星期日早上2：00结束。)

设置 – 定时器
设置 定时器 延时开机 1

使用                    箭头设置需要的延时开机时间。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注：延时开机（也称为依次启动）时间是指当收到自动启动请求时，延迟启动电机。

设置 定时器 最短运行/关机延迟 1
使用           箭头设置最短运行或关机延迟定时器模式。按       键以及使用                     箭头设置所需时间。
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注：当启动电机时将开始最小运行时间。当已经保存系统压力，完成压力设置时，将开始关机延迟时间。

设置 – 压力
设置 压力 单位 1

使用            箭头设置所需压力单位制（psi、bar、kPa）。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设置 压力 启动 1
使用           箭头设置需要的泵启动压力。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设置 压力 停止 1
使用           箭头设置需要的泵停止压力。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注：泵停止压力必须低于泵搅动压力（包括最小吸入压力），否则，泵在启动后将连续运行。

设置 压力 禁用自动停机 1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自动停机禁用功能。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注：启用该功能意味着只能手动停止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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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该设置。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设置 压力 过压报警 1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过压报警功能。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限值 使用           箭头设置过压报警的压力限值。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设置 压力 记录 -德耳塔 1
使用           箭头设置压力德耳塔记录限值。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每小时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每小时压力记录。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注：无论何时压力变化超过设置的限值，将记录该压力。

注：每小时整点记录压力。

设置 压力 校正 –调到零 2

使用           箭头设置零点校正值。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设置量程 使用          箭头设置量程校正值。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注：当完成校正时从端子#15 和16拆除互锁跨接线。

注：在进行前，为了防止发动机启动，将跨接线放置在现场端子#15 和16之间。采用校正过的压
力计对设置进行正确调节。

卸下/释放控制器感测管的系统压力，如果压力计显示为0 psi，无需调节，否则将将零点校正设置成与压力计上读数
相同的数值（例如，随着卸下系统压力，压力计的读数为3 psi，零点校正值为3）。

采用校正过的压力计将压力恢复到控制器感测管。调节量程设置，以匹配压力计上显示的值。

设置 – 发动机和曲柄启动
设置 发动机和曲柄启动 控制

显示当前值（机械的或电子的）。该设置确定正使用的发动机的类型。

恢复默认设置 使用           箭头启用恢复默认设置。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注：校正设置将恢复到出厂设置，以及重设功能将自动返回到禁用状态。

3

使用           箭头选择发动机类型。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设置 发动机和曲柄启动 超速（发动机端子 #1) 1
该设置确定燃料阀继电器（端子#1）在超速条件下是否有电。部分发动机需要该输出。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该设置。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设置 – 报警限制
设置 报警限制 过压报警启用 1

限值
使用           箭头设置激活报警器时的压力限值。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设置 报警限制
显示控制器蓄电池电压设置。只是信息——在这个菜单无法更改设置。

使用           箭头设置蓄电池故障报警的最小电压点。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设置 报警限制 1最小值

10

设置 压力 传感器
显示传感器（感应器）的最大工作压力，从这个位置无法更改数值。

此外，该屏幕显示的数值为曲柄启动循环数值（曲柄启动次数，曲柄循环持续时间，休息周期持续时间）。这只是
显示的信息，无法更改。



使用           箭头设置蓄电池故障报警的最大电压点。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设置 报警限制 1最大值

使用           箭头设置低交流电压报警的最小电压点。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设置 报警限制 1V  最小电压

使用           箭头设置高交流电压报警的最大电压点。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设置 报警限制 1V  最大电压

启用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高交流电压报警。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1

启用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低交流电压报警。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1

设置 报警限制 1线圈检查
使用           箭头设置监控发动机启动电磁线圈（1-、-2、1和2、关）。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设置 - 功能设置
设置 功能设置

1

交流电源损失启动
启用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交流电压损失启动功能。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1延迟
使用           箭头设置交流电压以及发动机启动损失之间的延迟时间（0-60秒）。
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设置 功能设置 1互锁报警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互锁开启报警。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设置 功能设置 1低压声音报警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低系统压力声音报警。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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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低吸入压力报警。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设置 功能设置 低吸入压力

1声音报警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低吸入压力声音报警。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1总报警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低吸入压力总报警输出（报警继电器）。
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1泵房
使用           箭头选择低吸入压力的报警输出继电器（禁用、PTR（泵房故障）、ETR（发动机故障）、PTR 以及 
ETR）。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1启用

设置 功能设置 总开关误动作设置

1
使用           箭头选择总开关误动作设置报警继电器运行方式。“捡起”表示当开关不是自动模式时继电器上电。“退出”
表示当开关不是自动模式时，继电器掉电。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使用           箭头选择泵运行的报警输出继电器（禁用、PTR（泵房故障）、ETR（发动机故障、PTR 以及 ETR）。
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设置 功能设置 手动测试

1持续时间
使用          箭头设置当采用手动测试按钮时的最小运行时间（持续时间）（10 - 99 分钟）。
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设置 功能设置 泵运行报警

1声音报警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泵运行的声音报警。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1总告警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泵运行的总告警输出（报警继电器）。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1泵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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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功能设置 远程启动

1延时开机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当采用远程启动时的延时开机定时器功能。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注：延时开机定时器必须在定时器设置菜单中设置。

1自动关机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当采用远程启动时的自动关机功能。
注：如果启用，在定时器设置中设置最小定时器。  
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设置 功能设置 用户输入

1启用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用户定义的报警。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1延时开机
使用           箭头选择在确认报警前延时开机时间（0-99 秒）。 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1声音报警
使用           箭头选择用户输入是否激活声音报警。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1总告警
使用           箭头选择用户输入是否激活总告警输出（报警继电器）。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1泵房
使用           箭头用户输入是否激活报警输出（禁用、 PTR（泵房故障）, ETR（发动机故障）、 PTR 以及 ETR）。
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1开机消息正文

使用                     箭头程序编制当激活用户定义的报警时显示和记录的消息。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1关机消息正文
使用                    箭头程序编制当禁用用户定义的报警时显示和记录的消息。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设置 功能设置 每周测试设置

1启用
使用           箭头禁用或定义每周测试功能的频率（禁用、 每周、每2周、每5周……）。
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1ON
使用           箭头选择进行每周测试的星期中的某天。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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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功能设置 安全阀打开

1声音报警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安全阀打开声音报警。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1总告警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安全阀打开总告警输出（报警继电器）。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1泵房
使用           箭头选择安全阀打开报警输出继电器（禁用、 PTR（泵房故障）, ETR（发动机故障）、 PTR 以及 
ETR）。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1AT
使用                     箭头选择进行每周测试的那天的时刻。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1FOR
使用           箭头选择每周测试的持续时间（发动机运行时间）。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1星期当前时间
使用           箭头选择每周测试计划的当前时间帧。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例如：假设计划在每两周的星期天进行测试，今天是星期五，如果需要在这周进行测试，则在这以后的每隔一
周，我们可以设置成每两周的第二周。如果需要在下星期日进行测试，不是这周的星期日，我们可以设置成每两周
的第一周）。

设置 功能设置 低泵房温度

1声音报警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低泵房温度声音报警。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1总告警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低泵房温度总告警输出（报警继电器）。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1泵房
使用           箭头选择低泵房温度报警输出继电器（禁用、 PTR（泵房故障）, ETR（发动机故障）、 PTR 以及 
ETR）。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设置 功能设置 低水位

1声音报警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低水位声音报警。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1总告警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低水位总告警输出（报警继电器）。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1泵房
使用           箭头选择低水位报警输出继电器（禁用、 PTR（泵房故障）, ETR（发动机故障）、 PTR 以及 ETR）。
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设置 功能设置 高燃油油位

1声音报警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高燃油油位声音报警。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1总告警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高燃油油位总告警输出（报警继电器）。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1泵房
使用           箭头选择高燃油油位报警输出继电器（禁用、 PTR（泵房故障）, ETR（发动机故障）、 PTR 以及 
ETR）。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设置 选项 设置
注：各控制器可用选项清单及其相关设置可能不相同。可能出现的最常用的用户自定义的设置如下：

1声音报警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所选选项的声音报警。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1总告警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所选选项的总告警输出（报警继电器）。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1泵房
使用           箭头选择所选选项的报警输出继电器（禁用、 PTR（泵房故障）, ETR（发动机故障）、 PTR 以及 
ETR）。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事件日志
事件日志是储存在IIXG型内存中的事件记录（压力记录、报警、启动等）。按事件发生的顺序记录各事件，该内存
可以储存3000个事件。最近发生的事件列示为“第一”（最近事件表示为事件#1）。利用下述各键浏览各事件）

按一次事件向前滚动一个（1 - 2 - 3....等等）
按一次事件向后滚动一个（55 - 54 - 53....等等）
按一次事件向前滚动十个（60 - 70 - 80....等等）
按一次事件向后滚动十个（91 - 81 - 71....等等）

按住这些箭头键不松开可实现快速滚动。

数据历史
数据历史是控制器使用寿命内保存的重要数据和事件的记录。
使用           箭头滚动储存在数据历史日志中的信息。可用信息包括：
要求启动次数• 实际启动次数 •泵的总运行时间•泵最近一次运行时间• 控制器供电时间• 最近一次泵启动时间/日期•
最小系统压力 • 最大系统压力 • 最近一次高温报警时间/日期• 最近一次低油压时间/日期 • 最近一次低燃油油位时间/
日期•最近一次充电器故障时间/日期• 最近一次蓄电池故障时间/日期•最近一次发动机超压时间/日期•蓄电池1和2 的
电压（最小、现在和大） • 蓄电池1 和2 的电流（最小、现在和最大）

USB

1储存到 USB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储存到USB功能。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下述各项可以保存到U盘内：事件日志、数据历史、控制器信息以及所有用户定义的设置（压力设置、 定时器设
置、报警设置等）。保存的文件为以控制器序列号命名的文本文件（8765432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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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功能设置 高水位

1声音报警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高水位声音报警。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1总告警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高水位总告警输出（报警继电器）。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1泵房
使用           箭头选择高水位报警输出继电器（禁用、 PTR（泵房故障）, ETR（发动机故障）、 PTR 以及 ETR）。
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工厂 配置 型号

3序列号

使用                     箭头输入控制器的序列号。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注：这是工厂设置的参数，正常情况下无法修改。

3型号
使用           箭头选择所需型号。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注：这是工厂设置的参数，正常情况下无法修改。

3蓄电池型号
使用           箭头选择所需蓄电池型号。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注：这是工厂设置的参数，正常情况下无法修改。

3蓄电池电压
使用           箭头选择所需蓄电池电压。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注：这是工厂设置的参数，正常情况下无法修改。

3压力传感器
使用           箭头选择是否使用压力传感器（感应器）。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注：这是工厂设置的参数，正常情况下无法修改。如果禁用，将禁用设置/压力中的菜单选项。

3自动启动NC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该参数。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注：这是工厂设置的参数，正常情况下无法修改。

3用户输入数字
使用           箭头选择用于用户定义选项的输入。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注：这是工厂设置的参数，正常情况下无法修改。

1屏幕保护程序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屏幕保护程序功能。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注：在返回主屏幕以及无任何动作5分钟后，显示屏幕自动变模糊。通过按键或任何事件造成屏幕出现消息时，该
屏幕将“醒来”，并返回设置的亮度。该功能用于延长显示器的使用寿命。建议不要禁用该功能。

工厂 配置 选项 3
这是工厂增加订单选项的区域。设置/选项设置菜单可能出现这些选项的任何用户自定义参数。

工厂 配置 模数转换器校正
该区域显示模拟数字转换器校正值。由制造商进行该校正。对这些设置的任何修改必须由工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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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移出驱动器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移出驱动器功能。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很象计算机，移出驱动器功能在从IIXG型移出U盘时确保该文件被关闭。采用这个功能有助于防止文件损毁。
注：IIXG型还具有自动每日保存功能。每天午夜（0：00），当天事件被写入U盘的文件中。这个文件也为文本文件
（.txt），以月份命名，保存在Firetrol下的当年文件夹中（x:\Firetrol\2009年\9月.txt）。

4

3低吸入压力
使用           箭头选择用于低吸入压力选项的输入。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注：无法修改这个值，除非在选项配置中已经选择低吸入压力选项。



指示灯测试 1
使用           箭头启用指示灯测试。按输入按钮          开始测试。所有系统状态 LED应亮起。
        使用           箭头禁用指示灯测试。按输入按钮          结束测试。系统状态LED应熄灭，并返回正常指示。

声音报警测试 1
使用           箭头启用声音报警测试。按输入按钮          开始测试。声音报警器发出声音。
        使用          箭头禁用声音报警测试。按输入按钮          结束测试。关闭声音报警器。

USB 测试 1
使用          箭头启用USB测试。按输入按钮         t开始测试。小的测试文件写入U盘，然后驱动器复述该测试文件。
如果成功写入或读入，则通过测试。在完成测试后设置将自动返回禁用状态。

标志
这些标志是制造商级测试工具的一部分。

工厂 工具

3清除数据历史
使用           箭头启用该选项。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数据历史将被清除，选项将自动恢复到禁用状 态。
注：一旦清除数据，不能恢复该数据。

3清除事件日志
使用           箭头启用该选项。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事件日志将被清除，选项将自动恢复到禁用状态。 
注：一旦清除数据，不能恢复该数据。

3恢复出厂设置
使用           箭头启用该选项。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IIXG 型将重设为“立即可用”默认设置。
注：所有用户和工厂配置设置将丢失。

3固件更新
这是安装固件升级的工具。从U盘安装更新。屏幕上的说明将指导完成该过程。安装固件通常需要数分钟时间，但
在安装过程中控制器将停止运行。

关于
显示下述信息：型号、序列号、软件（零件编号、创建号、日期）以及启动代码（零件编号及版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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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 诊断
原始输入：模拟
显示输入值。该信息用于排除工厂级故障。

原始输入：独立部件
显示输入值。 该信息用于排除工厂级故障。

原始输入：键
显示输入值。 该信息用于排除工厂级故障。

原始输出：独立部件
显示输入值。 该信息用于排除工厂级故障。

IIXG型启动
显示IIXG型启动的次数。



当安装作为替代部件的蓄电池充电器时，有必要验证正确的充电器设置，必要时对设置进行调整。

1.  引入交流电压115 或 230V。
2.  蓄电池电压- 12 或 24 V 直流。
3.  蓄电池类型 -9 或 18号铅酸/镍镉蓄电池/10 或 20镍镉蓄电池。

如果蓄电池充电器在设置不正确的情况下上电，可能损坏充电器及/或蓄电池。

Firetrol® 蓄电池充电器采用自动四步充电循环。各充电循环如下：
第 1步：赋予资格阶段（黄色以及绿色LED闪亮）
  在该阶段，蓄电池充电器检查蓄电池，以确保蓄电池能够接受快速充电。蓄电池充电器还检查蓄 
  电池有无漏失或故障。如果充电器检测到蓄电池有漏失或故障，将发出故障信号
 （红色LED常亮）。
第 2步：快速充电（黄色 LED常亮）
  对蓄电池充电，直到达到峰值电压。
第 3步：容积充电（黄色 LED常亮 以及绿色 LED缓慢闪烁）
  以峰值电压的恒定电位电能对蓄电池充电，直到电流达到500mA。
第 4步：浮动充电（绿色 LED常亮）
  对蓄电池进行消流充电，以维持尖峰电位。

•充电器重设按钮（重设充电循环，开始充电）

蓄电池充电器

交流电源熔断器
类型3AG 6A 250V

交流电源电压选择器
115V or 230V

直流电源熔断器
类型3AB 20A 250V

蓄电池类型选择器
9 - 18号铅酸/镍镉蓄电池/
10 - 20镍镉蓄电池

蓄电池电压选择器 
12V或24V

快速充电 LED

浮动LED

故障LED

充电器重设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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