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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
通电时，请勿进行设备安装或设备维护操作！接触带电设备可能导致死亡、人身伤害或重大财产
损失。在继续进行操作前应确认并无电压存在，且应始终遵循公认之安全规程。打开外壳门之
前，控制器的“ON-OFF”开关必须置于“OFF”的位置。对于误用或不当安装FIRETROL品牌产品的
情况，FIRETROL不予承担责任。

介绍
 Firetrol® FTA550 XG管道补压泵控制器适用于消防泵系统。主要用于在安装消防泵时维持压
力，以避免主消防泵发生不必要的循环。

 Firetrol管道补压泵控制器已由美国保险商实验室公司列出，且符合UL508标准、《工业控制标
准》、CSA标准以及《工业控制设备标准》。该产品已达到或超越审批机关、国际电器制造业协
会（NEMA）、美国消防协会70的最新版以及《国家电气规范》的各项要求。
 
本说明旨在帮助用户理解各种控制器的安装和运行要求。在连接或运行控制器前，请仔细阅读本
说明。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当地的Firetrol代理或工厂服务部。

安装控制器
注：——请查阅相应的工作计划，以确定控制器安装位置。所需工具和材料（整个安装过程）如
下：
  1. 用于维修机电设备的各种常用手工具。
  2. 用于打钻墙壁锚栓孔的电钻。
  3. 孔（管）冲头。
  4. 手持水平仪。
  5. 卷尺。
  6. 每个外壳配置四个装有螺栓和垫圈的锚固装置。

步骤—
注——请参考控制器尺寸图以获得必要的安装尺寸。

该控制器为壁装式，应使用至少四（4）个墙锚，其中2个墙锚用于顶部安装支架，另外2个则
用于底部安装支架。所有支架尺寸应位于相同的中心线，以便于安装。
1. 通过尺寸打印或是测量下支架插槽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将尺寸抄录在墙上。注意：在泵房发生

水浸事件的情况下，外壳的底部边缘离地高度最小值应为12”（3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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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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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钻孔并将锚件钉入墙，以安装下部支架。
3. 在墙上标记上部安装支架的孔位。
4. 钻孔并将锚件钉入墙，以安装上部支架。
5. 在下部锚件内安装螺栓和垫圈，垫圈和墙壁之间应留出间隙。
6. 对齐上部安装支架孔位，于锚件内安装螺栓和垫圈。
7. 必要时用垫片填塞锚件，以确保外壳后部垂直方向水平且外壳未受压。拧紧所有锚栓。
8. 检查以确保外壳门能够顺畅打开和关闭，且外壳为水平放置。

进行电气连接
重要注意事项—
在进行现场连接之前：
1. 打开外壳门并检查内部部件以及接线是否有磨损迹象、线路松动或是其他可见的受损情况。
2. 查证项目所需控制器之信息：
  • Firetrol产品目录号
  • 电机电压和功率
  • 进线电压和频率
  • 最大系统压力
3. 项目电业承办商必须根据《国家电气规范》、当地的电气规范以及其他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

提供所有必要的现场接线连接。
4. 请参阅相应的现场连接图纸以了解布线信息。

步骤—
所有现场连接、远程警报功能和交流电线路，都从外壳的顶部、底部或侧面导管引入外壳内，这
些都标注在尺寸图上。    
  1. 采用打孔机，不要使用焊枪或电钻，在外壳上打出符合导管直径大小的孔。
  2. 安装必要的导管。
  3. 拉出所有用于现场连接、远程警报功能、交流电源和所有其它选择功能所必需连接的电缆。在

外壳内要保留足够的电缆长度，使其能够连接到适当的线路、负载和控制终端接头。请参阅手
册中相应的现场连接图表。要了解适当的线路尺寸，请参阅《美国国家电气规程》NFPA70。

  4. 进行所有远程警报功能和任何其它选择功能的现场连接。将电机连接至控制器负载终端。  
  5. 在连接交流电源之前，请验证交流电压、相位和频率是否与控制装置外壳门参数板上的相应

数据相同。
  6. 检查所有连接是否正确（符合现场连接图的要求），并牢靠。
  7. 关闭外壳门。

进行系统压力连接
该控制器要求系统管路与外壳之间进行“系统压力”连接。有鉴于此，外壳底部和外部都配有

连接头，1/2” FNPT。请参阅NFPA20（或出版物GF100-30）以了解泵送系统与控制器之间感测
线之正确的现场管系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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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启动操作
电压检查—
1. 将“手动-关闭-自动”选择开关置于“关闭”的位置。
2. 接通输入电源馈线。

3. 在断路开关顶部L1、L2及L3位置测量线路电压。确认所测电压与数据板电压相匹配。

电机旋转–
1. 关闭外壳门。
2. 快速将“手动-关闭-自动”选择开关置于“手动”的位置，然后再返回到“关闭”的位置。这将会“撞

击”管道补压泵电机—观察电机的旋转情况以确认其在正确的方向旋转。如果电机旋转错误，
则关闭辅助切断装置，打开外壳门，并转换任意两根连接电机引线的位置。重复这一步骤以
确认电机正确旋转。

控制器操作–
每台控制器都配有一个“手动-关闭-自动”选择开关以选择手动或自动操作。当控制器置于“手动”时，
电机启动器会通电并运行，直至控制器开关置于“关闭”。开关置于“自动”时，若压力达到“启动”的
压力设置，则电机启动器通过XG泵控制器通电。电机根据XG泵控制器内的计时器设置而停止。

在将控制器投入使用前，使“手动-关闭-自动”选择开关保持在“关闭”的位置。根据手册中的编程说
明来完成所需压力值、定时器以及警报器的设置。将选择器开关置于“自动”的位置。当系统压力
低于“启动”压力设定值时，泵将启动。  

注意：“停止”的压力必须设定为低于管道补压泵“搅动”压力的压力值（包括最低吸入压力），否则
一旦启动后，泵就会持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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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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ckey XG型产品用户界面及显示

1

2

4

3

5

6

信息显示
状态和系统压力
用户选择1
用户选择2
开关位置
主动报警—初级状态通知
日期—时间或活动计时器

1

退出按钮
用于通过菜单画面返回2

输入按钮
用于通过菜单画面前进并保存用户定
义的设置

3

方向箭头
用于向上和向下浏览菜单画面并
更改用户定义的设置

消声报警按钮
用于振铃报警。

系统状态LED灯
实现重要系统信息目视指示。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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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IIXG用户菜单结构

主菜单

设置

系统设置 日期和时间 计时器 压力 相补角 功能设置
显示

语言/单位
密码

时间
日期

夏令时

开机延迟时间
最短运行时间

重启时间

单位
启动
停止
超压
记录

传感器
校准

设置 低压音频
泵运行

用户输入
循环间隔

选项1
选项2

重置循环计数

事件记录

事件历史

数据历史

要求启动次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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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压力•最大压力•最近一次相位失锁•最近一次相

位反转•循环计数

选择设置

工厂

配置
诊断
工具

关于

型号＃
S/N

SW P/N
SW生成版本

启动代码的版本

（如控制器命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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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设置说明

Firetrol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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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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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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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箭头选择需要的显示语言。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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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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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ckey X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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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设置 –语言和单位
设置 系统设置 语言和单位 语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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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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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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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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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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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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运行 1
使用           箭头设置所需最小运行时间的分钟数。按       键并使用           键设置所需最小运行时间的秒数。按           
进行确认。
注：电机启动后即开始计数最小运行时间。如果最小运行时间定时器设为00：00，则无运行时间出现，泵通过启、
停压力设定值在通与断之间保持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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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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 定时器 重启 1
使用           箭头设置所需的重启延时，单位：秒。按         进行确认。
注：电机停机后，重启定时器即开始计时。定时器计时结束前，电机不会自动启动。定时器的作用是防止泵电机出
现短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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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和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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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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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补角
设置 相补角

设置 压力 恢复默认设置 2
使用           箭头启用复位（压力）至默认选项。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所有用户校正设置值将恢复到出厂设
置，且复位功能将自动返回到禁用状态。

9

1
使用           箭头设置相间差的百分比，以便启动相位误差报警。按         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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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 功能设置 泵运行报警
声音报警 1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泵运行报警。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总告警 1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泵运行报警的总告警输出。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功能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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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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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期间隔

1启用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周期间隔计数器（特定时间段内启/停周期数）。按         进行确认。

1日期格式
使用           箭头选择所需日期格式（月－日－年，日－月－年，年－月－日），按          进行确认。

开始日期和时间
使用                    箭头选择所需的开始日期，按         进行确认

1

1
使用                    箭头键选择所需的起始时间 , 按         进行确认。

结束日期和时间
使用                    箭头选择所需的结束日期，按         进行确认

1

1
使用                    箭头选择所需的结束时间，按         进行确认。

设置 功能设置 1操作员选择1
操作员可选择在显示器的主屏上显示2行信息。可使用的选项有：停止压力设置，启动压力设置，周期数/时间段，
周期数/月，周期数/天，周期数/小时，总周期数，泵的总运行时间。
使用           箭头选择在第1行上需要显示的信息（在状态与压力信息下方）。按          进行确认。

设置 功能设置 1操作员选择2
操作员可选择在显示器的主屏上显示2行信息。可使用的选项有：停止压力设置，启动压力设置，周期数/时间段，
周期数/月，周期数/天，周期数/小时，总周期数，泵的总运行时间。
使用           箭头选择在第2行上需要显示的信息（在状态与压力信息下方）。按          进行确认。

设置 功能设置 1重置周期计数

注：当周期计数归零后，之前的周期计数则无法恢复。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重置周期计数选项。按         进行确认。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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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选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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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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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近一次断
相 • 最近一次反相 • 总周期数 • 平均周期数/小时 • 最后一小时周期数 • 平均周期数/天 • 最后一天周期数 • 平均周期
数/月 • 最后一月周期数 • 周期数/设置间隔

数据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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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力
使用           箭头选择所需电机马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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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

使用           箭头选择所需的电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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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型号



使用           箭头选择所需相序 （1~、abc、cba）。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12

用户输入数字

使用           箭头启用或禁用压力传感器（感应器）。按输入按钮         确认设置。

1相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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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压力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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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配置-选项

配置-模数转换器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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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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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输出值。 该信息用于排除工厂级故障。

JOCKEY XG启动
显示JOCKEY XG被启动的总次数。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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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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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位失锁 2
使用          箭头启用相位失锁测试。按输入按钮         开始测试。显示相位失锁测试。
        使用           箭头禁用相位失锁测试。按输入按钮         结束测试。结束测试，清除相位失锁。

相序逆转 2
使用          箭头启用相序逆转测试。按输入按钮         开始测试。显示相序逆转。
        使用           箭头禁用相序逆转测试。按输入按钮        结束测试。结束测试，清除相序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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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箭头启用该选项。按输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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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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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信息及校验码信
息）。

工具

关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