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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用户在安装使用本系统时，要对 PLC微机进行保护，严防水、铁屑、灰尘落

入 PLC内部。PLC的使用维护见随机使用说明书。直流 24V电源电缆在连接时正负极不
能接反。敬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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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厂：  

船舶用途：   

产品设计：河南光彩电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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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1. CDQY2A-8DKM型船用主柴油机电气遥控系统适用于单转向中速机、带倒顺离合
器齿轮箱的船舶主推进装置。船员通过操纵驾驶室的遥控操作器即可直接操纵齿轮

箱的脱合排换向和主机的转速调节。 
2. 产品特点:本系统为电气混合式,电控部分采用日本 OMRON公司 PLC微机作为主

控 
单元，气控部分采用进口阀件组成。本系统具有可靠性高、操作方便、维修简便 
等特点。 

3. 主要用途及使用范围 
本系统主要控制由陕柴 8DKM型船用主机及气控换向齿轮箱组成的主推进系
统，可在驾驶室遥控主机调速和齿轮箱换向，也可关闭遥控系统气源，按照主车

钟或应急车钟指令直接手操主机调速和齿轮箱机旁换向阀。 
4. 型号及含义 
C    D  Q  Y 2A  ----------- 陕柴 8DKM 

   
5. 环境条件 

a、可在 0~+55℃范围内正常工作，能在 70℃时不失效。 
  b、本系统能在下列湿度下正常工作 
     ①.当温度高达+45℃时，相对湿度为 95%±3% 
     ②.当温度高于+45℃时，相对湿度为 70%±3% 
  c、本系统能在下列所述振动条件下正常工作 
 
 

                                                                                            
  
 
 
 

 
  
 
d、本系统能在各方向倾斜及摇摆 22.5℃(摇摆周期 10S)以及垂直方向线性加速
度±9.8m/S 2时正常工作。 

e、防护等级：遥控台 IP22，机舱控制箱、阀箱 IP22。 
6. 安全       

安 装 位置 振动参数 

一般处所 2.0HZ~13.2HZ 
振幅±1mm 

13.2HZ~100HZ 
加速度±0.7g 

往复机械上及其 
它类似处所 

2.0HZ~25HZ 
振幅±106mm 

25HZ~100HZ 
加速度±4.0g 

主机型号 
PLC微机控制 

遥控系统 

气控 

电控 

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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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统符合《钢质海船舶入级与建造规范（2006）》及国外船级社的规定。 
7. 安装位置 

a、遥控台布置在驾驶室内。 
b、气源处理装置布置在离机舱遥控专用低压气瓶较近的舱壁上，并便于操作。 
c、机舱控制箱、机舱阀箱安装在靠近主机，便于观察指令同时又不影响主机操作，
且能实现机旁单人操车为宜。 

d、各部件的位置力求集中，以便于操作、维修。 
8. 安装要求 

a、各装置的安装均应考虑防震措施，在公用底座与装置之间加装 10mm厚橡胶
垫或减震块。 

b、管路铺设完毕与装置连接前，应用高压气体吹净管内杂物，以防管路堵塞，损
坏各种阀件。 

c、管路安装后，应用 1.25倍的额定气压进行试验,不得有气体泄漏。 
d、遥控系统所有管路材料为 Φ8×1紫铜管，弯曲半径应大于 3倍管径。 
e、 管路安装连接牢固，穿过甲板及水密甲板处设通船管件。 
f、各装置安装完成后，用滞燃的帆布罩住，以防铁屑、焊渣、灰尘损坏装置表面。 

 
二、功能 

1. CDQY2A-8DKM型船用主柴油机电气遥控系统适用于控制带倒顺离合器齿轮箱的
柴油机动力装置，可实现驾控（两翼）、集控、机旁位置的操纵; 

2. 主柴油机的起动及正常停机在机旁进行，遥控系统可在驾驶室遥控主机的变速、
脱排、合排、换向； 

3. 遥控系统为单手柄无级操纵，具有逻辑顺序控制功能。遥控操纵时，调速器给定
转速信号能平稳和缓慢地改变，不因遥控操纵器手柄的快速扳动而快速变化； 

4. 遥控操纵器手柄可从正车直接扳向倒车，或从倒车直接扳向正车； 
5. 遥控系统的工作气源失气时，调速器的转速设定值在一定时间内保持不变。 
6. 遥控系统设置以下指示灯:“机旁”、“集控”、“驾控”、“正车”、“空车”、“倒车”。 
7. 控制参数可以在现场根据实船情况进行调整： 
8. 如推进装置在驾驶室遥控，不论机器处所是否有人值班，推进系统能即将发生减
速和停车的预报警及时的提供给负责航行的值班驾驶员，以便驾驶员是否使用安

全越控。 
 
三、技术规格 

1. 型号：CDQY2A-8DKM型 
2. 形式：电气遥控、单手柄无级操纵、逻辑控制、电气信号联系及指示； 

调速范围：40%ne~103%ne，分前进四档、中位、倒退四档、共九档。 
3. 气源：工作压力 0.65~0.7Mpa(输入空气压力 1.0MPa)，空气过滤器，精度≤50u； 
4. 电源：主 电 源：AC220V±10％；备用电源：DC24V±20％。主电源失压后，备
用电源自动投入，单机功耗≤150W；电源 DC24V、安全、控制、测量报警三电
源各自独立互不干扰。 

5. 温度：-10℃~+55℃； 
6. 转速控制精度：≤±1％； 
7. 遥控操纵器输出转速给定气压：0.05~0.45MPa； 



 
河南光彩电器有限公司产品资料 

Product documentation of Guangcai Electric Co.,Ltd 

CDQY2A-8DKM遥控说明书.doc 14-4 

8. 气源低压报警值：0.45MPa； 
9. 绝缘电阻：不小于 1 MΩ 
10. 换向时间：不超过 15 s 
11. 技术参数 

a、操纵手柄旋转角度：±74.5°其中±19.5°为怠速。 
b、比例阀输出压力：0 ~ 0.435 MPa。 
c、膜片执行器输出位移量：0 ~ 16 mm。 
d、膜片执行器输出力矩：随调速压力变化。 
e、失气压力控制器动作值：0.45MPa 

 
四、主机及齿轮箱的配合条件 

1. 主柴油机调速器需有气压转速设定机构，即推动调速器输入端的膜式执行器或 PG
（WOODWORD）型调速器。 

2. 齿轮箱换向控制阀需有正车、倒车和停车三个控制口。正、倒车控制口无气压时，
由气源气压控制空车，三口气源同时失气时，该阀的位置不变。 

 
五、系统组件 

CDQY2A-8DKM 型主推进装置系统共分主机遥控控制单元（RCU）、遥控操纵器
（MH）、遥控显示控制板（ICP）、辅车钟单元（ATE）、转速测量显示单元（SM）、机舱
控制箱、机舱阀箱、遥控调速机构、电源、双气源净化装置、齿轮箱油压检测板（选配）

组成。，可根据不同船级社的规范要求和具体用户的特殊要求，针对不同遥控对象组成遥

控系统。 
CDQY2A-8DKM 型主机遥控系统的组成,具体输入输出接口见 CDQY2A-8DKM 型遥

控装置系统图 
1. 遥控控制单元（RCU） 

主机遥控控制装置核心单元，PLC微机：用来接受有关指令信号，经过逻辑
运算，实现程序调速、换向及报警声光信号的处理等，是本系统的核心所在。严

防铁屑、水、油污、杂质掉入内部！！ 
2. 遥控操纵器（MH） 

1
1
6

1
0
8

242

4-
φ6

.5 18×18

63°

63 °

240

2 60.0 000

24 0

1 30.0 000

114

3 0

 
MH为手柄式的，具有明显手感的无级调速形式，防护等级为 IP22。 
MH的主要功能是：发出转速指令信号和齿轮箱离合器的正、倒转指令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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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MH的输出的指令可分为以下 9档：空车（IDLE）、正车的DEAD SLOW，
SLOW，HALF和 FULL、倒车的 DEAD SLOW，SLOW，HALF和 FULL。各档
的转速指令设定值可以分别设定或修改，而各档之间的转速指令是连续变化的，

因此MH既可按有级方式也可按无级方式使用。 
3. 遥控显示控制板 （ICP） 

ICP 在这些部位均能显示遥控系统的操纵方式和主推进装置的实际工作状
态，具体内容为： 

- 驾控 BRIDGE 
- 机旁 LOCAL 
- 正车 AHEAD 
- 空车 IDLE 
- 倒车 ASTERN 
 
ICP上另外设有一些必要的控制按钮，具体内容有： 
- 应急停车带灯按钮 （仅设于遥控控制站和中央集控站） 
- 安全越控带灯按钮 （仅设于遥控控制站和中央集控站） 
试灯按钮 

4. 辅车钟单元（ATE） 
辅车钟单元（ATE）为遥控的标准配套单元，用于遥控控制站、中央集控站

和机旁主推进装置附近的联系。 

 调光
 D IM M ER

  试验
    TEST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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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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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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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rol

备

车

完

车

驾

控

机

旁

 
通过 ATE联系的内容为：驾控、机旁控制位置转换及备车、完的请求和应答。 
机旁的 ATE上设有一个切换开关（驾控、机控、备车、完车），用于确定请

求和应答的两个部位。 
当机旁操纵时（切换开关置于机控），驾驶室 ATE为发令器，机旁 ATE为回

令器，此时集控室 ATE为复示器。 
ATE并不直接参与遥控的控制过程，其作用仅仅是进行上述三个控制部位的

联络。 
5. 转速测量显示单元（SM）（由船厂提供或河南光彩电器有限公司提供） 

转速测量显示单元（SM）分为两部分，分别用于测量主机转速和尾轴转速。 
具体测速探头盒和测速齿盘的安装要素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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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用于测量主机转速的 SM由下列部件组成： 
- 2个测速探头（安装于一个接线盒中） 
- 一个具备旋转时能对测速探头进行磁感应的主机飞轮（由主机制造厂提

供） 
②用于测量尾轴转速的 SM由下列部件组成： 
- 1个测速探头（安装于一个接线盒中） 
- 一个具备旋转时能对测速探头进行磁感应的测速齿盘 

6. 机舱控制箱单元（LC） 
组合了机旁的显示控制板、辅车钟、机旁控制单元、报警指示灯板一般就近

安装在主机操纵位置。机舱控制箱安装在机舱内，应安装于距离主机调速手柄较

近，且便于操作处，可指示驾驶室各种运行指令及操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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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机舱阀箱（LU） 

内部包括：电/气转换器(I/P)、正倒车控制电磁阀、控制位置转换气阀等安装
于机舱控制箱旁，面板上设“遥控—机旁”、“正车—空车—倒车”机旁控制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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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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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电源 

电源采用二路供电，一路 AC220V采用一体化开关电源，输入 AC220V,输出
DC24V，另一路采用蓄电池 DC24V 电源。电源自动转换，带极性保护，实现电
源系统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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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双气源净化装置 
气源处理装置是为本系统提供清洁、稳定气源的部件，使用时由船厂配置的

低压气瓶输入 1MPa压缩空气，打开开关阀（二位三通阀），压缩空气通过油雾气、
减压阀、虑气阀净化后，输出 0.6MPa 压缩空气至机舱阀箱，以保证整个遥控系
统气源的稳定、清洁。气源的减压和过滤采用并联两套。 

10. 调速机构(膜片执行器)：主机遥控装置的调速执行元件，膜片执行器是按照操纵
器的增减速气压指令转换成相应的机械位移，从而控制主机调速器。由膜片气缸

与柴油机的液压杠杆调速器及机械连杆组成。膜片执行器为单作用式弹簧复位，

它把调速气压信号转变为机械位移，控制主机调速器，从而控制主机转速。 
11. 齿轮箱油压检测板：齿轮箱顺、倒车合排信号由齿轮箱自带油压传感器或由遥控
系统自带齿轮箱油压检测板（选配）完成。 

 
 
六、操作说明 

1. 不同操纵部位的控制方法 
本遥控系统可以在驾驶室和机旁两个部位进行遥控控制。机旁可实现直接操

纵离合脱、合排。 
不同操纵部位的控制方式，如下表所示： 

 操纵方法 转速控制方法 齿轮箱脱排和换向 安全系统 

驾驶室 用遥控操纵器进行自动控

制（电-气控制） 
转速设定信号来自 I/P
变换器的调速器控制 

电磁阀发出的气信号，

推动液压离合器的控

制导阀 

紧急停车 
故障停车 
故障降速 

机旁 

人工操纵调速器气动执行

器上的调节旋钮和扳动

AH/IDLE/AST三位置气
动操纵阀 

人工调整调速器气动

执行器上的调节旋

钮，改变调速器转速

设定杆的位置 

人工扳动

AH/IDLE/AST三位置
气动操纵阀产生的气

信号推动液压离合器

的控制导阀 

紧急停车 
故障停车 

紧急状况 

人工操纵调速器气动执行

器上的调节旋钮和直接扳

动液压离合器上的控制导

阀的手柄 

人工调整调速器气动

执行器上的调节旋

钮，改变调速器转速

设定杆的位置 

直接扳动液压离合器

上的控制手柄至所需

的 AH、AST或中间
IDLE位置 

紧急停车 
故障停车 

 
注 a：紧急状况指遥控系统的气源和电源都中断的情况下的直接操纵。 

b：安全系统属独立于遥控装置的设备，可由船厂提供或由河南光彩电器有限
公司另外单独提供。 

2. 操纵部位的转换 
操纵部位的任何转换，必须通过辅车钟相互联系，并得到应答确认后才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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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其转换的优先原则是机旁可解除遥控操纵；操纵部位的转换通过设在机旁显

示和控制单元上的两位置转换气阀来实现。 
不同操纵部位转换使用时，该两位置转换气阀及转换开关的位置如下表所

示： 
       转换开关 
操纵部位 

遥控/机旁两位置转换气阀
位置 

驾驶室 遥控 
机旁 机旁 

在非遥控时，主机的操纵指令通过独立于遥控装置的车钟系统来实现的发令和应答。 
3. 驾驶室遥控 

将遥控/机旁两位置转换气阀扳在“遥控”位置时，接通通向气动逻辑阀箱 LU
中遥控部分的气源，切断通向机旁正车/空车/倒车三位置转换气阀的气源。遥控控
制面板气源正常指示灯亮，说明已切换到驾驶室控制状态。 
3.1. 主机转速控制 

主机的转速由液压调速器进行自动调节。转速设定值直接从驾驶室的遥

控操作器发出，整个转速控制为开环控制，主机的转速随操纵器一、二、三、

四的变化而增加转速。 
3.2. 齿轮箱的合排控制 

当遥控操作器的手柄从空车扳向正车（或倒车）时，由驾驶室发出正、

倒车指令，通过 PLC 微机在不超过设定的最大合排时间 2 秒间隔内进行合
排，控制机舱阀箱内的正倒车换向电磁阀，再由 0.6 Mpa压缩压缩空气推动
齿轮箱上的三位四通气控换向阀，实现齿轮箱合排。 

3.3. 齿轮箱的脱排控制 
当遥控操作器的手柄从正车（或倒车）扳向空车时，由驾驶室发空车指

令，通过 PLC 微机在不超过设定的最大合排时间 2 秒间隔内进行脱排，控
制机舱阀箱内的正倒车换向电磁阀，机舱阀箱空车输出口 0.6 Mpa压缩压缩
空气推动齿轮箱上的三位四通气控换向阀，实现齿轮箱脱排。 

3.4. 齿轮箱的换向合排控制 
遥控装置能够满足将遥控操纵器直接从正车港内最高转速扳向倒车（或

相反），当进行这种换向操纵时，按 PLC微机设定的逻辑程序，在不超过设
定的最大换向合排的时间间隔内，进行“快降速 —延时脱排 2秒—空挡—延
时合排 2秒—慢加速”自动合排。在收到合排成功的反馈信号，缓慢将主机转
速升至遥控操纵器的设定转速。 

3.5. 自动避开临界转速 
当遥控操纵器发出的转速设定进入主机临界转速范围内时，遥控控制单

元能将最后的转速设定输出值控制在临界转速的下限或上限。 
临界转速的上、下限可以在现场进行修改或设置。 

3.6. 故障降速 
当根据船舶规范要求的一些重要参数出现故障，并超过预先的设令极限

时，独立于遥控装置的安全系统发出“故障降速”信号至遥控装置，遥控控制
单元立即解除遥控操纵器发出的转速指令信号而代之以一个预先设定的低

转速信号，使主机自动降速并发出声光报警。此时机舱控制箱上复位按钮指

示灯闪频，当参数恢复正常，人工确认按下复位后，转速设定自动恢复到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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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遥控操纵器的设定值，逐渐升速到该设定值。此时机舱控制箱上复位按钮

指示灯灭。 
3.7. 故障停车 

当根据船舶规范要求的重要参数出现故障，并超出危险的极限值时，独

立于遥控装置的安全系统发出一“故障停车”信号至遥控装置，遥控装置立即
将其转速设定值降为 0，主机立即停车。同时，安全系统还将通过其本身自
带的停车电磁阀，将主机断油停车。此时机舱控制箱上复位按钮指示灯闪频， 

主机故障停车后，只有满足以下条件时，遥控装置才能恢复正常： 
* 引起故障停车的参数恢复正常 
* 主机重新起动并已达到空车转速 
* 人工确认按下复位后 
此时机舱控制箱上复位按钮指示灯灭 

3.8. 紧急停车 
在驾驶室与集控室均设置紧急停车按钮，当紧急情况需要立即停车时，

按下该按钮，遥控装置立即将其转速设定值降为 0，主机立即停车，同时，
安全系统还将通过其本身自带的停车电磁阀，将主机断油停车。此时机舱控

制箱上复位按钮指示灯闪频， 
主机紧急停车后，只有满足以下条件时，遥控装置才能恢复正常： 
* 引起故障停车的参数恢复正常 
* 主机重新起动并已达到空车转速 
*人工确认按下复位后 
此时机舱控制箱上复位按钮指示灯灭 

3.9. 安全越控 
当机组出现故障降速和故障停车报警时，船员根据航行条件不允许降

速、停车时，可按下越控按钮，等航行条件允许降速、停车时，再撤消越控

功能，恢复正常降速，停车功能。 
当按下该按钮后，能解除一些因保护主机所设置的一些限制，如： 
* 遥控时，解除故障降速功能 
* 遥控时，解除故障停车功能 

3.10. 超速停车 
在驾驶室控制时，遥控系统可设置独立于安全系统的飞车保护功能，当

主机转速高于超速设定值时，遥控装置立即将其转速设定值降为 0，同时发
出超速停车报警。此时机舱控制箱上复位按钮指示灯闪频， 

主机超速停车后，只有满足以下条件时，遥控装置才能恢复正常： 
* 引起故障停车的参数恢复正常 
* 主机重新起动并已达到空车转速 
*人工确认按下复位后 
此时机舱控制箱上复位按钮指示灯灭 

3.11. 失气自保：在主机遥控装置气源如果失压或低于整定值，可自动向驾驶室、
机舱发出声光报警，并且失气自保阀 YV5得电，切断调速气路，此时遥控
系统失效，需立即转机旁操作。此时主推进系统保持工作状态不变，直到机

旁正确操作为止。 
3.12. 错向：螺旋浆转向与遥控指令不符，超过规定时间 15S。主机转速自动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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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怠速状态。 
3.13. 调速：调速系统为气动无级调速，具有逻辑顺序控制功能，遥控时输出调

速信号给主机调速器，使主机转速平稳缓慢的改变，不会因操纵手柄的快速

扳动而快速改变转速。直至主机转速与遥控指令一致。遥控操纵手柄可以从

最大前进航速变为全速后退，或从倒车直接扳向正车，均在主机允许的时间

内自动顺序操作完成。 
3.14. 试验：操作试验按钮，检查控制面板指示灯及蜂鸣器的完好情况。 
3.15. 消音：操作消音按钮，消除声响报警信号，而光信号保持到故障消除为止。 

4. 机旁控制 
当遥控/机旁两位置转换气阀扳在“机旁”位置时。机旁控制主要用于试验和应

急状态，此时遥控的功能将被解除。轮机人员直接操纵液压调速器气动执行器上

的旋钮进行转速设定，并可通过操纵机旁正车/空车/倒车三位置控制阀，来控制齿
轮箱离合器的正车合排、倒车合排或脱排。为便于集中操纵，机旁控制单元应尽

量安装在调速器附近，机旁控制时进行合排手动操纵时必须注意合排时主机与螺

旋桨尾轴之间的转速差不能太大。逻辑判断需要轮机人员完成。 
5. 指示说明 
显示操作面板的各种指示 
5.1. 控制方式 

指遥控装置处于什么状态下进行运行。 
* 驾驶室遥控 
指示机旁显示箱的控制方式选择阀扳在“遥控”位置，集控室转换阀扳至

驾驶室遥控位置，动力装置处于被驾驶室计算机遥控控制状态中。 
* 机旁操纵 
指示机旁显示箱上的控制方式选择阀扳至“机旁操纵”位置上，遥控装置

处于等待状态。 
5.2. 遥控操纵器状态 

指示在驾驶室遥控状态下，驾驶室的遥控器被操纵人员扳在什么位置

上。指示分为正车、倒车和空车三个位置。 
5.3. 控制状态 

* 正车 
指示在驾驶室遥控状态下，遥控装置已输出一个信号给继电器控制齿轮

箱正车合排。 
* 倒车 

指示在驾驶室遥控状态下，遥控装置已输出一个信号给继电器控制齿轮

箱倒车合排。 
5.4. 主机/齿轮箱状态 

* 尾轴正转向 
指示遥控装置已接到齿轮箱上正车工作油压控制器送来的一个信号(常

开触点)，正车离合器已合上。 
* 尾轴倒转向 

说明遥控装置已接到齿轮箱上倒车工作油压控制器送来的一个信号(常
开触点)，倒车离合器已合上。 
* 错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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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在驾驶室遥控状态下，遥控装置根据操纵器命令和齿轮箱反馈及遥

控装置的控制进行判别。如操纵器命令和齿轮箱转向不一致时，延时 15S后，
同时切断调速回路，点亮报警指示灯，再延时发出报警声响。恢复正常时自

动消声和关闭报警指示灯。 
5.5. 故障/应急指示 

* 应急停车 
指示在驾驶室遥控状态下，遥控装置接受到应急停车按钮的命令。 

* 安全越控 
指示在驾驶室遥控状态下，遥控装置接受到应急操纵按钮的命令。 

* 故障停车 
指示在驾驶室遥控状态下，遥控装置接受主机故障停车信号。 

* 故障降速 
指示在驾驶室遥控状态下，遥控装置接受到故障降速的信号。 

* 超速 
指示在驾驶室遥控状态下，主机转速超过超速设定值或主机停车，便发

出报警信号。 
 

七、操作程序 

1. 机旁控制 
1.1. 机旁显示箱上的正倒车控制阀扳至“空车”位置。 
1.2. 将机旁显示箱上的控制方式选择阀扳至“机旁”位置。 
1.3. 备车前将应急车钟进行操作试验 
1.4. 备车 
1.5. 起动主机，将转速调至怠速。 
1.6. 将机旁显示箱上的控制方式选择开关至“机旁”位置。 
1.7. 控制命令由驾驶室操纵人员通过应急车钟发至“机旁”，轮机员通过膜式执行

器上的旋钮控制主机转速，通过机旁显示箱上的正倒车操纵阀控制齿轮箱的

合排和脱排 
1.8. 完车前，将机旁显示箱上的正倒车操纵阀扳至“空车”位置，控制方式选择阀

扳至“机旁”位置后，进行完车工作。 
2. 驾驶室遥控 

2.1. 将机旁显示箱上的控制方式选择阀扳至“机旁”位置，遥控操纵器手柄放在空
车位置，打开遥控电源。 

2.2. 备车前将应急车钟进行操纵试验 
2.3. 备车 
2.4. 起动主机，将转速调至怠速。 
2.5. 将机旁显示箱上的控制方式选择阀扳至“遥控”位置，同时驾控台也选择驾控，

检查组合灯扳上的遥控指示灯是否正常，操作面板应该显示正常，无故障指

示。 
2.6. 控制命令直接通过遥控操纵器发至主控制单元，由遥控装置控制主机转速和

齿轮箱的脱排、接排和换向。 
2.7. 完车前，将遥控操纵器手柄放在“空车”位置。将机旁显示箱上的控制方式选

择阀扳至“机旁”位置，进行完车工作，关闭遥控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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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安装调试 

1. 调试程序、方法及注意事项 
1.1. 一般检查 

本系统在船上安装完毕后，应做一般性检查。 
a. 打开总气源的截止阀，分段吹净每段控制管路内的杂物，再检查各管路的
接头是否松动、漏气、管路有无接错等。 

b. 接线是否牢靠，有无接线松动。 
c. 仪表、器件应按要求整定动作值。 
d. 可动件进行手动检查，应动作灵活。 

1.2. 功能检查 
本系统送入电源，将操纵台面上的电源转换开关打至通，电源指示灯应点亮，

表示电源接通。 
a. 试灯：按动试灯按钮，操纵台面板上所有指示灯均应点亮，按动操纵台上
的试灯按钮，该设备面板上的指示灯均应点亮。 

b. 调光：旋转调光旋钮，操纵台上的指示灯的亮度，应有变化。 
c. 消音：当出现报警声响时，按动消音按钮声响信号应消除。 

1.3. 辅车钟联络：分别操作操纵台和机舱控制箱上的遥控、机旁转换开关，实现
机旁遥控的转换。 
a. 遥控操纵：将操纵台上的遥控、机旁开关置“遥控”位置，控制箱上的“遥控”
灯应点亮，并伴有声响，机舱收讯后，将控制箱上的开关和阀箱上控制

阀置“遥控”位置，操纵台面板上“遥控”灯点亮，同时声响消失，遥控联络
结束。 

b. 机旁操纵：将操纵台上的遥控、机旁开关置“机旁”位置，控制箱上的“机旁”
灯应亮，并伴有声响，机舱收讯后，将控制箱上的开关阀箱上控制阀置“机
旁”位置，操纵台面板上“机旁”灯点亮，同时声响消失，方可实行机旁操
纵。 

1.4. 紧急停车：操作紧急停车按钮，主机停车阀切断供气或供油回路使主机立即
停车，并伴有声光报警，消声后，声响消失，灯光直到紧急停车按钮复位方

可恢复。 
1.5. 应急联络：操作遥控台上的“联络监视室”按钮，机舱监视台上“联络”指示灯亮，

并伴有声响，操作机舱监视台上的“联络驾驶室”按钮，操纵台上的联络灯应
点亮，并伴有声响，操作人员可根据实际情况，规定使用联络按钮的方法和

暗号。 
2. 系统调试： 
系统的调试主要包括换向程序的调整，调速机构的调整和报警试验。 
2.1. 换向程序的调整：换向程序可逐台进行调整，接通电源和气源。操纵遥控操

纵台操纵器手柄，在机舱测试换向时间，将操纵台手柄从空车推向顺车时，

机舱控制箱上的空车灯灭，顺车灯亮，此时，机舱控制箱与监视台、遥控操

纵台显示车令，齿轮箱正确换向，操纵手柄从顺车拉回空车，此时机舱控制

箱上的顺车灯熄灭，齿轮箱延时 2秒后脱排,空车灯立即点亮；倒车调整与顺
车调整相同。顺倒车调整完毕后，将操纵台上的操纵手柄从顺车直接拉回倒

车，此时机舱控制箱上的顺车灯熄灭，倒车灯点亮，同时观察倒车灯点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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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箱倒车合排的时间为 6－8秒；反之，操纵手柄从倒车直接拉回顺车位
置的延时时间应为 6－8秒。 

2.2. 调速机构的调整：主要是调节膜片执行器连接杠杆与主机调试手柄的比例。
使膜片执行器的位移与调速手柄的调速档位同步，另外需调整操纵器内精密

压力阀的起始输出压力应为 0.05Mpa左右。 
2.3. 操纵器的调整方法：微调操纵器的尾端M8螺丝，直到理想值，使膜片执行

器稍微有一丝位移即可，以上调整应在顺车一档时调整。调节该旋钮可防止

振动转速禁区内长期运转。 
2.4. 调速连接机构的调整方法：将操纵台操纵手柄推向顺车最大位置，此时，膜

片执行机构应将主机调速器推至最大位置。否则，应调节膜片执行器连杆。 
2.5. 统调：双机分别调整完毕后，再操纵双机手柄。使其转角与膜片执行机构的

位移基本相同，也就是双机转速基本一致。 
2.6. 注意事项：调整调速机构时，可将电源关闭，接通气源进行调整。如需通电

时，需有齿轮箱油压信号输出，否则膜片执行器没有位移输出，柴油机速度

不能增加。 
2.7. 报警试验： 

a. 失气：将气源降为 0.45Mpa时，应有声光报警，按消音按钮，声响消失，
失气指示灯应仍有灯光显示，在气源恢复正常后，灯光自行消失。 

b. 失电：人为的将主电源切断，备用电源自动投入，同时，应有失电声光报
警，按消音按钮，声响消失，失电指示灯仍有灯光显示，当主电源恢复

后，失电指示灯熄灭，备用电源自动退出。 
c. 错向；人为使操纵手柄指令与换向执行机构的动作不一致，延时 15S后
造成“错向”，同时错向断开调速回路。此时，按消音按钮，声响消失，错
向指示灯仍有灯光显示，当操纵手柄指令与换向执行机构同步时，错向

灯自动熄灭。 
 

九、保养 

1. PLC的维护及保养 
本装置遥控部分采用日本 OMRON公司的 CPM1A型微机作为主控单元，它

具有可靠性高、能耗低、抗干扰能力强的优点，且具有结构紧凑、环境适应能力

强、适应海洋性气候等特点，完全具备在船舶上使用的条件，具有日本海事协会

认证证书。 
PLC微机软件程序出厂时已经过严格调试，未经船方或设备厂家同意，任何

人不准擅自打开或修改程序。 
PLC微机出现工作不正常时，请及时与厂家或就近与 OMRON公司代理商

联系。 
2. 气源的检查 

每个月检查气源装置的控制空气压力，放掉过滤器中的杂质和水份，放掉阀

箱内过滤器中的杂质和水份，放掉气瓶和气容内的杂质和水份。每半年要检查每

个阀件的动作是否灵活，出现问题后，及时更换阀件。 
3. 电气检查 

每次开机的时候，检查遥控面板显示是否正常。是否有报警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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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 

1. 本系统为成套订购，部分部件也可单独订购（如遥控操纵器、气源处理装置、气
动定值器回路、膜片执行气缸等）。 

2. 订货时请签定相关技术协议或在合同中注明主机和齿轮箱的型号及调 速换向方
式、数量等。 

3. 产品保修期：自交货起一年。 
4. 用户有特殊要求，我厂可另行设计制造。 
5. 备品备件随时满足供应。 
6. 欢迎来函来电索取详细资料。 
7. 设计制造单位名称：河南光彩电器有限公司 
8. 服务热线： Tel :+86-372-3159512 

                  Fax : +86-372-3159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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