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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1、产品特点： 
本系统为电动控制系统，中心单元利用 COMS系列数字集成线路和

PID控制技术，采用精密电位器、光电耦合器、电流传输模块等元器件
实现驾驶室发令、电控主板（驱动板）驱动随动执行器带动主机调速器

进行程序调速以及程序换向，产品结构简单合理，功能齐全,通过中国船
舶工业武汉机电产品环境与可靠性试验检测中心检测，是目前较为理想

的船舶主机组遥控系统。 
2、主要用途及适用范围： 

本系统为全电控制形式的主机组遥控系统。具有齐全的越限报警和

多种联锁及保护功能，可在驾驶室远距离控制主机启动（根据用户需要

设置）、调速、紧急停车和齿轮箱换向；也可使用备用车钟（装置自带）

传送用车指令信号，在机旁手控主机调速和齿轮箱换向；并可通过设在

机舱的各种仪表、声光信号监视主机的运行工况。该装置适用于 135、
150、160、170、180、190、200、210、250、300、320、20/27、23/30、
28/32、M&M、MAN、斯太尔、康明斯、大发、苏尔寿等主机与电控换
向齿轮箱组成的船舶主推进系统及可逆转主机（8NVD、6L35O）。 

3、型号及含义 
C  D  Y--I 
 
 
 
  

 
 

4、环境条件 
a. 温度：-10℃～+55℃ 
b. 相对湿度：95%±3%（温度为 40℃时） 
c. 倾斜：各个方向倾斜及摇摆 22.5°（周期 10S）以及垂直方向线性加速
度为±9.8m/s时正常工作。 

d. 防护等级：IP22 
e. 有盐雾、油雾和霉菌环境中。 
f. 装置有良好的抗干扰性能。 

5、安全  
本系统符合《钢质海船入级与建造规范》(2006 版)、《钢质内河船舶

入级与建造规范》(2002 版)及《CDDY 型主机遥控装置技术条件》的要
求和规定。 

 
二、技术特性 

1、技术规格与参数 
a. 技术规格 
① 型号：CDY-Ⅰ 

 
产品序号 
遥控装置 
电    控 
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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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型式：全电控，单手柄控制式 
③ 调速范围：从主机最低转速到最高转速 
④ 调速精度：小于额定转速的 4% 
⑤ 换向时间：4～15秒（含齿轮箱升压时间） 
⑥ 主电源：AC220V±15% ；备用电源：DC24V+30%及-25% 
⑦ 电功耗：<150W（单机） 
⑧ 绝缘电阻：>1MΩ 

2、主要性能 
a. 程序调速：调速系统依靠操纵手柄控制，能够自动按程序实现慢增速

—快降速，直至主机转速与遥控指令一致。 
b. 程序换向：换向连锁系统逻辑动作靠电控主板控制，自动实现“快降速

—定速脱排—空车延时—定速合排—慢增速”的程序换向，
并与程序调速配合完成，正车、倒车指令不会同时到达齿

轮箱换向机构。 
c. 错向连锁：螺旋桨的转向与遥控换向指令不相符时，系统自动切断增

速信号，换向到位后方可解锁增速。 
d. 机旁手控操作：当遥控系统失灵时，可在机旁根据车钟指令手动操纵

主机与齿轮箱的换向与调速。 
e. 报警：可对多种故障进行越限报警。报警回路各自独立，互不干扰，

当每一路故障出现时，均能发出声光信号，并在驾驶室、机舱

分别显示。 
f. 试灯：操作试验按纽，检查所有指示灯音响的完好情况。 
g. 调光：操作调光按纽，调节常亮指示灯的亮度。 
h. 消音：操作消音按纽，消除报警信号声响而光信号则保持到故障消除

为止。 
i. 紧急停车：操作“急停”按纽，主机立即停止运转，并有声光报警指示信号。         
j. 应急供电：当主电源失压，DC24V 备用电源自动投入并报警。主电源

恢复后，备用电源自动退出。 
k. 转速微调（选装）：在驾驶室操纵台对每档之间转速进行点动式精确调

整。 
 

三、装置外型尺寸 
详细尺寸见图纸 CDY-I、CDY-II、CDY-III 

 
四、结构与工作原理 （系统图） 

1、结构：本系统分为驾驶室操纵台、机舱控制箱、随动控制箱三部分。 
a. 驾驶室操纵台：主要由调速换向指令及车钟发讯操纵器、报警联络指

示面板、电源部分、电控主板及驱动部分等组成。 
b. 机舱控制箱：主要由车钟数码显示器、监测报警、放大驱动部分和联

络指示等组成。 
c. 随动控制箱：主要由伺服电机、检测反馈线路、连接机构等组成。 

2、工作原理 
本系统的工作原理是各有关功能部件的综合，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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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程序调速 
在遥控操作时，操纵手柄在正车范围内转动或在倒车范围内转动，

不会改变齿轮箱原来的正车或倒车“合排”信号，也不会改变系统连锁
状态。操纵器发出指令信号，通过电控主板进行比较逻辑运算后伺服

电机开始转动，带动随动装置，输出机械位移，操纵调速器油门杆进

行增速或减速。当主机转速与调速指令相一致时，由随动装置将该信

号反馈给操纵台内的电控主板，维持该转速。 
b. 程序换向 

本装置允许操纵手柄由前进最高档直接拉至后退档（大换向不熄

火），按预定设计程序可自动实现如下换向功能： 
降速：操纵手柄自前进最高档拉到前进的最低档，主控制板的固有程

序使伺服电机转动，反方向带动主机油门杆快速降速。  
脱排：操纵手柄自前进最低档再拉回至中位档，正车指令消失,通过内

部程序使离合器定速脱排,主机进入怠速状态。 
空车：离合器正车脱排后,齿轮箱正车油压信号消失,操纵台上的正车

到位指示灯熄灭,而空车指示灯点亮,从正车延时脱排至倒车延
时合排之间,装置内部设定程序,切断调速电路,主机无法增速。 

合排：操纵手柄转至倒车位置发出倒车指令，内部设定程序使离合器

倒车合排,倒车合排后,倒车到位开关被压合,操纵台上的“空车”
灯熄灭,“倒车”指示灯点亮.同时,接通调速电路,允许主机增速。 

增速：在正倒车状态,转动操纵手柄,随着手柄位移的增大发出使伺服
电机加速的信号指令,通过随动机构使主机增速,直至主机转速
与指令一致。 

操纵手柄从倒车档转换到正车最高档的程序,换向过程与此同理。 
 

五、安装与调试 
1、安装 

a. 操纵台布置在驾驶室内,监控箱安装在机舱内。 
b. 随动执行器装置安装在油门附近。     
c. 各部分的安装均应考虑防震措施。 

2、调试方法及注意事项 
a. 一般性检查:安装完毕后即做该项检查 
① 接线是否牢靠,有无松脱; 
② 仪表、压力开关按要求调定动作值; 
③ 活动件进行手动检查,应能灵活动作。 

b. 功能检查 
      本装置送入主电源,将操纵台面板上的电源开关接通,电源灯亮,表

示电源接通。 
① 按试灯按钮,操纵台面板上所有指示灯均应发亮;按机舱监控箱上
的试灯按钮,其面板上所有指示灯均应发亮。 

② 调光：旋转调光按钮, 操纵台面板上长亮指示灯的亮度应有明显变
化。 

③ 消音：报警时,按消音按钮,声响信号应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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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备车-完车联络 
l 备车：将操纵台上的“备车-完车”开关置“备车”位置，操纵台和

机舱监控箱均有声响信号，机舱监控箱“备车”灯亮，将
机舱监控箱“备车-完车”开关置“备车”位置，声响信号消
失，操纵台“备车”灯亮，表示机舱开始备车。备车完毕
后，将机舱监控箱“备车-完车”开关置“备车”位置，表示
备车完毕. 

l 完车：完车联络程序与备车相同。 
⑤ 驾控-机旁联络：此联络为各机分别联络，各机同理。 
l 将操纵台上的“驾控-机旁”开关置“驾控”位置，机舱监控箱上的

“驾控”灯亮并伴有声响，机舱收到信号后，若允许驾控，将开
关置“驾控”位置，操纵台上“驾控”灯亮，同时声响消失，驾控
联络结束。 

l 由驾控直接转机旁时，驾驶室将开关从“驾控” 直接转到“机旁”
位置，机舱“驾控”灯灭，“机旁”灯亮并伴有声响，机舱接到信
号后，将开关置“机旁”位置，驾驶室“机旁”灯亮，声响消失，
机旁联络结束。 

l 当机舱接到“机旁”指令时，可使用机舱的顺、倒车开关进行换
向及手动调速操作。 

⑥ 紧急停车：按动急停按钮，主机立即停车并有声光报警，消音后，

灯光保持到急停按钮复位为止。 
  

3、系统调试 
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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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换向程序的调整： 

换向程序可逐台进行调整，首先接通电源，在驾驶室操纵手柄，由

倒车推向正车（或由正车拉至倒车），同时观察到位信号，从倒车灯熄

灭到正车灯点亮为 5秒左右，该时间在出厂时已设定，如需调整应由
制造厂根据实船需要进行调整。 

b. 调速机构的调整： 
将操纵手柄推向正车最大位置，此时调整伺服电机与油门调节杆之

间的连接杠杆机构，使其应将主机调速器油门推向最大位置；将操纵

手柄拉到“0”位，油门连接机构能保持最低转速，反复调节连接机构，
调好后将连接螺丝或销子固定好即可。 

c. 报警试验 
① 失电:人为地将主电源切断,备用电源应自动投入,并有声光报警.按

消音,音响消失,失电灯仍亮,主电源恢复后,失电灯熄灭,备用
电源自动退出. 

② 错向:人为地使操纵手柄指令与换向执行机构的动作不一致, 延时
15s 左右后有声光报警，按消音后，音响消失错向灯仍亮，
操纵手柄指令与换向执行机构的动作一致时，错向灯自动熄

灭。 
③ 主机故障：人为地输入故障信号，均应有声光报警. 消音后故障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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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亮，直至模拟信号退出。 
④ 齿轮箱故障：人为地输入故障信号，均应有声光报警. 消音后故障

灯仍亮，直至模拟信号退出。 
⑤ 超速：人为地输入一个超速故障信号，即可发出“超速”报警声光信

号，消音后灯光保持到超速报警信号退出为止。 
 

六、使用及维护 
1、使用前的准备与检查 

a. 系统在使用前必须经过调整。 
b. 检查机械连接部分转动是否灵活。 

2、操作顺序、方法和注意事项 
a. 将操纵台和机舱监控箱上所有开关置初始位置。 
b. 将操纵台总电源开关打开，在总电源指示灯点亮后进行试灯，检查
指示灯的完好情况，同理检查机舱监控箱上所有指示灯的完好情况。 

c. 备车过程方法参见 5.2.b.4a。 
d. 驾控-机旁转换方法参见 5.2.b.5。 
e. 当航行结束，机舱接到“完车”指令后，将开关置“完车”位置作为回令，
作好完车工作停机，完车联络结束。 

f. 注意事项：手控操车时，需将随动装置的离合器拉出或将随动装置与
油门调节杆脱开。 

 
七、故障与维修 

1、齿轮箱不换向 
a. 检查驾驶台发讯板有无输出信号 
b. 检查电控主板有无输出信号 
c. 检查放大驱动部分 
d. 接线有松动或断线 

2、主机不能调速 
a. 检查驾驶台发讯板 
b. 检查电控主板 
c. 检查随动机构与主机油门连接部分是否灵活 
d. 检查齿轮箱有无反馈信号 

 
八、其它 

1、部分部件也可单件订购。 
2、订货时写明主机和齿轮箱型号及所需系统型号、数量。 
3、用户如有特殊要求，也可另行设计制造。 
4、服务热线： Tel : ( 0372 )3159512 

Fax : (0372 ) 3159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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