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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HGM160/160HC 为一手动起动模块，可以通过面板上按钮人工起动发电机组，
能在检测到故障(油压低、水温/缸温高、外部报警、超速)时自动断开燃油继电器同
时停机电磁铁得电。面板 LED 指示故障状态，提供真实有效的故障报警信号。
HGM160HC 是在 HGM160 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小时计，其余功能和 HGM160 一
样。

2 性能及特点
◆
◆
◆
◆
◆
◆

宽直流电源输入范围；
具有油压低、水温/缸温高、超速保护和指示；
具有充电失败警告指示；
一个附加的外部输入报警停机信号；
速度信号取自发电的频率；
LED 显示各种报警状态；

◆ 内置频率选择拨动开关

(见右图位置)；

◆ 具有得电停机功能；
◆ 模块化结构设计，阻燃 ABS 外壳, 嵌入式安
装方式，结构紧凑，体积小，单片机控制，
性能稳定，操作方便。

3 主要技术参数
项目
工作电压
整机功耗

内容
DC8.0V 至 35.0V 连续供电
待机(12V：0.12W，24V：0.24W)
正常工作(12V：0.5W，24V：1W)

交流发电机电压输入：
单相二线
15VAC - 360VAC (ph-N)
交流发电机额定频率
50/60Hz 可选择
超速频率

额定频率的 114%

起动机分离条件

发电机电压≥15VAC 且频率≥15Hz

充电失败电压

小于 3V

3 个开关量输入口

接 B-有效

起动输出

1Amp DC28V 继电器接地输出

预热输出

1Amp DC28V 继电器接地输出

燃油输出

1Amp DC28V 继电器接地输出

停机输出

1Amp DC28V 继电器接地输出

小时计最大显示时间

99999.9 小时

外形尺寸

84mm x72mm x 35mm

HGM160/160HC 发电机组控制器

发布版本 V2.2

2011-12-22

第 4 页 共 11 页

HGM160/160HC 发电机组控制器

项目
开孔尺寸

内容
78mm x66mm

工作条件

温度：(-30~+70)ºC；

储藏条件

温度：(-40~+80)ºC

防护等级

IP55：当控制器和控制屏之间加装防水橡胶圈时。
IP42：当控制器和控制屏之间没有加装防水橡胶圈时。

绝缘强度

对象：在输入/输出/电源之间
引用标准：IEC688－1992
试验方法：AC1.5kV/1min 漏电流 3mA

重量

0.25kg

湿度：(20~90)%无凝露

4 接线、面板操作说明
4.1 按键及面板指示灯功能描述
 按键
停机/复位键

手动键
预热键

可以使运转中的发电机组停止。
在发电机组报警状态下，可以使任何的报警复位。
在停机模式下，按下此键 3s 钟以上，可以测试面板
指示灯是否正常(试灯)。
当电锁处于手动位时，按下此键，可以起动发电机
组。当电锁在停机位时此键无效。
当电锁处于手动位时，按下此键，可以使预热输出
口输出预热信号。当电锁在手动和停机位时此键均
有效。

 指示灯
温度高报警指示灯

当发动机出现温度过高停机时，灯亮。

油压低报警指示灯

当发动机出现机油压力过低停机时，灯
亮。

超速报警指示灯

当发动机出现超速时，灯亮。

充电失败警告指示
当充电发电机不发电时，灯亮。
灯
公共报警指示灯

当发生超速、温度高、油压低、外部停
机报警输入、起动失败、停机失败报警
时，公共报警灯闪烁。

液晶小时计显示窗 发电机组累计运行时间，以小时为单
口
位。最高可以累计 99999.9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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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工作模式介绍
◎停机位( )
 发电机组起动成功后，钥匙旋至停机位时, 燃油输出断开，得电停机输出，
发电机组停机。
 发电机组故障报警时，钥匙旋至停机位时,可自动解除报警。
 发电机组正常待机时，钥匙旋至停机位，控制器处于低功耗静止待机状态。
 按下停机键(

)1s 以上，得电停机输出，松开停机按键，得电停机输出立

即断开。
◎手动位(


)

钥匙旋至手动位，当按下预热键(

)时，预热加电输出。发动机起动成功后，

预热输出被禁止。


钥匙旋至手动位，按下起动键(

)，燃油输出 1s 后，起动机加电输出，发

动机起动，当发电频率大于 15Hz 或起动键被释放，起动机断电，发电机组
起动成功。


若未检测到起动成功信号时，按下停机键(

)1s 以上，得电停机输出，松开

停机按键，得电停机输出立即断开。


若检测到起动成功信号时，按下停机键(

)1s 以上，得电停机输出 30s 后断

开或发电机组停稳 10s 后断开。

5 保护
控制器报警量说明：
 油压低：起动成功后延时 10s 后开始检测。出现该报警会停机。
 温度高：起动成功后延时 10s 后开始检测。出现该报警会停机。
 超速：起动时开始检测，持续超速 1.5s 后报警停机。出现该报警会停机。
 充电失败：起动成功后延时 10s 后开始检测。出现该报警不会停机。
 外部停机报警输入：在手动位一直检测，在停机位无效。出现该报警会停机。
 停机失败：在发出停机信号 30s 之后，若未停稳则公共报警指示灯闪烁。
 公共报警：当发生超速、温度高、油压低、外部停机报警输入、起动失败、
停机失败报警时，公共报警灯闪烁。
当控制器发出报警时，用户可使用停机键
注：当出现充电失败报警时，如果按下停机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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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接线
接线端子描述：
线截
备
注
面积
直流工作电源输入-Ve 2.5mm2 接起动电池负极
接起动电池正极，若长度大于 30 米，
2
直流工作电源输入+Ve 2.5mm 用两根并联。推荐使用最大 20A 保险
丝。
2
燃油继电器输出
1.5mm 燃油输出-Ve，外接燃油继电器。
起动继电器输出
1.5mm2 起动输出-Ve，外接起动继电器。
预热输出，按下预热键，预热将输出，
2
预热输出
1.5mm 如果发动机已经起动成功，预热输出无
效。
2
外部停机报警输入
1.5mm 接地有效。
接充电发电机 WL(或 D+)端子。当充电
2
充电检测输入
1.5mm 发电机充电失败时，前面板充电失败指
示灯亮(充电失败时不停机，仅指示)。
油压信号输入端口，接地有效。起动成
油压检测输入
1.5mm2
功后延时 10s 信号有效。
水温/缸温输入端口，接地有效。起动
水温/缸温检测输入
1.5mm2
成功后延时 10s 信号有效。
外接发电机 L 相电压输出，判断起动
发电 L 相电压输入
1.5mm2
成功和提供速度保护。
NC
空脚
外接发电机 N 相电压输出，判断起动
发电 N 线输入
1.5mm2
成功和提供速度保护。
得电停机输出，当发出停机信号时，输
2
得电停机输出
1.5mm 出 30s 后或发电机组停稳后 10s 后断
开。
NC
空脚

序号 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能

7 试运行
在系统正式运行之前，建议做下列检查：
1) 检查所有接线均正确无误，并且线径合适；
2) 控制器直流工作电源装有保险，连接到起动电池的正负极没有接错；
3) 外部停机报警输入通过急停按钮的常闭点及保险连接到起动电池的负极；
4) 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发动机起动成功(如拆除燃油阀的接线)，检查确认无误，
连接起动电池电源；
5) 将控制器设为手动位，按下起动按键，发电机组将开始起动，在设定的起动次
数后，控制器发出起动失败信号，按停机键使控制器复位；
6) 恢复阻止发动机起动成功的措施(恢复燃油阀接线)，再次按下起动按键，发电
机组将会开始起动，如果一切正常，发电机组将正常运行。在此期间，观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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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运转情况及交流发电机电压及频率。如果有异常，停止发电机组运转，参
照本手册检查各部分接线；
7) 如有其它问题，请及时联系本公司服务人员。

8 典型应用图

9 外形及尺寸(开孔尺寸 78 mm*66mm)

9.1 电池电压输入
HGM160/160HC 控制器能适用于(8~35)VDC 电池电压的环境，电池的负极
必须可靠接发动机外壳。控制器电源 B+和 B-到电池正负极连接不能小于
2.5mm2，如果装有浮充充电器，请将充电器的输出线直接连到电池正负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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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电池正负极上单独连接到控制器正负电源输入端，以防止充电器干扰控制
器的正常运行。

9.2 输出及扩展继电器
控制器所有输出均为继电器触点输出，若需要扩展继电器时，请将扩展继电
器的线圈两端增加续流二极管(当扩展继电器线圈通直流电时)或增加阻容回路
(当扩展继电器线圈通交流电时)，以防止干扰控制器或其它设备。

9.3 耐压测试
当控制器已装在控制屏上时，如果要进行耐压测试，请将控制器接线端子全
部断开，以免高压进入，损坏控制器。

10 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以下是在使用我公司控制器过程中比较常见的故障及其排除方法，如果出现其
它无法解决的故障，请及时与我公司联系。
故障现象

控制器加电无反应

发电机组停机
起动成功后油压低报警
起动成功后水温/缸温高报警
起动不成功

起动机没反应

可能采取的措施

检查起动电池
检查控制器接线
检查直流保险
检查水/缸温是不是过高
检查交流发电机电压
检查直流保险
检查机油压力传感器及其联机
检查水温/缸温传感器及其联机
检查燃油回路及其连接线
检查起动电池
检查转速传感器及其连接线
查阅发动机手册
检查起动机连接线
检查起动电池

11 HGM170RE 继电器扩展模块
HGM170RE 继电器扩展模块采用模组化结构，
可直接卡在多种导轨上，结构紧凑，体积小，安装
方便。
扩展四路输出：
1) 燃油继电器 30A，吸合时输出 B+电压，线圈
功率≤0.9W；
2) 起动继电器 30A，吸合时输出 B+电压，线圈
功率≤0.9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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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停机继电器 30A，吸合时输出 B+电压，线圈功率≤0.9W；
4) 辅助继电器 30A，为无源输出，线圈功率≤0.9W。
端子说明：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端子符号
CRANK CTRL
CRANK OUT
FUEL CTRL
B+
B+
FUEL OUT
GND
STOP OUT
AUX CTRL
AUX1 OUT
AUX2 OUT
STOP CTRL

说明
起动控制，接地有效
起动输出，输出 B+电压
燃油控制，接地有效
蓄电池正极
蓄电池正极
燃油输出，输出 B+电压
蓄电池负极(地)
停机输出，输出 B+电压
辅助控制，接地有效
辅助输出，继电器无源触点输出
停机控制，接地有效

12 典型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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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外形尺寸图

注：HGM170RE 订货时请注明 12V 或 2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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