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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书
一、概述
FSK862A电子调速控制器具有调速精确与快
速、最大电流限制与保护、稳态调速率可调、高
低速设定范围宽、启动油量限制、升降速时间控
制、自动并机接口、高低速增益单独调节、转速
实时指示、启动成功转速信号输出、超速保护
等功能。它的工作原理采用最先进的PID控制模
式，通过外部的转速传感器、电磁执行器和发动
机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速度闭合回路，实现对发
动机转速的精确控制。和YSD其它控制器相比，
FSK862A调速控制器功能全，更适合匹配300KW以
上的各型发动机。

二、主要技术指标
电源电压：
24VDC
工作电流：
＜8A（25℃）
转速波动率：
±0.25%
稳态调速率：
0～5%
高速设定范围：
1～7.5KHz
转速信号：
0.5～120VRMS
转速显示：
4位LED
转速输出设定范围： 0.4KHz～6.5KHz
超速保护设定范围： 2KHz～7KHz
超保继电器触点容量：一开/一闭，
1A125VAC，2A30VDC
温漂；
＜±0.5%
环境温度：
-30℃～+70℃
相对湿度：
＜ 95%
外形尺寸：
224mm×125mm
重量：
870g

三、基本功能
●调速控制
FSK862A同转速传感器、执行器等一起组成闭
合控制回路。可精确调整发动机的转速。转速值
任意设定。转速的稳定性可通过控制器面板上的
稳定、增益、状态开关调整。
●高低速转换及转速微调
在控制器端子11和12上外接开关可实现低速
和额定转速之间的切换。开关闭合为低速，断开
为高速。在端子7和8上外接转速微调电位器可精
细调节转速偏差。

●自动停车保护

当转速信号消失或电源掉电时，控制器输出
断开，发动机停车。

● 稳态调速率（速降）可调
控制器设置有二种工作方式：同步和带调速
率。短接端子9和10，工作方式为带调速率。调
速率大小由调速率设定电位器决定。顺时针调
节调速率增大。一般电位器调节到中点位置约为
3%。

● 启动油量限制
启动油量随发动机启动环境温度而变化 。通
过调整启动油量电位器，可调整发动机的启动排
烟至最佳。

● 升速时间控制
调整该电位器可以控制发动机从怠速至额定
工作转速的上升时间。顺时针调节时间增长。

● 超速保护
超速限制点由超速设定电位器整定。当发动
机转速超过限制点时 ，一、控制器输出到执行
器的回路被断开，二、控制器从端子A、B、C上
输出超速保护开关触点信号，同时控制器棉板上
的红色指示灯发光。超速保护状态的复位在发动
机停车后进行，按动复位按钮或断开控制器电源
可使控制器恢复正常。

● 启动成功信号输出
启动成功转速可通过转速输出电位器设定。
当发动机转速达到此值时，启动成功LED发光，
同时控制器从端子D、E、F输出开关触点信号。
该信号可以作为其它自控装置的辅助信号。

● 转速显示
齿数正确设定后，可显示被控发动机的实际
工作转速。

● 双增益
接通增益选择开关，增益调节方式为双增
益。双增益是指怠速时，增益调节由增益2电位
器完成；额定转速时，增益调节由增益1电位器
来完成。两个增益调节无相互影响。断开增益选
择开关时，控制器为单增益模式。此时高低速稳
定都由增益电位器1完成。

● 执行器测试
在安装电调结束，未启动发动机前，接通控
制器电源。按下控制器面板上的执行器测试按
钮，执行器达到最大行程，供油杆达到最大供油

位置。松开按钮，执行器回到零位，供油杆回到
断油位置。由此可以检验执行器的连接情况，防
止由于连接不当造成的发动机不启动、加载不够
等现象发生。

● 并机功能
端子13可接受来自同步器和负载分配器或其
它装置的控制信号。如果单独使用同步器应在端
子13和14之间连接一个1MΩ的电阻，用作两个装
置之间的电压匹配。当辅助装置连接到控制器上
时，发动机转速会下降，因此发动机转速须重新
调整。

四、控制器安装及调试
4.1安装
转速控制器应安装在无强烈冲击振动及电磁
干扰的防护箱内，并留有足够的空间供安装维护
和散热之用，其外壳需可靠接地。垂直安装可防
止水气过多驻留。
控制器安装尺寸如图一所示。

4.2电气连接
连接到控制器的传感器连线应采用屏蔽电
缆，屏蔽层一端应连到壳体上。电源和执行器的
连接线，要保证线的面积足够大，一般选1平方
毫米以上的铜塑线。并机信号线也应采用屏蔽电
缆线。
电气连接如图一所示。

图一

4.3参数调整
4.3.1出厂状态
怠速：1800Hz，标定转速：3200Hz，超速保
护：3700Hz，升速时间：约4S，调速率：0%，启
动成功转速：600Hz，齿数设定：00000001（128

齿），增益选择开关：关，状态1：1、3关2开，
状态2：1、4、5、6开2、3、7、8关，状态3：
1、2、3关。
频率和转速的关系为：f=nz/60.其中f为频
率（Hz），n为转速（转/分），z为飞轮齿数
（个）。现场调整时，先设定齿数，然后根据实
际转速，重新调整速度设定电位器，使工作转速
达到要求值。
4.3.2转速指示设定
根据所配发动机的飞轮齿数设定转速指示。
设定方法为：调齿数设定拨码开关（8位）。从
左至右，各位开关有效时代表的数分别为1、2、
4、8、16、32、64、128。开关拨下（OFF）位置
有效。齿数为各位有效开关代表的数的和。例
如：开关位置为：00001001（0表示无效，1表示
有效），齿数为：16+128=144。
4.3.3高低速调整
调整前，先检查超速设定值的频率值（出厂
设定3700Hz）。若比额定转速的频率值低，则需
将超速保护点提高。方法是顺时针调几圈超速设
定电位器。以防止没达到标定速度发动机停车。
把端子11和12上连接的高低速转换开关扳到
低速位置（闭合），启动发动机。工作后，若发
动机转速偏离怠速值，则需重新调整低速设定电
位器至要求值。顺时针调节增加转速，反之降低
转速。之后扳动高低速转换开关使发动机升速到
高速状态。观察转速表指示，若偏离标称值，调
整高速设定电位器至要求值。顺时针调节增加转
速，反之降低转速。
4.3.4不稳定调节
本控制器设置有增益、稳定调节电位器以及
三个状态开关，用来调节系统的稳定。其中增益
电位器的作用是调节调速系统的灵敏度，顺时针
调增大灵敏度，逆时针减小。稳定电位器的作用
是调节调速系统的响应时间，顺时针调增长响应
时间，反之减小。状态开关的作用一是匹配执行
器参数（增益，延迟），二是消除点火及联轴器
等干扰，三是补偿负载变化所需的调节量。实际
使用时通过精细调节，一般都能使调速器的参数
与被控发动机的特性相匹配，从而使被控发动机
稳定运行。
当系统出现不稳定时，首先调节增益电位
器。顺时针调节，若发动机不稳定节拍变得更
快，则逆时针调节直至出现稳定，之后再少量回
调；若不稳定逐渐减弱，则继续顺时针调节直至
最佳稳定点。接着调节稳定电位器，调节方法同
增益电位器。一般反复调节几次，可使系统达到
稳定。
调增益、稳定电位器后系统仍难达到稳定，
接下来调状态开关。状态开关的调节方法如下。

●

状态1（SW1）
在系统空载出现快不稳定时调状态1开关。

所谓快不稳定指转速升高，不稳定频率增快，反
之减慢。
由于点火系统引起快不稳定，调状态1为：
SW1-1、3=ON，SW1-2=OFF。
由于弹性联轴器引起快不稳定，调 状 态 1
为：SW1-1、2=OFF，SW1-3=ON。
由于两种原因同时存在引起不稳定，调状态
1为：SW1-1、3=ON，SW1-2=OFF。

停机、超速、不稳定等故障。
●上述电位器均为精密电子器件，调整时要用专
用工具缓慢调节，以防止人为损坏。
● 当用户将出厂状态调乱时，一般可先把各电
位器调到中间位置，重新按前边所述方法进行
调整。没有把握时，不可盲目使用失控的控制
器，以免造成设备损坏。

● 状态2（SW2）和状态3（SW3）

5.1不能启动
●电瓶失效。主要表现为在发动机启动过程中出

状态2、状态3开关主要用来补偿系统的延
迟。由此来改善和优化系统的动态特性指标。
它对应调整的不稳定现象的特征是不稳定频
率随着增益的增加而增高。
其中状态2的5、6、7、8位是匹配执行器
参数的，一般选择工作力小的执行器（如ZD300
等）5、6在上，7、8在下；工作力大的（如
ZD220等）。其它位是调整不同的补偿时间。
当出现此类不稳定现象时，首先依次拨上状
态2开关的1、2、3、4位，直到稳定。若仍然不
理想，再依次拨上状态3各位开关，直至稳定。
在调整状态开关的同时，仍然要重新调整增
益和稳定电位器。以便优化调节。
若经过上述调整仍难以使系统达到稳定，
第一检查控制系统中的传感器、执行器的安装情
况；第二检查控制系统以外的装置，像油泵、发
动机等。最后找厂家解决。
4.3.5超速保护设定
使发动机工作在高速状态，将转速调整到超
速保护值上。逆时针缓慢调节超速保护设定电位
器直至超速指示LED指示，发动机停车。接着再
把高速设定电位器逆时针旋转1～2圈，重新启动
发动机，调整高速电位器使转速恢复到指定值。
4.3.6启动油量调整
使发动机工作在怠速状态。调整怠速至一个
容许的低转速。逆时针调节启动油量电位器，直
至发动机转速开始下降，再回调电位器到怠速稳
定为止。
使发动机停车。之后，重新启动，检查排
烟。不合适时，稍微调整即可。
4.3.7升速时间调整
顺时针调节升速时间电位器，升速时间增
长，反之时间缩短。用户可根据自己需要设定。
4.3.8调整注意事项
● 高速、超速保护、启动成功设定电位器均为
可转动25圈的多圈电位器。正常调节时，转速
缓慢变化，这样有利于精确调整。实际调整
时，要避免未工作时将电位器过量调整，防止
发动机转速过高引起发动机损坏。
●其它设定电位器均为转动不足一圈的电位器。
它们的最大有效调整角度为270度。
用户进行参数调整时，切记不能超过此范围
强行转动，否则会导致电位器损坏，引起发动机

五、控制器故障维修指南

现电瓶电压低于18V（24V电瓶）。解决办法是
给电瓶充电或更换新电瓶。
●无传感器信号。发动机停车状况下，第一用万
用表在控制器端子5、6处测传感器直流电阻，
正常为400Ω左右；第二检查传感器安装间
隙，正常为0.4～0.8mm。
●执行器坏。用万用表在控制器端子3、4处测传
感器直流电阻，正常为4Ω左右。检查执行器
安装情况，执行器转臂应能灵活运动，零位、
最大位和油泵供油位置对应。
●控制器设置不正确。检查转速设置是否过低；
启动油量设置是否过低。
●无燃油及燃油通路有空气。添加燃油并检查燃
油管系有无空气，若有作排气处理。

5.2发动机超速
●执行器与发动机控油机构增减油方向不一致或
二者零点位置不对应。检查并重新安装调整。

●控制器转速设定过高。调整转速至标定值。
5.3发动机转速不稳
●执行器与齿条间传动杆系卡滞或间隙大。检查
并重新安装调整。

●发动机超载。降低发动机负载。
●转速传感器安装间隙过大。检查并重新安装调
整。
●控制器参数调整不当。重新调整增益和稳定。
●电磁干扰。检查信号线缆的屏蔽层接地情况。

5.4发动机自动停机
●控制器电源中断。检查电源及连接电缆。
●转速信号中断。检查传感器及连接电缆。
●执行器电缆短路、断路。检查执行器及电缆。
● 发动机燃油供应中断。加燃油并排除管路空
气。

5.5发动机不能停机
●执行器与发动机油泵齿杆零点位置不对。检查
并重新安装调整。
●齿杆调节机构卡死。检查并重新安装调整。
若按上述方法处理后故障仍未排除，且确认
发动机系统无故障，请与生产厂家联系。不具备
维修条件的用户，请不要盲目拆修，以免扩大故
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