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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簡介 

GTR-205 是一款功能齊全之數位化發電機控制器，可偵測市電並依據市電狀態自動或停止發

電機及做負載切換，並即時顯示發電機之狀態及故障訊息以及三相交流電壓與三相交流電流，當

發電機系統發生故障時可輕易從面板之指示燈號及液晶顯示器來做判別，方便故障排除。內建之

參數，可經由設定模式下之按鍵操作，來調整參數設定值，以適應不同發電機機組之特性。 

二、 產品特色 

 偵測並判斷市電狀態，自動起動或停止發電機，並有自動切換負載功能。 
 數值資訊顯示包括：冷卻水溫、機油壓力、運轉積時、頻率、轉速、電瓶電壓、三相相間交

流電壓、三相對地交流電壓及三相交流電流、市電三相電壓、頻率。 
 控制器保護包含有：超速(RPM)、低頻、高頻、高水溫、低油壓、過盤車、低燃油位、低水

位、高/低交流電壓、電流過高、輸出短路、低電瓶電壓、傳感器開路和短路，此外內建故

障記錄 24 筆、起動失敗次數記錄、總起動次數記錄。 
 參數的設定不需經由電腦可直接經由面板按鍵依需求來做調整。 
 工作電壓寬廣，從 DC 8 V～38 V 的直流範圍皆可正常工作。 
 採用具有高安全性及拆裝便利的歐式端子連接座。 
 極低的電力消耗 280 mA@12V ; 160 mA@24V。 
 LCD 有兩種背光顏色，可清楚地分辨系統狀態。 
 內建 9 個電力繼電器功能多且電流承受可達 6A。 

三、 規格 

 工作直流電壓 
8～38 V (DC) 

 消耗功率 
280 mA @ 12 V; 160mA @ 24 V 

 頻率量測 
最小偵測電壓：5 V (AC) 
範圍：0～80 Hz 
精確度：0.2 % 

 直流電壓表 
範圍：10～36 V 
精確度：0.5 % 

 交流電壓表(True RMS) 
範圍：15～512 V  
精確度：0.5 % 

 交流電流表(True RMS) 
範圍：依 CT 比值換算  
精確度：0.5 % 

 繼電器輸出 
6 A / 3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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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溫度 
-30 ℃～70 ℃ 

 儲存溫度 
-40 ℃～100 ℃ 

 尺寸 
長 216 mm × 寬 144 mm × 深 89 mm 

 開孔尺寸 
210 mm × 138 mm 

 重量 960 g 
 

 

四、 面板功能說明 

4.1 面板外觀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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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面版指示燈說明 
 

                         

 

4.2.1. 市電輸入電源正常指示燈：當市電電壓與市電頻率在標準範圍內則此燈號會亮起反之若有高電

壓低電壓電壓不平衡與高低頻發生則此燈號會熄滅. 當市電輸入電源正常指示燈熄滅時若此

時系統是處於自動狀態下則會執行盤車啟動程序與所有後續標準程序.當市電由故障恢復正常

時若系統在自動模式下的運轉程序中則會執行負載切回到市電側與冷機與停車相關程序 

4.2.2. 發電機輸入電源正常指示燈：發電機在正常運轉下若輸出的交流電壓與頻率在標準範圍內則此

燈號會亮起反之若有高電壓低電壓與高低頻發生則此燈號會熄滅另外系統關機或待機時此燈

號也是熄滅的.當此燈亮起系統會按照參數設定值自動作負載轉移切換 

4.2.3. 市電合閘指示燈：G35 與 G36 短路時此燈號會亮起;反之開路時會熄滅.此燈號與系統程序無關 

4.2.4. 發電機合閘指示燈：G43 與 G44 短路時此燈號會亮起;反之開路時會熄滅.此燈號與系統程序無

關 

4.2.5. 帶載測試模式指示燈：此燈號是作為強制發電機做帶載切換測試指示  按一下       鍵亮起

再按一次熄滅 

 

4.3 液晶顯示圖示 
 

 

 

 

  

 

 

 

 

 

  ＊＊（液晶顯示內容請參閱 4.6 上下按鍵說明） 

 

 

液晶顯示第一行 

液晶顯示第二行 

液晶顯示第三行 

操作模式狀態

市電輸入電源

正常指示燈 

市電合閘 

指示燈 

發電機輸入電

源正常指示燈

發電機合閘

指示燈 

帶載測試 

模式指示燈 

系統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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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液晶顯示圖示說明 
  

圖示 說明 圖示 說明 

 緊急停車指示  系統自動模式 

 高水溫指示  手動起動模式 

 低油壓指示  關機模式 

 低電瓶指示  交流電壓 

 低燃油位指示  交流電流 

 低水位指示  直流電壓 

 頻率過高  頻率單位 

 超速  轉速單位 

 低頻指示  溫度單位(攝氏) 

 起動失敗  溫度單位(華氏) 

 非自動指示  油壓單位 

 預熱  油壓單位 

 運轉  發電機系統 

 停止  市電系統 

 高電壓  傳感器開路 

 低電壓  傳感器短路 

 運轉積時  參數儲存 

 感測器預警/故障  參數值上限 

 AC 短路  參數值下限 

 過電流  參數編號 

 怠速指示  IN 1 動作 

   IN 2 動作 

                                        

4.5 顯示資訊 
4.5.1. 電瓶直流電壓數值 

4.5.2. 發電機交流頻率數值 

4.5.3. 冷卻水溫度數值 

4.5.4. 潤滑油壓力數值 

4.5.5. 運轉積時 

4.5.6. 轉速 RPM 顯示 

4.5.7. 發電機電壓 L1-L2 相交流電壓 

4.5.8. 發電機電壓 L2-L3 相交流電壓 

4.5.9. 發電機電壓 L3-L1 相交流電壓 

4.5.10. 發電機電壓 L1 相交流電流 

4.5.11. 發電機電壓 L2 相交流電流 

4.5.12. 發電機電壓 L3 相交流電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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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3. 發電機電壓 L1-N 相交流電壓 

4.5.14. 發電機電壓 L2-N 相交流電壓 

4.5.15. 發電機電壓 L3-N 相交流電壓 

4.5.16. 市電 L1-L2 相交流電壓 

4.5.17. 市電 L2-L3 相交流電壓 

4.5.18. 市電 L3-L1 相交流電壓 

4.5.19. 市電頻率 

4.5.20. 故障記錄 

4.5.21. 啟動失敗次數記錄 

4.5.22. 總啟動次數記錄 

 

4.6 按鈕功能說明 
 

 

 

 

 

 

 

 

                                            

 

 

 

 

 

 

a. 在密碼輸入模式下，此鍵當作密碼 千位數 之輸入按鍵 
b. 在參數設定模式下，此鍵當作切換下一個參數 
 

a. 在密碼輸入模式下，此鍵當作密碼 百位數 之輸入按鍵 
b. 在參數設定模式下，此鍵當作切換上一個參數 
 

a. 在密碼輸入模式下，此鍵當作密碼 十位數 之輸入按鍵 
b. 在參數設定模式下，此鍵當作提高參數設定值單位之操作按鍵 

 

a. 在密碼輸入模式下，此鍵當作密碼 個位數 之輸入按鍵 
b. 在參數設定模式下，此鍵當作減少參數設定值單位之操作按鍵 
 
a. 進入/ 離開參數設定之操作按鍵 
 

圖 2 

按鍵功能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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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此鍵當作確認輸入按鍵 

 

此上下按鍵可切換顯示發電機相關資訊，頁面顯示順序為： 

液晶顯示第一行：L1-L2 發電機電壓 L2-L3 發電機電壓 L3-L1 發電機電壓 發電機頻

率 L1-N 發電機電壓 L2-N 發電機電壓 L3-N 發電機電壓 發電機頻率  L1-L2 市電

電壓 L2-L3 市電電壓 L3-L1 市電電壓 市電頻率  L1-L2 發電機電壓 ….. 

液晶顯示第二行：L1 發電機電流  L2 發電機電流  L3 發電機電流 引擎 RPM  L1 發

電機電流 …… 

液晶顯示第三行：冷卻水溫、運轉積時表、油壓 冷卻水溫、電瓶電壓、油壓 冷卻水溫、

運轉積時表、油壓 冷卻水溫、電瓶電壓、油壓 …… 

4.7 密碼輸入模式 
控制器必須在停機(OFF)的模式下方可進入參數設定模式。 

按     鍵進入密碼輸入模式，密碼為『0000』時，按     鍵可顯示控制器總啟動次數及故障記錄

按    鍵進入密碼輸入模式，密碼為『0528』時，按    鍵可進入參數設定模式 

 

A. 總啟動次數與故障記錄器圖解說明 

 

 

 

                                           => 

 

 

                        （圖 3）                        （圖 4） 

按     鍵進入密碼輸入模式，顯示密碼『0000』，再按    即可顯示控制器總啟動次數及故

障記錄器。如圖 4為連續啟動失敗次數 5次，總盤車次數 24 次。第八筆故障記錄為低頻 。

按     可觀看上一筆故障紀錄，按     或     鍵即可觀看下一筆的故障記錄 

 

B. 進入參數設定模式圖解說明 

 

 

                                                        

                                =>                       =>                                

 

                 （圖 5）                 （圖 6）                  （圖 7） 

               

 

連續失敗次數 5次 

故障記錄為低頻

故障記錄第 8筆

總啟動次數 24次

密碼『0528』 發電機 

停車時間

參數一 

系統預設：1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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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鍵進入密碼輸入模式，按密碼『0528』，方法為按     五次、     二次、     八次，如圖 6。 

然後按     鍵，即可進入參數設定模式。如圖 7，參數 1，停車時間設定，系統預設 10 秒。再按一次    

鍵即可進入參數二，以下並依此類推 

 

C. 變更參數設定說明之一 

 

 

                         =>                           => 

                  

（圖 8）                    （圖 9）                       （圖 10）  

以參數一為例，系統預設值為 10 秒（如圖 8）。欲變更為 8秒則按     鍵 2 次（如圖 9）。按     鍵

後，LCD 面版上『PARA』處會出現約一秒鐘的『SAVE』字樣（如圖 10），即代表變更設定成功。一秒鐘

後畫面又恢復成（如圖 9）畫面，此時設定已變更完成。 

如欲變更設定為 12 秒則按     鍵 2 次後，依上述指示操作即可變更設定成功 

如於變更參數中，欲取消變更，則可按     鍵跳出變更參數，則 LCD 畫面回顯示模式。或按     鍵

切換成下一個參數，或按     鍵切換成上一個參數 

 

D. 變更參數設定說明之二 

 

 

 

 

                （圖 11）                     （圖 12）    

以參數一為例，設定範圍為 5～40 秒，若欲變更的參數設定值低於系統可操作設定範圍，則畫面參數

值會停留在系統設定範圍最低值『005』，而於 LCD 面版上秀出        參數值下限警示圖示，如圖 11。 

若欲變更的參數設定值高於系統可操作設定範圍，則畫面參數值會停留在系統設定範圍最高值『040』，

而於 LCD 面版上秀出        參數值上限警示圖示，如圖 12。 

五、 操作說明 

5.1. 將控制器依本公司提供之接線圖例正確接線 

5.2. 接上直流電源(接上電瓶)，此時液晶螢幕上的圖示會全部亮起(如圖)，使用者可檢示液晶螢幕是否

有異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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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當控制器開啟後，系統會停在關機模式下，資訊頁會停駐在 L1 電壓及電流頁，運轉積時的顯示畫面 

5.4. 控制器按鍵功能，模式為下圖 

 

 

      【手動啟動】   【自動啟動】    【關機】    【故障清除】 【帶載測試模式】  【怠速】 

 

5.5. 手動啟動：在待機狀態(AUTO)模式或停機(OFF)模式下按住        鍵兩秒.首先控制模組將依內部

之預熱延時設定開始計時，同時動作相對應之預熱輸出端，LCD 面板顯示“  ＂代表目前處於預

熱狀態；當預熱延時計數到時，引擎起動端將輸出並帶動起動馬達運轉。若引擎無法正常點火運轉，

則退回待機狀態(OFF)模式。在手動模式下控制系統不會執行多次盤車。若預熱延時設定為 0秒，表

示該引擎起動系統不需預熱功能，此時引擎起動時預熱輸出電驛將不會有動作，直接進入盤車程序 

5.6. 自動待機：按住        鍵一下螢幕會顯示『AUTO』，系統進入自動待機模式下並開始偵測市電狀態，

根據市電狀態作為啟動或停止發電機的依據。市電發生異常時,系統將依內部之預熱延時設定開始計

時，同時動作相對應之預熱輸出端，LCD 面板顯示“   ＂代表目前處於預熱狀態；當預熱延時

計數到時，引擎起動端將輸出並帶動起動馬達運轉。若引擎無法正常點火運轉，則重新退回預熱週

期執行第二次起動程序。此時在兩次起動之間隔時間設定系統預設為 10 秒(即於停車時間設定)，該

時間僅作為重複起動時，起動馬達停頓之用；在預設之起動次數內若引擎無法順利點火運轉，則系

統會判定引擎起動失敗，LCD 面板則顯示＂ ＂並同時動作相對應之警鈴輸出端。當市電恢復正常

後會自動執行冷機程序並回到自動待機模式下 

5.7. 關機：當引擎在運轉中，按下        鍵終止引擎運轉，此時控制器會輸出停車接點並顯示 圖示，

待設定的停車時間延時（預設值 10 秒）後. 終止輸出停車接點並清除 圖示.完成動作後系統會返

回到停機狀態等待使用者下一個指令   若系統設定有怠速功能則怠速接點會伴隨停車接點一起輸

出並一直顯示 圖示直到下一次引擎以額定運轉才會消失 

5.8. 故障清除：當發電機因保護系統檢出故障導致異常停車時，所有故障訊息將持續顯示於面板 LCD 螢

幕，可先按       故障清除鍵將紅色 LCD 背光關閉及警報蜂嗚器靜音，使用者可開始執行外部故

障排除工作，待完成故障清除工作後，再將 LCD 螢幕的故障訊息清除。如持續按住時，控制器會依

次關閉蜂鳴器及故障燈號。動作完成後系統會回到停機模式下等待使用者下達指令。 

5.9. 帶載測試模式：按一下       鍵會使發電機進入帶載測試模式，此時按鍵上方的燈號會亮起並執行

發電機啟動命令，待發電機進入穩定後會進行負載切換轉移測試，再按一次       鍵可解除帶載測

試模式. 按鍵上方的燈號會滅掉,負載會切換回由市電側供電，並執行發電機冷機程序 待冷機設定

延時到達後，自動停止發電機。 

5.10. 額定轉速｜怠速：發電機在額定轉速下運轉時按下       鍵此時控制器會輸出怠速接點並顯示   

圖示，導引引擎進入怠速運轉。反之若發電機在怠速模式下運轉, 按下       鍵可使發電機回到額

定轉速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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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參數設定說明 

6.1.  停車時間  
設定範圍：5～40 秒 
系統預設值：10 秒 
參數說明：設定引擎停車時間以及盤車歇息時間 

6.2.  預熱時間  
設定範圍：0～10 秒 
系統預設值：0 秒 
參數說明：引擎起動之前置預熱時間 

6.3.  盤車次數  
設定範圍：1～9 次 
系統預設值：3 次 
參數說明：設定發電機盤車之次數 

6.4.  冷機時間  
設定範圍：0～625 秒 (設定值 0～250，冷機時間為設定值* 2.5 秒) 
系統預設值：0 秒 
參數說明：設定引擎停車時的冷機運轉時間(故障及手動停車時，無冷機運轉) 

6.5.  怠速時間  
設定範圍：0～1250 秒 (設定值 0～250，怠速時間為設定值* 5 秒) 
系統預設值：0 秒   
參數說明：設定引擎怠速運轉時間 

6.6.  低電瓶電壓設定  
設定範圍：9～32 V 
系統預設值：20 V 
參數說明：此參數設定電瓶電壓的下限值，當電瓶電壓到達下限值時，控制器會產生低電瓶電壓告 
          警 

6.7.  高頻設定  
設定範圍：48～70 Hz 
系統預設值：66 Hz 
參數說明：此參數設定頻率的上限值，當頻率超過上限值時，控制器會產生超速錯誤停車 

6.8.  功能選項致能 1 
設定範圍：0～255 
系統預設值：255 
參數說明：依現場需求選擇系統提供之功能 

 

 高頻 緊急停車 低油壓 高水溫 低水位 低燃油位 超速 低頻 

權數

範例 128 64 32 16 8 4 2 1 
計算結果 

系統預設         255 

表 1 
⌦ 註 1：對應表中  代表【致能】，  代表【除能】 
⌦ 註 2：計算方式，將【致能】對應位元之權數全部加總起來，即為此功能選項之設定值 
⌦ 範例設定值為：128+64 + 32 + 16 + 8 + 4 + 2 + 1 =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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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低頻設定  
設定範圍：42～61 Hz 
系統預設值：54 Hz 
參數說明：此參數設定頻率的下限值，當頻率低於下限值時，控制器會產生低頻錯誤 

6.10.  輸入開關型態設定 
設定範圍：0～63 
系統預設值：29 
參數說明：依現場需求選擇輸入開關之型態                                                            

       保留 保留 油壓退起

動馬達

低燃油位

開關 
低水位

開關 
高水溫

開關 
緊急停車 
開關 

低油壓 
開關 

權數 
範例 128 64 32 16 8 4 2 1 

計算結果 

系統預設   除能 
(Disable) 常開 常開 常開 常閉 常開 29 

表 2 
⌦ 註 1：對應表中可定義輸入開關為【常開型態】或【常閉型態】 
⌦ 註 2：計算方式，將【常開型態】對應位元之權數全部加總起來，即為此功能選項之設定值 
⌦ 範例設定值計算：16 + 8 + 4 + 1 = 29 

6.11.  油壓開關延時  
設定範圍：0.4～6 秒 (設定值 2～30，延時時間為設定值*0.2 秒) 
系統預設值：1.2 秒 (設定值 6，6*0.2 = 1.2 秒)  
參數說明：當系統設定為油壓退起動馬達時，此參數在起動過程中會作為油壓建立之計時器，即當 
          油壓建立成功後(油壓開關動作時間達此設定值)，控制器會將起動馬達退開，需搭配 

          油壓退起動馬達參數使用；此參數與低油壓故障延時時間無關。 

6.12.  水溫傳感器廠牌選擇  
設定範圍：0～2 
系統預設值：2 
參數說明：使用者可選擇水溫傳感器的廠牌 
           (0：SUSUKI，1：SCD，2：VDO)  

6.13.  油壓傳感器廠牌選擇  
設定範圍：0～3 
系統預設值：2 
參數說明：使用者可選擇油壓傳感器的廠牌 
           (0：SUSUKI，1：SCD，2：VDO 10 Bar，3：VDO 5 Bar) 

6.14.  電流互感器比值設定 
設定範圍：50/5~5000/5 
系統預設值：500/5 
參數說明：使用者依系統容量選擇適當的互感器，並設定互感器比值 
          50/5, 75/5, 100/5, 2: 150/5, 200/5, 250/5, 300/5, 400/5, 500/5,600/5, 800/5, 1000/5,  
          1200/5, 1500/5, 1600/5, 2000/5,2500/5, 3000/5, 3200/5, 4000/5, 5000/5,  

6.15.  低電壓設定  
   設定範圍：186～440 
   系統預設值：346 
   參數說明：當發電機側電壓低於此設定值，會引發發電機低電壓故障停車。延時 2.5 秒 

6.16.  高電壓設定  
   設定範圍：220～484 
   系統預設值：414 
   參數說明：當發電機側電壓超過此設定值，會引發發電機高電壓故障停車。延時 2.5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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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交流短路設定  
   設定範圍：100～500 (500/5) 
   系統預設值：450 
   參數說明：當發電機側交流電流超過此設定值，會引發發電機短路故障停車。延時 0.5 秒 

6.18.  交流過負載設定  
設定範圍：40～500 (500/5) 
系統預設值：400 
參數說明：當發電機側交流電流超過此設定值，會引發發電機負載故障停車。延時 15 秒 

6.19.  高水溫預警數值   
設定範圍：75～120 
系統預設值：100 
參數說明：當發電機側冷卻水水溫超過此設定值，控制器警報輸出，LCD 顯示  

6.20.  低油壓預警數值  
設定範圍：5～65 
系統預設值：15 
參數說明：當發電機側潤滑油油壓低於此設定值，控制器警報輸出，LCD 顯示  

6.21.  功能選項致能 2 
  設定範圍：0～255 
  系統預設值：143 

 
故障逾

時停 

系統非

自動 
低油壓

預警

高水溫

預警
過負載

交流 
短路 低電壓 高電壓 

權數

範例 128 64 32 16 8 4 2 1 
計算結果 

系統預設         143 

                                   表 3 
⌦ 註 1：對應表中  代表【致能】，  代表【除能】 
⌦ 註 2：計算方式，將【致能】對應位元之權數全部加總起來，即為此功能選項之設定值 
⌦ 範例設定值為：128 + 8 + 4 + 2 + 1 = 143 

6.22.  顯示模式 
  設定範圍：0～31 
  系統預設值：28 

 保留 保留 保留 交流電壓

偵測下限

頻率偵測

下限 
RPM 計算 壓力單位 溫度單位 

 保留 保留 保留 無下限 無下限 真實 RPM PSI ℃ 

 保留 保留 保留 90 V 以下

不偵測

30 Hz 以下

不偵測
頻率換算 RPM BAR ℉ 

權數

範例 128 64 32 16 8 4 2 1 

計算結果 

系統預設         28 

                                   表 4 
⌦ 註 1：對應表中  代表【致能】，  代表【除能】 
⌦ 註 2：計算方式，將【致能】對應位元之權數全部加總起來，即為此功能選項之設定值 
⌦ 註 3：頻率偵測下限致能時，表示發電機頻率若低於 30 Hz 時，低頻保護將不會動作 
⌦ 註 4：交流電壓偵測下限致能時，表示交流電壓若低於 90 V 時，低電壓保護將不會動作 

⌦ 註 5：RPM 計算選擇＂頻率換算 RPM＂，換算方式為 1 Hz = 30 RPM。 

⌦ 範例設定值為：16 + 8 + 4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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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轉速退起動馬達 
           設定範圍：150～900（RPM） 
           系統預設值：480（RPM） 
           參數說明：發電機啟動時,當系統轉數高於此設定值，系統會自動切斷啟動馬達輸出 

6.24.  超速  
設定範圍：980～2100（RPM） 
系統預設值：1980（RPM） 
參數說明：當系統轉數高於此設定值，會引起系統超速故障停車 

6.25.  故障動作模式(跳脫/停車)選擇 

           設定範圍：0～255 
           系統預設值：0 

 過負載 
  交流 

  短路 
低電壓 高電壓 低燃油 IN2    IN1   低頻 

權數

範例 
128 64 32 16 8 4 2 1 

計算結果

系統預設               0 

⌦ 註 1：對應表中  代表【跳脫】，  代表【停車】 
⌦ 註 2：計算方式，將【跳脫】對應位元之權數全部加總起來，即為此功能選項之設定值 
⌦ 註 3：當發電機發生以上之異常時，其控制器將依此設定值，進行跳脫或停車的動作 
⌦ 範例設定值為：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6.26.  前置加油 

           設定範圍：0～30 (秒) 
           系統預設值：0 
           參數說明：當進行盤車時 (第一次行程)，可選擇油閥是否先行輸出 

6.27.  RPM 換算(乘數) 
設定範圍：1～200 
系統預設值：10 

參數說明：設定飛輪齒數與實際轉速的比值,利用乘一數值與除一數值(參數 28)做比值的設定 

6.28.  RPM 換算(除數) 
設定範圍：1～200 
系統預設值：10 
參數說明：設定飛輪齒數與實際轉速的比值,利用乘一數值(參數 27)與除一數值做比值的設定 

6.29.  保護功能暫停時間 
設定範圍：5～40 (秒) 
系統預設值：10 
參數說明：引擎起動後，系統於設定時間內暫時停止偵測外部輸入之故障訊號。 

6.30.  故障逾時停車 
設定範圍：1～240 (x 30 秒) 
系統預設值：1 (30 秒) 
參數說明：當故障動作選擇跳脫(見參數 25)，於跳脫動作時，運轉燈會開始閃爍，如故障訊號於設

定時間內未被清除，控制器將會執行停車程序。 

6.31.  Relay 0 功能 
設定範圍：0～27 
系統預設值：0 (總故障輸出)  
參數說明：請參考繼電器動作表列 

6.32.  Relay 1 功能 
設定範圍：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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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預設值：3 (預熱輸出) 
參數說明：請參考繼電器動作表列 

6.33.  Relay 2 功能 
設定範圍：0～29 
系統預設值：12 (自動模式) 
參數說明：請參考繼電器動作表列 

6.34.  Relay 3 功能 
設定範圍：0～29 
系統預設值：1 (系統跳機) 
參數說明：請參考繼電器動作表列 

6.35.  Relay 4 功能 
設定範圍：0～29 
系統預設值：2 (發電機合閘) 
參數說明：請參考繼電器動作表列 

6.36.  Relay 5 功能 
設定範圍：0～29 
系統預設值：29 (市電負載投入、合閘) 
參數說明：請參考繼電器動作表列 

6.37.  參數密碼一 
設定範圍：01～99 
系統預設值：28 

參數說明：更改進入參數設定模式的密碼後兩位數（0528）.設定值若有變更，在儲存時需同時按    

     +     方可儲存成功 

6.38.  參數密碼二 
設定範圍：00～99 
系統預設值：05 

參數說明：更改進入參數設定模式的密碼前兩位數（0528）.設定值若有變更，在儲存時需同時按  

      +     方可儲存成功 

6.39.  市電過電壓  
設定範圍：220～484 
系統預設值：414 
參數說明：當市電側電壓高於此設定值，控制器會判斷為市電異常成立。（若控制器處於自動模式，

系統會自動起動發電機，並在系統達到穩定狀態後輸出合閘訊號） 

6.40.  市電低電壓  
設定範圍：186～440 
系統預設值：346 
參數說明：當市電側電壓低於此設定值，控制器會判斷為市電異常成立。（若控制器處於自動模式，

系統會自動起動發電機，並在系統達到穩定狀態後輸出合閘訊號）  

6.41.  市電高頻  
設定範圍：48～70 Hz 
系統預設值：66 Hz 
參數說明：當市電側頻率高於此設定值，控制器會判斷為市電異常成立。（若控制器處於自動模式，

系統會自動起動發電機，並在系統達到穩定狀態後輸出合閘訊號） 

6.42.  市電低頻  
設定範圍：42～61 Hz 
系統預設值：54 Hz 

表 5 

繼電器動作表列 

0.總故障輸出 / 1.系統跳脫 / 2.發電機負載投入(合

閘，輸出 1秒) / 3.預熱輸出 / 4.前置加油 / 5.怠速輸

出 / 6.超速(RPM) / 7.高頻 / 8.低頻 / 9.低油壓動作 

/ 10.高水溫動作 / 11.系統非自動 / 12.自動模式 / 

13.手動起動 / 14.過盤車 / 15. AC 高電壓 / 16. AC

低電壓 / 17.過電流動作 / 18. AC 短路動作 / 19.低

電瓶電壓 / 20.Input 1 動作 / 21. Input 2 動作 / 22.

低燃油位動作 / 23.低水位動作 / 24.緊急停車 / 25.

傳感器警報 / 26.發電機負載投入(合閘，常態) / 27.

發電機供電正常 / 28.市電供電正常 / 29.市電負載

投入(合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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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數說明：當市電側頻率低於此設定值，控制器會判斷為市電異常成立。（若控制器處於自動模式，

系統會自動起動發電機，並在系統達到穩定狀態後輸出合閘訊號） 

6.43.  市電電壓不平衡 
設定範圍：5～30 
系統預設值：5 
參數說明：當市電側三相電壓的差值超出此設定值，控制器會判斷為市電異常成立。（若控制器處

於自動模式，系統會自動起動發電機，並在系統達到穩定狀態後輸出合閘訊號） 

6.44.  TDES 備用啟動延時 
設定範圍：1～60 （秒） 
系統預設值：5 （秒） 
參數說明：在自動模式下，當市電異常訊號成立後,會依此設定值延時起動發電機，避免常用電源

暫時性斷電或電壓不穩而起動發電機 

6.45.  TDNE 常用轉備用延時 
設定範圍：1～60 （秒） 
系統預設值：3 （秒） 
參數說明：為常用電源切換為備用電源的延遲時間，目的為確保備用電源的穩定性 

6.46.  TDEN 備用轉常用延時 
設定範圍：1～60 （秒） 
系統預設值：3 （秒） 
參數說明：為備用電源切換為常用電源的延遲時間，目的為確保常用電源的穩定性，避免常用電源 
的不穩定供電所造成的切換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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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系統參數說明 

7.1. 緊急停車動作 延時：0.4 秒／動作：停車 

7.2. 超速/高頻動作 延時：2 秒 ／動作：停車 

7.3. 高水溫動作 延時：1 秒 ／動作：停車 

7.4. 低油壓動作 延時：1 秒／動作：停車 

7.5. 低水位動作 延時：4 秒 ／動作：停車 

7.6. 低頻率動作 延時：6 秒／動作：停車 

7.7. 低燃油位動作 延時：4 秒／動作：停車  

7.8. IN1/IN2 動作 延時：2 秒 ／動作：停車 

7.9. 低電瓶電壓 延時：5秒／動作：警報 

7.10. 合閘輸出 延時：7.5 秒  

7.11. 頻率退啟動馬達 16 Hz  

7.12. 盤車時間 10 秒 

7.13. 保護功能暫停時間 10 秒(發電機正常運轉後開始計時 10 秒，這段時間內控制器將暫停故障保護功

能，但緊急停車及超速動作例外)      

 

八、 背板說明 

8.1. 背板外觀                                         

 

 

 

 

 

 

 

 

 

 

 

 

 

 

 

 

 

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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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腳位定義                                       

腳位 說明 腳位 說明 

1 B+ 電瓶正極 32 市電 L2 相電源輸入 

2 B- 電瓶負極 33 市電 L3 相電源輸入 

3 Motor 起動馬達輸出 34 市電 N 相電源輸入 

4 Valve 油閥輸出 35 市電負載投入指示輸入接點 

5 停車輸出 36 市電負載投入指示輸入接點 

6 警報輸出 37 輔助輸出 5-1 

7 輔助輸出 0 38 輔助輸出 5-2 

8 輔助輸出 1 41 輔助輸出 4-1 

12 輔助輸入 2 42 輔助輸出 4-2 

13 低水位開關輸入 43 負載投入指示輸入接點 

14 緊急停車開關輸入 44 負載投入指示輸入接點 

15 低燃油位開關輸入 45 輔助輸出 2 

16 低油壓開關輸入 46 輔助輸出 3(常開) 

17 高水溫開關輸入 47 輔助輸出 3(共同接腳) 

18 ATS1 遙控啟動輸入接點 1 48 輔助輸出 3(常閉) 

19 ATS2 遙控啟動輸入接點 2 51 L3 相電流輸入(L) 

23 FRQ1 頻率輸入接點 1 52 L3 相電流輸入(K) 

24 FRQ2 頻率輸入接點 2 53 L2 相電流輸入(L) 

25 備用 54 L2 相電流輸入(K) 

26 水溫傳感器輸入接點 55 L1 相電流輸入(L) 

27 油壓傳感器輸入接點 56 L1 相電流輸入(K) 

28 轉速輸入接點 1 57 N 相電源輸入 

29 轉速輸入接點 2 58 L3 相電源輸入 

30 輔助輸入 1 59 L2 相電源輸入 

31 市電 L1 相電源輸入 60 L1 相電源輸入 

                                        表 6 

 

8.3. VR 功能說明 

VR 為調校 GTR-205 上的儀表讀值，並使其值與現場儀表讀值一致。 

8.3.1  VR1：AC 電壓校正微調 

8.3.2  VR2：AC 電流校正微調 

8.3.3  VR3：水溫數值校正微調 

8.3.4  VR4：油壓數值校正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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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外觀尺寸 

 
 圖 14 背視圖 

  
 圖 15 側視圖 

 
 圖 16 俯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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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接線圖例 

*請務必確認 接點須接足 條線CT 6
*N相電源須確實接到控制器

 

                                      圖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