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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控机 PC 041 简述
DIA.NE XT4* 是 INNIO 为 Jenbacher 燃气发动机推出的新一代发动机控制系统和可视化系统。
系统由 I/O（输入/输出）模块、一个坚固的工控机（控制器）和一个 15“ 触摸屏组成，该系统可以现场装在
开关柜里。为了进行远程操作，提供一个可安装于任意一台个人计算机（Windows 8® 平板电脑也可）上的
软件程序“DIA.NE XT4 HMI Client”。
该系统构成燃气发动机的调试、运行、保养和故障诊断的人机接口。这样您便能随时掌控 Jenbacher 燃气
发动机，可直接在现场或通过远程连接完成。
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能够确保完成时间紧迫且与安全相关的发动机调节、监控和控制任务。Microsoft 的
Windows 操作系统“Windows® 7 embedded”提供了合适的可视化和数据记录平台。
与 INNIO 的联机设备管理工具 myPlant™ 相结合，通过互联网可对设备进行可靠的远程操作。

*Trademark der INNIO Jenbacher GmbH & Co 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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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概览 PC 041

2.1 硬件和接口

 触摸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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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TFT LCD ，分辨率 1024 x 768 (XGA)

• 电阻式触摸屏
• 防溅水（前面 IP65，背面 IP 20）
• 发光能力 400 cd/m“2

背面按键：

如果图像内容没有集中显示在显示屏里（转移），请操作按键[Automatic adjust] 自动调整显示屏。

 控制器
工控机（ IPC）装在模块控制柜的前门背面。用于发动机调节、监控、控制、图文管理以及数据记录的所有
软件组件都在该工控机上执行。



DIA.NE XT4 CTR 4.08 HMI 2.9 R5

INNIO 所有权说明：保密！该页数据的使用或转发受到封面或第一页中的说明限制。

• 无风扇的坚固工控机（无回转件）
• Intel® core™ 双处理器，2.26 GHz

• 100 GB 固态盘 (Solid State Disc)

• 4 GB 内存
• 4 千兆位 CFAST 应用数据用存储媒体

① 复位按钮
按下该按钮会使工控机突然关闭（=电源电压关/开）。
设备运行时禁止操作该按钮！
② 4 x USB 2.0 接口
仅供 INNIO 内部使用。不得连接 USB 存储芯片等外部设备！
③ 3 x 以太网接口
④ CFast 存储卡插槽
仅供 INNIO 内部使用。只能插入 INNIO 提供的 DIA.NE XT4 Cfast 卡。
⑤ VGA 接口
⑥ 电源
⑦ 电源 开/关
工控机开启时短按时会使其关闭。长按（> 5 秒钟）会使设备突然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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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关闭时按下会使其启动。
设备运行时禁止操作该按钮！
⑧ 状态显示 LED

 … 高温显示

不亮 ➔ 正常工作状态
发红光 ➔ 温度超过极限值

 … 电池充电状态显示

发绿光 ➔ 正常工作状态
发红光 ➔ 充电状态低于极限值，必须更换电池。

 … 固态盘或 Cfast 卡活性显示

不亮 ➔ 未启用
发红光（闪烁） ➔ 启用

 … 电源

不亮 ➔ 没有电源电压
发红光 ➔ 施加了电源电压
发黄光（闪烁） ➔ 施加的电源电压正常， CPU（中央处理器）处于待机模式或关闭
发绿光 ➔ 施加的电源电压正常， CPU（中央处理器）开启（正常工作状态）

 模块控制柜内的分散式 I/O（输入/输出）部件
分散式 I/O（输入/输出）部件装在模块控制柜里，用于连接传感器和执行器。

I/O（输入/输出）硬件是模块化结构的工业自动化系统。广泛的可调整性和全面的兼容性是控制原理的基
础。由此，反应时间能够少于 1 ms。借助 I/O（输入/输出）总线系统连接可轻松实现系统扩展。模块化系
统设计允许在每个模块粒度为 1-32 个通道的情况下进行灵活配置，并允许直接连接传感器和执行器。

 发动机上的分散式 I/O（输入/输出）部件
分散式 I/O（输入/输出）部件装在模块控制柜里，用于连接传感器和执行器。

  以太网开关 DIA.NE XT4 设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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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端口 RJ45

• 以太网 100/1000Base-T

• 电缆颜色：黄色
• 装在模块控制柜里
该工业网络开关用于连接多个发动机设备的控制器，并用作笔记本维修人员的接口。

仅供 INNIO 内部使用。客户方不允许将任何用户连接在该网络上。

  以太网开关 DIA.NE XT4 用户网络
• 5 端口 RJ45

• 以太网 100/1000Base-T

• 电缆颜色：蓝色
• 装在模块控制柜里
该工业网络开关用于将控制器连接到用户网络上。因此，用户可以通过网络从其计算机或控制中心“远程”操
作和观察发动机。
通过该接口也可访问 DIA.NE XT4 OPC 服务器（可选）。OPC 是一个用于交换过程数据的标准化接口。

 显示器至视频信号工控机的 VGA 连接

 显示器至触摸控制工控机的 UBS 连接

 I/O（输入/输出）总线连接
实时总线系统基于将 I/O（输入/输出）部件与控制器连接在一起的以太网。

仅供 INNIO 内部使用。客户方不允许将任何用户连接在该网络上。

 用户的数据接口（控制系统）
DIA.NE XT4 能够提供用于用户上级控制系统的数据。
可使用多种协议。例如，可选择串行协议如 Modbus RTU (Slave) 和 Profibus DP (Slave) 。

 与分散式控制组件连接的接口
通过 CAN 总线连接来控制分散式控制组件
连接设备可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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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统 ➔ 点火系统、燃气计量阀（可选）
监控装置 ➔ KLS 98, SAFI （可选）

仅供 INNIO 内部使用。客户方不允许将任何用户连接在该网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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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简要描述 - DIAN.NE XT 4 Panel PC910
DIA.NE XT4* 是 INNIO 为 Jenbacher 燃气发动机推出的新一代发动机控制系统和可视化系统。
系统由 I/O（输入/输出）模块、一个坚固的工控机（控制器）和一个 15“ 触摸屏组成，该系统可以在现场安
装在开关柜里。为了进行远程操作，提供一个可安装于任意一台个人计算机（Windows 8® 平板电脑也可）
上的软件程序“DIA.NE XT4 HMI Client”。
该系统构成燃气发动机的调试、运行、保养和故障诊断的人机接口。这样您便能随时掌控 Jenbacher 燃气
发动机，可直接在现场或通过远程连接完成。
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能够确保完成时间紧迫且与安全相关的发动机调节、监控和控制任务。Microsoft 的
Windows 操作系统“Windows®7 embedded”提供了合适的可视化和数据记录平台。
与 INNIO 的联机设备管理工具 myPlant™ 相结合，通过互联网可对设备进行可靠的远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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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概览 PPC910

4.1 硬件和接口

 触摸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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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TFT LCD ，分辨率 1024 x 768 (XGA)

• 电阻式单点触摸
• 防溅水（前面 IP65，背面 IP 20）
• 发光能力 400 cd/m“2

• 对比度 700:1

• 16.2M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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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夹上的螺栓需要使用六角螺丝刀来操作。最大扭矩不超过 1 Nm。

 控制器
工控机（APC910）装在模块控制柜的前门背面。用于发动机调节、监控、控制、图文管理以及数据记录的
所有软件组件都在该工控机上执行。

• 无风扇的坚固工控机（无回转件）
• Intel® Celeron 处理器 1020E 双核 2.2 GHz

• 128 GB Cfast 永久性存储器
• 4 GB 内存
• 4/8 GB CFAST 存储介质，用于应用数据

 Powerlink 接口
通过 Rote Ethernet cat5e 电缆连接 X20 IO 模块

 4 x USB 3.0 接口
仅供 INNIO 内部使用。不得连接 USB 存储芯片等外部设备！

 2 x 以太网接口

 CFast 存储卡插槽
仅供 INNIO 内部使用。只能插入 INNIO 提供的 DIA.NE XT4 Cfast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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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开/关
工控机开启时短按时会使其关闭。长按（> 5 秒钟）会使设备突然关闭。
设备关闭时按下会使其启动。
设备运行时禁止操作该按钮！

 复位按钮
按下该按钮会使工控机突然关闭（=电源电压关/开）。
设备运行时禁止操作该按钮！

 电源

反向极性保护

插针 说明
1 +
2 功能性接地
3 -

 状态 LED

电源 LED 不亮 → 无电源电压
电源 LED 亮红色 → 施加了电源电压
电源 LED 亮绿灯 → 施加的电源电压正常， CPU（中央处理器）接通（正常工作状态）

 模块控制柜内的分散式 I/O（输入/输出）部件
分散式 I/O（输入/输出）部件装在模块控制柜里，用于连接传感器和执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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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输入/输出）硬件是模块化结构的工业自动化系统。广泛的可调整性和全面的兼容性是控制原理的基
础。由此，反应时间能够少于 1 ms。借助 I/O（输入/输出）总线系统连接可轻松实现系统扩展。模块化系
统设计允许在每个模块粒度为 1-32 个通道的情况下进行灵活配置，并允许直接连接传感器和执行器。

 发动机上的分散式 I/O（输入/输出）部件
分散式 I/O（输入/输出）部件装在模块控制柜里，用于连接传感器和执行器。

  以太网开关 DIA.NE XT4 设备网络
• 5 端口 RJ45

• 以太网 100/1000Base-T

• 电缆颜色：黄色
• 装在模块控制柜里
该工业网络开关用于连接多个发动机设备的控制器，并用作笔记本维修人员的接口。
仅供 INNIO 内部使用。客户方不允许将任何用户连接在该网络上。

  以太网开关 DIA.NE XT4 用户网络
• 5 端口 RJ45

• 以太网 100/1000Base-T

• 电缆颜色：蓝色
• 装在模块控制柜里
该工业网络开关用于将控制器连接到用户网络上。因此，用户可以通过网络从其计算机或控制中心“远程”操
作和观察发动机。
通过该接口也可访问 DIA.NE XT4 OPC 服务器（可选）。OPC 是一个用于交换过程数据的标准化接口。

 I/O（输入/输出）总线连接
实时总线系统基于将 I/O（输入/输出）部件与控制器连接在一起的以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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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供 INNIO 内部使用。客户方不允许将任何用户连接在该网络上。

 用户的数据接口（控制系统）
DIA.NE XT4 能够提供用于用户上级控制系统的数据。
可使用多种协议。例如，可选择串行协议如 Modbus RTU (Slave) 和 Profibus DP (Slave) 。

 与分散式控制组件连接的接口
通过 CAN 总线连接来控制分散式控制组件
连接设备可用于：
控制系统 → 点火系统，燃气计量阀（选配）
监控系统 → KLS 98，SAFI （选配）
仅供 INNIO 内部使用。客户方不允许将任何用户连接在该网络上。

5 简要描述 - DIAN.NE XT 4 Panel PPC3100
DIA.NE XT4* 是 INNIO 为 Jenbacher 燃气发动机推出的新一代发动机控制系统和可视化系统。
系统由 I/O（输入/输出）模块、一个坚固的工控机（控制器）和一个 15“ 触摸屏组成，该系统可以在现场安
装在开关柜里。为了进行远程操作，提供一个可安装于任意一台个人计算机（Windows 8® 平板电脑也可）
上的软件程序“DIA.NE XT4 HMI Client”。
该系统构成燃气发动机的调试、运行、保养和故障诊断的人机接口。这样您便能随时掌控 Jenbacher 燃气
发动机，可直接在现场或通过远程连接完成。
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能够确保完成时间紧迫且与安全相关的发动机调节、监控和控制任务。Microsoft 的
Windows 操作系统“Windows®7 embedded”提供了合适的可视化和数据记录平台。
与 INNIO 的联机设备管理工具 myPlant™ 相结合，通过互联网可对设备进行可靠的远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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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统概览 PPC3100

6.1 硬件和接口

 触摸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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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TFT LCD ，分辨率 1024 x 768 (XGA)

• 电阻式单点触摸
• 防溅水（前面 IP65，背面 IP 20）
• 发光能力 400 cd/m“2

• 对比度 700:1

• 16.2M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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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 359mm

Y = 277mm

Z = 最小 1 mm / 最大 6 mm

固定夹上的螺栓需要使用六角螺丝刀来操作。最大扭矩不超过 1 Nm。
控制器

工控机（APC3100）装在模块控制柜的前门背面。用于发动机调节、监控、控制、图文管理以及数据记录
的所有软件组件都在该工控机上执行。

• 无风扇的坚固工控机（无回转件）
• Intel® i5-7300U 双核处理器 2.6 GHz

• 128 GB Cfast 永久性存储器
• 8 GB 内存
• 8 GB CFAST 应用数据用存储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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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owerlink 接口
通过 Rote Ethernet cat5e 电缆连接 X20 IO 模块

2. 4 个 USB 3.0 接口
仅供 GE 内部使用。不得连接 USB 存储芯片等外部设备！

3. 2 x 以太网接口
4. Cfast 存储卡插槽
仅供 GE 内部使用。只能插入 GE 提供的 DIA.NE XT4 Cfast 卡。

5. 电源开/关
设备开机时短按即可关闭设备。长按（> 5 秒钟）会使设备突然关闭。
设备关闭时按下会使其启动。设备运行时禁止操作该按钮！

6. 重置按钮
按下此按钮会导致设备突然关闭（=电源开/关）。
设备运行时禁止操作该按钮！

7. 电源（具有极性反转保护）

插针 说明
1 +
2 功能性接地
3 -

1. 状态 LED 指示灯

电源 LED 不亮 → 无电源电压
电源 LED 亮红色 → 施加了电源电压
电源 LED 亮绿灯 → 施加的电源电压正常， CPU（中央处理器）接通（正常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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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Fast 1 插槽（应该用不干胶标签封住）
在此插槽中有 128GB Cfast 卡，不得连接任何其他 CFAST 卡！
这张 128GB Cfast 卡是C：/即 IPC 的硬盘！

2. CFast 2 插槽
这张 8 GB Cfast 卡中包含 Jenbacher 提供的软件。
这张 Cfast 中的软件负责设备的运行

 模块控制柜内的分散式 I/O（输入/输出）部件
分散式 I/O（输入/输出）部件装在模块控制柜里，用于连接传感器和执行器。

I/O（输入/输出）硬件是模块化结构的工业自动化系统。广泛的可调整性和全面的兼容性是控制原理的基
础。由此，反应时间能够少于 1 ms。借助 I/O（输入/输出）总线系统连接可轻松实现系统扩展。模块化系
统设计允许在每个模块粒度为 1-32 个通道的情况下进行灵活配置，并允许直接连接传感器和执行器。

 发动机上的分散式 I/O（输入/输出）部件
分散式 I/O（输入/输出）部件装在模块控制柜里，用于连接传感器和执行器。

  以太网开关 DIA.NE XT4 设备网络
• 5 端口 RJ45

• 以太网 100/1000Base-T

• 电缆颜色：黄色
• 装在模块控制柜里
该工业网络开关用于连接多个发动机设备的控制器，并用作笔记本维修人员的接口。
仅供 INNIO 内部使用。客户方不允许将任何用户连接在该网络上。

  以太网开关 DIA.NE XT4 用户网络
• 5 端口 RJ45

• 以太网 100/1000Base-T

• 电缆颜色：蓝色
• 装在模块控制柜里
该工业网络开关用于将控制器连接到用户网络上。因此，用户可以通过网络从其计算机或控制中心“远程”操
作和观察发动机。
通过该接口也可访问 DIA.NE XT4 OPC 服务器（可选）。OPC 是一个用于交换过程数据的标准化接口。

 I/O（输入/输出）总线连接
实时总线系统基于将 I/O（输入/输出）部件与控制器连接在一起的以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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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供 INNIO 内部使用。客户方不允许将任何用户连接在该网络上。

 用户的数据接口（控制系统）
DIA.NE XT4 能够提供用于用户上级控制系统的数据。
可使用多种协议。例如，可选择串行协议如 Modbus RTU (Slave) 和 Profibus DP (Slave) 。

 与分散式控制组件连接的接口
通过 CAN 总线连接来控制分散式控制组件
连接设备可用于：
控制系统 → 点火系统，燃气计量阀（选配）
监控系统 → KLS 98，SAFI （选配）
仅供 INNIO 内部使用。客户方不允许将任何用户连接在该网络上。

7 软件

DIA.NE XT4 PLC: 用于发动机调节、监控和控制的控制软件基于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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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NE XT4 HMI 用户： HMI … 人机界面
可视化系统的用户组件
在控制器上运行，也可装在外部计算机上用于远程控制。

DIA.NE XT4 HMI 服务器： 可视化系统的服务器组件
DIA.NE XT4 HMI 设计人
员：

编写可视化应用程序
仅供 INNIO 内部使用！

DIA.NE XT4 Para 编辑： 参数的“脱机”处理程序
仅供 INNIO 内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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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网络图示

建议
客户不应将 DIA.NE XT4 供货范围内的装置与未配有符合规定的安全装置的网络连接。该安全装置应该限制
DIA.NE XT4 服务器输出输入的连接，并创造这样一个“非军事区”("Demilitarized Zone", DMZ)。有关 myPlantTM

连接所需的输出连接列表，请参阅 TA 2300-0008 – myPlant* 连接的前提条件 。输入连接要求请参阅章节“⇨
使用 DIA.NE XT4 HMI 软件进行远程控制”。
提示：不允许从互联网直接访问设备的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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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必须确保通过诸如防火墙等技术手段防止从互联网直接访问设备的服务器。INNIO Jenbacher GmbH &
Co OG 无法提供这种安全装置和安全服务。此外，客户有义务对其所连接网络进行保护，以防设备服务器
与该网络之间发生意外通讯。上述建议可理解为最佳惯用方法

9 网络安全的一般方式
DIA.NE XT4 服务器符合以下网络安全标准：
1. 强化的操作系统 (OS)：

– 所有不需要的服务均已被禁用
– 所有不需要的输入接口均已被禁用
– 严格的系统防火墙指令
– 每个图像生成的补丁级（最新的补丁将会在图像生成期间安装）

2. 无病毒防护，无反间谍软件。仅当防病毒软件和反间谍软件定期更新后，才能有效，这在 DIA.NE XT4 服
务器上是不可能的。

3. 无预先安装的输入输出装置（鼠标、键盘、屏幕等）
4. DIA.NE XT4 服务器以 Kiosk 模式运行：只有一系列预定义的应用程序可在装置上运行。

10 功能概述

10.1 操作和观察
• 20 个不同视图
• 视图之间导航简便
• 测量值显示和额定值输入
• 所有控制指令用按钮
• 气缸专用测量值列表和柱状图
• 不同测量值在指针式仪表上的指示
• 嵌入式趋势图（联机记录仪的曲线图）
• 动态符号的图示

10.2 参数管理
• 2000 个参数分类清楚明了
• 参数访问受权限保护
• 参数的个性化编辑
• 参数的导出和导入
• 筛选功能
• 参数（发动机、数据备份）比较功能
• 批编辑模式（在该模式下能够同时修改多个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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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诊断

测量值趋势图表
• 可供选择历史记录测量值多达 500 个
• 联机趋势图和历史数据
• 强大的缩放移动功能
• 扫描周期为100 ms，数据精度高
• 曲线图和信号列表的组合视图
• 最小值、最大值和平均值的显示（色带显示）
• 预设的趋势图设置,也可由操作者对趋势图进行个性化编辑
• 设有 2 个曲线图测量光标
• 按 Excel 格式导出趋势图数据
• 数据的优化加载性能
报警管理

• 不同信息多达 2000 个
• 显示当前和历史报警信号列表
• 记录的报警事件多达1 百万个
• 警报确认
• 停机、警告和工作信号的优先级
• 同时还显示记录的操作动作（数值修改、登录、控制命令）
• 不同故障信息的帮助信息（原因、排除方法）
• 筛选功能
• 按 Excel 格式导出报警信号数据（信号列表）

10.4 系统功能
• 用户管理
• 系统设置
• 网络设置
• 系统诊断功能（记录、趋势）
• 对软件进行更新
• 版本信息显示
• 历史数据的导出

10.5 数据记录
• 将信号、测量值以及包括数值修改在内的操作长期记录在历史数据库里。
• 存储容量 10GB

• 记录间隔 100 ms

• 对数据进行以事件为导向的高频记录
• 智能化数据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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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 数据容量
消息： 100 万个消息事件
操作： 10 万次操作
一般测量值：

还会保存出现事故前 30分钟和出现事故后 15分钟的原始数据，分辨率为 100 ms。这些数据不被压缩，可
以最高的分辨率长期使用。该存储器可以保存 5 千万次测量值修改。

10.6 其它功能
• 多发动机一览表可供 90 台发动机使用
• 用户访问控制和访问保护
• 以 PDF 格式打印图片、趋势图和信息列表
• 按 Excel (*.xls) 格式导出趋势数据和信息列表
• 前进与后退导航
• 信息门户
• 通过以太网接口远程控制 PC 或平板电脑(Windows 8)

• 可选：借助 myPlant™通过互联网进行远程操作
• 可选：OPC 接口

11 用户界面

11.1 操作系统和导航系统
设有两个用于操作和导航的主导航栏。其中一个导航条位于 VIS、PARA、DIAG 和 SYS区域顶端的下方。另
一个导航栏位于各个区域内图像显示用的底端下方。各种基本操作元件和显示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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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动机状态进度显示/发动机切换
发动机状态进度显示：
该显示可提供关于发动机启动的状态信息。因此能够立即看到发动机是否在预选的工作点上运行。

 模块未被请求

 模块已被请求

 发动机启动

 空载运行

 并网运行或孤网运行

 LEANOX® 调节系统已激活

 发动机根据当前燃气类型的额定负载输出 95% 或以上的功率。
发动机切换（仅通过远程客户端，不在本地面板上）：
在多发动机设备或与基站结合使用时，“显示”还同时具有按钮的功能，可以通过该功能切换到另一台发动
机、基站或设备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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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动机状态和信息显示
该区域以明文形式显示发动机状态和最后一条信息。单击还可显示最后 15 条信息。在SYS/Client 下可以修
改顶端的最多信息数量。
为了能够通过远程操作看到运行选择开关的状态，右上方显示下列符号：

 运行选择开关关闭

 手动运行选择开关

 自动运行选择开关

 报警显示和发动机状态
该符号显示是否存在警告或报警。此外还有一个动画圆圈并根据发动机转速旋转。单击符号可以直接切换
到报警管理模式。

 无警告或停机已激活。

 发出警告时颜色变成黄色，并出现三角形警告标志。

 停机时颜色变成红色，并出现三角形警告标志。

 功率显示
一方面通过数字值，另一方面通过条柱来显示当前产生的功率。条柱从左向右增长。如果条柱到达右端，
表明发动机达到当前燃气类型的额定功率。

可以根据不同状态降低功率, 见ENG 功率降低。该运行状态通过功率条柱的颜色变化（变为橘黄色）表示。

 快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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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一个新的窗口中打开当前显示的图像。这样可以同时打开若干个图像。只有 PC 用户拥有该功
能，触摸屏无该功能。

 可将当前图像输出到打印机上或存储为 PDF 文件。如果使用报警管理中的该功能，可打印出相应的
信息列表。只有 PC 用户拥有该功能，触摸屏无该功能。

将当前的图像复制到剪贴板上，并可添加在如消息门户中。

 导航

可视化系统。所有如菜单项 操作和观察 （操作和观察）中所述的图像。

参数管理

诊断（趋势图）

系统功能

 前后导航
前后导航的图像数量限定为 10 个，并可在 SYS/Client 下设定。标准值是 5。

 底端

:

[M01] 模块名称。在 SYS/SYSTEM/ 模块下设定
[J624] 发动机型号
[Plant name] 设备名称。在 SYS/SYSTEM/ 模块下设定

:

控制器的日期和时间。在 SYS/SYSTEM/时间下设定。

:

当前相关用户数量显示。单击显示内容可以显示详细信息（用户、权限、计算机名称）：

:

显示用户、用户权限，并显示简单或专家视图（Simple- or Expert View ）是否启用。

:

显示用户与控制器之间的连接质量。从 触摸屏上应能看到完整显示五个绿色条柱。如为远程连接（互联
网），根据连接质量显示较少的条柱，颜色由绿色转变成黄色和红色。点击显示内容显示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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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ation] 用户与控制器之间的传送时间（单位：秒）
[Time] 控制器的时间

 导航
取决于 VIS、PARA,、DIAG 和 SYS 区域，导航的结构不同。其中 VIS 和 DIAG 区域的结构能使每个图像获得相
应的趋势显示。下列列表适用于 VIS 和 DIAG。

1 层 2 层 图像名称 可视性
[MAIN]

[Start-Stop] 开始-停止
[Overview] 概览
[Auxiliaries] 辅助设备
[Operating data] 运行数据
[Custom] 用户 可选
[Custom 2] 用户 2 可选

[ELE]
[MMD1] 多功能测量变换器
[Synchronization] 同步 同步启用（参数 11714）
[Generator] 发电机

[HYD]
[Oil / cooling water] 机油/冷却水
[Oil counter] 油耗表 油耗表 （参数 10003）
[Oil quality] 油质 油质传感器启用（参数 10012）

[GAS]
[Gas details] 燃气详细信息

[ENG]
[Overview] 概览
[Power reductions] 功率降低
[LEANOX controller] LEANOX 调节器
[N- P- controller] 转速 - 功率控制器
[Knock controller] 爆震控制器
[Charge temp. controller] 增压温度调节器 增压温度调节器（参数 11872）
[Two stage charger] 二级增压 复式增压系统废气涡轮增压器（参数

10018）
[Humidity] 湿度 湿度-LEANOX 补偿（参数 12310）

[CYL]
[Ignition] 点火系统
[Knocking signals] 爆震信号 KLS98 （参数 12071）或 SAFI （参数

12114）
[EXH]

[Exhaust gas
temperatures]

废气温度

[CTR]
[Overview] 概览
[Controller 1 – 8] 调节器 1 – 8 设备调节器 1 – 8 （参数 10734 – 1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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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层 2 层 图像名称 可视性
[Return water
temperature]

回水温度 回水温度控制器（参数 11876）

[Return water
temperature after cooler]

冷却器后面的回水温度 冷却器后面的回水温度控制器 (11875)

[Room temperature] 室温 室温控制器（参数 12245）
[Power factor] 功率因数 功率因数控制器 （参数 12485）
[Supply water
temperature]

进流温度 进水温度控制器（参数 11877）

[Charge temperature
ventilation fan]

增压温度通风机 增压温度通风机控制器 （参数 11874）

[Engine cooling water
temperature]

发动机冷却水温度 冷却水控制器 （参数 10005）

[Charging cooling water
high pressure]

高压增压冷却水 增压温度控制器（高压）（参数 11873）

[Thermal reactor heater] 加热器热反应器 供暖控制器热反应器启用 （参数 12222）

 导航
这三个按钮不受 VIS、PARA、DIAG 和 SYS 影响始终可见。

 报警管理

 ⇨ 信息门户

⇨ 登录

为此另请参见
• 信息门户

11.2 显示元件
测量值显示
以白字蓝底显示测量值：

如果控制器无法正常读取测量值，例如由于连接中断，则该显示区显示如下：

额定值与参数输入栏
以黑字白底显示输入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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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输入栏以灰色背景显示如下，则无法更改数值（例如用户没有所需的权限）。

如果控制器无法正常读取数值，例如由于连接中断，则该显示区显示如下：

用于切换运行工况的按钮
以白字蓝底显示活动的状态。该按钮显示可以切换到哪一个状态。

如果开关显示如下，则无法更改数值（例如用户没有所需的权限）。

如果控制器无法正常读取状态，例如由于连接中断，则该显示区显示如下：

符号
不同符号（泵、气门、混合器、催化转换器、开关...）的状态显示如下：

启用（接通，打开）

未启用（关闭，关闭）

无效测量值

没有动态运动（静态）

在运动（介于启用和未启用之间）

故障

该符号  标记的一个激活的调节器，且该符号  标记的是一个未激活的调节器。

11.3 语言
按英语、德语以及其他相应的语言交付模块。所需的语言可在登录下选择。目前，DIA.NE XT4 可以提供下
列语言。

语言 语言缩写
英语（默认） ENG
德语 DEU
保加利亚语 BUL
中文 ZHO
捷克语 CES
丹麦语 DAN
西班牙语 SPA
爱沙尼亚语 EST
芬兰语 FIN
法语 FRA
匈牙利语 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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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语言缩写
希腊语 ELL
克罗地亚语 HRV
立陶宛语 LIT
拉脱维亚语 LAV
意大利语 ITA
荷兰语 NLD
挪威语 NNO
波兰语 POL
葡萄牙语 POR
罗马尼亚语 RON
俄语 RUS
塞尔维亚语 SRP
斯洛伐克语 SLK
斯洛文尼亚语 SVN
瑞典语 SWE
土耳其语 TUR

11.4 用于计算可用性的状态显示（可选）
为了更好地确定发动机可用性，可以使用参数 [Engine – Engine data – Engine availability tracking active / ID
13240] 来激活当前可用性状态的显示和定位功能。如果设置了此参数，则标题行中会如下所示显示下拉按
钮[RAM]。

如果显示[RAM]且未选择任何可用状态，则时间将分配给当前的运行模式，在显示为 [Ready for manual start
– Engine stopped] 的情况下，分配默认的可用性状态。通过选择可用选项 [Troubleshooting]（故障排除）、
[Maintenance]（维护）或 [Deactivated]（禁用）中的一个，可以对另一种可用性状态进行有针对性的设
置。在这种情况下，该可用性状态将如下图所示以蓝色突出显示。

在所示的情况下，设置状态为 [Troubleshooting]（故障排除）。
为防止可用性状态仍设置为 [Troubleshooting]（故障排除），但发动机已再次运行，则当发动机运行一段时
间后，会清除 [Troubleshooting]（故障排除）状态并报告发动机可用。重置时间以秒为单位直接显示在按钮
上。按住按钮 5 秒钟，计数器将从起始值开始再次递减计数。这将延长重置状态的时间。可以使用参数
[Engine – Engine data – RAM timer auto reset / ID 14380] 设置该时间。
提示：可用性状态只能在本地控制面板上设置。当前设置的状态在远程客户端上只能显示，不能更改。要
设置状态，必须作为用户以至少为用户角色[客户]的身份登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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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用户登录和设置
为了防止未经允许的访问，DIA.NE XT4 含有一个广泛的权限系统。在用户登录之后，将给用户分配一个特
定的用户角色。根据该角色显示特定的信息并授予参数、额定值和控制命令的写入权限。
有 全局用户，可以通过许可证验证文件和用户代码，以及 本地用户 ，可以通过各设备的本地用户管理对它
进行管理。通过用户名和应用代码验证这些本地用户。
在启动 DIA.NE XT4 系统后，在面板上会通过名称 [Guest] 和角色 [Base role] 自动激活一名用户。以此可进行
设备的基本操作。对于其它的操作（更改额定值、参数、命令等）需要用户登录。在通过远程操作时，用
户必须在已建立连接的情况下登录。不登录无法进行远程操作。
在不进行操作的情况下，在可设置的时间（见系统客户端设置）之后当前用户自动登出并激活“游客”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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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登录/退出和用户设置的界面

 可用用户列表
列出所有可用的用户。当前登录的用户标记为蓝色并且在列表中位于最上端。为该用户显示用户名、用户
角色，对于有时间限制的全局用户（用户许可证）还显示许可证有效期的剩余时间。

该符号 标记了 全局用户，那些都是通过许可证验证了的。许可证的有效期有时间限制并且必须定期更
新。
没有这种符号的用户为该设备的 本地用户 。他们可在本地用户管理中进行管理并且只可用在该设备上。这
些本地用户没有时间限制。
可以通过选择框 [Others] 来选择其它用户。
登录时必须按下所需的用户按钮。然后显示登录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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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输入 6 位的用户代码并按下 [Enter] 键。
提示：在 5 次失败尝试（输入错误的用户代码）后将锁定该用户 10 分钟。只有在此之后才能重新尝试输
入。

 请求用户许可证（* 仅在计算机客户端上）
以此打开请求或更新特有用户许可证的对话框。

为了请求许可证必须输入 myPlant™ 的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可以选择任意 6 位代码作为 DIA.NE XT4 密码。
得到许可证的前提是注册为 myPlant™ 用户、为该用户分配相应的 DIA.NE XT4 用户角色和许可证请求时的
网络连接。

 选取显示文本所希望的语言

 选择用户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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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可以选择“较低权限的”用户角色。自动选择“最高权限”，即具有大多数访问权限的用户角色。

通过按钮 [Temporary access] 请求扩展的用户角色，即具有更多访问权限的角色。为此必须向支持部门发
送一个相应的请求代码并在显示的对话框中输入得到的开通代码。该扩展的访问有时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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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个性设置
用该按钮打开设置用户特定设置的对话框。可以为时间和日期显示选择所需的格式。可以选择句号或逗号
用作小数分隔符。单位（例如：温度单位 °C 或 °F）可以由用户选择。它们将在所有位置上以设置的单位进
行显示。
可以在 [Simple] 和 [Expert] 之间选择显示模式。显示模式 [Simple] 显示带有限信息的简化用户界面。
[Simple] 显示模式目前还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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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用户许可证传送至触摸屏（* 仅限于 PC 用户）。
以此将当前登录用户（只全局用户）的许可证传输给开关柜中的 DIA.NE XT4 面板。然后可以在面板上进行
全局用户的登录和执行与其相关的扩展功能。在 24 小时后自动删除面板上的许可证。

 … 退出

 删除触摸屏的用户许可证（*仅限于本地触摸屏）
以此可提前在面板上删除传输到该面板上的用户许可证。这可防止滥用所传输的许可证。在 24 小时之后，
出于安全原因自动删除该许可证。

 专用操作模式（*仅限于本地触摸屏）
以此保存参数和额定值的更改以及取消其它计算机客户端的控制命令。只要高级操作模式已激活，则另一
个用户无法在远程 DIA.NE XT4 客户端上更改数值。

这种高级操作模式会通过  屏幕右下边缘的符号显示。
注意：该操作模式只能在面板上激活和重新取消，只为权限角色“试验台技术人员”和更高权限的用户开通。

13 操作和观察

13.1 操作面板界面[Operator panel]
该屏幕只在本地触摸面板上可用。出于安全技术原因，不允许通过远程用这些运行选择开关操作设备。

在界面下边缘的界面导航中，通过菜单栏中的该按钮  可以打开和关闭操作面板界面 [Operator
panel] 。该屏幕始终作为对话窗显示在前台并且可以任意移动。用 “X” 或该按钮可以将其重新关闭。尽管操
作面板已打开，但是可以任意切换后台的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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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屏幕包含用于操作设备的开关。取决于运行状态和款型，显示或不显示或者激活（可操作）或取消（无
法操作）特定元件。

 运行模式选择开关
以此可如下选择设备的运行方式。

• 关 [Off]： 设备已关闭
• 手动 [Man]： 通过“启动”和“停止”按钮可以手动启动和停止设备。
• 自动 [Auto]： 通过请求命令自动启动和停止设备

 手动启动设备

 手动停止设备

 请求选择开关
以此可如下选择请求的方式。

• 关 [Off]： 设备未被请求（被要求）。
• 接通 [On]： 设备已被请求
• 远程 [Remote]： 通过远程（客户的控制信号、DIA.NE XT4 远程操作、控制系统的主站控制）请求和要
求设备

 同步选择开关
选择同步方式。

• 关 [Off]： 中断/闭锁发电机开关的同步
• 手动 [Man]： 通过发电机开关开/关开始和中断同步。
• 自动 [Auto]： 全自动同步。

 发电机开关 开/关
发电机开关控制器。操作功能取决于运行选择开关和同步选择开关的位置。精确的功能描述请见控制系统
的技术说明书。

 电源开关 开/关
电网开关控制器。操作功能取决于运行选择开关和同步选择开关的位置。精确的功能描述请见控制系统的
技术说明书。

 锁闭选择开关
注意：该功能不针对在 LOTO (Lock Out Tag Out) 范围内停止设备！
以此可以在提供的选择中锁定相应的选择开关。想要锁定必须通过用户认证（已登录）。

禁用:

 没有锁定选择开关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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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下该按钮，则打开锁定的对话框。

必须输入用户代码进行锁定，然后按下 [Lock] 键。

然后该选择开关显示为已锁定并且另一个用户无法更改选择开关位置。

解锁:

 锁定选择开关显示
如果按下该按钮，则打开解锁的对话框。 解锁时，锁定该选择开关的同一用户必须已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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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输入用户代码进行解锁，然后按下 [UnLock] 键。
解除锁定
可以通过 2 个用户解除锁定。在该情况下，我们称之为“解除”锁定。对于该解除需要 2 名独立的用户登录。
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由用户 1 [User1] 按下按钮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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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用户 1 [User1] 的用户代码
因为选择开关是由另一名用户锁定的，无法解锁并且必须选呢第二个用户解除锁定。

选择第二个独立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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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用户 2 [User2] 的用户代码 然后按下 [UnLock] 键。
则该选择开关重新解锁。

 发电机断路器显示

 … 关闭

 … 打开

 … 同步/再同步

 电源开关显示
状态显示，如在发电机开关上。

13.2 MAIN 概述
该界面概述重要的发动机测量值，也提供模块的当前运行状态和切换状态的信息。此外，还可一眼看出针
对设备的说明，例如催化转换器、回水温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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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气混合器/燃气计量阀
在这里可根据发动机型号和设备规格显示燃气混合器和/或燃气计量阀。
燃气混合器：

以百分比形式显示燃气类型 [Gas type] 和燃气混合器的位置。

燃气类型 描述
[1] 燃气类型 1
[2] 燃气类型 2
[3] 燃气类型 3
[4] 燃气类型 4
[1-2] 燃气品质 = 在燃气 1 和燃气 2 的参数集之间进行插补
[1-2/3] 燃气 1-2（燃气管路 1）与燃气 3（燃气管路 2）混合
[1/3] 燃气 1（燃气管路 1）与燃气 3（燃气管路 2）混合
燃气计量阀：
燃气计量阀仅调节燃气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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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燃气计量阀 [Gas type] 以外，还会以百分比形式显示燃气计量阀的位置和空燃比值 [Lambda]。

 压缩机旁通阀
显示压缩机旁通阀位置（可选）。

 废热锅炉
显示管板温度（可选）。

 催化转换器
显示催化转换器温度（可选）。

 节气门
显示节气门位置。

 增压温度和增压压力
显示增压温度（t2‘）与增压压力 (p2')。显示节气门前的充气压力 (p2) 为可选项。

 回水温度
显示回水温度（可选）。

 进流温度
显示进水温度（可选）。

 功率控制
要调整功率额定值 [Pset] 至少需要“用户”这一用户角色。
功率设定值 [Power set value] 的以下类型是可行的：

功率设定 描述
内部 通过操作人员设置的功率额定值来设定功率。可在 MAIN / 概述、ENG / 概述、ENG/

LEANOX 调节器以及功率调节器界面下设置功率额定值。
外部模拟信号 通过外部模拟信号 (4-20mA) 设定功率。参见参数 [Engine / Power / Scaling external

power set point]（发动机/功率/缩放外部功率设定点）。
外部总线 通过经由工业总线与 DIA.NE XT4 相连的上级控制系统来设定功率。

功率降低 [Power reduction] 的以下类型是可行的：

功率降低 描述
无 功率降低无效。
功率最大值 设置的额定功率超过了根据燃气类型而定的额定功率，且被限制为该额定功率。参见

参数 [Engine /Power / Nominal values]（发动机/功率/额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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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降低 描述
功率最小值 设置的额定功率低于自动运行模式下容许的最小额定功率，且被限制为该额定功率。

参见参数 [Engine /Power / Nominal values / Minimum power]（发动机/功率/ 额定值/最
小功率）。
其它功率降低参见界面 ENG 功率降低。显示最大的功率降低效果。

 废气温度平均值

 涡轮增压器前方的温度（可选）

 发动机冷却水
显示冷却水温度和冷却水压力。

 机油
显示机油温度和机油压力。

 转速

 电路图
发电机断路器、电源开关以及变压器的配置不尽相同，应根据设备情况配置。
发电机断路器与电源开关的开关状态：
闭合：

打开：

同步/再同步：

出现停电时，电网状态显示为白色，  否则显示为绿色 。

 电气测量值
显示发电机的电气测量值。[ELE/MMD 1]界面显示相关详细信息。

缩略名称 名称 单位
[I avg] 电流平均值 安培
[U avg] 电压平均值 伏特
[P] 有功功率 千瓦
[Q] 无功功率 千伏安反应
[S] 视在功率 千伏安
[f] 频率 赫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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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名称 名称 单位
[cos phi] 功率因数 cos phi

 电网参考功率
仅当电网参考调节器（设备调节器 32）激活时才会显示。

缩略名称 名称 单位
[Set] 电网参考功率额定值 千瓦
[Current] 电网参考功率实际值 千瓦
[Consumed] 消耗的功率（当前的发电机功率 + 当前的电网参考功

率）
千瓦

 仅当电网参考调节器（设备调节器 32）激活时，箭头才会显示。箭头方向显示了是从电网获得功率还
是向电网输送功率：
+ 值对于电网参考是汇流排方向的箭头
- 值对于电网参考是电网方向的箭头

13.3 MAIN – 启动– 停止
该界面包含了燃气发动机启动的最重要的测量参数和调节变量。此外还有用于更好诊断控制过程的的联机
趋势图。

概述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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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ge temp. (t2‘)] 增压温度 (t2‘)
[Charge pressure (p2‘)] 增压压力 (p2')
[Prechamber gas diff.
pressure]

预燃室燃气压差 （可选）

[Throttle valve position] 节气门
[Compressor bvpass] 压缩机旁通阀

转速 / 功率 [Speed / Power]

[n set] n soll（用户角色为用户）
[n set current] n 当前应为
[n current] n 当前
[P set] P soll（用户角色为用户）
[P set current] P 当前应为

机油 / 冷却水 / 功率 [Oil /Cool water]

[Oil temperature] 机油温度
[Oil pressure] 油压
[Cool water temprature] 冷却水温度
[Cool water pressure] 冷却水压力

LEANOX / 燃气计量阀 [LEANOX / Gas proportion valve]

[Aut/Man] LEANOX 调节器的自动/手动模式按钮。用户级维修合作伙伴。
[Lambda] 空燃比
[Set lambda] 空燃比额定值。当手动 — 运行时可以输入
[位置] 位置
[Gas volume] 燃气量
[Gas valves] 燃气阀打开/关闭

根据参数 [Gas/Gas proportioning valve] 在该位置显示的是燃气混合器的数值，而不是燃气计量阀。

联机趋势图
下列调节变量显示为趋势曲线：

显示 描述 显示范围 单位
[Power current], [Power set current] 功率实际值，当前功率额定值 0 / P max kW
[Compressor bypass], [Gas mixer
position], [Throttle valve position]

压缩机旁通阀、燃气混合器- 节气门位置 0/100 %

[Speed] 转速 0/2000 1/min
[LEANOX active] LEANOX 调节器启用/不启用 0/1



DIA.NE XT4 CTR 4.08 HMI 2.9 R5

INNIO 所有权说明：保密！该页数据的使用或转发受到封面或第一页中的说明限制。

运行模式选择开关
远程 PC 上只显示状态。不能进行操作。

手动启动/停止设备
远程 PC 上只显示状态。不能进行操作。

请求选择开关
远程 PC 上只显示状态。不能进行操作。
有关菜单项 ➅、➆ 和 ➇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操作面板界面[Operator panel]。

13.4 MAIN – 辅助运行模式
该屏幕显示辅助运行的状况、特殊燃气测量值和其它项。辅助运行按照设备执行，因此和显示的其它测量
值一样是可选的。

辅助运行模式的工作状态 [Operating state auxilaries]

[Preheating water pump] 预热泵
[Preheating] 预热供暖装置
[Air inlet louvre 1] 进气百叶窗 1
[Air inlet louvre 2] 进气百叶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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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outlet louvre] 排风百叶窗
[Intake air fan 1] 进气通风机 1
[Intake air fan 2] 进气通风机 2
[Intake air fan] 进气通风机
[Air inlet ventilator frequency converter] 进气通风机变频器
[Room ventilation 100%] 室内通风 100%
[Emergency cooler stage 1] 紧急冷却器 冷却级 1
[Emergency cooler stage 2] 紧急冷却器 冷却级 2
[Emergency cooler pump] 紧急冷却泵
[Cooling radiator stage] 紧急冷却器 冷却级
[Charging cooler stage] 增压空气冷却器 冷却级
[Charge cooler pump] 增压冷却泵
[Exhaust gas valve bypass] 废气旁通阀
[Exhaust gas valve heat exchanger 换热器废气
阀]

锅炉风门

[Condenser pump] 凝结水泵
[Boiler house fan] 锅炉房风扇
[Heat circuit flap] 热环阀门
[Charge cooler pre heating] 增压冷却器预热
[CODINOX] CODINOX
[Preheating engine oil] 预热发动机油
[Valve engine oil heating] 发动机油加热阀门
[NS Gas valves] N2 燃气阀
[Room temperature] 室温
[Room difference pressure] 室内压差
[Outdoortemperature] 室外温度
[Waste heat recovery supply temp. prim.] 进流温度初级余热利用
[Waste heat recovery return temp. prim.] 回流温度初级余热利用
[Waste heat recovery supply temp. sec.] 进流温度次级余热利用
[Waste heat recovery return temp. sec.] 回流温度次级余热利用
[Position circulation louvre 1] 循环空气百叶窗位置 1
[Position circulation louvre 2] 循环空气百叶窗位置 2
[Position inlet louvre 1] 进气百叶窗位置 1
[Position inlet louvre 2] 进气百叶窗位置 2
[Position outlet louvre 1] 废气百叶窗位置 1
[Position outlet louvre 2] 废气百叶窗位置 2
[Pos. valve control ret .water temp.] 回流温度调节阀位置
[Pos. valve control ret. water temp. after
cooler]

冷却器之后的回流温度调节阀位置

[Pos. valve control temp. charging cool circuit] 增压冷却回路温度调节阀位置
[Condenser supply temperature] 冷凝器进流温度
[Condenser return temperature] 冷凝器回流温度
[Heat circuit return temperature] 加热回路回流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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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hamber gas pressure (compressor)] 预燃室气压（压缩机）
[Prechamber gas pressure (gas train)] 预燃室气压（燃气段）
[Prechamber gas pressure (engine)] 预燃室气压（发动机）
[Prechamber gas difference pressure] 预燃室燃气压力差：
[Prechamber gas temperature after cooler] 冷却器后的预燃室气体温度
[Charge pressure (p2‘)] 增压压力 (p2')
[Charge pressure before throttle valve (p2)] 节气门前的增压压力 (p2)
[Charge cooler differential pressure LP] 增压空气冷却器压差 ND
[Charge cooler differential pressure] 增压空气冷却器压差
[Charge air filter difference pressure] 增压空气过滤器压差
[Flame arrestor differential pressure] 因阻止明火产生的压差
[Barometric pressure] 大气压
[Cranke case pressure] 曲轴箱压力
[Pressure before blowby filter] 串气过滤器前的压力
[Pressure before blowby filter bank A] 工作台 A 串气过滤器前的压力
[Pressure before blowby filter bank B] 工作台 B 串气过滤器前的压力
[Pressure after blowby filter] 串气过滤器后的压力
[Pressure after blowby filter bank A] 工作台 A 串气过滤器后的压力
[Pressure after blowby filter bank B] 工作台 B 串气过滤器后的压力
[Air starter tank pressure] 空气起动器锅炉压力
[Air starter supply pressure] 空气起动器供应压力
[Air starter start speed] 空气起动器启动转速
[Starter battery voltage] 起动机电池电压

辅助运行手动请求：
从客户用户角色起，在本地的 DIA.NE 面板上可使用该功能，并且可用参数 [Auxiliaries/Manual operating
auxiliaries control/Operating section manual activel] 开通。在手动操作层面激活时，在辅助运行屏幕中可看
到附加按钮（见下面的截图），在满足以下条件时，它们可使操作人员手动控制通过 DIA.NE 激活的发动机
和设备辅助运行：

• 运行选择开关在手动位置上
• 安全回路正常
• 稳定电流回路正常
• 火警正常
• 燃气警报正常
• 燃气预警正常
• 再冷却运行已完成/无辅助运行请求

如果选择了手动运行（“手动”按钮），则开通用于接通或关闭辅助运行的另外两个按钮。它们可使操作人员
请求相应的风扇、泵电机、风门电机、调节阀、变频器等并调为所需的最终值（例如：室内空气通风
机）。如果有一个上述前提条件不满足，则所有辅助运行保留在自动运行（自动按钮）下或者进行延迟切
换，以便一开始就排除危险状态。此外，该功能还包含大量监控，用于防止不利的请求情况（例如：只在
启动预热泵之后才能请求预热装置/百叶窗在手动接通室内通风条件打开位置的位置反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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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意外的、持续手动辅助运行请求（例如：通过手动运行取消自动发动机预热）和执行运行时间监
控，在通过参数预设的时间 [Auxiliaries/ Manual operating auxiliaries control/Time maximum for manual
activation] 之后将手动运行方式设定回自动运行。

13.5 MAIN – 运行数据
该屏幕用于显示发动机的运行数据，如运行小时数、启动次数、有效功计数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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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功计数器 [Energy counter]:

显示 说明 输入的用户角色
[Active energy counter] 有效功计数器 维修服务技术人员
[Reactive energy counter] 无效功计数器 维修服务技术人员
[Active energy counter received] 有效功计数器相关 维修服务技术人员
[Reactive energy counter received] 无效功计数器相关 维修服务技术人员

计数器读数保存在多功能测量变送器上。
运行小时数 / 启动次数 [Operating hours/starts]：

显示 说明 输入的用户角色
[Operating hours engine] 发动机运行小时数。

更换发动机核心部件（曲轴箱和曲轴）
时，必须将发动机运行小时计数器重置为
新安装的曲轴的小时数和启动时间。

维修服务技术人员

[Start counter engine] 发动机启动计数器 维修服务技术人员
[Operating hours unit] 机组运行小时数

更换发动机或其他组件时，机组运行小时
计数器不会重置。仅当机组序列号更改
时，此计数器才会重置。

维修服务技术人员

[Demand hours] 请求小时（可选） 维修服务技术人员
[Net parallel hours] 并网小时（可选） 维修服务技术人员
[Island operating hours] 孤网运行小时（可选） 维修服务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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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器读数保存在控制系统上。
备用计数器 [RESERVE COUNTER x]：

显示 说明 输入的用户角色
[Reserve counter 1 - 10] 可任意配置的备用计数器 用户

这些计数器均为可选项，可根据用户需要使用。计数器读数保存在控制系统上。
维护计数器 [Maintenance counter]

显示 说明 输入的用户角色
[Maintenance counter 1 - 8] 可任意配置的维护周期计数器 用户

当发动机运行时，维护计数器就会从设置的数值开始倒数计数。当计数器读数为 0 时，警报显示器就会生
成警告信息。维护计时器为可选项，可根据用户需要进行配置。计数器读数保存在控制系统上。

显示 说明 输入的用户角色
[LVRT Events] 所有检测到的 LVRT 事件数量（low voltage

ride through，低电压穿越 – 网格编码）
（可选）

维修服务技术人员

[Turbo charger surge events] 检测的所有涡轮增压器泵阀的数量。（可
选）

维修服务技术人员

燃气表 [Gas counter] （可选）：

显示 说明 输入的用户角色
[Gas counter norm cubic meter] 标准立方米燃气表 维修服务技术人员
[Gas counter operation cubic meter] 运行立方米燃气表 维修服务技术人员

热量 [Heat output] （可选）：

显示 说明 输入的用户角色
[Current] 当前 无输入
[Counter] 计数器 维修服务技术人员

尿素泵 [Urea pump] （可选）：

显示 说明 输入的用户角色
[Maintenance counter] 保养计时器 维修服务技术人员
[Operating hours] 运行小时数 无输入

13.6 MAIN - 统计
该界面用于显示性能和状态数据。在“Statistic（统计）”区块中将不同的启动相互对比。
在“Startperfmance（启动性能）”和“Fast start preperations（快速启动准备）”区块中显示对启动或开启阶段
很重要的所有相关数据。在“Cylinder State（气缸状态）”区块中可视化显示各个气缸的不同状态。在 CBM
Info 区块中显示 ATD 模块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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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阶段的柱状图
在不同的柱条中显示各个序列的时间（负载记录、同步、电机启动、启动准备）。以秒为单位的绝对值也
会显示在旁边
注意！因为该值以秒为单位四舍五入，所以总时间之和可能会 +/- 1s。

 “Successful（成功）”启动的次数
这里在环形缓冲器中对目标功率大于 95％ Pnenn（额定功率）且在启动期间目标功率不变的启动求和。

 评估最近 10 次成功的启动序列
这里对目标功率大于 95％ Pnenn（额定功率）且在启动期间目标功率不变的 10 次启动进行分析

 上次启动序列
在这里评估并显示上次启动序列。该柱状图便于比较当前启动性能与之前的启动。

 上次启动的目标负载
此处显示上次启动的目标负载

 启动性能
在该区块中显示所有相关的性能数据，例如启动后产生的能量或自上次启动以来经过的运行时间。此外还
会显示当前功率斜坡。

 快速启动准备
在该区块中，一方面可视化显示与快速启动相关的所有检查，另一方面显示当前值，例如机油温度值。



DIA.NE XT4 CTR 4.08 HMI 2.9 R5

INNIO 所有权说明：保密！该页数据的使用或转发受到封面或第一页中的说明限制。

此外还会显示达到目标负载时的时间。

 气缸状态，在 DMR 上可选
气缸的各种状态（跛行回家、停机、ATD 等）都会在这里的发动机图表中以不同的颜色进行可视化显示。

 ATD 指令，可选，型号 9
“After trip diagnosis（短途行驶后诊断）”指令应为故障查询提供决策辅助。利用 PBCMem 文件检查停机情
况并显示最最可行的工作指令。

 确认按钮，可选，型号 9

在执行 ATD 指令后，必须立即按下该按钮，以便 ATD 获得正确的反馈信息，进而相应地调整可行性。

13.7 HYD 液压装置

在该屏幕中显示机油和冷却水循环回路的主要测量值，并显示泵、供暖装置、阀门等的状态。
机油循环回路因发动机型号的不同而不同，冷却水循环回路因设备款型而异。

调节阀后的涡轮增压器机油压力（可选）

机油压力

油温（可选 J920）

机油滤清器差压，滤清器前和后的机油压力（可选）

机油滤清器差压，滤清器前和后的机油压力（可选）

机油模块输入端的油温（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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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泵后的油温和油压（可选）

机油模块输出端的机油压力和温度（可选）

涡轮增压器二次润滑泵与发动机预润滑泵（可选）

预热机油阀（可选）

机油预热进流温度、回流温度和压力（可选）

预润滑泵的三相电流（可选）

预润滑泵的直流电流（可选）

主机油泵

油槽的油位和油温（可选）

工作台 A/B 输入端低压涡轮增压器的机油压力（可选）

发动机后的冷却水温度、冷却水压力（可选）

高温回路和低温回路的热水进流温度和压力（可选）

模块入口的冷却水温度（可选）

液压和/或电气冷却水预热装置进流温度和回流温度与压力（可选）

模块出口的冷却水温度（可选）

冷却水泵

预热泵（可选）

发动机前的冷却水压力、冷却水温度（可选）

冷却器输出端的回流温度、发动机前的回流温度、高温回路和低温回路的冷却水回流温度与压力（可
选）

机油滤清器单元（可选）
机油滤清器单元由各带相应油泵的机油离心机和机油滤清器组成。会显示离心机前的油压以及滤清器前和
后的压力。会计算并同样显示机油滤清器压差。

机油冷却器前的冷却水温度（可选）

MKW 冷却器前的冷却水温度和高温增压空气冷却器前的冷却水温度（可选）

13.8 HYD 油量计
显示最近 20 次补加油的用油量和各次补加油之间的有效功。此外还将显示一些计算，如机油消耗量 [g/
kWh]、平均功率 [kW] 以及各次补加油之间的运行小时数 [h]。通过一个参数 [Hydraulic/Oil/Oil counter] 淡出
和淡入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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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g] 若勾选该复选框，则采用计算出的平均补注量（参见表尾蓝色行）。
[Date] 补注油的日期
[Op hour] 补注油时发动机的运行小时数
[∆ Op hour] 两次（当前和上一次）补注油之间发动机的运行小时数
[∆ Active energy] 两次补注油之间的有效功。
[Avg Power] 两次补注油之间的平均有效功。
[Oil volume] 补注油量
[Oil consumption] 上次补注油后的机油平均消耗量。

13.9 HYD 油质
显示油质传感器的数据。通过参数 [Hydraulic/Oil/Quality sensor active] （液压油质传感器启用）隐藏/显示该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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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l temperature] 机油温度
[Oil viscosity] 油粘度
[Oil conductance] 油导电性
[Oil dielectricity] 油电介质

13.10 液压系统 - 机油滑道
在该屏幕中显示 9 系列发电机的润滑油系统（机油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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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却风机

 机油循环泵

 油箱：
温度额定值/实际值、油位显示、机油预热加热装置

 冷却润滑回路：
驱动端/非驱动端流量
进流温度
滤清器和低压泵显示

 高圧回路驱动端机油压力
滤清器和高压泵显示

 高圧回路非驱动端机油压力
滤清器和高压泵显示

 无高压系统时的停止计数器 (Hydro Jack)

13.11 ELE 发电机
在该屏幕中可选择性显示同步发电机的运行图以及轴承和绕组的温度。
发电机调节器功能和参数设定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TA 1530-018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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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Q 同步发电机的运行图

同步发电机的 P/Q 运行图显示当前的运行点（白点）以及电流矢量和工作区域。有效工作区域被标成绿
色，过渡区域标为黄色，不容许的工作范围标成红色。
如果达到容许的无功功率调节极限值（黄色区域）且发电机调节系统激活，则给出运行状态信息并将调节
系统限制到该数值。如果达到最大无功功率（励磁故障值，红色区域），则发动机因励磁故障而停机。

Q [kVAr] … 当前无功功率（单位：kVA )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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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kW] … 当前有效功率（单位：kW)
Pmax [kW] … 最大有效功率（单位：kW）
SN[kVA] … 额定视在功率（单位：kVA)
Qlimit[kVAr] … 无功功率极限值（单位：kVA) 生效
δ limit [°] …调节极限值 负载角（单位： °）
δ trip [°] … 最大（触发极限值）负载角（单位： °）

 显示发电机轴承偏移（可选）
DE...Drive End

NDE...None Drive End

 显示电气测量值
显示下列电气测量值。

缩略名称 名称 单位
[P] 有功功率 千瓦
[Q] 无功功率 千伏安反应
[cos phi] 功率因数 cos phi

 发电机绕组温度
显示一个或三个发电机定子的绕组温度（可选）。

发电机轴承温度
显示一个或者两个发电机轴承温度（可选）。

缩略名称 名称 单位
[Excitation voltage] 发电机励磁电压 伏特
[Generator intake air temperature] 发电机进气温度（可选） 摄氏度
[Generator intake air temperature 2] 发电机进气温度 2（可选） 摄氏度
[Generator outlet air temperature] 发电机排气温度（可选） 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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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ELE 多功能测量变送器

相线 1 [Phase 1]

[IL1] 相线 1 电流
[IL1 max] 相线 1 电流最大值
[UL1-L2] 相线 1 和相线 2 之间的电压
[UL1-N] 相线 1 和零线之间的电压

相线 2 [Phase 2]

[IL2] 相线 2 电流
[IL2 max] 相线 2 电流最大值
[UL2-L3] 相线 2 和相线 3 之间的电压
[UL2N] 相线 2 和零线之间的电压

相线 3 [Phase 3]

[IL3] 相线 3 电流
[I3max] 相线 3 电流最大值
[UL3L1] 相线 3 和相线 1 之间的电压
[UL3-N] 相线 3 和零线之间的电压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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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零线电流
[In max] 零线电流最大值
[Iadyn] 用于评估并网运行模式下发动机运转稳定性的相线

电流动态振幅。理想情况下应当显示尽可能小的
值。

[Iunbal] 计算得出的不平衡负载电流（相线负载不平衡），
与发电机额定电流有关。

[P] 电功率
[P max] 电功率最大值
[Q] 无功功率
[S] 视在功率
[cos phi] 功率因数（负值 = 电容，正值 = 电感）
[f] 频率

[P set] 额定功率
[n set] 额定转速

汇流排电压 1

汇流排电压 1 和频率（仅在发电机开关开启时显示）

13.13 ELE 同步
该界面显示一个同步指示器，其中含有同步系统必需的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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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步指示器
借助同步指示器可以显示同步过程中的相位变化。指示器位置与 Φ diff 的数值相对应。 显示 -180.0 至 +
180.0 度之间的数值。
同步指示器指针标识当前的相位。差频越小，指示器移动越缓慢。
容许的接通范围

如果同步指示器指针位于容许的相位范围（绿色）内，说明满足了接通条件。
同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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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断路器的反馈信息结束同步。借助绿色垫片显示该状态。借此检查控制装置是否尝试关闭断路器。
同步状态下的测量值偏差
即使以电气方式连接了系统，但由于测量精度允差出现了测量错误，所以测量值可能出现偏差。

 电压差：
显示两个待同步电源 (U diff = U 系统 1 - U 系统 2)之间的当前电压差
频率差：
显示两个待同步电源 (f diff = f 系统 1 - f 系统 2)之间的当前频率差 。

两个电气系统的比较：
系统 1：
在输入项 [System 1] 下列出了电气系统 1 的当前电压和频率。系统 1 施加在多功能测量变送器的端子 X4
上。在同步过程中显示接近于发电机的电压。
示例：
发电机断路器同步过程中，在此施加发电机电压。
电源开关同步过程中，在此施加汇流排电压。
系统 2：
在输入项 [System 2] 下列出了电气系统 2 的当前电压和频率。系统 2 连接在多功能测量变送器的端子 X6
上。在同步过程中显示接近于电源的电压。
示例：
发电机断路器同步过程中，在此施加汇流排或电源电压。
电源开关同步过程中，在此施加电源电压。

 相位角：
显示待同步电源 Φ diff （-180.0 至 +180.0 °）之间的当前相位角 。
同步模式：
有三种可以进行同步的方式：
Inactive （不启用）：
没有选择功能，或者同步已经完成
Slip （滑差）：
适用于发电机电压和同步电压：

50% < U < 125% 额定电压 UN

80% < f < 110% 额定频率 fN

使发电机电压跟踪同步电压的振幅与频率。根据设置了参数的相位角、所设置的变压器接线组以及断路器
固有动作时间，计算接通指令，然后提前撤销接通指令，以便在同步点闭合断路器的主触点。
在下列条件下进行同步：

• 已经利用软件设置了“选择同步”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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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所设置的电压差极限 (dUmax)

• 遵守所设置的频率差极限（dfmax 和 dfmin）
• 遵守设定的相位角参数极限（包括变压器接线组） (dalpha)

如果所有条件均得到满足，则接通输出端的状态就从 LOW（低电平）变为 HIGH（高电平）。在所设置的脉
冲持续期结束之后，再从 HIGH（高电平）重新变为 LOW（低电平）。
Synchro Check（同步检查）
在该运行模式中可以将该设备作为同步检查装置使用。
只要满足下列条件，“闭合断路器”继电器就保持吸合：

• 已利用软件设置了“启用 Synchro Check”指令
• 遵守所设置的电压差极限 (dUmax)

• 遵守所设置的频率差极限（dfmax 和 dfmin）
• 遵守所设置的相位角极限 (phimax)

只要所有条件均得到满足，则接通输出端保持设定状态。
Dead bus （失效汇流排）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在没有同步的情况下输出断路器接通指令：

• 已利用软件设置了“启用 Dead bus”指令
• 汇流排未通电 (USS < 5% UN)

• 发电机电压和频率可具有任意的有效值。
如果所有条件都能满足，则接通输出端从 LOW（低电平）变为 HIGH（高电平）。

 同步选择开关 （仅在面板上可见）
选择同步方式。

• 关 [Off]： 中断/闭锁发电机开关的同步
• 手动 [Man]： 通过发电机开关开/关开始和中断同步。
• 自动 [Auto]： 全自动同步。

 发电机开关 开/关（只能从触摸屏上看到）
如果同步选择开关处于“关闭”或“手动”位置，对发电机开关进行控制。精确的功能描述请见控制系统的技术
说明书。

 电源开关 开/关 （仅在面板上可见）
如果同步选择开关处于“关闭”或“手动”位置，对电源开关进行控制。精确的功能描述请见控制系统的技术说
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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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ELE — 电网参考

该界面显示的是电网参考调节器和电网参考功率的概览。

显示 描述
[Controller] 电网参考调节器的状态显示（激活/未激活）
[Controller demand] 发动机通过电网参考调节器请求的状态显示（接通/关闭）
[Timer] 发动机通过电网参考调节器请求的延时（可通过参数调整时间）
[Reset] 将延时复位为 0（在没有其它延时时执行该请求）
[Generator power set] 发电机额定功率，单位：%。
[Mains import power] 电网参考功率的额定值（通过参数或模拟输入端信号）

电网参考功率的实际值（通过模拟输入端信号）
[Generator power] 发电机功率的额定值和实际值，单位：kW。
[Consumer power] 消耗的功率（当前的发电机功率 + 当前的电网参考功率）

13.15 ELE - Q 管理
该界面用于显示所选的无功功率、调节点、限制器状态和当前工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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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当前无功功率以及相关的输入/输出值

 参考点：定义参考电压/功率分接的测量点。

 调节点：定义调节无功功率、cos phi 或电压的测量点。

 斜坡时间显示

 状态显示：无功功率限制器（绕组温度、欠励磁、Q(U)）

 无功功率调节器：额定值/实际值/调节值显示

• 状态图标表示调节器已激活  和未激活 。

 MMU1/2 的测量值显示
• - [P] 电功率
• - [Q] 无功功率
• - [cos phi] 功率因数（负值 = 欠激励，正值 = 过激励）
• - [U avg] 平均线间电压

 x/y 图显示了定义的特性曲线和当前运行点。

13.16 ELE - FSM/LFSM 分析
该图像用于显示所选的有功功率函数与频率的关系。此外，将显示所有相关的设置值，或者通过测试功能
可以进行简单的功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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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et current] 当前标准功率
[P current] 当前实际功率
[f nom] 显示额定频率

如果将测试模式设置为 2 并且激活了启动按钮，则可以模拟额定频率
（输入激活）。

[f current] 显示实际频率
如果将测试模式设置为 4 并且激活了启动按钮，则可以模拟实际频率
（输入激活）。

[Start/Stop] 测试功能的“开始/停止”按钮（用户角色服务技术人员）
[Test mode] 进入测试模式（用户角色服务技术人员）

0 ...未使用
1 ...自动测试运行：根据预定义的模式改变额定频率
2…手动测试：可以单独设置额定频率
3… 自动测试运行：根据预定义的模式改变实际频率
4… 手动测试：可以单独设置实际频率

[Frequency test active] 状态显示频率测试激活/未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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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ramp increase] 显示当前使用的“功率斜坡加载”
[Power ramp decrease] 显示当前使用的“功率斜坡卸载”

 LFSM：显示 LFSM 函数的当前设置值

[LFSM-O] LFSM-O 状态显示
[LFSM-U] LFSM-U 状态显示
[Droop LFSMO] LFSMO 下降
[Droop LFSMU] LFSMU 下降
[DeadbandLFSMO] LFSMO 死区
[DeadbandLFSMU] LFSMU 死区

 FSM：显示 FSM 函数的当前设置值

[FSM] FSM 状态显示
[Droop FSMO] FSMO 下降
[Droop FSMU] FSMU 下降
[DeadbandFSMO] FSMO 死区
[DeadbandFSMU] FSMU 死区

缩放 Y 轴

[+] X 轴从 -48Hz 到 +52Hz；Y 轴从 -80％ 到 +80％
[-] X 轴从 -49.8Hz 到 +50.2Hz；Y 轴从 -8% 到 +8%

 X/Y 图示
显示以下函数或运行点。

FSM FSM
LFSMO LFSMO
LFSMU LFSMU
OP 运行点

13.17 ELE - 频率电压偏移
该图显示了模块控制的速度和电压静态值，从而得出了与发动机和发电机孤岛运行相关的转速和电压标准
值。此外，与频率和有功功率以及电压和无功功率有关的当前运行点显示为红点。整个系统的预设额定频
率和电压显示为绿色水平线，以便更好地定位。
本概览用于更好地说明转速调节运行中的控制特性，例如在未连接到公共电网应用中或者在微电网（在
Jenbacher 燃气发动机与其他诸如涡轮机、太阳能发电厂、电池系统或燃气发动机等能源发生器之间分担负
载）的应用情况下，需要在网络中所有能源发生器之间分配有功负载和无功功率。
如果两个参数 14298 [Engine/Isolated Operation/Load sharing/Voltage offset set point in island mode] 或
14300 [Engine/Isolated Operation/Load sharing/Frequency / speed offset set point in island mode] 中的一个不
等于零，则显示该界面。通过上述参数，可以在下表（第 3 点和第 4 点）中描述的用于负载均衡导线的变
量之间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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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转速静态值和偏差变化

 显示电压静态值

 孤岛运行时的频率偏差

[Active load sharing] 根据参数 14300 显示：
0 = 未选择偏差
1 = 频率静态值
2 = 外部偏差
3 = 负载均衡导线

[Setpoint source] 标准值来源：
0 = 无
1 = 模拟
2 = 总线
3 = HMI

[Gradient] 斜率
[Manual setpoint] 手动标准值
[Man/Aut] 手动/自动运行

 电气测量值

[P] 有功功率
[Q] 无功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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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频率
[n set current] 当前转速标准值
[n current] 当前转速
[cos phi] Cos Phi
[U avg] 电压平均值

 孤岛运行中的电压静态值

[Reactive load sharing] 根据参数 14298 显示：
0 = 没有选择无功负载均衡导线的函数
1 = 电压静态值
2 = 外部偏差

[Gradient] 电压静态值斜率（仅在参数 14298 = 1 时显示）

13.18 GAS –燃气
在该屏幕中显示燃气混合器/燃气计量阀位置和其它与燃气相关的测量值。视设备款型的不同也可能给出燃
气种类切换和燃气混合。

 燃气种类 [Gas type]

显示燃气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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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类型 描述
[1] 燃气类型 1
[2] 燃气类型 2
[3] 燃气类型 3
[4] 燃气类型 4
[1-2] 燃气品质 = 在燃气 1 和燃气 2 的参数集之间进行插补
[1-2/3] 燃气 1-2（燃气管路 1）与燃气 3（燃气管路 2）混合
[1/3] 燃气 1（燃气管路 1）与燃气 3（燃气管路 2）混合

 抽吸空气温度（可选）

 燃气节流阀（可选）
可显示多达 4 个燃气计量阀的空燃比额定值 [Lamda]、位置 [%]、燃气压力 [mbar]、燃气温度 [°C] 以及燃气
流量 [l/s]。
燃气混合器（可选）
燃气混合器 1 的位置（单位：%）。

 手动选择燃气类型
根据设备款型可以选择多达四个不同的燃气类型和混合燃气运行模式 [1-2]、[1-2/3]、[1-3]。

通过将灰色变为蓝色的方式显示选取的燃气类型。切换了燃气类型之后，在  [Gas type] 下显示新的燃气
类型。

 自动选择燃气类型
激活燃气类型的自动选取。

 燃气质量和燃气混合（可选）
视设备规格而定,可以根据燃气类型 1 和燃气类型 2 之间的燃气品质（CH4 - 信号）[Quality] 以及燃气管路 1
和燃气管路 3 之间的燃气混合 [Mixture] 进行插补。针对两种运行模式，可点击按钮 [Aut/Man] 在自动和手
动运行模式之间进行选择。

 特殊燃气 [Special gas]：

[CH4 Content] CH4 含量
[Calorific value] 热值
[Gas pressure] 燃气压力
[O2 content] O2 含量
[Gas volume] 燃气流量
[Gas temperature] 燃气温度
[Suction pressure] 进气压力
燃气详情 J920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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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气过滤器后的主燃室燃气段燃气压力

 主燃室燃气段的额定压力/燃气段输出端上的燃气压力 - 已计算

 燃气温度/燃气管压力

 抽吸空气温度/增压压力 (p2')

 预燃室燃气段额定压力/燃气段输出端上的预燃室燃气压力

 预燃室燃气温度（燃气段）/预燃室燃气压力（发动机）

[Mainchamber gas train set-actual deviation] 主燃室燃气段额定值与实际值的偏差
[Prechamber gas train set-actual deviation] 预燃室燃气段额定值与实际值的偏差
[Mainchamber gas difference pressure] 主燃室燃气差压
[Prechamber gas difference pressure] 预燃室燃气压力差：
[Barometric pressure] 大气压

13.19 ENG 发动机调节器概述
该界面显示各种发动机调节器（LEANOX 调节器、功率调节器、转速调节器以及孤网运行调节器）的状态、
工作原理和调节变量的概况。该符号  标记的一个激活的调节器，且该符号  标记的是一个未激活的
调节器。
使用按钮 [Aut/Man] 可以在自动与手动模式之间切换 LEANOX 调节器。
通过相应的用户权限及发动机运行模式，可以手动预设燃气混合器位置、额定功率和额定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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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混合器
在这里可根据发动机型号和设备规格显示燃气混合器和/或燃气计量阀。
燃气混合器

除了燃气类型 [Gas type] 之外，还以百分比形式显示位置。

燃气类型 描述
[1] 燃气类型 1
[2] 燃气类型 2
[3] 燃气类型 3
[4] 燃气类型 4
[1-2] 燃气品质 = 在燃气 1 和燃气 2 的参数集之间进行插补
[1-2/3] 燃气 1_2（燃气管路 1）与燃气 3（燃气管路 2）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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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类型 描述
[1/3] 燃气 1（燃气管路 1）与燃气 3（燃气管路 2）混合
燃气计量阀：
燃气计量阀仅调节燃气流量。

除了燃气计量阀 [Gas type] 以外，还会以百分比形式显示位置和空燃比值 [Lambda]。
“燃气详细信息”界面显示燃气混合器的其它详细信息。

压缩机旁通阀 （可选）

节气门

增压压力

增压温度

转速

功率
显示发电机输出的电功率。

LEANOX 调节器
使用按钮 [AUT/MAN] 可以在“自动”与“手动”之间切换  LEANOX 调节器  的运行模式。发动机停机时，至少需
要“用户”这一用户角色。高级用户及以上的用户角色始终可以操作按钮 。
通过 [Deviation] 可以显示 LEANOX 调节器（增压压力）的调节偏差。

功率调节器
允许用户及以上的用户角色许可功率额定值。显示为测量值的功率额定值相当于当前计算的和给发动机预
设的额定值。

转速调节器
允许用户及以上的用户角色许可转速额定值。显示为测量值的转速额定值相当于当前计算的和给发动机预
设的额定值。

孤网运行调节器
允许用户及以上的用户角色许可转速额定值。

13.20 ENG 功率降低
该界面显示可能发生的功率降低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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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功率与降低后的功率
显示额定功率 [P nominal] 以及降低后的功率 [P reduced]。

功率降低
以条柱形式显示下列可能降低功率的原因。100％ 条柱相当于额定功率。

显示 功率降低 说明
[Knock] 爆震 爆震强度超过功率降低极限值。
[Misfire] 失火 缺火次数超过功率降低极限值。
[External analog] 外部模拟信号 通过外部模拟信号降低功率。该信号可用于多种应用

程序（例如回水温度调节）。参见参数 [Engine /
Power / Scaling external power limitation]。
当针对外部信号的缩放选择了大于额定功率的参数
时，这里所显示的模拟值也可超过额定功率。这样可
在数值大于额定功率时检查外部信号。

[External bus] 外部总线 通过经由工业总线与 DIA.NE XT4 相连的上级控制系统
来降低功率。

[Charge
temperature]

增压温度 增压温度超过功率降低极限值。以线性方式降低额定
功率。见参数 [Engine / Power / Reduction charge
tempera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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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功率降低 说明
[Under/over
frequency]

欠频/超频 如果发电机频率低于发电机额定频率 98% ，即开始降
低功率。当其为发电机额定频率的 90% 时，功率降低
至 50%。当发电机频率超过其额定频率的 102% 时，
功率开始降低。当其为发电机额定频率的 105 % 时，
功率降低至 50%。只有当其为额定频率的 100.5%
时，功率才会停止降低（滞后窗口）。

[LEANOX] LEANOX 超过了 LEANOX 调节器“贫瘠”方向的偏差极限值。以
线性方式降低额定功率。如果在“丰润”方向超过极限
值 20%，就会关闭发动机。参见参数 [Engine /
LEANOX / Gas x / Controller / Controller deviation limit]

[Intake air temp.] 进气温度 进气温度超过功率降低极限值。以线性方式降低额定
功率。见参数 [Engine / Power / Reduction intake air]

[CH4] CH4 根据 CH4 信号以线性方式降低满负荷与半负荷之间的
功率。参见参数 [Gas /Special gas / CH4 content]。

[Gas pressure] 燃气压力 根据燃气压力信号以线性方式降低满负荷与半负荷之
间的功率。参见参数[Gas / Special gas / Gas
pressure]。

[Suction pressure] 进气压力 根据进气压力信号以线性方式降低满负荷与半负荷之
间的功率。参见参数[Gas / Special gas / Suction
pressure]。

[Under/over
voltage]

欠压/过压 当发电机电压低于其额定电压的 95% 时，功率开始降
低。当其为发电机额定电压的 80 % 时，功率降低到
50%。当发电机电压超过其额定电压的 105 % 时，功
率开始降低。当其为发电机额定电压的 110 % 时，功
率降低到 50%。

[Gen. winding
temp.]

发电机绕组温度 发电机绕组温度超过 140°C 时，功率开始下降。

[Exhaust gas
temperature]

废气温度 当气缸温度偏离 [Exhaust / Exhaust temp. positive/
negative deviation max.] 平均值超过 30 秒时，功率将
会降低。此外，达到极限值时（废气温度平均值 >
40% Pnenn），功率下降

[Jacket water
temp.]

冷却水温度 随着冷却水温度的上升，功率下降。见参数 [Engine /
Power / Reduction cooling water temperature]。

[Oil temperature] 油温 随着机油温度的上升，功率下降。参见参数 [Engine /
Power / reduction oil temperature]。

[Return water
temp.]

回水温度 随着热水回水温度的上升，功率下降。见参数
[Engine / Power / Reduction return water
temperature]。

[Pre chamber gas
press.]

预燃室燃气压力 随着预燃室燃气管路压力的下降，功率下降。参见参
数 [Engine / Power / Reduction pressure pre chamber
gas train]。

[Utility operator] 网络运营商 通过 3 个数字输入端，功率根据所设定的参数降低，
或发动机关机。

[Charge
temperature HP]

高压涡轮增压器前的增压温度 如果超过允许的高压涡轮增压器前最大增压温度值，
则功率降低。

[PBC] DMR DMR 某些安全功能导致的功率降低。
[Humidity] 湿度 吸入空气的湿度增加时，LEANOX 调节系统随之进行

调整。达到湿度限值后，增压温度上升。如果增压温
度无法升高，则功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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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功率降低 说明
[Hierarchic
controller]

分级调节器 在燃烧严重不正常的情况下，例如哑火或炽热点火，
所涉的气缸将通过以气缸压力为基础的分级调节器取
消（相应的端口注入燃气阀保持关闭）并且同时将功
率将至 75%。这表明，允许在该跛行模式下继续运行
发动机有限的时间。在给规定的时间（现在为 1 分
钟）之后自动关闭发动机。仅 9 系列。

[Crank case
controller]

曲轴箱压力 如果曲轴箱压力超出允许的极限值，则将功率降低在
参数 [Engine/Power/Reduction crankecase pressure/
Power reduction] ] 下基于额定功率设置的百分比值。
仅 9 系列。

[Transformer
temperature]

变压器温度 如果变压器温度超过允许的极限值（温度开关），则
将功率降低到在参数 [Engine/Power/Reduction
transformer/Power reduction limit] 下基于额定功率设
置的百分比值。

[Generator switch
cabinet
temperatrure]

发电机开关柜温度 如果发电机开关柜中的温度超过允许的极限值（温度
开关），则功率降低到在参数 [Engine/Power/
Reduction generator circuit breaker cabinet/Power
reduction limit] 下基于额定功率设置的百分比值。

[Generator intake
air temperature]

发电机进气温度 如果温度超过 [Engine/Power/Reduction generator] 下
允许的极限值，则功率降低基于额定功率设置的百分
比值。

[Gas pressure
minimum]

燃气压力最小值

[Calorific value] 热值 根据热值信号以线性方式降低满负荷与半负荷之间的
功率。参见参数 [Gas /Special gas / Calorific value]。

[Power factor<1] 功率系数 < 1 在超励磁无功功率范围内运行设备时，会根据设置的
发电机效率 [Engine/Power/Reduction transformer/
Power reduction limit] 降低电功率。

[Cylinder peak
pressure
integartor]

气缸峰值压力积分器 气缸峰值压力提高的次数超过功率降低极限值。参见
参数 14217 [Cylinder / PBC / Cylinder Peak Pressure
Integrator Power reduction maximum]。

由进气温度、CH4 含量、燃气压力、进气压力、涡轮增压器转速、发电机绕组温度、废气温度、冷却水温
度、机油温度、回流温度、曲轴箱压力预燃室气压、变压器温度、发电机开关柜温度和发电机进气温度和
热值引起的功率降低是可选项。
此外也可能造成无功功率降低。但在该界面中并未显示，而只是作为警报显示器中的运行状态信息：

无功功率降低 说明
发电机绕组温度 当发电机绕组温度超过 135°C 时，无功功率开始下降。
极舵角 当电容无功功率超过某个极舵角额定值时，无功功率将受限。

13.21 ENG – LEANOX 调节器
该界面用来设置 LEANOX 调节器，以及在发动机停机与怠速运转状态下调整燃气混合器位置或燃气计量阀
位置。可使用作为趋势曲线显示的调节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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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变量

[P Set] 功率额定值，用户及以上的用户角色可调整
[P Act] 功率实际值
[p2'] 增压压力
[t2'] 增压温度

 符号表示处于激活状态的调节器，  符号表示未处于激活状态的调节器。
使用按钮 [AUT/MAN] 可以在“自动”与“手动”之间切换 LEANOX 调节器的运行模式。发动机停机时，至少需要
用户级别的权限。高级用户访问权限始终可以操作按钮。
使用[Deviation] 可显示调节偏差（增压压力）。

燃气混合器位置或燃气计量阀位置
是否允许更改燃气混合器或燃气计量阀的额定值，取决于发动机运行模式以及用户角色。

运行模式 所需的最小用户角色
LEANOX 手动调节器 扩展用户
发动机停机 用户
发动机怠速运转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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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用户”权限级别的用户只能在点动运行模式下更改位置。燃气混合器的更改步距可以为 1％，燃气计量
阀的更改步距可以为 0.005。

联机趋势图
下列调节变量显示为趋势曲线：

显示 描述 显示范围 单位
[Power[kW]] 功率实际值（红色）以及功率额定值

（蓝色）
0 / 4000 kW

[Boost pressure[bar]] 增压压力 -1 / 5 bar
[Charge
temperature[°C]]

增压温度 0 / 120 °C

[Actuator position[%]] 压缩机旁通阀位置（棕色）以及节气门
位置（红色）

0 / 100 %

[Controller
deviation[bar]]

调节偏差（增压压力） -0.5 / 0.5 bar

[Lambda] 混合气比例空燃比 1 / 3

设置 LEANOX 参数
高级用户及以上的用户角色可以设置 LEANOX 参数。在手动模式下可用按钮 [Set1] 和 [Set2] 设置 LEANOX 调
节器的固定点。这时将接收当前功率、增压温度、增压压力以及转速。
在燃气 1_2、燃气 1_2/3 和燃气 1/3 运行模式下无法输入 LEANOX 参数。显示控制系统内插补的数值。

 燃气类型 [Gas Type]

显示燃气类型。

燃气类型 描述
[1] 燃气类型 1
[2] 燃气类型 2
[3] 燃气类型 3
[4] 燃气类型 4
[1-2] 燃气品质 = 在燃气 1 和燃气 2 的参数集之间进行插补
[1-2/3] 燃气 1-2（燃气管路 1）与燃气 3（燃气管路 2）混合
[1/3] 燃气 1（燃气管路 1）与燃气 3（燃气管路 2）混合

若燃气类型为 [1-2] ，还显示与燃气品质成正比的插补比例。

废气温度平均值

13.22 ENG – 转速 – 孤网 – 功率调节器
该界面用于设定转速、孤网和功率调节器。转速调节器在发动机怠速运行模式下激活，并作用于节气门。
孤网运行调节器在孤网运行模式下激活，并作用于节气门和压缩机旁通阀。功率调节器在电源并行运行模
式下激活，并且作用于节气门和压缩机旁通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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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变量

[n set] 转速额定值，用户及以上的用户角色可调整。
[n set current] 当前转速额定值
[n current] 转速实际值
[P set] 功率额定值，用户及以上的用户角色可调整。
[P set current] 当前功率额定值
[P current] 功率实际值

该符号  标记的一个激活的调节器，且该符号  标记的是一个未激活的调节器。
通过 [Deviation] 可显示调节偏差（转速和功率）。

节气门和压缩机旁通阀
显示节气门位置 [Throttle valve] 和压缩机旁通阀位置 [Compressor bypass]。

联机趋势图
下列调节变量显示为趋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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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描述 显示范围 单位
[Power current, Power set
current [kW]]

当前功率实际值、当前功率额定
值

0 / P max kW

[Power deviation[kW]] 功率调节器偏差 -100 / 100 kW
[Speed current, Set speed
current [1/min]]

当前转速实际值、当前转速额定
值

0 / 2000 1/min

[Compressor bypass[%]] 压缩机旁通阀位置 0 / 100 %
[ Throttle valve position
[%]]

节气门位置 0 / 100 %

 节气门的调节变量极限值 [Throttle valve] 和压缩机旁通阀 [Compressor bypass]:

[Y maximum] 调节变量最大极限值
[Y minimum] 调节变量最小极限值

13.23 ENG 爆震调节器
该界面显示爆震调节系统最重要的特性参数。

爆震信号监控 [Knocking signal monitoring]

爆震传感器的 mA 信号超出 [Knock sensor 1] 或 [Knock sensor 2] 预设的阈值，导致颜色从绿色变为红色。
在 SAFI 或 KLS98 情况下可以选择显示下列界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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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了所有气缸的最小值 [Minimum]、最大值 [Maximum] 和平均值， [Average] 用于爆震强度 [Knock
intensity] 和爆震噪声 [Knock noise] 。

爆震防止措施 [Aactions against knocking]

ZP 降低 [IP reduction]

显示额定点火正时 [Nominal] 和为避免爆震而调整的点火正时 [Reduced]。 数字化显示为曲轴转角度数。
100％ 条柱相当于最大允许调整幅度。
功率降低 [Power reduction]

显示额定功率 [Nominal] 和为避免爆震而调整的功率 [Reduced]。以千伏特为单位进行数字化显示。
100％ 条柱相当于最大允许调整幅度。
增压温度降低 [Charge temperature reduction]

显示额定增压温度 [Nominal] 和为避免爆震而调整的温度 [Reduced]。以摄氏度或华氏度为单位显示温度。
100％ 条柱相当于最大允许调整幅度。

13.24 ENG 双点火系统
该界面显示混合气双点火系统 (TSTC) 以及相关测量值，如增压压力、增压温度、涡轮增压温度、涡轮转速
及不同调节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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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气温度

机座 A 低压涡轮增压器转速

高压废气涡轮增压器前面的温度

机座 A 高压涡轮增压器转速

机座 A 压缩机阀位置显示器

[X1] 阀门 1 实际值
[W1] 阀门 1 额定值
[X2] 阀门 2 实际值（可选）
[W2] 阀门 2 额定值（可选）

节气门前面的增压温度和增压压力

节气门位置显示器

[X1] 阀门 1 实际值
[W1] 阀门 1 额定值
[X2] 阀门 2 实际值（可选）
[W2] 阀门 2 额定值（可选）

节气门后面的增压温度 t2' 和增压压力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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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门 （可选）
额定值预置 [W] （用户 30）和实际值显示 [X]。

涡轮增压器低压输出端温度

机座 B 和机座 A 的测量值显示相同

13.25 ENG 湿度
该界面显示湿度调节测量值。通过参数 [Engine/Engine data/Humidity-LEANOX compensation] 隐藏/显示该界
面。

[Humidity relative] 湿度传感器的进气湿度
[Intake air temperature] 湿度传感器的进气温度
[Barometric pressure] 发动机停机时测得的增压压力传感器的环境压力
[Humidity absolute
(calculated)]

根据上述三个数值（湿度、进气温度以及环境压力）计算出的干燥进气空
气的含水量。

[Change temperature offset] 以额定增压空气温度为基础，通过湿度调节器提高必要的增压空气温度。
[Charge pressure Max] 可能的最大增压压力，由“相对湿度”、“进气温度”、“气压压力”和“t2”计算

得出。
[Charge pressure] 平均增压压力。

13.26 ENG - LEANOX plus
该界面给出了 LEANOX PLUS 控制器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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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维修技术人员权限以上的用户角色以及设置了参数 14305 LEANOX PLUS enable 的情况下，该界面才可
见。

 BPOC - Boost Pressure Offset Curve（增压压力修正曲线）
显示控制器的偏差（橙色点）（当闭环控制器激活时）和当前存储的 BPOC（紫色）
增压压力偏差限值显示为绿色实线（参数 14337）
0 值对应于由设定的 LEANOX 直线确定的值
（参见 TA 1503-0056）

状态显示学习要点
BPOC 中已存储有效偏差值的负载点以绿色突出显示。

控制器值

[NOx engine outlet - set] 设定的 NOx 标准值 [14280] 换算为 ppm 单位
仅在相应设置了参数 14067 Nox 传感器配置的情况下显示。

[NOx current] 以 ppm 为单位的 Nox 传感器当前值（已过滤）
[Δ p2s] 当前偏差与 0 之间的差
[Δ p2s BPOC] BPOC 与 0 之间的差
[Δ p2s controller] 当前偏差与 BPOC 之间的差
[BPOC update interval] BPOC 的更新间隔
[BPOC update timer] 自上次 BPOC 更新以来经过的时间



DIA.NE XT4 CTR 4.08 HMI 2.9 R5

INNIO 所有权说明：保密！该页数据的使用或转发受到封面或第一页中的说明限制。

[LEANOX PLUS aktiv] 如果 LEANOXplus 已激活（参数14305）并且发动机正在运行，则
状态为绿色。

[Steady state reached] 燃气发动机运行状态为静态（功率和 LEANOX 偏差无变化）。
[NOx signal valid] NOx 传感器的信号有效。
[BPOC active] 已学习的 BPOC 激活。
[Closed loop controller active] 闭环控制器激活，并将增压压力调整为适应当前测得的排放量。
[LEANOX PLUSlearning active] BPOC 处于学习模式。
[LEANOX/Engine manual mode] 发动机以手动模式运行。
LEANOX PLUS limit 达到 BPOC 的限值。

13.27 CYL 点火系统
该界面显示点火正时与点火电压。另外还选择显示点火能量、硬件和燃烧时间故障率。在该界面中还可以
激活点火系统自测功能。
与 KLS98 或 SAFI 结合还可进行个性化的点火正时调节。
只有发动机配有 MONIC 点火电压测量系统，才能显示点火电压 (集成于 SAFI/ MORIS 上）。

 显示最小值 [Min]、最大值 [Max] 和平均值 [Avg]

[Voltage] 点火电压
[Timing point] 点火正时
[HW failure rate] 硬件故障率显示最近十个发动机循环内没有产生点火火花的次数。（可选 SAFI）
[Duration failure
rate]

燃烧时间故障率显示最近十个发动机循环内燃烧持续时间超出或低于允许误差的次
数。（可选 SAFI）

点火能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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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的点火能量是用来供给点火线圈的能量。可以在参数管理器中对该数值进行设置。100％ 相当于点火
系统的最大点火能。

点火系统的自测
享有用户权限“用户”或更高的权限。
自测功能用于在发动机停止运转时对提供给点火线圈的点火电压进行测试。10 分钟后自测功能自动关闭。
按下 [Start] 按钮后出现一条警告提示：开始冲洗，且发动机随之开始旋转。

随后会淡入一条状态信息  ：

将显示下列状态：

预润滑准备激活
起动机准备 开
准备
自测运行

该进程可以通过按下 [Stop] 按钮随时中断。

点火电压最大值
只有在接通点火系统自测功能后，才能勾选复选框 [Ignition voltage maximum] 。如果勾选了该复选框，就
会显示相应的最大值，而不是当前的点火电压。

单个气缸显示柱状图

通过选取相应的行  （蓝色背景）可以选择以柱状图形式显示哪些数值。

[Voltage] 点火电压超过上限和下限时会有相应的颜色变化。
[Timing point] 点火正时显示的数值相当于上止点前端的曲轴转角。
[HW failure rate] 硬件故障率显示最近十个发动机循环内没有产生点火火花的次数。（可选 SAFI）
[Duration failure
rate]

燃烧时间故障率显示最近十个发动机循环内燃烧持续时间超出或低于允许误差的次
数。（可选 SAFI）

缺火频率
失火频率是以百分比表示的实际失火计数数量的积分值。

13.28 CYL 爆震信号
在该界面显示爆震信号（爆震积分器、爆震声音、机械噪声）和点火正时。只有设定了参数[Engine/Engine
data/KLS98] 或 [Engine/SAFI/Knocking] ，才会显示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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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最小值 [Min]、最大值 [Max] 和平均值 [Avg]

[Knock integrator] 爆震积分器
[Knock noise] 爆震噪声
[Mecahnical noise] 机械噪声
[Ignition timing point] 点火正时

单个气缸显示柱状图

通过选取相应的行 （蓝色底）可以选取柱状图显示哪些数值。
爆震积分器 [Knock integrator]：
根据爆震噪声的正向积分信号计算爆震强度，并以百分比形式显示其绝对值。
如果数值达到参数 ZZP Reduktion Beginn （ZZP 开始降低），就会通过爆震调节系统将点火正时朝向调得晚
一些。达到极限值 Leistungsreduktion Beginn （开始降低功率）时功率降低。如果尽管调整点火正时和降低
功率仍然达到 100％ 的爆震强度值，发动机即被停机。如果由设备控制系统进行控制，还可以降低增压温
度。
爆震噪声：
敲缸噪声相当于某个曲轴转角范围内的实际燃烧噪声，以毫伏为单位显示其绝对值。当超过参数 Grenzwert
Klopfen （爆震极限值）时，发动机调节系统就将爆震噪声检测为实际爆震。
点火正时：
点火正时的显示取决于与全局点火正时的相对偏差。
机械噪声：
利用 KLS98/SAFI 的爆震传感器测量机械噪声。将测得的信号分配给特定的曲柄角范围，在该范围内可能会
产生机械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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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绝对值显示（单位：毫伏）。如果从半负荷起低于参数 Grenzwert Messsignalstörung （测量信号故障的
极限值），警报管理器就会产生相应的警告（爆震传感器的测量信号故障）。如果所有测量信号的 50% 发
生故障，还会因为 KLS98/SAFI 有故障而出现关机故障。
如果超出参数机械噪声限值，则会在警报管理中生成关停故障（机械噪声最大值）。原因可能是气门间隙
太大、气门弹簧破裂、轴承损坏等。

13.29 CYL - DMR
在该屏幕中显示 DMR 压力控制发动机调节（爆震积分器、爆震信号、IMEP、P max、AI）的信号和点火正
时。只在设定了参数 [Engine/SAFI/DMR] 时，该屏幕才可见。

 显示最小值 [Min]、最大值 [Max] 和平均值 [Avg]

[Knock intensity] 爆震积分器
[Ignition timing point] 点火正时
[Knock signal] 爆震信号
[IMEP] 平均指示缸内压力
[P max] 气缸峰值压力
AI 燃烧的重心位置

单个气缸显示柱状图

通过选取相应的行  （蓝色背景）可以选择以柱状图形式显示哪些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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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震积分器 [Knock integrator]：
根据爆震噪声的正向积分信号计算爆震强度，并以百分比形式显示其绝对值。
如果参数达到 ZZP 降低开始 ，那么点火正时通过爆震调节调整方向延迟。在达到极限值 功率降低开始时，
功率下降。如果尽管调整点火正时和降低功率仍然达到 100％ 的爆震强度值，发动机即被停机。如果由设
备控制系统进行控制，还可以降低增压温度。
点火正时：
点火正时以上止点前的曲轴转角角度为单位显示绝对值。
爆震信号：
爆震信号相当于某个曲轴转角范围内的实际燃烧噪声，以毫巴为单位显示为谐波振动。在超过参数 爆震极
限值 时，发动机调节器会将爆震信号作为实际爆震检测。
IMEP:
从气缸压力信号中计算平均指示缸内压力并以巴为单位显示为绝对值。
P max：
从气缸压力信号中分析气缸峰值压力并以巴为单位显示为绝对值。
AI：
从气缸压力信号中分析燃烧的重心位置，以曲轴转向上止点的角度为单位对燃烧的位置进行了说明。

13.30 CYL - PI
在该屏幕中显示 PI 端口注入信号（开启时间、TDC 前 49° 的压力、关闭电流梯度）。只在设定了参数
[Engine/SAFI/PI] 时，该屏幕才可见。

显示最小值 [Min]、最大值 [Max] 和平均值 [Avg]

[Duration opening] 开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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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ure 49° before TDC] TDC 前 49° 的压力
[Close current gradient] 已关闭电流梯度识别

单个气缸显示柱状图

通过选取相应的行 （蓝色底）可以选取柱状图显示哪些数值。
开启时间：
以曲轴转角角度为单位指定端口注入阀的开启时间。
TDC 前 49° 的压力：
以巴为单位以绝对值的形式指定达到上止点前 49 度时的气缸中的压力。
已关闭电流梯度识别 :

显示 PI 阀门关闭识别的原始测量值。它表示阀门的电感。如果该测量值在过去 10 秒内变化过大，则表明 PI
驱动器电子装置或 PI 阀门损坏，或阀门被异物卡住或污染。

PI – Balancer

PI 优化优化器优化彼此优化气缸。用该控制窗口可以在投入运行时和在更改硬件之后相互优化气缸的调
节。只从维修合作伙伴用户角色起，按钮（投入运行优化程序、手动触发、删除综合特性曲线）才激活。
指示灯显示 PI 优化器的状态。

[Optimization required] 优化已请求
[Steady state reached] 稳定状态已达到
[Calibration in progress] 校准正在进行
[Closed loop compensator] 补偿调节
优化已请求：
显示是否可以重新示教。
稳定状态已达到：
显示稳定的发动机运行状态已达到和可进行示教的条件是否已满足。
校准正在进行：
在发动机处于校准阶段时显示。
补偿调节：
显示是否已激活气缸优化的调节。

 SAFI PI 自测试
如果运行模式选择开关处于停止位置且战速小于 50 rpm，则该按钮仅对“特约维修站”用户角色可见和激
活。
该功能用于检查端口注入 (PI) 阀是否正常工作。通过此项测试检查：

• 是否存在电源电压
• 是否可以控制阀门（但是在测试过程中不以物理方式打开阀门）
如果“关闭电流梯度识别”值在自测试激活后显示为约 -90 至 -150（BR9 Hörbiger-PI 阀门）或 -200 至
-250（BR Woodward-PI 阀门），则功能正常。

13.31 CYL - 主连杆轴承
在该屏幕中显示主轴承温度和连杆轴承温度。该屏幕只对 9 系列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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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最小值 [Min]、最大值 [Max] 和平均值 [Avg]

[Main bearing] 主轴承温度
[Conrod bearing] 连杆轴承温度
[Conrod bear. signal intensity] 无线连杆轴承传感器的信号强度

 单个气缸显示柱状图

[Main bearing] and
[Conrod bearing]

如果对于所有类似区域中的轴承有一个轴承与其它轴承的平均值有很大的偏差以及超
出最大值，则表示轴承损坏并导致停机。

[Conrod bear. signal
intensity]

如果在达到 1000 转/分钟时启动发动机，则传输并停机。这些数值应始终约为 50%，
很大的偏差表示必须重新校准传感器或者必须检查布线或者该传感器有内部损坏并且
必须更换。

通过选取相应的行  （蓝色背景）可以选择以柱状图形式显示哪些数值。

 连杆轴承温度校准
每次更换传感器时、传感器与天线的对齐每次发生变化时、传感器信号强度的数值过小时以及间歇性出现
信号丢失时，必须重新校准该传感器。该操作应当在发动机停机时进行。为此，以发动机旋转方向精确地
将传感器转到天线前。随后在显示区中  选择相应的气缸。通过选择启动开始校准。在停机时无法校准
所有气缸（气缸选择 = 0）。
在有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在发动机运行时校准其传感器，因为由于较高的温度材料可能会膨胀，因此要以
更改的距离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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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校准期间不发送温度数据，因此发动机运行时的校准非常关键。只在部分负载和所有温度稳定且不显
示明显的偏差时才允许进行。单个气缸的校准比所有气缸（气缸选择 = 0）的校准准确。如果校准过程需要
的校准时间过多，则可能导致意外停机。在该情况下，必须在重启之前在停机状态下重新校准所涉的传感
器。

13.32 CYL - 机械监控
在该界面显示以下测量值用于发动机的机械监控：进排气门关闭噪声、进排气门关闭时间（用户角色扩展
的测试台）和机械噪声。仅当设置了参数 12118 [Engine / SAFI / Knocking] 且在发动机上安装了 SAFI2 时，才
显示该界面。

 显示最小值 [Min]、最大值 [Max] 和平均值 [Avg]

[Out.Valve closure noise] 排气门关闭噪声
[In. valve closure noise] 进气门关闭噪声
[Out.Valve closure timing] 排气门关闭时间（用户角色扩展的测试台）
[In.Valve closure timing] 进气门关闭时间（用户角色扩展的测试台）
[Mechanical noise] 机械噪声

单个气缸显示柱状图

通过选取相应的行 （蓝色底）可以选取柱状图显示哪些数值。

气门间隙已调整
自客户起的用户角色的输入可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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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将气门间隙重置为其额定值时，都必须选中相应的复选框。如果所有气门的气门间隙都设置为额定
值，则选中复选框 [Cyl. all]。
[Out. valve closure noise] - 排气门关闭噪声
关闭排气门时的噪声通过 SAFI2 的爆震传感器测量。分析爆震传感器信号的特定曲轴角度范围，在该范围
内很可能出现排气门关闭的结果。
以毫伏为单位显示在该曲轴角度范围内测得的最大振幅的绝对值。
如果排气门关闭噪声超过排气门关闭噪声极限值 (14316) 3 秒钟以上，则警报管理系统会生成警报 2334（排
气门噪声最大值）。与该警报一起在警报管理系统中生成消息 9027（排气门噪声最大值），该消息包含导
致触发警报的气缸编号。原因可能是气门间隙过大、气门弹簧损坏等。
[In. valve closure noise] - 进气门关闭噪声
关闭进气门时的噪声通过 SAFI2 的爆震传感器测量。分析爆震传感器信号的特定曲轴角度范围，在该范围
内很可能出现进气门关闭的结果。
以毫伏为单位显示在该曲轴角度范围内测得的最大振幅的绝对值。
如果进气门关闭噪声超过进气门关闭噪声极限值 (14317) 3 秒钟以上，则警报管理系统会生成警报 2335（进
气门噪声最大值）。与该警报一起在警报管理系统中生成消息 9028（进气门噪声最大值），该消息包含导
致触发警报的气缸编号。原因可能是气门间隙过大、气门弹簧损坏等。

[Out.Valve closure timing] - 排气门关闭时间
仅自用户角色 45 起可见（扩展的试验台）。
关闭排气门时的噪声通过 SAFI2 的爆震传感器测量。分析爆震传感器信号的特定曲轴角度范围，在该范围
内很可能出现排气门关闭的结果。
显示排气门关闭时的曲轴角度绝对值。排气门关闭时间的变化可以提供关于剩余排气门间隙的信息。
[In.Valve closure timing] 进气门关闭时间
仅自用户级别 45 起可见（扩展的试验台）。
关闭进气门时的噪声通过 SAFI2 的爆震传感器测量。分析爆震传感器信号的特定曲轴角度范围，在该范围
内很可能出现进气门关闭的结果。
显示进气门关闭时的曲轴角度绝对值。进气门关闭时间的变化可以提供关于剩余进气门间隙的信息。
[Mechanical noise] 机械噪声
机械噪音通过 KLS98 / SAFI / SAFI / SAFI2 的爆震传感器测量。分析爆震传感器信号的特定曲轴角度范围。
以毫伏为单位显示在该曲轴角度范围内测得的最大振幅的绝对值。如果从半负荷起未达到小于[测量信号故
障的极限值]的值，警报管理系统就会生成相应的警告（爆震传感器的测量信号故障）。如果所有测量信号
的 50％ 失效，则由于 KLS98 / SAFI / SAFI / SAFI2 的故障，发动机将关闭。
如果机械噪声超过参数 12073 [机械噪声极限值] 2.5 秒钟以上，警报管理系统就会生成警报 3341（机械噪声
最大值）。与该警报一起在警报管理系统中生成消息 3281（气缸机械噪声最大值），该消息包含导致触发
警报的气缸编号。原因可能是气门间隙过大、气门弹簧损坏、活塞磨损等。

13.33 CYL - RKS
该界面显示冗余爆震系统 (RKS)，包括特定气缸测量值、爆震信号绝对值和相对值，以及各种状态。界面可
选，自服务技术人员用户角色起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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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最小值 [Min]、最大值 [Max] 和平均值 [Avg]

[Knocking abs.] 爆震信号绝对值
[Knocking rel.] 爆震信号相对值

单个气缸显示柱状图
RKS 系统发送相对和绝对爆震信号，根据内部配置，应用其中的一个信号进行控制。在默认配置中应用的
是相对爆震信号。

气缸列 A 和 B 的 RKS 状态
此处显示 RKS 系统两列气缸的状态。系统是否使用/激活取决于自发动机启动以来系统是否一直在运行，并
且未发生故障。

[In use] 激活/未激活显示
[Operating] 运行中
[CAN - connection] CAN 连接
[Crank pickup] 曲轴传感器
[Cam pickup] 凸轮轴传感器
[Engine load signal] 发动机负载信号
[High knock] 强烈爆震

激活 / 观察者模式
两种模式：
评估 / 记录信号（Diane 趋势、ECBMem 等）。
观察者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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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动机控制没有影响。
激活模式：
RKS 规则干预情况：气缸压力传感器故障、功率降低（由于爆震）或强爆震（由 RKS 识别）。
爆震积分器现在将通过 RKS 爆震传感器进行充电 / 放电。
通过特性曲线和废气温度控制进气口喷射阀。

爆震传感器状态
爆震传感器状态显示了哪些气缸由 RKS 系统控制以及原因。

[RKS active (PBC failure)] RKS 激活（PBC 故障）
[RKS active (Power reduction)] RKS 激活（功率降低）
[RKS active (High Knock)] RKS 激活（强烈爆震）
[Sensor failure] 传感器故障

13.34 EXH 废气温度
该界面以柱状图和数值形式显示各个气缸温度。视设备规格而定，也可以显示废热锅炉和催化转换器的温
度。

 气缸废气温度
以柱状图和数字值形式显示各个气缸的废气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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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状图可在废气温度的绝对 [Abs.] 显示与相对[Rel.]显示之间切换。在相对显示中可以读取与平均值的偏
差。在相对显示中还可以显示与平均值之间允许的最大偏差的上限值和下限值。当超过某一个气缸的上限
值时，相应条柱的颜色就会从蓝色变成橘黄色。当低于某一个气缸的下限值时，相应条柱的颜色就会从蓝
色变成橘黄色。

[Avg] 气缸废气温度平均值
[Max] 气缸废气温度最大值
[Min] 气缸废气温度最小值

 涡轮增压器入口温度（可选）

 机座 A 和 B 涡轮增压器出口温度（可选）

 催化转换器（可选）
显示催化转换器的进气与排气温度以及催化转换器本身的温度 。

 废热锅炉（可选）
显示管板温度和废热锅炉的出口温度。

 废热锅炉 2（可选）
显示废热锅炉 2 的入口和出口温度。

 废气扫气（可选）
显示扫气阀 [Flap] 和扫气风扇 [Ventilation fan]。如果运行选择开关位于关闭或手动位置，可以开始或停止
废气扫气（用户级维修技术人员）

 氮气吹洗（可选）
当运行选择开关处于吹洗位置时，可以开始或停止 N2 吹洗（用户级维修技术人员）。

 涡轮增压器转速（可选）

[Speed turbo charger HP A] 机座 A 涡轮增压器转速高压
[Speed turbo charger HP B] 机座 B 涡轮增压器转速高压
[Speed turbo charger LP A] 机座 A 涡轮增压器转速低压
[Speed turbo charger LP B] 机座 B 涡轮增压器转速低压

 催化转换器已更换（可选）
更换催化转换器后，必须将计数器重置为零。

 废气扫气盖前的温度（可选）

 废气湿度（计算）和 NOx 传感器（校正为干燥废气）（可选择高级用户及更高级别的用户角色）
根据参数 14067 NOx 传感器配置，显示废气湿度和相应的传感器数据

13.35 EXH - SCR
该界面显示所有相关测量值的概览和 SCR/OXI 废气后处理的阀门位置。通过参数设置可以激活或禁用各种
选项（见下文），从而也可以调整概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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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活手动运行模式（维修技术人员及更高权限级别），以便激活 SCR 界面中的所有手动操作元件（图
中未显示）并实现手动输入 - 详细信息请参阅“一般功能说明”

 带液位指示器的尿素罐 - 最低液位（红色）

 尿素供应泵（使用计量阀并通过参数激活时）；在手动模式下会显示额外的开关元件，通过这些元件可
以开启或关闭泵

 在计量前显示尿素压力（使用计量阀时）

 计量阀或计量泵（通过参数选择，如果已取消选择计量阀，则会显示计量泵）

 显示阀门或泵的调整信号 (0-100%)，这在手动模式下会变成输入栏，在此可手动指定调整信号：泵以 l/
h 为单位，阀门以 ％ 为单位。

 冗余计量阀或计量泵，通过参数选择；在手动模式下会在这里显示阀门/泵之间的切换方式。当阀门堵
塞时，在该界面中还会显示其带有一个操作旋钮。

 计量后显示尿素压力

 显示当前尿素流量

 显示添加的尿素量（用户级别及更高级别可以重置）

 用于压缩空气的压缩空气压缩机或电磁阀；在手动模式下可以开启/关闭压缩机或阀门。

 显示空气供应压力

 二位三通阀（尿素/空气）用于冲洗计量喷枪和连接至喷射器的管路，显示当前切换位置（空气/尿素/关
闭）。堵塞时，阀门显示为红色。

 显示计算出的废气体积流量（维修技术人员及更高权限级别可见）

 显示发动机出口处的废气温度（如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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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发动机出口处的 NOx 测量（如果存在，通过参数激活）

 显示催化转换器入口处的废气温度

 显示催化转换器入口处的废气压力

 显示催化转换器出口处的废气温度

 显示催化转换器出口处的废气压力

 显示计算出的催化转换器压差 (SCR+OXI)

 显示计算出的催化转换器平均温度（维修技术人员及更高权限级别可见）

 显示催化转换器出口处的 NOx 传感器（如果存在且通过参数激活）

 显示 NOx 的平均时间值，如果存在，则显示 CO；可以通过参数更改时基（平均时间）。提示：尿素计
量开始后，主要在冷启动之后可实现系统瞬态振荡的开始计时器时间（参数）用完之后，重置排放平均
值，然后启动排放监控（可以在参数菜单中激活/禁用该功能）。
使用 2 条排放测量线进行内部测量燃气分析的选项：
测量线 1：OXI 之后的测量，可选择手动切换到原料燃气（发动机出口）
测量线 2：OXI 之前的测量（SCR 和 OXI 之间）

 测量燃气位置的阀门位置：纯净燃气/原料燃气（通过参数激活）；在手动模式下可以切换阀门。

 空气吹扫阀门位置测量线 1：测量燃气（废气）/空气；在手动模式下可以切换阀门。空气用于零点校
准。

 空气吹扫阀门位置测量线 2：测量燃气（废气）/空气；在手动模式下可以切换阀门。空气用于零点校
准。

 用于两条测量线的燃气干燥的测量燃气冷却器，出现故障（温度过高）时，冷却器显示为红色。在测量
燃气冷却器还存在自动冷凝泵，用于去除积聚的冷凝水。

 用于测量线 1 的燃气泵；在手动模式下可以启动或停止泵。

 用于测量线 2 的燃气泵；在手动模式下可以启动或停止泵。

 用于测量线 1 的校准燃气阀（如果存在且通过参数激活），在手动模式下可以激活校准燃气阀，以使用
校准燃气检查测量线 1 的测量单元。

 用于测量线 2 的校准燃气阀（如果存在且通过参数激活），在手动模式下可以激活校准燃气阀，以使用
校准燃气检查测量线 1 的测量单元。

 用于测量线 1 的现有测量单元的当前测量值概览，这些可以通过参数单独激活和缩放。对于测量线 1，
可以激活最多 4 个测量单元（NO、NO2、CO 和 O2）。此外，对于 NO、NO2 和 CO，还会显示零点偏移
（偏置），每次新鲜空气吹扫时都会针对每个测量单元重新确定。对于 O2，不执行零点校准。

 用于测量线 2 的现有测量单元的当前测量值概览，这些可以通过参数单独激活和缩放。对于测量线 2，
可以激活最多 2 个测量单元（NO、NO2）。此外还会显示零点偏移（偏置），每次新鲜空气吹扫时都会针
对每个测量单元重新确定。

 某些状态的附加概览（高级用户可见性）：
• NH3-slip: 显示由于算法检测到 NH3 泄漏而执行 NH3 泄漏校正（参阅 TA 1511-0072）
• Steady State: 显示系统运行稳定（发动机负载稳定且催化转换器温度稳定）。
• Line 1 Ready: 显示测量线 1 已准备就绪进行测量并提供测量值
• Line 2 Ready: 显示测量线 2 已准备就绪进行测量并提供测量值
外部排放测量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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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排放测量的测量值概览，当外部测量可用时，可以通过参数激活。
仅使用一条排放测量线进行内部测量燃气分析的选项：
测量线 1：OXI 之后的测量，同时切换到 OXI 之前。该结构类似于“使用 2 条排放测量线进行内部测量燃气分
析”中所述，但具有一个额外的阀门（见下图）

 测量燃气位置的阀门位置；OXI 之后/之前；在手动模式下可以切换阀门。默认为在 OXI 之后测量，对于
NH3 泄漏检查，会自动切换到 OXI 之前

SCR 一般功能说明
手动/自动运行模式 [Man / Aut]（维修技术人员及更高权限级别可更改）
在可视化系统中可以在 SCR 自动和手动运行模式之间切换。在自动运行模式下，根据自动流程控制所有泵
和阀门，在调节运行模式下，无需用户输入。与之相反，在手动运行模式下，SCR 界面上会显示附加开关
和输入元件，通过这些元件可以不受状态参数的影响手动开关所有阀门和泵并指定过程值，唯一的例外
是，如果稳定电流回路断路，则出于安全原因手动输入没有任何作用，而且会断开所有输出端的电源。如
果要从自动运行模式（与发动机运行模式无关）切换到手动运行模式，则应用所有阀门位置以及额定值
（输出值）并且不再自动更改。SCR 的调节功能在手动运行模式下也被禁用和锁定。这意味着，即使尿素
计量不更改地保持发动机负荷和/或出口 NOx 排放恒定，也可能导致明显的过多或过少计量，最后导致无法
遵守排放极限值。
提示：SCR 手动运行模式只允许在直接监督下使用，建议只用于保养/测试目的并且只让经过培训的用户
（维修技术人员及更高级别的用户角色）使用。
有关自动运行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TA 1511-0072。

13.36 EXH - SCR 调节器
SCR 调节器界面显示相关的调节器。针对最低液位始终存在一个 NOx 调节器，根据计量装置，可能还有一
个尿素流量调节器。有关调节器结构和设置指南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TA 1511-0072。此外，该界面还会显示
相关调节器值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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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可以输入 NOx 调节器的所有相关参数（维修技术人员及更高权限级别）并读取实际值和额定
值。

名称 描述
MAN/AUT 切换到手动调节器 -> “Y + FF”这一栏变成输入栏，在此可以手动指定额定流量。从自

动模式切换至手动模式时，会应用当前流量，但不会再自动更新。从手动模式切换
至自动模式时，调节器根据先前的设置启动。

W NOx 额定值，单位：ppm
X 如果在内部排放测量期间发生新鲜空气吹扫，则当前 NOx 实际值（单位：ppm）会

被冻结。
Y 调节器输出的额定流量，单位：l/h（校正用于先导控制）
FF 先导控制中的额定流量，单位：l/h（取决于所选的先导控制选项）
Y+FF 调节器输出和先导控制的总和，单位：l/h - 这相当于额定流量。如果存在尿素流量

调节器，则其相当于额定值（W 尿素流量调节器）
Y Min 调节器输出的下限值（先导控制的负校正），单位：l/h
Y Max 调节器输出的上限值（先导控制的正校正），单位：l/h
P PID NOx 调节器的放大系数 KP
I PID NOx 调节器的放大系数 KI
D PID NOx 调节器的放大系数 KD

 通过参数激活后，先导控制自动调整的校正系数。系数 1 表示未调整，数值 > 1 表示先导控制量增大，
数值 < 1 表示先导控制量减小。详细信息请参阅 TA 1511-0072。

 在这里可以输入尿素流量调节器的所有相关参数（维修技术人员及更高权限级别）并读取实际值和额定
值。尿素流量调节器与未调节的计量泵和比例计量阀一起使用。这在使用外部计量调节器时不会激活，也
不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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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描述
MAN/AUT 切换到手动调节器 -> “Y + FF”这一栏变成输入栏，在此可以手动指定阀门或泵的输出

（单位：%）。从自动模式切换至手动模式时，会应用当前百分值，但不会再自动
更新。从手动模式切换至自动模式时，调节器根据先前的设置启动。

W 尿素量额定值，单位：l/h -> NOx 调节器输出或手动指定额定值
X 当前尿素流量值，单位：l/h
Y 调节器输出的位置，单位：%（校正用于先导控制）
FF 先导控制的额定位置（阀门或泵的特性曲线）
Y+FF 调节器输出和先导控制的总和，单位：% - 这相当于阀门或泵的输出。
Y Min 调节器输出的下限值（先导控制的负校正），单位：%
Y Max 调节器输出的上限值（先导控制的正校正），单位：%
P PID 尿素调节器的放大系数 KP
I PID 尿素调节器的放大系数 KI
D PID 尿素调节器的放大系数 KD

13.37 EXH - 热反应器
该屏幕显示热反应器 (Clair) 并且可选择用参数 [Exhaust/Thermal reactor active] 隐藏和显示。

 热反应器室 2 的温度 1 和 2
显示热反应器室 2 中的废气温度，冗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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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反应器室温度
显示热反应器中的平均温度。

 显示燃气喷入已激活/未激活
显示是否将附加的保护气从发动机燃气压力调节段或单独的气源供应到热反应器中。

 显示热反应器加热已激活/未激活和百分比显示
显示陶瓷加热元件是否已激活和在哪个负荷状态下运行。

热反应器室 1 的温度 1 和 2
显示热反应器室 1 中的废气温度，冗余执行。

 风门位置
显示风门位置和废气通过热反应器的流动方向。周期性地切换风门位置并反转两个热反应器室的流通方
向。在风门中间位置时，热反应器没有气体流过。

热反应器、燃气喷入和加热元件的运行小时显示
计数器显示相应组件目前的运行小时。在更换时将计数重置为零（从“维修工程师”用户角色起可操作）。

13.38 EXH - NOx 传感器
该界面显示 NOx 传感器的状态，并可选择通过参数 14067 [Exhaust/NOx sensor configuration] 显示和隐藏界
面（自用户级别 15 起的扩展功能）。
此外，可以激活自诊断功能并显示传感器的当前测量值（NOx 和 O2）。
根据参数 14067，显示在发动机出口、发动机气缸列 A 出口、发动机气缸列 B 出口和 / 或 KAT 出口处的传
感器（参见 TA 1530-0300）。



DIA.NE XT4 CTR 4.08 HMI 2.9 R5

INNIO 所有权说明：保密！该页数据的使用或转发受到封面或第一页中的说明限制。

状态

[CAN connectivity] 在 CAN 接口识别传感器并接收值。
[Countdown] 要激活传感器，必须达到最低温度。一旦达到该温度，从 180 秒开

始倒计时（传感器加热阶段以及测量值稳定化），直至传感器信号
可用。

[Sensor active] 传感器已激活并发送值。
[Status NOx - signal] 显示读取的传感器状态位（氮氧化物、氧气、加热元件、电源电

压）。如果其中一个亮起红色，则必须更换传感器。[Status O2 - signal]

[Status heater]

[Status power]

[Sensor operating hours] 显示传感器的运行小时数。
运行 6000 小时后出现警告 (W9233-W9236) 并且必须尽快更换传感
器

自诊断

[Activation] 激活自诊断
[Manual Triggering] 手动触发（仅在自诊断设为激活且状态为“OK”或“Error”时激活）
[Status self-diagnosis] 自诊断状态（正常、错误、等待 O2 稳定、激活、等待）
[Last self-diagnosis] 显示传感器上一次自诊断时发动机达到的运行小时数。
[Result self-diagnosis] 自诊断结果值（单位 %）
[NOx (raw) during self-diagnosis] 自诊断过程中的氮氧化物（原始值）
[O2(raw) during self-diagnosis] 自诊断过程中的氧气（原始值）

测量值（已修正为干燥的废气）

[NOx] NOx [ppm]
[NOx @reference oxygen] 参比氧气中的 Nox，单位 [mg/Nm³]
[O2] O2 单位 [Vol-%]

[Exhaust water content (calculated)] 废气中的水含量（计算得出）

13.39 CTR 设备调节器概貌（可选）
该界面显示所有设备调节器的概貌。视配置而定，除了七个固定调节器（例如回水温度、冷却器后面的回
水温度、室温和发电机功率因数 cos phi、进水温度、通风机和燃气压缩机的增压温度）以外，还可激活其
它八个调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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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节器运行状况激活/不激活

 符号表示处于激活状态的调节器，  符号表示未处于激活状态的调节器。

 调节器编号和调节器名称

 额定值 [W/SP]

 实际值 [X/PV]

 调节变量 [Y]

 柱状图
额定值用蓝色条柱显示，实际值用红色条柱显示。

13.40 CTR 设备调节器
该界面用来观察调节特性，并可将设备调节器切换到不同的运行模式（内部/外部额定值、自动/手动运行模
式）。其它显示项和输入项包括调节器参数、调节变量的最小值/最大值以及额定值和自动调校调节器。可
使用作为趋势曲线显示的调节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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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变量

[W] 额定值。只能在运行模式“内部”和相应的用户权限级别以上（默认值为“高级用户级别” ）
进行输入。

[X] 实际值

  符号表示处于激活状态的调节器，  符号表示未处于激活状态的调节器。
[Deviation] 调节偏差
[AUT/MAN] 用该按钮 [AUT/MAN] 可将调节器在“自动”和“手动”运行模式之间切换。在手动运行模式下可

以手动更改调节变量 [Y]。默认用户权限级别为 “维修技术人员”。
[INT/EXT] 使用该按钮可在应用内部与外部额定值之间切换调节器。默认用户权限级别为 “维修技术

人员”。

[Y] 调节变量只能在运行模式“手动”和相应的用户权限级别以上（默认值为“维修合作伙伴” ）
进行输入。

联机趋势图

测量值 显示范围 单位
[Error value controller x] 调节偏差 -50/50 °C
[Y/OP-Position controller x] 调节变量 0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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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值 显示范围 单位
[Demand auxiliaries]、[Operation] 辅助运行请求启用/未启用，运行模式开/

关
0/1 -

[X–Current value controller x]、
[W-Set value current controller x]

实际值（红色），当前额定值（蓝色） 0 / 120 °C

调节器参数

[P component] 比例分量
[I component] 积分分量/积分时间
[D component] 微分分量/微分时间

调节变量额定值限制

[Y-max] 调节变量最大极限值
[Y-min] 调节变量最小极限值
[W-max] 额定值最大极限值
[W-min] 额定值最小极限值

自动调校
这些显示界面与输入栏可用来设置可能的调校选项以及进行调校。此时需要“高级用户权限” 。在调校过程
中禁用所有输入栏。状态显示界面显示信息“自动调校已激活”。

[Start] 启动调校过程。调节器必须处于已激活状态，且必须处在自动模式中。
[Cancel] 中断调校过程，或者放弃所确定的参数
[Accept] 接受所确定的参数

 调校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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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ximate] 调校品质 粗调：3 个周期 1 次振荡试验
[Moderate] 调校品质中等：4 个周期 2 次振荡试验。如果第一次振荡试验的质量正常，就在第一次完

成之后结束调校。
[Fine] 调校品质 精调：5 个周期 3 次振荡试验。如果第一次振荡试验的质量正常，就跳过第二次

振荡试验，马上继续执行第三次振荡试验。

 自动调校过程的状态显示界面
只要调校过程激活，即会显示该界面。  包括下列状态显示界面：

算出自动调校参数
自动调校已激活
无效的比例分量值
无效的积分分量值
无效的微分分量值
Y-Max 小于或等于 Y-Min
计算调节器参数时出错
超出了最大调校时间
dy-Max 调节变量变化值无效
调节器变量超出容许范围
W 与 X 的差值太小，无法开始调校
计算调节变量上升时出错
Y-Max 或者 Y-Min 在调校过程中被更改
最小脉冲/间隔时间大于周期时间
周期时间小于 FuB 的循环时间

 计算的参数：
这里可显示调节器调校过程中或者调校结束之后所使用的参数。状态显示界面可在结束参数计算之后显示
下列文本信息：“自动调校参数已算出”。按下按钮 [Accept]，即可接收调节器的这些参数，或者按下按钮
[Cancel] 拒绝这些参数。按下按钮 [Cancel]，调节器用现有参数继续工作。由于出错自动中断调校时，调节
器同样也用现有参数继续工作。然后将在状态显示界面中出现包含中断原因的状态信息。

[P component] 显示计算的比例分量
[I component] 显示计算的积分分量/积分时间。
[D component] 显示计算的微分分量/微分时间。
限制：
如果在调校过程中超过或低于限制值，就会中断调校过程，并且在状态显示界面中输出相应的提示信息。

[X-min] 用于在调校过程中输入调节变量最小允许值的输入栏。
[X-max] 用于在调校过程中输入调节变量最大允许值的输入栏。

 通过选取复选框确定比例和积分分量或比例、积分和微分分量。如果没有选择这两个选项中的任何一
项，则仅确定比例分量。

13.41 BOP - Balance of 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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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菜单项 “Balance of Plant”中，可选择显示设备图解 (P&ID’s) 形式的不同机械回路。通过它可以获得当前
设备状态的快速总览，可以看到所有可用的测量值，例如温度、压力、流量、调整信号等。相应界面可以
通过参数 [Auxiliaries/BOP] 显示和隐藏。默认已包含的设备界面反映了最常出现的结合形式。由于有大量可
行的机械规格和所使用的组件，通常所显示的图解需要与实际的设备情况相匹配。这可以在设计阶段根据
相应的客户要求进行。"Balance of Plant" 组件的显示界面主要对通过 DIA.NE XT4 控制设备辅助运行的项目进
行监控和调节，项目的操作员/设备运营商可以便捷地获得更好的设备概览并且在故障情况下更容易找到问
题。默认提供以下界面：加热回路、应急冷却回路、增压冷却回路、燃气处理（主燃气）、室内通风、排
气系统。必要时可以对特定项目进行设备可视化的扩展。

加热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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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冷却回路

增压冷却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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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处理（主燃气）

机房通风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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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

14 参数管理

14.1 概述
在参数管理器中以分组汇总方式和表格形式显示控制器、极限值、 测量范围等的全部设定值。可在输入极
限内修改（调整）参数。 更改参数会影响设备的运行方式！将 2000 多个参数在多个层面（组别）中结构
化。还具备不同的筛选方式或查找功能。
可视性和写入权取决于登入用户的授权权限。根据设备配置只显示某些参数和参数组。
参数设置永久存储在系统中。即使在停电时仍能保留这些参数设置 。
将参数导出到一个文件之中可以保存参数。使用导入功能可将参数重新导入到系统中。
除了在输入和确认后立即修改数值的直接编辑模式外，还备有所谓的“批编辑模式”。在批编辑模式下可以修
改多个参数，然后在第二步中激活。在该扩展编辑模式下，也可将当前设置与文件参数相比较，如为多个
发动机，也可直接与另一发动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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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结构的树形视图
多层结构的参数组在这里以树形视图显示。用 “+“ 可以打开参数组，用 “-“ 可以重新关闭参数组。通过选取
（单击） 所要的参数组将其标成蓝色并将该组的参数显示于右侧显示窗口。
根据发动机规格（发动机型号、选项）和用户权限只显示某些参数组或不显示。

 参数显示区域
这里显示选定组的参数（编号、名称、数值、单位）。如果授予了写入权（用户权限），可在设定极限内
修改参数值。点击相应的数值并输入。

根据发动机规格（发动机型号、选项）和用户权限只显示某些参数。
点击鼠标右键或长按触摸屏可以显示一个弹出窗口，该窗口附有辅助信息（极限值、设置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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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树形视图与列表视图之间切换
选取简单列表时所有参数都显示在一组列表内。在这一界面下名称放在参数组前方（(<Name Gruppe 1> /
<Name Gruppe 2> / <Name Parameter>)。
列表视图：

 打开树形视图的所有元素

 关闭树形视图的所有元素

 创建（修改和删除）用户专用的参数组（* 仅限于 PC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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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该按钮创建用户专用的个性化参数列表，并存储在服务器 （触摸屏）或本地计算机（PC）上。在导航项

 下可以显示这些参数组。
从打开的对话框中选定所要的参数并输入参数组名称。可以选取（添加）单独的参数或现有的参数组）。

可用 [Update] 修改或用 [Delete] 删除现有的参数组。

 在用户专用的参数组中添加选定的参数（* 仅限于 PC 用户）
用该按钮将选定的参数添加到现有的用户专用的参数组中。在显示的对话框中选取所要的参数组。

 筛选查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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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该按钮显示不同筛选标准的输入范围。可按参数名称（* 仅限于PC 用户）、信号编号和参数编号筛选或
查找。
参数名称：
显示参数名称包含输入文本的所有参数。
信号编号 [By message no.]：
显示与输入信号编号有关的所有参数。
参数编号[By parameter no.]：
显示编号为输入参数编号的参数。

 激活“批编辑模式”

（描述见“批编辑模式”一章）

 参数导出
（描述见“导出/ 导入”一章)

 参数导入
（描述见“导出/ 导入”一章)

14.2 参数导出

用该按钮  可将参数导出为一个文件 （*.pvx）。该功能用于将参数设置以文件的形式保存在一个任
意的存储位置。
导出前显示下列对话窗口。

[Total parameters] ….显示导出的所有参数数量。
[Invalid parameters] ….无效而不能导出的参数数量。打开（下拉菜单）[Invalid parameters] 区域显

示所有失效参数和失效根源。
[Modul ID] …模块 ID （7 位数发动机编号）
[Modul Name] … 模块名称
[Modul Type] … 模块型号（发动机型号）
[Plant Name] … 设备名称
[Order number] …订单编号 （J 编号）

用按钮 [Export] 进行导出并将参数存储在选定的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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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某些用户（级别较高的用户权限）也可导出部分数量的参数。如在导出时选取了参数树形结构中的
部分数据（参数组），这些用户可在相应对话框里选择是否导出所有参数还是只要导出选定的参数组。

14.3 参数导入

用该按钮  可以从一个文件(*.pvx) 中导入参数。该功能用于导入以前保存在文件中的参数。
导入前显示下列对话窗口。
用该按钮 [Import] 进行导入。

[Total parameters
(Controller)]

….目标系统（控制器）所需所有参数的数量

[Parameters that will be
imported]

….可以导入的所有参数数量。不能导入缺失和失效的参数 （= 需要的参数 – 失效
参数– 缺失的参数)）

[Missing parameters
(File)]

….选定文件中的缺失参数的数量打开（下拉菜单）[Missing parameters (file)] 区
域，显示所有缺失参数。

提示：尽管缺失参数，根据授权级别（用户权限）仍可导入剩余参数。如果这些参数被标成红色，便不能
导入，可以导入标成黄色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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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alid parameters] ….由于一定原因失效的不能导入的参数数量打开（下拉菜单）[Invalid
parameters] 区域显示所有失效参数和失效根源。

提示：尽管存在一些失效参数仍可根据授权级别（用户权限）导入其余参数，见上。

失效参数的根源：

[Invalid (Controller）] 控制系统没有数据点或连接断开（不良品质）
[Invalid (File)] 参数文件内未定义的参数数值。
[Out of range] 参数文件内参数数值超出输入范围（极限值）
[Parameters that will be
changed on import]

….由于导入而被修改的参数数量。通过打开区域（下拉菜单）[Parameters that
will be changed on import] 显示所有修改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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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 ID] …模块 ID （7 位数发动机编号）
[Modul Name] … 模块名称
[Modul Type] … 模块型号（发动机型号）
[Plant Name] … 设备名称
[Default Configuration Name] … 显示可视化应用程序的名称
[Default Configuration Version ] … 显示可视化应用程序的版本
[Order number] …订单编号 （J 编号）

提示：分别显示参数源（参数文件）和目标（控制器、发动机）的信息。导入前检查这些信息的一致性。
尽管存在差异仍可根据授权等级（用户权限）导入参数，详见上方。

[User Name] … 创建参数文件的用户名称
[Role Name] … 创建参数文件的用户权限（授权级别）
[Timestamp] … 创建参数文件的时间

14.4 ”Batch-Edit-Mode“（编辑模式）
可用该按钮激活所谓的”批编辑模式“ 或重新解除激活。这样可以修改多个参数，然后在第二步中激活。在
该扩展编辑模式下也可将当前设置与文件参数相比较，或如在多个发动机状态下可直接与另一发动机比
较。

 第二个数值栏用于编辑参数
显示第二个数值栏 [Value (offline)] 。在第二栏里可以相应地修改参数值。但不能在修改后立即激活这些参数
值。

 过滤器：仅显示修改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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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该按钮设定过滤器只显示在”批编辑模式“下修改的尚未激活的参数。也即活动数值（数值栏 1） 与编辑
的”脱机“数值（数值栏 2）发生偏差的参数。

所有修改数值（与当前值的偏差）的参数标上黄色底色。

 激活（传送）修改数值

用该按钮激活批编辑模式下修改的数值或将其传送到控制系统。只传送在  栏复选框中选取的那些修改数
值。 当至少存在一个传送的数值时，激活（传送）按钮闪烁。
激活前会出现一个对话框进行检查。对话框再次显示所有修改数值。用 [Yes] 按钮确认后才能激活修改数
值。

 撤销输入
用该按钮撤销最后传送的（激活的）修改数值，即重新复原到先前的数值。

 从一个文件中下载数值或在多个发动机状态下下载另一台发动机的数值
用该按钮打开下列对话框（见下图）。从对话框内可以选取一个参数文件或一台发动机（仅限于多发动机
设备）从该选定的源中读取所有参数值，并将其写入到批编辑模式下编辑数值的栏内。然后必须用  激
活这些数值，或传送到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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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诊断（趋势图）

通过点击索引标签 [DIAG] 打开诊断区域。在这里可将当前的（联机趋势图）以及数据库里记录的测量值显
示为曲线图（趋势图）。此外为方便诊断，还可将数据库里记录的信号以趋势图显示。
通过显示屏下方区域的导航钮可以选取所要的趋势图。

具备设有主题的预置趋势图（测量值列表）。与显示界面和参数相同，这些趋势图也根据主题对进行结构
化。示例：在从可视化界面切换到点火系统主题时，通过选定索引标签 [DIAG] 直接打开至点火系统主题的
趋势图。除了预置趋势图之外，还可配置、存储用户定义的趋势图，并在需要时调取。可以通过导航按钮
[MY] 调取。
趋势图由带有 X 轴和 Y轴的曲线图、图例、时间选择范围和功能键组成。

15.1 趋势曲线显示
在趋势图中将测量值变化以曲线形式显示。

 曲线图
通过单击鼠标和在该区域应用”拖拉“功能上移、下移和右移整个趋势图。如果达到测量范围最终值，界面会
相应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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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轴
测量值曲线显示相应的 Y 轴。带有相同单位和测量范围的测量值会显示 Y 轴。Y 轴交替显示在曲线图的左右
侧 。用触摸屏或鼠标的”拖拉“功能扩大和缩小并移动 Y 轴。同时也可修改（扩大、缩小、移动）与该 Y 轴
相关的所有测量值曲线。用放大区域内的”拖拉“功能缩小和扩大 Y 轴，用移动区域的”拖拉“功能移动 Y 轴及
其测量值曲线。

放大区域 左/下方 移动区域 放大区域 右/上方

 隐藏 Y 轴
用该按钮可以隐藏相应的 Y 轴。然后可在图例趋势图中重新激活（启动）Y 轴。

 X 轴
X 轴用作所有趋势图的时间轴。通过触摸屏或鼠标的”拖拉“功能扩大和缩小并移动 X 轴。这样可以修改所要
的时间范围。用放大区域内的”拖和拉“功能缩小和扩大 X 轴，用移动区域的”拖拉“功能移动 X 轴及其测量值
曲线。

 … 撤销前面一次的放大或移动操作

 时间选择栏
通过修改时间可以改变所要的趋势图时间间隔。同样可以通过在时间轴或趋势图上进行”拖拉“修改时间范
围。

“起始”时间 时间间隔（持续时间） “截止”时间

锁闭符号和箭头方向确定修改相关时间的状况。如果箭头朝左（如插图），则锁定时间”截止“（向右）。在
这种情况下，修改持续时间时，时间“起始”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锁定的时间”截止“则保持不变。如果修
改”起始“时间，时间间隔也会相应变化。锁定的时间”截止“仍保持不变。如果锁定的”截止“时间自动变
化，”起始“时间也会相应改变，而时间间隔保持不变。如果箭头指向右侧，”起始“时间被锁定或改变，整体
情况也随之变化。

操作按钮  或  可以改变箭头方向，依此改变锁定或确定的时间。
单击时间或时间间隔选择栏可以显示时间输入对话框。在对话框里输入所要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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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压该按钮将保存当前选定的时间间隔（蓝色符号）并保留，直到下次按压被重新释放（灰色符号）。当
时间选择相同时，可以在多个诊断窗口和警报列表之间切换。

15.2 图例说明：
图例用于显示测量值及为趋势图选取（开启/关闭）所要的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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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打开和关闭图例

 打开和关闭测量值组

单击符号  可以打开测量值组，用  可以重新关闭。 打开可以激活该组的所有测量值，关闭则将其解除
激活。

 在趋势图中关闭 / 打开测量值显示

单击符号  可在趋势图中打开和关闭相应测量值的显示。 该小框具有与趋势图内曲线相同的颜色。 由此
可建立图例中的测量值与趋势图中的曲线之间的联系。

… 激活（开启）的测量值。 这些测量值在趋势图中被 显示为
曲线。

… 解除激活（关闭）的测量值。 这些测量值不在趋势图中显
示。



DIA.NE XT4 CTR 4.08 HMI 2.9 R5

INNIO 所有权说明：保密！该页数据的使用或转发受到封面或第一页中的说明限制。

 在趋势图中关闭/开启 Y 轴显示

单击符号  可在趋势图中开启和关闭相应的 Y 轴显示。 Y 轴从 1 至 n 作了编号。编号可作为趋势图中 Y 轴
对图例中测量值组的参考号。

 测量值组
具有相同单位和相同测量区域的测量值被自动汇编成测量值组。一组的所有测量值在趋势图中表现为 Y
轴。

 测量值名称
相应测量值组列出可供选定趋势图使用的所有测量值。 单击该区域即以蓝色选定相应的测量值，且趋势图
中的曲线被标记（线宽）。 也可在趋势图中选定曲线，图例中相应的测量值名称也会标记（蓝色）。这样
可对测量值名称和趋势图中的曲线进行简便的归类。

 … 选定的测量值

 测量值
该栏显示数字测量值。趋势图在右端时该数值相当于当前测量值。在联机趋势图中，这相当于当前数值。
显示测量值补充信息

单击鼠标右键或在触摸屏上长按测量值名称显示弹出窗口。根据相应的用户权限显示弹出窗口内该测量值
的补充信息。
将测量值从分组 （Y 轴）中解除
用该功能可从该组中解开和其它测量值一起与 Y 轴相关联的测量值。 右击鼠标或长按触摸屏上的选定测量
值  显示菜单钮 [New] 。单击鼠标可将测量值从分组中解除，并建立为单独的测量值组。 在该新建的测
量值组中单击按钮  ，测量值被重新复原到原先的组中，并删除新添加的 Y 轴。

15.3 功能键

 显示信息列表
这样可按所示的那样显示信号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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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信号列表显示趋势图选定时间范围内的所有信号和操作。每发生一次警报事件时，趋势图中也会显示一
条垂直线，并附有相应的图标（信号类型和操作）。这样可以根据时间顺序同时显示信息和测量值曲线。
用信号类型和操作筛选按钮可以隐藏或显示相应的信号类型。通过选择一定的报警事件可以对其进行标识
（蓝色），并突出显示（蓝色）趋势图中附带的信号曲线。也可选定趋势图中的信号线并由此标识报警事
件。
提示：为了布置清晰起见最多显示 100 条信号线。如果列表包含更多信号，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多显示一条
信号线，即选定信号的信号线。

 在缩放与移动模式之间切换
激活移动模式（“手动”符号标成蓝色）时，大部分 Y 轴和 X 轴作为移动区域而激活，只有左右侧一小部分用
于缩放功能。在这种情况下，界面中的“拖拉”功能也可导致界面的移动。
缩放模式（”放大镜“符号标成蓝色）激活时便激活了缩放区域的大部分轴。在这种模式下可用趋势图中
的”拖拉“功能拖出一个矩形并在此区域内进行缩放。

 ...所有 Y 轴的自动调整（缩放）

 … 在用 2 把直尺限定的时间范围内缩放时间范围

 将最大值/最小值显示为包络线



DIA.NE XT4 CTR 4.08 HMI 2.9 R5

INNIO 所有权说明：保密！该页数据的使用或转发受到封面或第一页中的说明限制。

激活该功能时，除了平均值曲线之外还将最大值和最小值显示为包络线。平均值的求取和最大值和最小值
的计算以 100 ms 的记录间隔为基础。因此尽管时间间隔大且像素有限仍能最佳地显示重要的信息。如选定
的时间范围存在原始数据，通过”放大显示“功能可以分辨和显示越来越多的详细信息，可达到 100 ms 的原
始数据。

 记录测量点的显示

每个测量点都通过一个句号进行标识。

 2 把测量直尺的显示
以此可以显示 2 把测量直尺（左右侧）。用两把直尺可以测量测量线并可准确确定任意位置的数值。从图
例中可以算出直尺位置的数值、差值以及直尺之间区域的最小值、最大值和平均值。通过“拖拉”灰色箭头或
线条可以任意移动直尺。

 故障引起的设备停机列表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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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显示故障引起的设备停机列表。该列表列出最近 100 次停机的时间。单击所要的时间可将该时间范围
载入趋势图中。由此可以显示最近一次停机事件的趋势图。

 … 将趋势图所有设定复原到打开界面时的状态

 趋势图更新的停止和开始
这样可以开启和关闭趋势图的循环更新。循环更新被激活时以当前数值每秒更新一次趋势图。在这种情况
下总是在最右侧显示当前数值。在该模式下趋势图起着联机记录仪的作用。

 扩展图例
图例可以如所示的那样扩展。然后趋势图中还将显示 2 把直尺（左右侧），并可计算出直尺位置的测量
值、直尺位置之间的测量值差值、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并予以显示。点击直尺或矩形符号可以任意移
动趋势图中的直尺。

 以 MS Excel (*.xlsx) 文件形式导出数据 （* 仅限于 PC 用户）
以这种方式将所显示曲线图的测量点以 MS Excel (*.xls) 文件格式导出。只导出激活（显示）测量值曲线的数
据，且只用于显示的时间范围。

 添加附加测量值（* 仅限 PC 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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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可以将任意测量值添加到当前趋势图中并显示。该界面将一直保持到关闭界面为止。按下该按钮后，
会显示一个用于选择所需测量值的对话框。

 创建用户专用的趋势图（* 仅限于 PC 用户）
可以创建用户专用的个性化趋势图组，并将其存储在服务器（触摸屏）或本地计算机（PC）上。然后可在

导航项  下显示这些趋势图。
从打开的对话框里可以选取所要的测量值。也可选取线条颜色[Color selector] 。用复选框 [Visible] 可以确定
是否要在显示趋势图时显示（激活）测量值。

16 运行数据报告

运行数据报告用于记录发动机运行。它们可以周期性、自动生成，或者在需要时在当前时间手动创建并显
示。用户可以自己进行报告的一些设置。报告的内容和布局右报告模板决定。作为示例提供了一个英语的
报告模板 [Operational Data]。报告模板可以根据任务进行调整和扩展。

16.1 运行数据报告的内容
报告可以包含一般信息，例如设备名称、发动机类型、创建时间、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报告名称、报告
时间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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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可以包含计数器计数例如：运行小时、有效功、开始计数器等。对于每个计数器可以显示开始值（报
告开始时间）、终值（报告结束时间）和差。可以嵌入 DIA.NE XT4 系统上所有现有的计数器值。

报告可以包含测量值例如：功率、温度、压力等。对于每个测量值可以显示报告时间段的最小值、最大
值、平均值和报告生成时的当前值。可以嵌入 DIA.NE XT4 系统上所有现有的测量值。

报告可以包含运行信息、警报信息和故障信息。可以按照信息类型和/或信息编号进行过滤。可以嵌入
DIA.NE XT4 系统上所有现有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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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显示和下载周期性（自动）创建的运行数据报告

用屏幕下边缘上的菜单按钮 [List] 可以显示运行数据报告的列表。可以选择文档报告的列表 [Doc] 或数据报
告的列表 [Data]。
文档报告是一个 PDF、XPS 或 RTF 格式的格式化文件，可以用相应的程序（阅读器）以可读的形式显示。数
据报告是一个 XML 格式化文件，可通过程序技术继续处理运行数据。这些数据报告无法直接显示，但是继
续处理时可下载。
用按钮 [View] 可以直接显示所需的报告。用按钮 [Download]  可以下载并保存报告文件。只能在与服务器
连接的外部计算机上下载运行数据报告。数据报告无法直接显示，只能下载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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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显示当前生成的运行数据报告

用屏幕下边缘上的菜单按钮 [VIEW] 可以生成并显示任意运行数据报告。

 … 选择所需的报告模板

 … 保存显示的运行数据报告

 … 打印显示的运行数据报告

 … 选择报告时间段的开始时间

 … 选择报告时间段的结束时间

 … 显示运行数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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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运行数据报告的设置

用屏幕下边缘上的菜单按钮 [SETTINGS] 打开客户特定报告设置区域。

 在此列出运行数据报告的所有模板。只在此显示一个作为示例模板提供的报告模板 [Operational
Data] 。其它模板可以根据任务创建。但是，即使客户自己也可以基于现有的报告模板创建其它模板并同时
更改一些设置。
在列表中显示运行数据报告名称、生成报告的频率或周期和下次生成报告的时间。在最后一列中可激活或
取消该报告。对于已取消的报告，不基于该模板创建周期性报告。
如果在列表中选择了一个特定的报告模板，则可以用上面的按钮调用以下功能：

 … 创建一个新的报告模板（基于现有的模板）

 … 更改报告模板的设置

 … 删除报告模板

 … 手动触发基于所选的模板生成报告
信息：在手动生成之后，几秒钟之后在已创建报告的列表中显示该报告。

16.4.1 用户特定的报告设置

如果按下用于创建新报告模板的按钮 ，则显示该对话框。在此可以为新的报告模板输入所有用户特定的
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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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此必须为新的报告模板输入一个名称

 … 在此可以激活或取消该报告模板。只为已激活的模板生成报告。

 … 在此可以为报告的生成设置周期。例如，[Ferquency] = “Daily” 和 [Interval] = 3 表示每 3 天自动生成一
个报告。

 … 在此可以为报告的生成设置开始时间。这是报告的参考时间。例如，如果改时间设为 1.1.2000
2:00::00，则始终在早上 2:00 点创建每日报告。

 … 在此可以设置报告的最大数量。如果达到了该数量，则只要已生成了新的报告，则删除最早的报告。

 … 在此可以激活或取消附加生成 XML 格式的数据报告。如果该选项激活，则除了文档报告之外还生成和
保存一个数据报告。

 … 在此可设置所需的日期格式

 … 在此可设置所需的时间格式

 … 在此可为小数分隔符设置所需的字符

 … 在此可为报告设置格式（PDF、RTF 等）

 … 在此可为报告设置所需的语言。示例报告 [Operational Data] 只支持英语。

 … 在此可为报告更改单位（例如：°C 或 °F）。
信息：设置涉及的是内容（哪些计数器、哪些测量值、哪些信息）并且布局无法进行用户特定的更改。这
些扩展只能作为任务特定的扩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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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系统功能

该区域内提供的功能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登录用户的用户角色。因此，该区域区分用户角色。

17.1 “普通”用户角色

17.1.1 设置时间

通过界面下边缘的菜单按钮 [SYSTEM - Time] 打开设置时间的对话框。
如果未选定时间同步 [Use time server]， 那么可以通过两个调整框手动设置时间和时区。在修正时间之前
确保已设置了正确的时区。在选择了正确的时区后应通过存储器确定该修改 [Save] ，随后在必要时修正时
间并再次通过存储器确定 [Save] 。
为安全起见仅能小步（最多 10 分钟）调整时间。设置的时间如与实际时间有较大偏差则可能导致数据丢
失。
在调整时区和/或时间时，会自动重新启动 DIA.NE XT4 HMI 服务。由此不会影响发动机运行。
如果激活了 [Use time server] ，那么在选择特定的时间服务器时可以有不同的选项供选择。在这种情况下
也必须再次设置正确的时区。但是不能再手动修正时间，而是会由相应的时间服务器自动加载（同步）

[Internal] 通过网络中的另一个 DIA.NE XT4 服务器（控制器）同步时间。必须选择所需 DIA.NE
XT4 服务器的编号。如果没有外部的时间服务器（互联网或用户网络），则该选项
用于多发动机设备。在多发动机设备中，它可以使所有发动机相互同步。在这种情
况下，如果第一台发动机 [Use time server] 未激活，可以在必要时手动修正时间。
如果随后设备的所有其它发动机均 [Use time server] 激活了，则将第一台发动机选
为时间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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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al] 通过网络中的一台外部时间服务器同步时间。必须输入这台时间服务器的 IP 地址。
如果网络中的一台时间服务器有已知的 IP 地址可供使用，则可以选择该选项。

[Internet] 通过互联网中的时间服务器同步时间。如果有联网 (myPlant)，则可以选择该选项。

提示：通过存储器 [Save] 激活相应的设置。请切换界面并随后返回到时间设置界面，检查是否相应调整了
设置。如果没有，则无法到达所设置的时间服务器。确保是否有时间服务器且那里的网络连接是否正常运
行。详细信息也请参见系统日志。

17.1.2 模块设置
在该对话框中对相关单元（发动机或工作站）进行常规设置。这些设置在调试技术人员调试期间就会进
行。单元名称（发动机 1 的默认名称为“M01”）、设备名称以及多发动机设备的选择也可以由“客户”用户角
色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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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单元的 DIA.NE XT4 服务器的唯一名称。

 订单号

 单元序列号（铭牌）

 标题行中显示的单元短名称（最多 10 个字符）。发动机 1 默认设置为“M01”。

 设备网络中的单元号。这也定义了该单元在 DIA.NE 设备网络中的唯一 IP 地址（例如 M01 的 IP 地址为
192.168.123.11）。

 “普通”或“高级”用户角色的最大同时登录用户数。默认情况下，供货范围提供一个普通用户权限。其他
用户权限必须自行购买。

 设备名称。对于多发动机设备，所有具有相同名称的单元都会自动记录在设备网络中。

 必须激活该选择，使该单元在设备网络中可见，且可以从其他单元接收信息。

 使用该按钮可以重置所有未保存的更改

 使用该按钮可以使所有更改都生效并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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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多发动机设备：

该界面显示通过网络（DIA.NE 黄色网络）连接并具有相同设备名称的所有单元。具有相同设备名称的所有
单元都会自动添加到网络中。使用 [Remove] 可以将其从网络中删除，使用 [Add] 则可以重新添加。

17.1.3 网络适配器设置
在该对话框中对 DIA.NE XT4 客户端网络适配器（IPC041 的 ETH 3、PC910 的 ETH1）进行所有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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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DHCP] 激活时，DIA.NE XT4 服务器采用客户网络中的客户端 DHCP 服务器的网络设置。

 手动，静态定义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

 客户端网络中 DIA.NE XT4 服务器的静态 IP 地址

 客户端网络中 DIA.NE XT4 服务器的静态子网掩码

 客户端网络中 DIA.NE XT4 服务器的静态默认网关

 myPlant Connectivity 的 DNS 设置
通过该对话框可以添加和删除 DNS 服务器地址。通常不必更改。该 DNS 服务器地址列表默认为已配置。

 激活 OPC DA 接口（可选）。该附加功能必须自行购买。出于测试目的，该选项也可由维修技术人员临
时激活。参见第 16 章。

 激活 B&R 编程接口（仅限维修技术人员）

 激活 B&R 诊断接口（B&R 系统诊断监控器）（仅限维修技术人员）

 B&R 编程和诊断接口连接到 ETH2（DIA.NE 黄色网络）或 ETH3（用于客户连接或互联网的蓝色网络）。

 使用 [Save] 可以使更改生效并保存。

17.1.4 管理本地用户
系统区分预配置的用户（例如“CustomerA123”）、具有许可证文件的用户、或本地管理的设备本地用户。
客户可以自行添加本地用户，也可再次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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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 使用 [Add] 可以添加新用户。输入用户名称和访问密码（6 位数字），并为其分配相应的用户角色。用
户之后可以自行更改访问密码。在对话框中还可以选择用户的默认语言。
无法分配高于本身权限级别的用户角色。本地用户只能使用“普通”和“高级”用户角色。

Update: 使用 [Update] 可以更改列表中所选用户的设置。
Remove: 使用 [Remove] 可以删除列表中选定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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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5 客户端设置
在该对话框中可以设置客户端的各种选项。这些设置仅与当前打开的客户端相关，因此不会影响服务器或
其他客户端。如果在触摸面板上打开该对话框，则客户端设置将显示在本地触摸面板上，如果在远程 PC 上
打开该对话框，则这些设置会发生变化，此时只能更改本地计算机上的设置。根据相应的用户角色，某些
设置被禁止在本地面板上更改。

 该选项可激活用于所有数字条目的触摸面板数字输入窗口。

 在这段时间（分钟）内，如果未执行任何操作，用户将自动退出系统。

 设置新用户的默认语言。

 本地用户专用的趋势图配置的存储目录

 本地用户专用的参数配置的存储目录

 本地用户专用的数据导出模板的存储目录



DIA.NE XT4 CTR 4.08 HMI 2.9 R5

INNIO 所有权说明：保密！该页数据的使用或转发受到封面或第一页中的说明限制。

 界面信息更新间隔（单位：毫秒）

 联机趋势图更新间隔（单位：毫秒）

 趋势图中用于压缩数据的测量点的最小数量。如果已动态压缩的数据点的数量超过该值的两倍，则继续
压缩并将数据点数量减半（= 该值）。

 未压缩数据趋势图中数据点的最大数量。如果界面中未压缩数据点的数量超过该值，则将数据压缩为上
面定义的点数 [Number of trend measure points compressed]（平均值）。

 上次调用的界面数量被缓存，通过按钮（右上角带箭头的按钮）即可向后导航。

 标题行中信息下拉列表中显示的最大信息数。

 激活显示器调暗

 不操作直至显示器调暗的时间（单位：分钟）。

 如果存在故障（停机亮红色），该选项可防止显示器调暗。在这种情况下，显示器保持开启状态。

 如果存在警告（警告亮黄色），该选项可防止显示器调暗。在这种情况下，显示器保持开启状态。

 每次更改该对话框的其中一项设置后，都必须按压该按钮才能使更改生效并保存。

 加载的应用程序（可视化配置）存储在本地计算机上，以便在下次调用时直接提供必要信息，而无需重
新加载。使用该按钮可以删除当前连接设备的缓存应用程序，以便重新加载。这通常不是必需的，但在出
现故障时可能有用。

17.1.6 电子邮件通知
在出现了一条消息（报警、警告、运行消息）时，该功能可以通过已有的 SMTP 服务器向一个或多个收件人
发送电子邮件。可以按照如下所述进行电子邮件和收件人的触发设置以及一些必要的基本设置。电子邮件
包含所有与触发的消息相关的已有信息。

示例：电子邮件的内容

SMTP 服务器的配置
在这里可以激活通知 [EMail notification] ，输入 IP 地址、端口、SMTP 服务器的用户名和密码。在 [Ping
SMTP Server] 检查所指定的 SMTP 服务器运行是否正常。完成输入 [Sa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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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触发条件
在这里配置电子邮件通知的触发器。可以布置不同触发条件的多个触发器。然后可以为不同的收件人选择
触发条件。

 使用特定的触发条件布置触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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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修改）列表中所选择的触发器

 删除列表中所选择的触发器

在该对话框中输入触发器的名称和触发条件。作为触发条件可以选择一种消息类型和/或特定的消息编号。
输入的消息编号必须用逗号分隔开。
在所显示的示例中，如果出现停机类型的消息 [Trip] 或编号为 1234 或 1235 的消息，则始终会触发名为 "My
Trigger" 的触发器。

配置收件人
在这里布置通知的收件人并进行设置

 布置收件人

 编辑（修改）列表中所选择收件人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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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列表中所选择的收件人

在下列对话框中对收件人进行设置：

 收件人的姓名

 收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触发条件

 打开或关闭对该收件人的电子邮件通知

 电子邮件内容的格式设置

 电子邮件内容的语言

 电子邮件内容的单位

提示：如果多个不同的触发条件对一位收件人发出通知，或通知应发送给多个电子邮件地址，则对此必须
布置多个收件人（例如：姓名 1、姓名 2、…）。

17.1.7 SAFI 诊断和更新
该界面显示有关 SAFI 系统的最重要信息，且可以更新 SAFI 模块的软件（固件）（需要“高级用户”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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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每个设备的硬件版本 = 气缸对

 显示每个设备的硬件选项 = 气缸对

 显示每个设备的固件版本 = 气缸对

 显示每个设备的运行小时数 = 气缸对

 显示每个设备的序列号 = 气缸对

 显示每个设备的生产日期 = 气缸对

 显示每个设备的电子装置温度 = 气缸对

 显示每个设备的齿故障 = 气缸对
齿故障显示起动机齿环上检测到传感器故障的齿。

 显示每个设备的爆震过滤器的软件版本 = 气缸对

 按压 [Start] 后，软件更新将上传到所有选定的 SAFI 模块上。

 启动所选的 SAFI 软件更新。使用 [Stop] 可以中断正在运行的更新过程。

 选择更新所需的 [Firmware Version]。缓存中最多有 5 个版本可用。

 选择更新所需的 Propietary Version]。缓存中最多有 5 个版本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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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文件上传/下载
该区域用于上传和下载 DIA.NE XT4 服务器上的各种文件（例如文档、图片等）。根据用户角色，可以使用
不同的区域。

[Transfer] 上传和下载任意文件
[Upload] 上传任意文件
[Download] 下载提供的文件
[CBM/PCMem] 下载“CBM/PCMem”文件
[CBM/Statistic] 下载“CBM/Statistic”文件
[Log Files] 下载各种日志文件
[DB Backup] 下载数据库备份文件

 下载

 上传

 删除

 文件查看器。因此，某些文件类型（例如：PDF、BMP、JPG、PNG 等）的内容可以直接显示在面板或
远程客户端上。

 所选区域中的可用文件列表。选择要查看、下载或删除的文件。

17.1.9 myPlant 设置和诊断
该区域用于设置 myPlant 必需的设置，诊断与 myPlant 的连接情况以及允许和禁止远程访问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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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xeda”设置
“Axeda”是一个在通过 myPlant 远程访问 DIA.NE XT4 服务器时需要的软件组件。这里显示这些组件正在运行
[Running] 还是已经停止 [Stopped]。此外还显示所设置的网关 ID [Gateway ID] 和设备 ID [Device ID]。通过
按钮 [Restart] 可以重启组件。

 “Edge”设置
“Edge”是另一个在通过 myPlant 远程访问 DIA.NE XT4 服务器时需要的软件组件。这里显示这些组件正在运行
[Running] 还是已经停止 [Stopped]。此外还将显示版本 [Version]。通过按钮 [Restart] 可以重启组件。

 代理设置
这里可以设置是否需要代理服务器联网以及是否需要设置代理服务器的 IP 地址。使用代理时，可以给定用
于访问代理服务器的用户名和密码。

 测试连接情况
用按钮 [Check Connectivity] 可以启动测试与 myPlant 中心的连接情况。该测试可能会持续几分钟。随后显
示所需的所有连接是否都已成功。为了确保 myPlant 连接的功能正常，必须成功完成 3 个测试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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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错时，可以通过“上传/下载文件“功能导入并分析日志文件 [GE_MyPlantConnectivity.log]。

 远程访问控制
在远程访问控制激活后，每次通过 myPlant 远程访问 DIA.NE XT4 时都需要用户现场允许。通过电话传输一
次性代码后，便可以通过交握授权。
用复选框 [Load confirmation for Remote Access enforced] 可以激活该访问控制。用 [Validy of Remote
Access confirmation] 可以设置以分钟为单位的默认访问时间（许可持续时间）。用按钮 [Save] 可以应用和
保存这些设置。

提示：该区域仅现场显示在本地触摸屏上！只能在那可以激活/取消访问控制和授权远程访问。

17.1.10 远程访问控制
在远程访问控制激活后，每次通过 myPlant 远程访问 DIA.NE XT4 时都需要用户现场允许。通过电话传输一
次性代码后，便可以通过交握授权。
提示：该区域仅现场显示在本地触摸屏上！只能在那可以授权远程访问。
激活访问控制后，可以通过导航菜单 [SYS – SYSTEM – Remote] 显示下图。这里将显示所有等待处理的远程
访问请求，可以接受或拒绝访问。
没有远程访问请求时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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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通过远程访问工具 myPlantRemote 发送远程访问请求，则该请求及包含谁 [USER NAME] 和什么应用程
序 [APPLICATION] 的信息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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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选中包含发出请求的用户行可以接受 [Accept] 或拒绝 [Reject] 访问。然后必须通过电话将所显示的 PIN
发送给用户。通过在远程访问工具 myPlantRemote 中输入该 Pin 便可以在给定的时间内访问远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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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远程用户正确输入了 Pin 且远程访问已被允许时的显示。除了 [USER NAME] 和 [APPLICATION] 之外，还显
示状态 [STATE] 和激活码 [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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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用户结束远程访问后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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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高级”用户角色
“高级”用户角色 (15) 可以使用以下附加系统功能。

17.2.1 数据库信息
该界面显示存储所有历史记录数据的数据库的各种信息。“检测台技术人员”及更高级别的用户角色还可以在
此处手动删除历史数据。系统的结构使得数据在达到特定年龄时被压缩，然后自动删除（参见第 5.5 章“数
据记录”，因此不需要手动删除）。



DIA.NE XT4 CTR 4.08 HMI 2.9 R5

INNIO 所有权说明：保密！该页数据的使用或转发受到封面或第一页中的说明限制。

 选择要从数据库中删除的数据（数据的时间和类型）。只有“检测台技术人员”及更高级别的用户角色才
能启用 [Delete] 功能。

 显示数据库中记录的最旧的测量值条目的时间/日期

 显示存储的测量值记录数（每次检测到的数值变化分别对应一个条目）

 显示数据库中记录的最旧的警报信息条目的时间/日期

 显示存储的警报信息数（每次检测到的警报信息分别对应一个条目）

 显示数据库中记录的最旧的系统信息条目的时间/日期

 显示存储的系统信息数（每次检测到的系统信息分别对应一个条目）

 显示数据库大小（单位：Mbyte）。数据库的最大容量不得超过 10 000 MB！

 显示上次数据库备份的时间/日期和大小。每 14 个小时创建一个备份，在发生故障时可用于重建数据。

17.2.2 数据导出和导入
通过这些功能可以使用外部工具导出所有历史记录数据，以进行备份或离线诊断。只有具有“维修技术人
员”及更高级别用户角色的用户才能将数据导入到 DIA.NE XT4 服务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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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导出数据的起始时间

 选择导出数据的截止时间

 选择导出的数据格式
*.dvx
用于导出历史原始数据的自有文件格式。可以使用“DIA.NE 数据转换器”转换工具将 DVX 数据转换为各种公
共格式。DVX 数据也可以直接导入到 DIA.NE XT4 服务器上（例如更换硬件时）。
*.csv
简单的文件格式（逗号分隔文本文件），用于表示基于文本的编辑器或 MS Excel 中的数据。由于技术原
因，只能以这种格式导出预处理数据（平均值、调整时间间隔），无原始数据。对于数据预处理，必须指
定时间间隔（最小分辨率 1 秒）。

 对于 DVX 数据，可以在原始数据和压缩数据之间进行选择。选择原始数据时，始终以最高可用时间分
辨率 (100 ms) 导出数据，而不会丢失信息。选择压缩数据时，会通过基于所选间隔（单位：秒）求平均值
来减少数据量。

 开始数据导出（或跳转到下一个对话框）。

 上次数据导出的文件列表。这些可以在以后重复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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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测量信号的显示界面之间切换或仅在已选定的信号之间切换

 文本过滤器，便于搜索必要的测量信号

 用于选择和取消选择所需导出的测量信号列表。仅导出选定（勾选）的测量信号。

 用于选择和取消选择所需导出的信息类型和操作列表。仅导出选定（勾选）的类型。

[Primary Trip] 仅限致使性“停机”类型的故障信息，无后续故障
[Trip] 所有“停机”类型的故障信息
[Warning] 所有“警告”类型的故障信息
[Message] “运行信息”类型的所有故障
[Actions] 所有操作，例如控制命令和额定值更改
[Screens] 所有界面调用
[Incidents] 用于长期存储原始数据的所有事件（运行期间发动机

停机）

 用于选择和取消选择所需导出的不同系统信息优先级列表。仅导出选定（勾选）的优先级。

 选择所需导出的现有模板（选择列表）。这样可以选择现有的选择列表以便重复使用。

 选择列表中所需导出的所有测量信号

 取消选择列表中所需导出的所有测量信号

 删除所选模板（选择列表）

 将当前选择保存在模板（选择列表）中以便重复使用。选择列表可以保存在本地 PC 上供自己使用，也
可以保存在 DIA.NE XT4 服务器上供一般性使用。

 开始数据导出
数据导出可能需要几分钟，具体取决于数据量。创建导出文件后，可以在 PC 上下载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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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3 系统信息显示界面
该界面可以显示系统日志信息。该界面的功能对应于警报管理的信息历史显示界面（第 13.2 章），并在其
中进行了详细描述。

 激活该过滤器后，会显示所有系统信息。
系统信息指的是 DIA.NE XT4 系统的信息（故障、警告、信息），这些信息被记录下来并用于系统故障诊
断。

17.2.4 软件信息
该界面用于管理 DIA.NE XT4 的各种软件组件。在此会显示版本状态，可以更新组件或还原旧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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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 HMI 默认配置的名称 [Name] 和版本 [Version]。该配置包括可视化的所有与订单无关的组件（图
片、数据点、文本、对象等）。
只有“维修技术人员”及更高级别的用户角色才有权下载 [Download] 和还原 [Restore]。

 显示订单特定 HMI 配置的名称 [Name]、版本 [Version]、订单号 [Order]。此外，还会显示默认配置所需
的最低版本 [Default Reference]。该订单特定 HMI 配置包括可视化的所有根据订单专门调整的组件（图
片、数据点、文本、对象等）。
只有“维修技术人员”及更高级别的用户角色才有权下载 [Download]、还原 [Restore] 和删除 [Remove]。

 显示 HMI 运行时间组件的版本（可视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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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系统交付状态 [Initial Server Image] 的版本 [Version]

 显示存储在控制程序中的订单号 [Order Numnber]。这必须与订单特定 HMI 配置的订单号相一致（参见
）。

 选择 *.UPD 文件以更新一个或多个软件组件。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章节 ⇨ 运行软件更新

 用 [Snapshot] 可以为整个系统软件创建备份或还原点。用 [Restore] 可以方便地还原该手动生成的备份
副本和自动创建的控制系统软件备份。只有“维修技术人员”及更高级别的用户角色才有权启用该功能。

17.2.5 运行软件更新
打开 HMI 客户端 [SYS/SOFTWARE] 上的软件更新窗口，并选择相应的更新文件 [.u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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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会在待选择的文件下方显示更新包中包含的组件和版本。在该例中为 HMI Runtime 和 Client Setup
V5.177.0。通过“应用”开始将更新包安装到 DIA.NE XT4 服务器上。
询问是否更新时，必须点击“是”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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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进度显示在进度条 [Update in progress] 中。在 [Detailed steps] 下显示所需步骤及相应状态。



DIA.NE XT4 CTR 4.08 HMI 2.9 R5

INNIO 所有权说明：保密！该页数据的使用或转发受到封面或第一页中的说明限制。

完成更新后会显示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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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确认该信息。必要时，请自动重启笔记本电脑上的 IPC 和客户端。这取决于更新包的内容。无需手动重
启 IPC。

17.2.6 CAN 总线故障诊断
该界面用于诊断 DIA.NE XT4 CAN 总线系统的故障。这里会显示各种 CAN 总线共享单元（多功能测量变换
器、点火系统、TECJET、KLS98 和 MONIC）的故障计数器。

 显示 X20 IO 系统上激活的 CAN 接口

 CAN 总线连接建立状态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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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STATUS] 这里会显示与 CAN 控制器开始通信的状态。如果该数值不为 0，则表明存在故障。详细信
息参见 TA 1531-0012 – 。
[ERROR NUMBER] 故障数用作调用 OPEN STATUS 出现问题时的附加信息。如果该数值不为 0，则表明存在
故障。详细信息参见 TA 1531-0012 – 。
[INIT STATUS] 这里会显示 CAN 控制器初始化的状态。如果该数值不为 0，则表明存在故障。详细信息参见
TA 1531-0012 – 。

 重置故障计数器

 CAN 总线共享单元状态显示
[INIT STATUS] 这里会显示相应 CAN 共享单元的连接初始化状态。如果该数值不为 0，则表明存在故障。详
细信息参见 TA 1531-0012 – 。
[MAIN STATUS] 这里会显示与相应 CAN 共享单元通信的循环处理状态。如果该数值不为 0，则表明存在故
障。详细信息参见 TA 1531-0012 – 。
[EVENT STATUS] 用于读取故障总览的命令状态。

0 CAN 控制器状态反馈信息正常
1 正在写入 CAN 控制器
2 正在从 CAN 控制器读取数据
64 请求已发送至 CAN 控制器，但控制器未应答
128 CAN 控制器的故障信息，未收到设备的应答

如果该数值仅短时不为 0，则这并不意味着存在故障。
[ERRORS CURRENT] 相应设备的故障计数器的当前状态。注意，故障计数器的最大值可达 25。当计数器达
到数值 25 时，机器会停机并显示相应的故障信息。故障计数器在未成功实现数据交换的每秒递增 1。唯一
的例外是快速 TECJET 通信。这种情况下，在发动机运行过程中，当故障计数器达到数值 8 时就会停机。计
数器数值 8 意味着任何 TECJET 都不能被响应 8 次 10 毫秒（= 80 毫秒）。
[ERRORS MAX] 自上次重置以来，各设备故障计数器的最大数值。如果在发生故障后通信开始恢复正常，则
当前计数器将被重置。但是在此会保存计数器的最大数值。可以通过按钮  将计数器重置为 0。
[ERRORS PHASES] 如果故障计数器 (ERRORS CURRENT) 的当前值超过 5，则故障相位计数器加 1。当通信恢
复正常时，当前计数器会被重置为 0，从而完成故障阶段。数值再次超过 5 时，计数器再加 1。换而言之，
设备的每次故障总计为 5 秒。在与 TECJET 快速通信时，检测到故障阶段的起始阈值是 3（即 30 毫秒）。通
过这种监控方式可以确定，与 CAN 总线共享单元通信时是否再次断火，且未输出故障信息。可以使用按钮

 将计数器重置为 0。
[ERRORS 1h MAX] 该计数器在设备发生故障的每秒递增 1。与 TECJET 快速通信时，每 10 毫秒递增 1。计数
器用于表明之前是否有一小时发生了大规模的传输干扰。此外，还可以由此推断出，在低于相位计数器阈
值时是否发生短时断火。

17.2.7 KLS 98 CAN 总线故障诊断
该界面用于 KLS 98 CAN 总线共享单元的详细故障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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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S 98 CAN 总线故障诊断

[EVENT STATUS] 用于读取故障总览的命令状态。

0 CAN 控制器状态反馈信息正常
1 正在写入 CAN 控制器
2 正在从 CAN 控制器读取数据
64 请求已发送至 CAN 控制器，但控制器未应答
128 CAN 控制器的故障信息，未收到设备的应答

如果该数值仅短时不为 0，则这并不意味着存在故障。
[ERRORS CURRENT] 相应设备的故障计数器的当前状态。注意，故障计数器的最大值可达 25。当计数器达
到数值 25 时，机器会停机并显示相应的故障信息。故障计数器在未成功实现数据交换的每秒递增 1。
[ERRORS MAX] 自上次重置以来，各设备故障计数器的最大数值。如果在发生故障后通信开始恢复正常，则
当前计数器将被重置。但是在此会保存计数器的最大数值。
[ERRORS PHASES] 如果故障计数器 (ERRORS CURRENT) 的当前值超过 5，则故障相位计数器加 1。当通信恢
复正常时，当前计数器会被重置为 0，从而完成故障阶段。数值再次超过 5 时，计数器再加 1。换而言之，
设备的每次故障总计为 5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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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S 1h MAX] 该计数器在设备发生故障的每秒递增 1。与 TECJET 快速通信时，每 10 毫秒递增 1。计数
器用于表明之前是否有一小时发生了大规模的传输干扰。此外，还可以由此推断出，在低于相位计数器阈
值时是否发生短时断火。

17.2.8 SAFI CAN 总线故障诊断
该界面用于 SAFI CAN 总线共享单元的详细故障诊断。

[EVENT STATUS] 用于读取故障总览的命令状态。

0 CAN 控制器状态反馈信息正常
1 正在写入 CAN 控制器
2 正在从 CAN 控制器读取数据
64 请求已发送至 CAN 控制器，但控制器未应答
128 CAN 控制器的故障信息，未收到设备的应答

如果该数值仅短时不为 0，则这并不意味着存在故障。
[ERRORS CURRENT] 相应设备的故障计数器的当前状态。注意，故障计数器的最大值可达 25。当计数器达
到数值 25 时，机器会停机并显示相应的故障信息。故障计数器在未成功实现数据交换的每秒递增 1。
[ERRORS MAX] 自上次重置以来，各设备故障计数器的最大数值。如果在发生故障后通信开始恢复正常，则
当前计数器将被重置。但是在此会保存计数器的最大数值。
[ERRORS PHASES] 如果故障计数器 (ERRORS CURRENT) 的当前值超过 5，则故障相位计数器加 1。当通信恢
复正常时，当前计数器会被重置为 0，从而完成故障阶段。数值再次超过 5 时，计数器再加 1。换而言之，
设备的每次故障总计为 5 秒。
[ERRORS 1h MAX] 该计数器在设备发生故障的每秒递增 1。与 TECJET 快速通信时，每 10 毫秒递增 1。计数
器用于表明之前是否有一小时发生了大规模的传输干扰。此外，还可以由此推断出，在低于相位计数器阈
值时是否发生短时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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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9 燃气计量 CAN 总线故障诊断
该界面用于燃气计量 CAN 总线共享单元的详细故障诊断。

[EVENT STATUS] 用于读取故障总览的命令状态。

0 CAN 控制器状态反馈信息正常
1 正在写入 CAN 控制器
2 正在从 CAN 控制器读取数据
64 请求已发送至 CAN 控制器，但控制器未应答
128 CAN 控制器的故障信息，未收到设备的应答

如果该数值仅短时不为 0，则这并不意味着存在故障。
[ERRORS CURRENT] 相应设备的故障计数器的当前状态。注意，故障计数器的最大值可达 25。当计数器达
到数值 25 时，机器会停机并显示相应的故障信息。故障计数器在未成功实现数据交换的每秒递增 1。
[ERRORS MAX] 自上次重置以来，各设备故障计数器的最大数值。如果在发生故障后通信开始恢复正常，则
当前计数器将被重置。但是在此会保存计数器的最大数值。
[ERRORS PHASES] 如果故障计数器 (ERRORS CURRENT) 的当前值超过 5，则故障相位计数器加 1。当通信恢
复正常时，当前计数器会被重置为 0，从而完成故障阶段。数值再次超过 5 时，计数器再加 1。换而言之，
设备的每次故障总计为 5 秒。
[ERRORS 1h MAX] 该计数器在设备发生故障的每秒递增 1。与 TECJET 快速通信时，每 10 毫秒递增 1。计数
器用于表明之前是否有一小时发生了大规模的传输干扰。此外，还可以由此推断出，在低于相位计数器阈
值时是否发生短时断火。

17.2.10 服务
该界面用于激活“服务”运行模式并执行各种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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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ByPass 警报可以输入警报信息数 [Alarm Number] 并限制其触发时间 [Remaining Time]。这对于在
调试期间执行某些测试而言必不可少。只有“维修技术人员”及更高级别的用户角色才有权激活 ByPass 警
报。

 这里会显示发电机电压/电流 MMU 保护检查已激活且仍运行一段时间 [Remaining Time]。只有“高级用
户”及更高级别的用户角色才有权激活。
此外，还会显示多功能测量变换器的倾斜负载计数器，也可以通过按钮将其重置。

 这里会显示汇流排电压 MMU 保护检查已激活且仍运行一段时间 [Remaining Time]。只有“高级用户”及
更高级别的用户角色才有权激活。

 激活服务运行模式。在保养和维修工作期间，应激活“服务”运行模式，以便可以正确地考虑可用性计算
时间。

 [Combustion chamber clean] 
该按钮重置功能“由于沉积物造成燃烧室老化导致的增压压力补偿”。清洁或更换燃烧室（例如，更换整个机
器的活塞）时，必须将其按下。参见 TA 1503-0043。

 这里会显示 Q(U) / Cos Phi(U) 测试已激活，同时模拟电压 [U simulated]。只有“维修技术人员”及更高级别
的用户角色才有权激活。

17.2.11 服务运行状态信息
该界面提供有关发动机运行状态的其他信息。该界面可以使用参数 14361 [Engine/Engine data/Additional
operating status information active] 激活，可供自服务合作伙伴起的用户角色使用。
针对以下范围有相应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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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锁止、启动准备、同步许可、请求、点火、气门和自动启动许可。这些分别有各自的术语，以确保易
于查询故障。

17.2.12 CBM
CBM 图见 Service/CBM 下。在该图上可以创建 PLC Memory 和统计文件，这些文件可以通过 HMI Client 进行
下载和分析。

概览图
① PLC Memory 分为两种功能：ECB Mem ② 表示“Engine Cycle Based Memory”，即通过发动机循环时间记录
数据。与此相反，TCB Mem ③ 表示“Task Cycle Based Memory”，即以 10ms 为周期记录数据。
④ 统计包含记录了最后 100 次启动的启动统计 ⑤，这些统计定期保存。此外，也可以用按钮 [Manual
Trigger] 手动生成统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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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B Mem

② ECB Mem 记录超过 1000 个发动机循环（1500 rpm -> 1 个发动机循环 = 80ms）的相关数据。该功能以前
的为人所知的名称为 PBCMem。
该功能可以通过不同的触发器触发，这些触发器可以通过参数接通和关闭（发动机/ 监控 / 调节器文件 /
E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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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按钮 ②a 可以手动触发一个 ECB Mem 文件，通过“Trigger Cycle Offset” ②b 可以在记录时移动触发位
置：

默认设置 0 表示，记录触发前的 900 个循环以及之后的 100 个循环。
900 表示，记录触发后的 1000 个循环
+100 表示，将触发前的 1000 个循环保存在文件中。
②c 这里显示当前的功能状态。（见 ③c，相同的功能）

TCB Mem

③ TCB Mem 记录 20s 的相关数据。该功能可以通过不同的触发器触发，这些触发器可以通过参数接通和关
闭（发动机/ 监控 / 调节器文件 / TCB）：

通过按钮 ③a 可以手动触发一个 TCB Mem 文件，通过“Trigger Time Offset” ③b 可以在记录时移动触发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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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设置 0s 表示，记录触发前的 10s 以及之后的 10s。
-10s 表示，记录触发后的 20s

+10s 表示，将触发前的 20s 保存在文件中。
③c 这里显示当前的功能状态：
正常状态是 [Running]，

触发触发器后，汇总最后的数据，在状态上显示信息 [Waiting] 以及保存进度条。
如果同时触发 TCB Mem 和 ECB Mem，则还会显示状态 [Locked]，同时只等待另一个功能，然后便继续。
如果已经记录所有数据，则开始创建数据串。

在 DianeXT4 保存了数据串之后，还会等待 HMI，直至其提供文件下载。然后，功能重新切换回其正常的运
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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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统计
⑤ 启动统计记录 100 次发动机启动，同时还测量多个对启动有关键影响的时间，这些时间也显示在左上正
方形中的“MAIN/统计”中。
通过按钮 ⑤a 可以手动触发一个启动统计文件
通过按钮 ⑤b 可以从 DianeXT4 上删除所有保存的启动统计。
⑤c 这里显示当前的功能状态。（见 ③c，相同功能，但该功能不在后台运行，因此这里只是 [Ready]）

17.2.13 BUS - 模块概述
该界面显示有源总线系统，具体取决于参数 10178 [Engine/Coupling/Type of coupling 1] 和10180 [Engine/
Coupling/Type of coupling 2]。

 总线模块插槽耦合器 1 总线模块插槽耦合器 1

显示每个有源总线耦合器的硬件地址（映射的 X20 总线卡）。这可用于检查硬件地址是否与节点编号（X20
总线卡）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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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线模块插槽耦合器 2 总线模块插槽耦合器 2

显示每个有源总线耦合器的硬件地址（映射的 X20 总线卡）。这可用于检查硬件地址是否与节点编号（X20
总线卡）相符。

17.2.14 BUS - Modbus RTU
该界面显示 Modbus RTU 的状态。如果两个参数 10178 [Engine/Coupling/Type of coupling 1] 或 10180
[Engine/Coupling/Type of coupling 2] 中的一个值为 2，则显示该界面。

[Slave open] 打开从动设备：
绿色状态：Jenbacher Modbus RTU 从动设备已准备好进行通信。
红色状态：导致故障的具体原因参见 [Slave open status] 帮助文本。

[Slave open status] 打开从动设备状态
状态必须为 0，如果不是，参见 B＆R 帮助→ DRV_mbus 故障编号

[Slave ID] 从动设备 ID
[Slave communication parameter] 从动设备通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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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status] 通信状态
导致故障的具体原因参见 [Communication status] 帮助文本。
20220

原因：超时故障
解决办法：检查连接参数和呼叫频率，检查通信共享单元或连接
20291

原因：
通过使用的接口检查整个通信系统（波特率、停止位等），检查终端
电阻，检查导线，必要时更换接头

[Counter send/receive data] 发送/接收计数器数据。通信运行时，该值增加。

17.2.15 BUS - Modbus TCP
该界面显示 Modbus TCP 的状态。如果两个参数 10178 [Engine/Coupling/Type of coupling 1] 或 10180
[Engine/Coupling/Type of coupling 2] 中的一个值为 3，则显示该界面。

[IP address assign] 分配 IP 地址。如果地址设置成功，则显示为绿色。如果显示为
红色，参见“分配 IP 地址状态”下的帮助文本。

[IP address assig status] 状态必须为 65535，如果不是，参见 B＆R 帮助
[Subnet mask assign] 分配子网掩码。如果地址设置成功，则显示为绿色。如果显示

为红色，参见“分配子网掩码状态”下的帮助文本。
[Subnet mask assign status] 状态必须为 65535，如果不是，参见 B＆R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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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ve open] 打开从动设备：
绿色状态：Jenbacher Modbus TCP 从动设备已准备好进行通
信。
红色状态：导致故障的具体原因参见 [Slave open status] 帮助文
本。

[Slave open status] 状态必须为 0，如果不是，参见 B＆R 帮助
[Number of masters/clients are connected] 连接的主机 / 客户端数量
[Number of masters/clients currently
served]

当前操作的主机 / 客户端数量

[Time spent waiting for response from
Master]

等待主机应答时间

[Client/master IP address] 客户端 / 主机 IP 地址
[Modbus function code] 执行的 Modbus 功能代码
[Slave/Server Debug Message] 从动设备 / 服务器调试消息
[Slave/Server communication status] 从动设备 / 主机通信状态
[Counter receive status] 计数器接收的数据。通信运行时，该值增加。
[Counter send status] 计数器发送的数据。通信运行时，该值增加。
[Port open retries] 打开端口的重试次数
[Current step executed by the Slave FuB] 当前由从动设备 FuB 执行的步骤
[Slave status] 从动设备状态
[Client port connection 1 - 5] 客户端端口连接 1 - 5
[Client IP - address connection 1 - 5] 客户端 IP 地址连接 1 - 5
[Client message connection 1 - 5] 客户端消息连接 1 - 5

17.2.16 BUS - Profibus DP
该界面显示 Profibus DP 的状态。如果两个参数 10178 [Engine/Coupling/Type of coupling 1] 或 10180 [Engine/
Coupling/Type of coupling 2] 中的一个值为 4 或 5，则显示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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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ve 1 (2) address assign] 分配从动设备 1 (2) 地址。
如果从动设备地址设置成功，则显示为绿色。如果显示为红
色，参见“分配从动设备 1 (2) 地址状态”下的帮助文本。

[Slave 1 (2) address assign status] 状态必须为 65534，如果不是，参见 B＆R 帮助
[Slave 1 (2) open] 打开从动设备 1：

绿色状态：Jenbacher Profibus DP 从动设备已准备好进行通信。
红色状态：导致故障的具体原因参见 [Slave 1 (2) open status] 帮
助文本。

[Slave 1 (2) open status] 状态必须为 65534，如果不是，参见 B＆R 帮助
[Slave 1 (2) Communication change of state] 从动设备 1 (2) 通信状态变更
[Slave 1 (2) Communication state] 从动设备 1 (2) 通信状态
[Slave 1 (2) Communication error] 从动设备 1 (2) 通信故障
[Slave 1 (2) Communication error count] 从动设备 1 (2) 通信故障计数器

17.2.17 BUS - Profinet
该界面显示 Profinet 的状态。如果两个参数 10178 [Engine/Coupling/Type of coupling 1] 或 10180 [Engine/
Coupling/Type of coupling 2] 中的一个值为 6，则显示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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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ve station address assign] 分配从动设备基站地址。
绿色状态：基站地址已成功分配。红色状态：导致故障的具体
原因参见 [Slave station address assign status] 帮助文本。

[Slave station address assign status] 状态必须为 65534，如果不是，参见 B＆R 帮助
[Slave open] 打开从动设备：

绿色状态：Jenbacher Profinet 已准备好进行通信。
红色状态：导致故障的具体原因参见 [Slave open status] 帮助文
本。

[Slave open status] 打开从动设备状态
[Slave Communication change of state] 从动设备通信变更状态
[Slave Communication state] 从动设备通信状态
[Slave Communication error] 从动设备通信故障
[Slave Communication error count] 从动设备通信故障计数器

17.2.18 BUS - 总线测试仪发送
在该界面可以测试相应的有源总线系统（Modbus RTU、Modbus TCP、Profibus DP 或 Profinet）。
如果两个参数 10178 [Engine/Coupling/Type of coupling 1] 或 10180 [Engine/Coupling/Type of coupling 2] 中的
一个 > 0，则显示该界面。
可以强制使用十进制值 (WORD/INT) 或单独数位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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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 1/Bus 2] 总线耦合器 1 或 2 之间的选择开关。
只能测试一个耦合器。在总线 1 <-> 总线 2 之间切换时，将重置
开始寄存器以进行显示，此外所有强制值均设置为非强制。

[First register/data word] 定义要显示的第一个寄存器 / 数据字。如果要测试的总线系统
是 Modbus RTU 或 Modbus TCP，则第一个寄存器 = 0。如果要测
试的总线系统是 Profibus 或 Profinet，则第一个数据字 = 1

[Force active] 全面激活总线测试功能。
[Unforce/Force All] [Force] 或 [Unforce] 所有的即便是当前未显示的所有寄存器 / 数

据字。
[Remaining time] 显示总线测试仪保持激活的剩余时间（参见参数 14377）。设

置为 [Force active] 时，计时器启动。

[No] 根据 [First register/data word] 下的设置显示相应的寄存器 / 数据
字。

[Force] 此处可以选择单独强制的寄存器 / 数据字。[Force] 必须启用，
才能设置值。

15 | 14 | …..| 2 | 1 | 0 设置单独数位。
数位和整数自动同步。

[WORD/INT] 设置整数值。
数位和整数自动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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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9 BUS - 总线测试仪接收
在该界面可以测试相应的有源总线系统（Modbus RTU、Modbus TCP、Profibus DP 或 Profinet）。
如果两个参数 10178 [Engine/Coupling/Type of coupling 1] 或 10180 [Engine/Coupling/Type of coupling 2] 中的
一个 > 0，则显示该界面。
可以强制使用十进制值 (WORD/INT) 或单独数位 (0-15)。
注意：
当 [Auto bus cyle active] = TRUE，第一个寄存器 / 数据字 (IF 701) 中的数位 0 = TRUE，运行选择开关为 AUTO
且请求选择开关为 REMOTE 时，可以通过总线测试仪启动发动机！

[Bus 1/Bus 2] 总线耦合器 1 或 2 之间的选择开关。
只能测试一个耦合器。在总线 1 <-> 总线 2 之间切换时，将重置开始
寄存器以进行显示，此外所有强制值均设置为非强制。

[First register/data word] 定义要显示的第一个寄存器 / 数据字。如果要测试的总线系统是
Modbus RTU 或 Modbus TCP，则第一个寄存器 = 0。如果要测试的总
线系统是 Profibus 或 Profinet，则第一个数据字 = 1

[Force active] 全面激活总线测试功能。
[Unforce/Force All] [Force] 或 [Unforce] 所有的即便是当前未显示的所有寄存器 / 数据

字。
[Remaining time] 显示总线测试仪保持激活的剩余时间（参见参数 14377）。设置为

[Force active] 时，计时器启动。
[Auto bus cyle active] 启用时钟脉冲信号（接口列表编号 708）
[Custom toggle register active] 在此可以针对一个寄存器 / 数据字激活两个值之间的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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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 toggle register] 选择寄存器 / 数据字
[Custom toggle value 1] 切换值 1
[Custom toggle value 2] 切换值 2
[Custom toggle time] 切换值 1 和 2 之间的时间

[No] 根据 [First register/data word] 下的设置显示相应的寄存器 / 数据字。
[Force] 此处可以选择单独强制的寄存器 / 数据字。[Force] 必须启用，才能设

置值。
15 | 14 | …..| 2 | 1 | 0 设置单独数位。

数位和整数自动同步。
[WORD/INT] 设置整数值。

数位和整数自动同步。

17.2.20 控制器软件版本
该界面显示控制器软件 (Controller Software) 的所有软件模块的版本状态和状态信息。它用于检查版本状态
和故障诊断。

 软件模块的名称

 当前安装的软件模块版本

 调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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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至 999 = 正常 / 1234 = 系统启动 / > 2000 = 故障状态
调试状态详细信息可咨询模块负责人。

 软件模块是否正在运行（绿色）或未运行（白色）的状态信息
通常，所有模块都必须处于运行状态 → 绿色状态显示

 是否已为软件模块加载所有必要参数的状态信息（可信度测试）
绿色 = 正常 / 红色 = 参数未正确加载（故障）/ 白色 = 无需对参数进行可信度测试

 软件模块的基本版本（交付状态）

17.2.21 硬件组件版本

该界面显示各种硬件组件的版本
• 多功能测量变换器硬件和固件版本
• 点火系统硬件和软件版本
• 燃气计量阀 1 至 4

• KLS 98

• MONIC

• B&R IPC 序列号和模块编号

根据发动机型号和结构，仅显示现有组件。

17.2.22 系统诊断趋势图
在该菜单项中会显示随时间变化的以下系统信息曲线图（趋势图）。这用于诊断 DIA.NE XT4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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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在该界面中显示系统的以下性能数据：

[System Up Time] 显示 DIA.NE XT4 系统 (IPC) 的运行小时数
[Values Change Rate] 数据更改率，系统必须处理的每秒数据更改次数。
[Values Change Rate Logging] 数据记录的数据更改率，系统必须在数据库中进行历史记录的每秒数据更改

次数。
[Database Size] 数据库大小，单位：MBytes。正常值不超过 5000 MB，临界值大于 8000 MB
[Free Memory (RAM)] 可用内存，单位：MBytes。可用内存的正常值大于 500 MB，临界值小于

200 MB
[CPU Usage] 可用于可视化 (Windows) 的处理器性能总使用率百分比。发动机运行时的正

常值小于 50％，经过几个小时的临界值大于 90％。

Drive C

该界面显示以下内部数据载体信息（内部数据载体 SSD 或 CFast）：

[Power Cycle Count] 数据载体区块的平均删除操作次数。这种类型最多允许 30,000 次删除操
作。
并非所有数据载体类型都可以显示平均删除次数。

[Power Cycle Count] 系统接通过程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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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k Write Performance] 数据载体的数据写入速率，单位：kB/s，发动机运行时的正常值约为 50 kB/
s

[Powe On Hours] 数据载体的运行小时数
[Free Disk Space] 数据载体可用内存，正常值大于 30 GB，临界值小于 2 GB
[Wearness / Lifetime] 预期使用寿命百分比。正常值大于 70％，临界值小于 10％

并非所有数据载体类型都可以显示平均删除次数。
[Disk Temperature] 数据载体的温度。正常值约为 40 °C，临界值大于 60 °C

状态
该界面显示 IPC (Panel PC DIA.NE XT4) 的以下状态信息：

[IPC NumberBurnOn] 显示 IPC 的接通过程数量
[IPC Operation Hours] IPC 的运行小时数
[Temperature IPC Board] CPU 板测量点温度，单位：°C
[Temperature IPC CFast] CFast 适配器测量点温度，单位：°C
[Temperature IPC Chipset] 芯片组测量点温度，单位：°C
[Temperature IPC Power
Supply]

电源测量点温度，单位：°C

[Temperature IPC Processor] CPU 测量点温度，单位：°C

18 报警管理

用右下菜单栏中的按钮  或点击报警符号  可以打开报警信号界面。 以此可以显示当前存
在信号的列表。

18.1 当前信息显示
当前的信号界面显示当前存在的信号。 存在的信号告知人们设备的当前状态。信号标有信号类型（首要报
警、报警、警告、信息和工作信号）、出现信号的时间、清楚的信号编号和相应的信号文字。
根据出现的时间顺序对信号分类。最新信号显示在列表最上方。按照信号类型可以筛选信号。如果具有所
需相关权限，则可以应答（远程应答）状态信息。显示的信号列表可复制为 PDF 文件并可打印。也可将显
示的信号导出为 MS Excel (*.xls) 文件以用于进一步处理。 有些信号还包括补充信息，如气缸编号、根源和
排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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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号类型的标识：
信号分为不同的类型或分类。这些信号类型和分类用相应的图标标识，其意义如下：

 警报：报警信息显示故障，并且可导致发动机或者设备部件的自动关闭。排除根源并对报警信号做出
反应。然后可以重新启动发动机。

 首要报警：如果同时出现多个报警信号，可以根据一定的凭很多设备的经验值制作的样件将首要报警
视为报警原因。 如所示的那样给在该报警符号上标一个“P”，表示首要报警。

 警告：警告表明运行工况异常，但不会直接导致发动机或者设备部件的自动停机。但要尽快排除警告
根源。有些警告如没有排除在一定的运行时间后会接着出现报警信号，这时发动机会自动停机。

 信息：信息表明工作状况异常，但并不严重。 这种情况下， 在没有排除问题根源时发动机或设备部件
仍能继续运行。但要尽快排除根源。

 工作信号:工作信号表明运行状况正常。

 时间戳：
显示发生报警事件的时间（日期和时间）。显示时间精确到毫秒。报警事件是根据这一时间戳分类的。最
新信号显示在列表最上方。

 信息编号：
每个报警信号都有一个明确的报警编号。

 信息说明
每个信号都附有信号文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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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类型选项过滤器：
点击带有相关信号类型图标的相应按钮可以设定筛选选项。标成蓝色的按钮表示列表反映该报警类型的信
号。

 报警信号的确认：

 使用该按钮可以确认不再出现的信号。
“报警”、“首要报警”和“警告”类型的信号均应给予确认。这些信号在故障被排除并按下确认按钮之前一直有
效。
注意：用户登入后才能进行确认（至少是“用户”一级的权限）。只能在运行模式（运行模式选择开关位
置）“关闭” 下确认“报警”、“首要报警”和“警告”类型的信号。
通常只能在触摸屏上确认故障信号。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看到远程操作 (DIA.NE XT4 HMI Client) 按钮。
作为选项也可进行“远程确认”。在这种情况下可从远程操作 (DIA.NE XT4 HMI Client) 上看到确认钮。然后才能
远程确认某些报警信号。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安全考虑严重的报警需要现场确认。尽管已操作远程确认钮，
但这种严重且不能远程确认的信号将仍保持激活状态，发动机不能启动。

 … 显示信息历史

 … 辅助信息（根源和排除方法）的显示

 … 将报警信号列表以 MS Excel 文件 (*.xlsx) 导出（* 仅限于 PC 用户 ）
信号补充信息：

选定信号行可以显示该信号可用的辅助信息。对于气缸专用的信号，该补充信息可以包含气缸编号或发生
报警时的一些测量值。如果提供辅助信息，如以上所述的那样自动补充行。

18.2 显示信息历史
该界面显示数据库里记录的一定时间范围内的历史报警事件。显示信息历史时，过去 24小时的报警和警告
按时间顺序分类显示。最新状态信息事件在列表最上方。可以任意选择所要的时间范围。除了在当前报警
图中所述的功能外，这里还提供报警文字的文字过滤以及不同的分类和分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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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文字过滤器：
输入文字信号列表即被筛选，只显示包含输入报警文字的信号。

 时间选择栏
输入时间可以修改显示信号所要的时间间隔。显示界面后以标准方式选取过去24小时的时间。通过修改所
要的时间可以任意修改时间范围。

 … 返回到当前信息显示

 排序
点击所要的栏 [Type], [Date/Time] 或 [No.] 顶端，可以选择相应的分类顺序。箭头符号反映当前设定的分
类。可以根据报警出现时间、报警类型或报警编号进行递增和递减分类。

 ….示例：按照报警编号递减分类

 操作动作的附加显示

 … 除了信息外，用该按钮还可在列表中显示记录的操作动作。所有数值更改、控制命令和用户登录
均被记录，并可在列表中显示。可显示每次操作相应的信息，例如用户、旧数值、新数值等。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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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拖拉列 [Type], [Date/Time] 或 [No.] 的标题行列表的上部区域（见黄色箭头）可按所要的栏信息分类。
通过根据报警信号编号所进行的分类，可以显示所要时间范围内的报警频率图。将多个栏顶部拉入到该区
域也可显示多个分组。

19 信息门户

用右下面的菜单栏内的  按钮可以打开信息门户。
用该门户可将消息写入到从控制器 （DIA.NE XT4 服务器）上登录的所有用户上。该门户也用于保存下列用
户的信息。信息也可附带图片信息。
提示：每个用户都能看到每条信息。信息阅读权不受授权权限限制。

 包含数字的蓝色圈表示具有一条或多条未阅读的信息。数字相当于未读取信息的数量。在这种情
况下有 2 条未读取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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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定信息的时间戳
显示是什么时间写入的信息。

 选定信息的文字
显示写入的信息文字。

 选定信息的用户名称和用户权限
显示谁写入的信息。

 附带图片文件的显示
显示信息附带的图片（文件名称）双击相应的文件显示图片。

 ...将信息标识为已读取的按钮

 ...将信息标识为未读取的按钮

 信息删除钮
用该按钮可以重新删除写入的信息。信息只能由编写人（编写信息的用户）删除。

 所有写入信息的列表
所有写入信息均以列表形式显示时间戳、编写人用户名称和用户权限以及简要的信息文字。从列表中可以
选取所要的信息。该信息标成蓝色。 “黄色”底色表示，信息尚未读取，即没有标识“已读取”字样。
可保存最近的 100 条记录。

 信息文字输入区（* 仅限于 PC 用户）
可在此输入所要的信息文字。

 ...信息发送钮

 在信息中附带图片信息的按钮（* 仅限于 PC 用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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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该按钮可以选定图片文件并将其附加到信息上。也可附加多幅图片。支持的文件类型为 *.png、*.jpg 和
*.bmp。文件容量最大不得超过 500 kByte。

 将截图附加于信息上的按钮（* 仅限于触摸屏 ）
在触摸屏上不能编写信息文字（没有键盘）， 但可将截图作为信息发送。显示所要图片时点击屏幕左上边

带有照相机  符号的按钮。接着可用 [Attach screen] 按钮将拍摄图片作为信息发送。

 ...删除附带图片

20 用 DIA.NE XT4 HMI 软件进行远程操作
DIA.NE XT4 HMI 软件可用于远程操作和观察设备。将上述软件安装于带有 MS Windows 操作系统的 PC 上
后，可以通过现有网络与设备（DIA.NE XT4 服务器） 建立连接并打开显示仪。除了一些出于安全考虑只许
现场执行的功能之外，DIA.NE XT4 HMI 用户也可和在现场触屏上操作一样通过远程执行所有功能。使用选项
myPlant™ 也可通过互联网进行远程操作。DIA.NE XT4 HMI 软件的应用案例有远程故障诊断、在控制中心进
行设备监控或在家里或路途中对设备进行监控。也可用 DIA.NE XT4 HMI 软件通过远程请求选项对设备提出
或取消请求。

20.1 系统请求
为了能够安装和使用 DIA.NE XT4 HMI 软件，必须满足对 PC 的下列要求。

显示器 最低分辨率 1024*768
输入 带有鼠标或触摸屏的键盘
操作系统： 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10；
显卡： 支持 DirectX 9.0c 或以上，显存至少 64 MB
存储器： 最低 1 GByte RAM
可用硬盘存储空间： 100 MByte
网络： 如果在 DIA.NE XT4 服务器和远程客户端之间有防火墙，则必须启用 TCP –

端口 4330。

20.2 安装
在计算机上安装 DIA.NE XT4 HMI 软件用的文件可从 http://www.jenbacher.com/dianewin/dianext4hmi/
DianeXT4ClientSetup.exe 网站下载。
上述网站提供最新版本的 DIA.NE XT4 HMI 软件。更新程序的操作步骤与初次安装相同。
双击启动该文件并按照安装说明进行安装。
选择 “C:\DianeXT4\Client” 作为安装目录的标准路径 。根据需要可在安装时修改这一路径。

20.3 启动
安装后 DIA.NE XT4 HMI 程序的启动符号出现在桌面上。双击该符号启动程序。

也可双击文件 C:\DianeXT4\Client\GE.Diane.Client.exe 从 Windows Explorer 中启动程序。

20.4 建立连接
启动后出现与设备控制器（DIA.NE XT4 服务器）建立连接的对话框。

https://www.innio.com/en/
https://www.innio.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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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用户许可证
如果还没有用户许可证（仅限于全球用户），也可在与 DIA.NE XT4 服务器没有建立连接时在此通过
myPlant™ 请求或更新许可证。

 用连接按钮建立连接
所有在本地网络自动找到的控制器 （DIA.NE XT4 服务器）将在该列表中和其模块名称一起显示。„M01“ 标准
配置用于模块或发动机 1。单击相应的按钮建立连接。

 通过互联网 (myPlant™) 建立连接（远程连接）
借助 myPlant™ （选项）可以通过互联网与设备建立连接。myPlant™ 与设备建立连接后，可用该按钮使
DIA.NE XT4 与设备的远程操作装置建立连接。通过 myPlant™ 建立远程连接的其它文件位于 myPlant™ 网络
应用的帮助区域。

 通过输入 IP 地址建立连接
也可以通过输入 IP 地址，并按下按钮 [Connect] 建立连接。如出于网络原因不能从网络上自动找到控制器
（DIA.NE XT4 服务器），需要进行上述步骤。
192.168.123.11 是用于第一个模块或发动机的地址。192.168.123.12 用于第二台发动机等...

20.5 用户登录
启动程序 DIA.NE XT4 HMI 并与控制器（DIA.NE XT4 服务器）建立连接以后，出现下列用户登录窗口。通过
DIA.NE XT4 HMI 软件进行远程访问时必须进行相应的身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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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设备的所有本地用户和 PC 上的所有许可证（全球）用户。选择用户，然后输入 6 位数用户代码。此时
将显示显示器的起始界面。
用[Refresh] 可以更新界面。
用 [Request license] 可以直接请求或更新许可证。此时需要计算机的互联网连接。

20.6 连接对话窗口的配置
用于与设备连接的对话窗可以根据用户的特定情况进行调整。对此可使用文件 ConfigurableStartup.xml ，
程序目录为 (C:\DianeXT4\Client)。
可以用编辑器编辑该文件，并由此按照所述方法进行所需的调整。

<StartupScreenConfiguration>
<ShowRequestLicense>true</ShowRequestLicense>

“true” … 将显示 “Request License“ 按钮。
“false” …将不显示 “Request License” 按钮。
<ShowDiscoveredEngines>true</ShowDiscoveredEngines>

“true” … 进行自动查找并显示找到的模块
“false” …不进行自动查找，也不显示找到的模块
<!--<EngineList>

在此处可以配置预定义模块（发动机）列表的名称和地址。
每次输入都会显示连接按钮。

<EngineInfo> … 模块 1
<Name>M01</Name> … 名称
<EndPointAddress>192.168.123.11</EndPointAddress> … IP 地址

</EngineInfo>

<EngineInfo> … 模块 2
<Name>M02</Name> … 名称
<EndPointAddress>192.168.123.12</EndPointAddress> … IP 地址

</EngineInf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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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List>-->

<ShowConnectUsingMyPlant>true</ShowConnectUsingMyPlant>

“true” … 显示 “Connect using myPlant“ 按钮。
“false” … 不显示 ”Connect using myPlant“ 按钮。
<ShowConnectUsingAddress>true</ShowConnectUsingAddress>

“true” … 显示 “Connect“ 按钮和输入的 IP 地址。
“false” … 不显示 ”Connect“ 按钮和输入的 IP 地址。

</StartupScreenConfiguration>

21 OPC 接口（可选）

21.1 概述
OPC 是自动化领域用来对基于 windows 的应用程序进行访问的标准化接口。OPC 基于微软公司的分布式组
件对象模型 (DCOM)。
DIA.NE XT4 服务器向 OPC 接口提供不同的过程数值 。DIA.NE XT4 服务器此时用作 OPC 服务器。
OPC 服务器支持 1.0 、2.0 和 3.0 版本的 OPC Data Access（数据访问）规范，可用来访问过程数据。
该接口用于将设备数据嵌入（显示）在外部可视化系统或者管理系统之中。这些系统必须具有一个相应的
OPC 接口（OPC 客户端）。该接口不适用于时间要求严格和安全技术相关的功能。
DIA.NE XT4 OPC 服务器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可选的便捷方法，将我们设备的数据整合到现有的显示或控制系
统中。
为了进行 OPC 通讯，必须借助网络技术将外部程序 （OPC 用户） 连接到 DIA.NE XT4 服务器的客户接口
ETH3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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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网络图

21.3 数据
自动查找 （浏览）时列出 OPC 服务器上所有可用的数据点。对所提供的过程数据进行的访问被限制为只读
访问。只有结合特殊协议，才允许对规定的数据进行写入访问。

OPC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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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C 数据项（样品）：

可从接口清单中获取可供使用的数据。提供的测量值包括发电机功率、机油压力、机油温度、冷却水压
力、冷却水温度、气缸以及排气总管温度、各种计数器读数、所有故障信息和报警信息，以及反映设备状
态的一些运行状态信息。

21.4 DCOM 设置
仅当客户机已经启用了 DCOM（启用这台计算机上的分布式 COM）并且已经将 DCOM 的验证级别（默认验
证级别）设置成“无”(None)，OPC 客户端（用户的管理系统）才可以从 DIA.NE WIN 服务器（OPC 服务器）请
求数据。可以使用“Dcomcnfg”程序在您的系统上进行 DCOM 设置。用户必须拥有这台计算机的管理员权
限，才能执行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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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客户机上安装了 Windows XP 操作系统，应注意一些安全设置（Windows XP 软件防火墙，DCOM 限
制），必须取消这些设置，才能通过 DCOM 进行通信。有关在 Windows XP 环境下使用 OPC 的信息以及关
于 OPC 的其他信息，请登录“www.opcfoundation.org”查询。

21.5 规范说明
INNIO Jenbacher GmbH & Co OG 的 OPC 数据接口，显示和控制系统 DIA.NE XT4 用于通过以太网
100/1000Base-T 实现现场控制技术。
软件接口：
支持 OPC 规范：OPC DA 1.0, 2.0 和 3.0

访问方式：只读
数据点的刷新速率：100 ms

OPC 基于微软公司的分布式组件对象模型 (DCOM)。对 DCOM 的所有限制也适用于该接口！
传输数据：
提供的测量值包括发电机功率、机油压力、机油温度、冷却水压力、冷却水温度、气缸以及排气总管温
度、各种计数器读数、所有故障信息和报警信息，以及反映设备状态的一些运行状态信息。
INNIO Jenbacher GmbH & Co OG 交货限制：
模块控制柜上的控制器接口 100/1000Base-T 带有 RJ45。
OPC 定义：
OPC 不仅是“Object Linking Embedding for Process Control（用于过程控制的对象链接与嵌入）”，即使用标
准化 Windows 接口 OLE 或 DCOM（Distribudet Component Object Model，分布式组件对象模块）来交换过
程数据；也可解释为“Openess, Productivity and Connectivity（开放性、生产率与可连接性）”，象征着新功
能的开发。

22 附录

22.1 关于本用户手册的提示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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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资料中所述的页面或显示内容与输入内容并非均适用于您的发动机！
视发动机数量、发动机型号、气缸数、模块与控制器配置而定，在 DIA.NE XT4 上仅显示与您的发动机相关
的界面！
如果您有关于模块或控制器配置情况方面的问题，请联系我们的销售或者服务部门
(www.gejenbacher.com)。
引用文字
[text]

屏幕界面中的文字均为英语。如果界面描述中引用了此类文字，则该文字置于方括号中，并且显示为粗斜
体字。

22.2 在 ICP041 时更换电池
电池的使用寿命为 2-5 年。如果控制器 上的电池充电状态显示仪（LED）发红光，更换电池。

 … 电池充电状态显示

发绿光 ➔ 正常工作状态
发红光 ➔ 充电状态低于极限值，必须更换电池。

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 发动机停机
2. 关闭控制器电源并将其拔出
3. 打开控制器盖板（ 4 只螺钉） 

4. 取下原有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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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装入新电池

6. 重新盖上盖板并连接电源

22.3 在面板电脑 PC910 时更换电池
锂电池 (3 V, 950 mAh) 馈入内部实时通信 (RTC)。它位于面板 PC 的背面。电池装在一个电池盒中，更换非常
简单。
电池使用寿命至少为 4 年（在 50°C、8.5 µA，使用所提供的组件且自放电为 40%）。如果装有 SRAM 接口
选项，则使用寿命会缩短 2½ 年。电池的使用寿命有限，应定期更换（最晚在指定的使用寿命之后）。

SprungMarke!!!36028816989189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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