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仪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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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型号与主要参数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ＣＯＤＥ ＮＯ．

ＥＰ－ ① ② ③ ④ －⑤

型号 Ｍｏｄｅｌ ｔｙｐｅ

①设计序列号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ＥＰ

电气阀门定位器 Ｅｌｅｃｔｒｏ －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ｒ
３

３０００系列Ｓｅｒｉｅｓ

４

４０００系列Ｓｅｒｉｅｓ

５

５０００系列Ｓｅｒｉｅｓ

６

６０００系列Ｓｅｒｉｅｓ

７

７０００系列Ｓｅｒｉｅｓ

９

ＥＰ型电气阀门定位器
Electro Pneumatic Positioner EP type

②结构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９０００系列Ｓｅｒｉｅｓ
１

耐压防爆型（隔爆型） ｄＥｘｄＩＩＢＴ６

２

室外防水型（增安型） ｅ ＥｘｅｌｌＴ６

３

本质安全型（本安型） ｉＥｘｉａＩＩＣＴ６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ａｌｌｙ ｓａｆｅ 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 ｐｒｏｏｆ ｔｙｐｅ

角行程 执行机构用标准型Ｒｏｔａｒｙ ：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ｆｏｒ ｌｅｖｅｒ

２

单动作型执行机构用 （单作用） Ｆｏｒ ｓｐｒｉｎｇ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ｙｐｅ

１

④作用形式Ａｃ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双动作型执行机构用 （双作用）Ｆｏｒ ｄｏｕｂｌｅ ａｃｔｉｎｇ ｔｙｐｅ

２
ＡＳ

⑤辅件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ｉｅｓ

一． 简介 ＧＥＮＥＲＡＬ

构采用新型线圈隔爆。灵敏度高，稳定性好，可靠性强，外形美观，安装调
试方便，仪表功能多等优点，是同类型进口产品的国产化替代的首选产品。
与气动执行机构配套使用，输入４￣２０ｍＡ ＤＣ的信号转换输出空气压力，

四．技术性能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输入信号Ｉｎｐｕｔ ｓｉｇｎａｌ

４￣２０ ｍＡ ＤＣ
可进行分程控制调整范围
４～１２，１２～２０ ｍＡ ＤＣ

输入阻抗Ｉｎｐｕｔ 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

２５０Ω±５％

控制执行机构的动作。同时根据执行机构的行程进行反馈，从而使执行机构
的行程能按控制信号进行精确定位。

耗气量Ａｉ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ＥＰ型电气阀门定位器能用于单动作型和双动作型执行机构。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 －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ｒ ＥＰ ｔｙｐｅ ｉ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 ｖａｌｖｅ
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ｓ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ａｎ ｏｕｔｐｕｔ ｓｉｇｎａｌ
性能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４～２０ｍＡ．ＤＣ ｏｒ ｓｐｌｉｔ ｒａｎｇｅｓ．

带关联匹配组合空气过滤减压阀ｗｉｔｈ ａｉｒ Ｆｉｌｔｅｒ－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Ｔｈｅ ＥＰ ｔｙｐｅ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ｏｔｈ ｓｉｎｇｌｅ ａｎｄ ｄｏｕｂｌ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ｓ．

可适用于１０～１００ｍｍ各类直行程和０～９０等各类角形程气动薄膜调节阀和气动活塞调节阀。

气源压力Ａｉｒ ｓｕｐｐｌｙ

１４０￣７００ ＫＰａ

输出气压５０％时的耗气量Ｏｕｔｐｕｔ ａｉ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５０％
单动作型 Ｓｉｎｇｌｅ ａｃｔｉｎｇ ｔｙｐｅ ： ５Ｎｌ ／ ｍｉｎ ａｔ １４０ ＫＰａ ａｉｒ ｓｕｐｐｌｙ
双动作型 Ｄｏｕｂｌｅ ａｃｔｉｎｇ ｔｙｐｅ ： １５Ｎｌ ／ ｍｉｎ ａｔ ４００ ＫＰａ ａｉｒ ｓｕｐｐｌｙ
单动作型执行机构Ｆｏｒ ｓｉｎｇｌｅ ａｃｔｉｎｇ ａｃｔｕａｔｏｒ
直线性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１．０％ Ｆ．Ｓ
回差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１％Ｆ．Ｓ
灵敏度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ｌｅｖｅｌ－－－－－－－－－－－－－－－－－－－－－－－－－－－－－－－０．１％ Ｆ．Ｓ
重复精度Ｒｅｐｅａ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０．２％ Ｆ．Ｓ
气源压力变动误差Ｓｕｐｐｌ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０．１％／１０ ＫＰａ
双动作型执行机构Ｆｏｒ ｄｏｕｂｌｅ ａｃｔｉｎｇ ａｃｔｕａｔｏｒ
直线性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１．５％ ＦＳ
回差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１％Ｆ．Ｓ
灵敏度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ｌｅｖｅｌ－－－－－－－－－－－－－－－－－－－－－－－－－－－－－－－－－－０．２％ＦＳ
重复精度Ｒｅｐｅａ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０．３％ＦＳ
气源压力变动误差Ｓｕｐｐｌ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０．４％／５０ ＫＰａ
上述各数值是指在不连接阀门的情况下执行机构的性能在连接阀门的情况下其性能请参照相应的控制
阀标准说明书。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ｒ ｏｎ ａｎ ａｃｔｕａｔｏ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 ｖａｌｖｅ．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ｕｎｉｔ ｗｉｔｈ ａ ｖａｌｖｅ ａｎｄ ａｎ ａｃｔｕａｔｏｒ， ｓｅ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气源接口Ａｉｒ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Ｒｃ １／４

电气接口Ｗｉｒｉｎｇ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Ｒｃ １／２

环境温度Ａｍｂｉ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３５￣８０℃

防护等级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Ｐ６５

带有输出压力表。

外壳材料Ｈｏｕｓ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铝合金Ａｌｕｍｉｎｕｍ ａｌｌｏｙ

表面涂层Ｃｏａｔｉｎｇ

喷塑Ｅｐｏｘｙ ｒｅｓ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ｐａｉｎｔ

配不同弹簧范围的调节阀，只要改变气源压力就能配套使用。

重量Ａｐｐｒｏｘ． ｗｅｉｇｈｔ

２．３ＫＧ～３ＫＧ

可实现正作用定位器和反作用定位器。

体积小巧，结构先进，调零调范围方便、可靠。

五．外形尺寸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ｍ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ｒ ＥＰ ｔｙｐｅ ｉ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ｎｅｕｍａｔｉｃ １０～１００ｍｍ ｌｉｎｅａｒ ｏｒ ０～９０ ｒｏｔａｒｙ ｖａｌｖｅ 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ｎｏｒｍ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ｌｉｔ－ｒａｎｇ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ｌｏｗ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ｉ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ｖｅｒｙ 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ｔｏ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ｌｏｗ－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ａ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ｇａｕｇｅ （ｓｃａｌｅ ０ ｔｏ ６ ｂａｒ ａｎｄ ０ ｔｏ ９０ ｐｓｉ） ｔｏ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角行程

01 ｗｗｗ．ｃｓｃｙｙｂ．ｃｏｍ

02 ｗｗｗ．ｃｓｃｙｙｂ．ｃｏｍ

直行程

Electro Pneumatic Positioner

Electro Pneumatic Positioner

二． 特点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ｌｉｔ ｒａｎｇｅ ｉ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ｂｙ ｓｐａｎ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ｚｅｒｏ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ｄｊｕｓｔａｂｌｅ ｒａｎｇｅ： ４～１２， １２～２０ ｍＡ ＤＣ．

电气阀门定位器

电气阀门定位器

本系列产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优化设计。产品制造工艺精致，防爆结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ｐｒｏｏｆ ｔｙｐｅ

直行程 执行机构用标准型Ｌｉｎｅａｒ ：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ｌｅｖｅｒ

１

③反馈方式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ｓｔｙｌｅ

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 ｐｒｏｏｆ ｔｙｐ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