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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一般用户信息

为了有效 安全得 使用我产品， 请在安装和操作产品之前 完全 了解 本 手册 的使用。

☞ 智能定位器（以下简称“定位器”）必须在仔细阅读本手册后由受过训练的专家进行试运行，安装和维护

☞ 产品说明书必须提交给实际用户。

☞ SP740 系列本说明书根据软件和硬件升级，可以更改或修订，恕不另行通知

☞ 如果出现本说明书未说明的问题，请联系我公司。

1.2 安全注意事项

本说明书中包含了为了保障设备操作人员以及设备安全的注意事项

为了对风险的严重程度或紧急程度进行分类，分为“注意”，“警告”，“危险”三个级别。

☞ 错误地操作产品可能会降低安全性.  只有经过培训的技术员谁拥有的组装和机械操作本产品

的操作流程的知识和经验

☞ 未经许可的任何更改或修改均可以免除制造商的赔偿责任。

未经许可的任何更改或修改均可以免除制造商的赔偿责任。

☞ 确保安全之前，请不要安装调试或进行维修。

   1. 在维护或检查机械之前，请确保没有移动的物体受到保护，以防止其掉落或移动

   2. 在拆卸产品之前，请检查安全性，例如采取安全措施和切断相对电功率，并充分注意产品的注意事项

   3. 重新启动机器时，请确保已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 该产品的爆炸物是铝材料，因此，可能会发生 着火危险安装时，请避免摩擦和撞击。

☞ 请确保安装，以免影响外部水分和静电。

危险 如果不遵守，会造成严重伤害或死亡

注意

注意 如果不遵守，会导致产品或系统的损坏或降低产品控制性能

警告 .如果不遵守，会导致系统故障或造成轻伤或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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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防爆区域使用时基本安全事项--

为防止爆炸的危险，有必要根据基本安全准则安装产品，以便在危险区域和国家或地区防爆法规中操作

并在组织系统时准备适当的安全屏障。

☞ 必须遵守相应规定（国家安全规定）和建设运行技术的一般准则

☞ 必须要确认产品是否符合相应使用区域要求

☞ 确认定位器的参数范围和防爆等级范围是否符合现场要求。

☞ 必须要用符合规定的街头堵住不必要的电气接口

1.4 本质安全 (Exi) 维持条件

☞ 只能将具有“本安”保护类型的设备连接至本安电路

☞ 务必准守防爆认证书或技术数据中的电气数据规范

1.5 证书

    

IECEx (国际防爆证明)

防爆构造 : 本质安全等级(Intrinsic safety)

防爆等级 : Ex ia IIC T5/T6 Ga

证书 型号 : IECEx KTL 19.0042X

环境温度: T5 : -30℃ ~ +60℃

      T6 : -30℃ ~ +40℃

KCs (韩国防爆证明)

防爆构造 : 本质安全等级(Intrinsic safety)

防爆等级 : Ex ia IIC T5/T6

证书 型号 : 20-KA2BO-0479X

环境温度: T5 : -30℃ ~ +60℃

      T6 : -30℃ ~ +40℃

警告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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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简介

2.1 简介

智能定位器 SP740系列是 I/ P转换器类型的定位器，

通过将4到20mA的DC信号按比例转换为气动输出，可以操作执行器和阀门

2.2 特点

☞ 适用于各种控制阀系统

☞ 简单方便的操作

☞ 模块化类型，易于维护

☞ 外壳防护等级IP66

☞ 自诊断功能•

☞ HART通讯检查和处理数据

☞ 自动校准，即使是初学者也可以操作

2.3 选项功能

只需添加模块即可添加可选功能。

☞ 位置变送器（4〜20mA DC反馈信号）

☞ HART通讯

☞ 限位开关

☞ 本质安全防爆

产品已根据“ IEC60079-0：2011，IEC60079-11：2011”获得IECEx证书

IECEx计划的标准，以及本质安全防爆认证（可选）适用于爆炸区域0。

申请爆炸区域时，向产品供电的所有电源应通过一个障碍物进行连接. 

该障碍物会限制电气规格，使其高于上述规格

在上述2.8中，此外，应遵守相关手册进行安装和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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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说明

图2-1:  SP740 非防爆 标签 图2-2: SP740 本安防爆标签

图2-3:  SP740 欧洲防爆认证标签 图2-4: SP740 CCC 认证标签

Model No. 指示定位器的型号。

Intrinsic Safety /

Non-incendive
指示产品的本质安全等级。

Input Signal 指示输入信号的范围

2.4

标签项目 说明

Ui, Ii, Pi, Ci, Li
显示了连接本质安全电路所需的限流项目。请参阅相关证书以获取详细信

息

Serial No 指示唯一序列号。

Supply Air Press. 指示供给压力范围。

Enclosure 指示入口防护等级

Ambient Temp. 指示在防爆证明中有效的温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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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SP740 / 

 S : 单作用

 D : 双作用

L1 : 20 ~ 80 mm

L2 : 80 ~ 160 mm

R0 : 基本形

R1 : 叉杆 形

R2 : 那慕尔 形

0 : 无

1 : 位置发发送器(4~20mA DC)

1 : 失败 安全  (  Fail Safe)

* 失败 锁  (Fail Lock )

1 : 非防爆  形 (IP66)

2 : 本安形 (Ex ia Ⅱc T5/T6)

G : 空气 - PT1/4", 接口 - G(PF)1/2"

N : 空气 - NPT1/4", 接口 - NPT1/2"

0 : 无

1 : 2XSPDT

0 : 无

1 HART 通讯

产品代号

作用类型

连接

限位开关

HART 通讯

杆类型

    直行程 ( Linear)

   角行程 ( Rotary)

出力信号

锁 条件

防爆等级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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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产品规格

型号 SP740S SP740D

作用类型 单作用 双作用

移动类型 直行程 角行程 直行程 角行程

空气连接 PT 1/4, NPT 1/4

压力量规连接 PT 1/8, NPT 1/8

导线管入口 PF(G) 1/2(标准), NPT1/2(选项)

输入信号 4 ~ 20mA DC

最小电流信号 2.8mA(标准), 3.8mA (Hart 包含)

阻抗 最大 450Ω @ 20mA DC

防爆特性 级别 Ex ia ⅡC T6/T5 

外壳 IP66

环境温度 -30 ~ 80℃

行程 10~150 mm 0 ~ 90˚ 10~150 mm 0 ~ 90˚

供给压力 0.15~0.7 Mpa (1.5~7 bar)

重复性 ±0.3% F.S.

流量 70 LPM (Sup. =0.14 Mpa)

耗气量 1.8 LTM below (sup=0.14MPa)

线性度 ±0.5%  F.S.

滞后度 0.5%  F.S.

灵敏度 ±0.2%  F.S.

反馈信号（选件） 4~20mA (DC 12~28V)

材质 铝压铸

重量 1.8kg

LCD作動温度 -30 ~ 80℃ ( -22 ~ 176℉)

Cam 轮特性 Linear(L), Sqare(S), Sqare root(R), User Set (16 Point)

通讯（可选） HART通讯

涂料 环氧聚酯粉末涂料

颜色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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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动作原理-

图2-3  动作原理-

相隔较远，降低了喷嘴压力室的压力，最终产生, 压力室（14）的压力差。因此，线轴（31）

提动阀芯( A12），打开端口A； OUT1输出已连接当上气缸连接到排气管时，将其移至下圆筒（28），

活塞竿（30）。反馈杆（29）将运动传递到输出轴（5），操作小齿轮（23）和齿轮（24）旋转电位器(22），

电阻从该电位计反馈到控制PCB（3）。将该反馈值与输入值进行比较并据此进行计算,如果发现任何差异

则将变化的输入电流传,递到扭矩电动机（1）的卷材（6）以便在重复直到平衡之前正确定位。

如果输入电流较低 , 喷嘴挡板（9）会阻塞喷嘴（8），以使压力 在喷嘴压力室（15）上升时，线轴（31）

一旦控制PCB（3）接收到输入信号（4〜20mA），输入电流就会传递到线圈（6）扭矩发动机(1）的作用

在铁心（7）中产生磁力，力和极性与永磁体的不同之处在于移动了喷嘴挡板（9）从而使喷嘴（8）

根据差值推压提动阀芯B（13） 的压力，当OUT2输出连接到上圆筒（27）时打开端口B，圆筒（28）

连接到排气管 活塞竿（30）。同样，反馈杆（29）向输出轴（5）,工作小齿轮（23）和齿轮（24）,

旋转电位器（22) , 传递运动 最后传递电阻来控制PCB（3）

1 扭矩发动机 12 提动阀芯A 23 小齿轮

3 控制PCB 14 压力室 25 限位开关

2 先导阀 13 提动阀芯B 24 齿轮

5 输出轴 16 片控制 27 上圆筒

4 圆筒 15 喷嘴压力室 26 限位 轮

7 铁心 18 光圈 B 29 反馈杆

6 卷材 17 光圈 A 28 下圆筒

9 喷嘴挡板 20 光圈 D 31 线轴

8 喷嘴 19 光圈 C 30 活塞竿

11 显示 22 电位器

10 磁铁 21 压力调节器

Torque Motor

Pilot Valve

Control PCB

Cylinder

Output Shaft

Coil

Core

Nozzle Flapper

Magnet

Nozzle

입력전류

Diaphragm A

시트 조절기

Display

Poppet A

Poppet B

압력실

Diaphragm B

Diaphragm C

Diaphragm D

노즐 압력실

Potentiometer

Pinion

Gear

Limit S/W

상부 실린더

하부 실린더

Feedback Lever

Stem

Pressure Regulator

Limit Cam

Spool

배기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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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本质安全防爆等级

 

注 :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注意相关证书

Li

主电源 28V 93mA 651mW 3nF 35uH

本质安全防爆条例
IEC 60079-0:2011

IEC 60079-11:2011 

本质安全防爆条例等级 Ex ia ⅡC T5/T6 

屏障规格 Ui Ii Pi Ci

限位开关
28V 93mA 651mW 0nF 0uH

(干接点类型)

反馈信号电源 28V 93mA 651mW 3nF 35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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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结构体

图2-4 结构体

⑩ 게이지 블록

⑨ 베이스 바디

⑧ 빠이롯트 블럭

⑦ 빠이롯트

⑥ 포텐셔메타

⑤ 메인 샤프트

④ 토크 모터

③ 메인 PCB

② PCB 커버

① 베이스 커버

             SP740系列示意图 

①盖                                 ⑥电位计 

②PCB 盖                         ⑦先导 

③控制 PCB                    ⑧先导 阀 

 ④扭扭力发动机          ⑨基体 

⑤主轴                             ⑩量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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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外形尺寸

2.10.1 SP740 基本形

图2-5  SP740 基本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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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 SP740 杠杆形

图2-6  SP740 杠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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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 SP740 叉杆 形

图2-7: SP740 叉杆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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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4 SP740 那慕尔 形

图2-8: SP740 那慕尔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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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装

3.1  安装前注意事项-

☞ 将定位器的供气管路安装在过滤器调节器中，以防止杂质流入并保持适当的气压。

☞ 空气应无油，水分和杂质

☞ 要安装定位器，请确保阻塞输入信号和气压，以使其能够正常工作。

☞ 除非正确安装，否则可能会降低SP740的控制功能。

3.2  安装工具

☞ 六角扳手组

☞ （+）＆（－）螺丝刀

☞ 扳手

3.3 直行程定位器 安装

3.3.1 安装时注意事项

＊制造支架或将杠杆连接到执行器连接杆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除非在安装过程中遵守以下规定，否则线性性能可能会影响产品。

☞ 定位器的反馈杆在阀门行程的50%位置必须垂直于阀杆。

☞ 当阀门开度为50％时，阀杆连接销应位于反馈杆上标记的与阀门行程相对应的数字位置。

警告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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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标准反馈杆型 定位器 安装订购

① 反馈杆

② 垫片

③ 托架

④ 固定栓(M8)

⑤ 连接条

① 用随附的支架和螺栓组装。

② 将定位器支架与执行器轭架中的靴子相连。

    拧松螺栓，以方便修改位置。

③ 将空气过滤器调节器临时连接到执行器。   

    然后缓慢降低供气压力并达到阀门行程  总行程的 50％位置。

 

图3-1 : SP740 标准杠杆式定位器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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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SP740 杠杆形

 图3-3 : 在杠杆和杠杆弹簧之间正确插入连接杆

⑤ 检查定位器反馈杆是否位于阀门行程的50％处。

   除非将其水平，否则请通过移动支架或定位器将其水平调节

④将执行器夹具上的连接杆插入定位器杆的凹槽中，以便 张力线的位置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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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门行程为50％时垂直安装的杠杆

ⓐ 确保阀的全行程

ⓑ 在总行程值和反馈值的相等点处做对应的连接条。

行程 : 60mm

气门行程为60m/m时的连接杆位置

ⓒ 如果定位器杆和执行器连接杆不一致，请重新设置定位器支架并移动连接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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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角行程定位器安装

旋角行程定位器用于90°旋转阀。

有叉杆式和纳木尔式

 图3-4 : SP740 叉杆式  图3-5 : SP740 纳木尔式

3.4.1 安装角行支架

① 下支架（1个）

② 上支架（1个）

③ 上/下支架螺栓（M6）

图3-6 : 安装角行支架

④ 定位器栓(M6)

(梅花螺栓，S / W，P / W各4个）

 ( 扳手栓,S/W/P/W 每个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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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角行程定位器类型安装

① 用螺栓将上/下支架组件连接到执行器上。

    请注意，定位器制造商不提供用于固定执行器的螺栓。

② 

如图所示。

      确保叉形杆的安装角度与水平线成45度。

③  定位好拨叉杆后，将与拨叉杆下半部分组装在一起的螺母牢固地

     拧紧到执行器杆上.。

     此刻，叉杆上侧和上支架之间应相距19至25 mm。

④ 用螺栓将定位器固定在上支架上。

   首先松开所有四个螺栓。

纳木尔 形    确认定位器的安装条件后，完全拧紧四个螺栓。

   此时，将前叉杆下部的销钉插入前叉杆的孔中，以使其居中。

   拧紧螺栓时，请勿牢牢拧紧螺栓。

* 纳木尔式 安装非常简单，因为有 加工足够的长度和轴端

以便可以将其直接插入执行器杆销中。

在执行器的初始起点为0％的情况下,根据阀杆的旋转方向安装叉杆，

叉杆 形

执行器 

下/上支架 

顺时针 / 逆时针 

叉杆组装高度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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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连接 - 空气

4.1 空气条件·

☞ 确保将空气过滤器调节器安装在定位器的前面。

☞ 所供应的空气不应与油，湿气或杂质混合。

☞ 将空气过滤器调节器压力设置为比执行器压力或执行器弹簧压力高10％。

4.2 定位器和执行器的空气管道连接

4.2.1 单作用执行器

 单作用定位器应仅使用OUT1端口

因此，当使用单一类型的弹簧复位执行器时，

请确保将定位器的OUT1端口连接到执行器的气动端口。

图4-1 : 单作用直行程执行器 图4-2 : 单作用角行程执行器

4.2.2 双作用执行器

 双定位器同时使用OUT1和OUT2端口。

如果增加电流输入信号，则通过OUT1端口提供气源压力，因此请按规定设置管道。

图4-3: 双作用直行程执行器 图4-4 : 双作用角行程执行器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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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源 - 连接

5.1 安全

☞ 连接端子之前，请检查电源是否断开。

☞ 提供唯一描述电流和电压的信息

☞ 请勿将电缆安装在任何会产生噪音的设备附近，例如大容量变压器或电动机。

5.2 接线端子

图5-1: 接线端子说明

5.3 限位开关端子

图5-2: 限位开关端子

警告

1 input signal(+) 

2 input signal(-) 

3 ground 

4 feedback signal(+)

5 feedback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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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本质安全的 部品 端子连接

☞ 确保将本质安全装置的电路与高压电路分开。

☞ 使用IS栅栏，保持电气参数（U，I，P）低于防爆证书上指示的值。

☞ 在安装位置正确接地，并保持接地电阻与产品和屏障相等

图5-3: 本质安全的 部品 端子连接

图5-4: 本质安全防爆的限位开关电路 配置 （ 常闭型 ） 限位开关电路 配置 （ 常闭型 ）

5.5 接地

☞ 确保将本质安全装置的电路与一般电路分开。

☞ 定位器内部有一个接地端子，该接地端子装有M4圆头+螺栓。

端子应为O型，以避免拆卸，电阻应小于100Ω。

Standard P.C.B  Board or 
Standard P.C.B Board + Hart  

 + Limit Switch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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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调整

6.1 限位开关调整

图6-1 : 限位开关调整

要调整限位开关的操作位置，

请松开CAM固定螺钉之间的距离，并将其旋转到所需的位置并再次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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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件板

 通过组合可选设备和添加功能，可以轻松实现位置变送器（PTM）和HART通信。有以下四种类型。

图7-3 : 选件板PCB板的类型

 < 표준 기판 + 리밋스위치형 >

 < 표준 기판 + Hart 기판형 >  < 표준 기판 + 리밋스위치 + Hart 기판형 >

Hart 기판Hart 기판

 < 표준 기판 >

 < 표준 기판 + 리밋스위치형 >

 < 표준 기판 + Hart 기판형 >  < 표준 기판 + 리밋스위치 + Hart 기판형 >

Hart 기판Hart 기판

 < 표준 기판 >

(图7-1 : 标准PCB板) 
图7-2 (标准PCB板+限位开关类型) 

(标准PCB板+限位开关+ Hart PCB板类型) 

Hart PCB Hart PCB 

(标准PCB板+ Hart PCB板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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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自动校准和PCB操作

8.1 警告

8.2 按钮 说明

定位器具有四个（4）按钮。

<UP> & <DOWN> : 移至下一个菜单，然后调节。

<ENTER>            : 进入主菜单和子菜单并保存

<ESC>               : 返回上一菜单

8.3 运行 模式(RUN)

 一旦电流连接到定位器，将在10秒内在LCD上指示RUN PV模式。

 “ RUN PV”代表定位器的当前位置。

“ 50.0％”表示阀门开度为50％。

在“RUN”模式下，可以显示以下7种显示。

1. RUN PV (%) : 过程值 - 阀门行程 ％

2. RUN SV (%) : 设定值 – 输入信号0~100%

3. RUN SV (mA) : 设定值 – 输入信号4~20mA

4. RUN VEL : 速度 – 当前阀杆速度（数字）

5. RUN ERR : 故障-SV和PV之间的差异

6 RUN PV     当前位置电阻值

7 RUN MV : 操纵值 – 电机操纵值（数字）

警告

在执行自动校准之前，请使用旁通阀和执行器从整个系统中分离出来，以避免“自动校准”影响整个阀门工作过程。

몇초후

3초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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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自动校准模式 ( AUTO CAL )

* 初始设置后，进行ALL

8.4.1 自动 PV 校准(AUTO PV)

AUTO PV 只更改零点(0%)和终点 (100% ).

如果定位器的安装位置稍有改变，则必须执行。

   <ENTER>

      5秒钟

自动设置数十秒

→

8.4.2 

必须在适用于零点(0%)和终点 (100% ).的驱动单元中完全设置参数值。

   <ENTER>    <ENTER> 自动设置数十分钟

使用自动校准 (AUTO CAL)功能时，控制位置和功能调整可以自动设置。

根据要求，需要5-10分钟驱动尺寸，所需的时间可以增加或减少。
根据要求，需要5-10分钟驱动尺寸，所需的时间可以增加或减少。

零点 终点 P,I,D RA / DA BIAS V_O

AUTO PV ○ ○ X X X X

→

 自动 ALL 校准(AUTO ALL)

→ → →

○

:在不更改当前参数值的情况下，应执行AUTO CAL调用。

<ENTER> <ENTER>

→ →

AUTO ALL ○ ○ ○ ○ ○

3초간

몇초후

몇초후

3초간

3초간

몇초후

몇초후

3초간

몇초후

3초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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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手册模式(MANUAL)

手动模式 是 一种 用与在手持安装 定位器 和 阀们 时检查 是否存在机械 干扰和问题 的模式。

在提供 空气 和 命令信号（4-20mA DC）的同时按《UP》 和《DOWN》按钮 到 定位器。

确保 没有机械干扰。 按量此《 ESC》 返回RUN PV  模式 ， 定位器 将再次由 输入电流信号控制。

   <ENTER>

第二行中的数字表示目标位置，图中的MAN 300表示30.0％。

8.6 参数模式 (PARAMETER)

AUTO ALL可优化阀门执行器控制值。在某些情况下若未优化阀门执行器控制值，

可能出现振荡或摆 动。 通过调节参数值可以防止振荡或摆动。

8.6.1. 死区 (DEADZONE)

如果摩擦载荷增加并发生波动或振荡，则死区值的增加或减小可以使控制条件。

即）如果死区设置为0.5％，则忽略小于运动命令和定位器错误的0.5％。

※死区可能在0-20％的范围内 标准开裂值为0.3％.

→

 <ENTER 5秒

+UP 2回> →

<ENTER> <ENTER>

→ →

 <ENTER 5秒

+UP 1回> →

<UP> /

→ <DOWN>

→

   <ESC 2回>

→

<UP> / <DOWN> <ESC>

<ENTER> →

→

3초간

몇초후

3초간

몇초후

3초간

몇초후

3초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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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 KP_UP数值

 如果增加0→100％，则将操作速度调整到目标位置。

当由于执行器较小而导致速度过快或较高的负载摩擦力降低了上升速度时，将使用此功能。

8.6.3 KP_DOWN 数值

 如果降低100→0％，则会将操作速度调整到目标位置。

通常，由于执行器较小或当较高的负载摩擦力会使下降速度降低时，使用的速度过快。

8.7 手动模式 (HAND CAL)

 需要在执行AUTO CAL模式后修改自动设置位置和参数值时，必须执行Hand Call模式。

需要更改零点和终点的位置，可以使用。

 <ENTER 5秒

+UP 1回> →

<ENTER> <ENTER>

<UP> / <DOWN> →

<ESC 3 回>

<ESC 3 回>

→

→

 <ENTER 5秒

+UP 2回> →

<ENTER> <ENTER>

<UP> / <DOWN> →

몇초후

3초간

몇초후

3초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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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 SV NORM

定位器的SV值可以与实际的开度（行程）相同或相反。

即如果NORM输入4㎃= 0％开度（行程），如果RERM输入4㎃= 100％开度（行程）

8.7.2 DP NORM

定位器的PV值可以与实际的开度（行程）相同或相反。

即，对于NORM，如果当前头寸为0％REV，则转换为100％。

<ENTER>

8.7.3 FB NORM

FB NORM是反转定位器反馈值的原点和终点的模式。

即如果是NORM，则将开度（行程）0％=4㎃转换为开度（行程）0％=4㎃。

<ENTER>

<ENTER>

 <ENTER 5 秒

+UP 3 回> →

<ENTER> <ENTER>

<UP 1回>→ →

<UP>/<DOWN>

→ → →

<ESC 3 回>

→ →

<UP> / <DOWN> <ESC 3 回>

<ENTER> → →

<UP 2 回> <ENTER>

   <UP 3回>

→

<UP>/<DOWN>

→ <ENTER> →

<ESC 3 回>

→ →

몇초후

3초간몇초후

3초간

몇초후

3초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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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气门模式(VALVE)

阀门模式提供各种用于操作控制阀的实用功能

8.8.1作用调节(ACT DA / RA)

 如果利用自动校准 可以自动设置RA & DA。另外，用户也可以利用此功能更改RA & DA

定位器可以设置为正向作用(DA)或反向作用(RA)。

 

※请在空气不流通或50％的场所使用。执行器将反向运行。

8.8.2阀门 流量特性调节(CHAR LN)

根据现场要求，可设置阀门流量特性。

特性类型有4种 – 直

行程(LN)、用户设置(USR)、快速打开(QO)以及等

等百分比(EQ)

※例如，上述顺序表示从线性（LN）百分比 （ EQ）变为相等百分比。

<ENTER>

→ →

<UP>/<DOWN> <ESC>

<ENTER> →

→

<ENTER> <ENTER>

 <ENTER 5 秒

+UP 4 回> →

<ENTER>

<ESC>

→

<UP>/<DOWN>

→ → <ENTER>

→

몇초후

3초간

몇초후

3초간

3회

3초간

3회

3회

3초간

3회

3회

3초간

3회

3회

3초간

3회

3회

3초간

3회

3회

3초간

3회

3회

3초간

3회

3회

3초간

3회

몇초후

3초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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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3 用户定 义流量 特性(USER SET) .

用户可以创建和使用用户自己的流量特定曲线。总共可以定义10个点。

最初，将PO（4mA）设置为阀门行程0％，将P1（5mA）设置为6.25％，

P16（20mA）设置为100％，将P17（21mA）设置为106.25％作为默认值，但这些值可以不同％值。

用户可以将8个点全部更改或只更改一部分，然后按下<ESC>按钮退出菜单。

<1秒後>

※SET POINT 0和10不能更改。

8.8.4 Tight Shut Open (TSHT OP)

Tight Shut Open指示设置位置为％。

Tight Shut Open 值设置为标准100％。

Tight Shut Open基本设置为100％，如果设置的值较高，则位置为100％，

即）如果设置了95％值，则高于95％的每个命令都将移至100％位置。

<UP 2 回> <ENTER> <UP>/<DOWN>

<UP> <UP>

→ → →

<ESC>

→ → <ENTER>

→

→ →

<ESC>

→

→

<UP>/<DOWN>

<ENTER>

<ENTER> <ENTER> →

3회

3초간

3회

3회

3초간

3회

몇초후

3초간

몇초후

3초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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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5 Tight Shut Close (TSHT CL)

Tight Shut Close指示设置位置为％。

Tight Shut Close值设置为标准0％。

Tight Shut Close基本设置为0％，如果设置的值较低，则位置为0％，

即）如果设置了5％值，则下于5％的每个命令都将移至0％位置。

<ENTER> <ENTER>

→

<UP>/<DOWN>

→ → <ENTER>

→

<ESC>

3회

3초간

3회

몇초후

3초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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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查看模式 (VIEW)

 VIEW模式提供定位器的各种信息。

<DOWN>

<DOWN>

<DOWN>

說明

定位器型号

現在定位器版本

该产品的总使用时间。

请注意，连接到电源的一分钟或更短的使用时间不会计算为总使用时间。

第一行：“ 3.11”→3 h 11 m。

第二行：“ Oy od”→使用年和使用日。

使用自动校准后自动保存的值表示从阀门完全关闭到阀门

完全打开所花费的时间（秒）。

使用自动校准后自动保存的值表示从阀门完全打开到阀门

完全关闭所花费的时间（秒）。

发生故障或警告代码

请参考14.1或14.2。

現在温度（℃）

→

<DOWN> <DOWN>

→ →

<ENTER> <ENTER>

3 秒钟 → →

→ → →

<DOWN>

→

<DOWN> <DOWN>

3.12

FULL OP

2.97

FULL CL

ERROR

TEMP

→

表示

SP-740

SP-4MIS V1.1

4.18

0Y Od

몇초후

3초간

몇초후

3초간

3초간

3회

3초간

3회

3초간

3회

3초간

3회

3초간

3회

3초간

3회

3초간

3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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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错误和警告模式

 如果在使用过程中发生任何故障，用户可以在LCD显示屏上检查错误代码或在VIEW模式下查看警告码。

9.1 错误模式 ( ERROR )

当无法控制定位器或预期有任何不正确的操作时，将显示该信息。

 *故障代码将立即显示在LCD上，并使用ESC按钮释放错误后应采取措施。

 错误 例  错误 的 內容 和 原因

AIR CHK

ERROR_02

 指示定位器的角度小AD值：500以下）。

将定位器的角度重新安装到正常角度，

然后执行AUTO PV。

在这种情况下，自动校准将停止，

并且代码将显示在LCD上。

要释放，请使用ESC按钮并按照测量步骤操作。

措施

AIR CHK

ERROR_01

 指示即使在自动校准模式下

 检查是否向定位器提供了适当的压

力，并确保提供正常压力。

即使在阀门定位器的“全开”信号下

阀门也不移动时。

 在 错误情况下，自动校准将停止，

并且代码将显示在LCD上。

要释放,请使用ESC按钮并遵循相应的措施

AIR CHK

ERROR_04

 表示何时将PV设置为400或更高。 然后执行AUTO PV。

在这种情况下，自动校准将停止

并且代码将显示在LCD上。

要释放,请使用ESC按钮并按照

测量步骤操作。

AIR CHK

ERROR_03

 指示PV何时设置为100或更低。

在这种情况下，自动校准将停止，

并且代码将显示在LCD上。

要释放,请使用ESC按钮并按照 重新安装以将定位器操纵杆从

测量步骤操作。 50％保持在水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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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警告模式 ( WARNING )

当可以控制但可能会出现异常操作或精度可能降低时，将显示警告码。

▶通过孔口降低排气压力。

▶将当前执行器更换为较大的执行器。

▶再次尝试自动校准。

▶将调节器的供气压力重新设置为

   正常压力。

▶检查供气压力。

▶检查信号发生器并在可用范围内

   进行调整。

*在查看模式下检查故障。

警告代码及 警告说明和原因 措施

ERROR_05

▶表示全开/全关时间短于0.8秒。

▶表示执行器尺寸小的时候。

ERROR_06

▶表示SV和PV偏差为5％以上且持续3分

   钟以上时。

▶指示阀门摩擦力过大或输入压力过低时。

▶检查看模式故障 (View Mode)

ERROR_07

▶指示PV距死区的距离为1％或更多，

或者不移动并且状态持续一分钟或更

 长时间。

ERROR_08

▶指示SV信号为LOW / HIGH时

 LOW：300 M，HIGH：40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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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LCD操作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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