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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QJ^smPMOJMNMM=ES版 F

psmPMMM=^äéÜ~éäìë
使用 e^oq通信协议的智能阀门定位器

^smPMO型

=

psmPMMM=^äéÜ~éäìë=^smPMO 型是一种电－气动智能阀

门定位器。
psmPMMM=^äéÜ~éäìë 接收来自控制设备的 a` 电流信号

并控制气动阀门。除了基本功能以外， psmPMMM
^äéÜ~éäìë 还具有通信功能、自动设定程序以及自诊断

功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和效率。
使用 e^oq 通信装置可执行校准、设定和自诊断。

使用方便
• 自动设定

自动设定功能是一种全自动配置程序，可指定执行机
构和调整阀门的零点和量程。=您可使用外部开关方便

地打开该程序，因此即使在危险地区也可迅速安全地
执行阀门调整。

阀门诊断（软件版本 PK^或更新）

通过e^oq通信装置或调节阀维护支持系统“s~äëí~ÑÑ”
可对下列参数进行监控。
• 咬卡

• 总行程

• 开度直方图

• 周期计数

• 关闭计数

• 最大开度速度

高可靠性
• 阀座密封

如果输入信号低于之前设定的水平，阀座紧密密封功
能将完全关闭阀门。=这样就增强了阀门的完全关闭能

力。
• 自诊断

用户使用自诊断功能可随时检查定位器的状态并在发
生故障时发出警报。

单一型号适用于多种规格
您可在不更换任何部件的情况下更改 psm=^äéÜ~éäìë的
设定。=对单个型号进行设定修改即可适合各型号规格

的调节阀。
• 输入范围：可设定为任何量程值以进行分程。

• 流量特性：线性、等百分比、快开或自定义用户特性

• 执行机构类型：双作用或单作用型执行机构 （需要

选购的双作用放大器）

概　　述

特　　点

e^oq通信

可使用 PTR 型 e^oq 通信装置进行校准、设定和自诊

断。

中国=oçep
本仪表用于石油和燃气、石化、化工、纸浆和造纸、食

品和饮料、机械、钢铁 L金属和采矿以及汽车行业，因

此不属于中国=oçep=法律管制范围。=

如果本仪表在半导体制造设备中使用，要求在本仪表

上加贴=`Üáå~=oçep （中国=oçep）标签并提供相关文

件。

如果需要上述文件，请联系阿自倍尔代表。

S 版：OMNQ 年 N 月

参考英文：ppOJ^smPMOJMNMMJNO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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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的执行机构
• 单作用和双作用型执行机构

• 直行程和角型行程执行机构

认　　证

qffp隔爆认证

bñ=Ç=ff`=qS=认证=kçKq`NSPUU
hlpe^=隔爆认证
bñ=Ç=ff`=qS

cj防爆认证

防　　爆：f级， N类， ^、 _、 `、 a组

粉尘防爆：ff 级， N类， b、 c、 d 组

适　　用：fff 级， N类

隔　　爆：f级，N区，^bñ=Ç=ff`=qS 在环境温度 Y=UMø`
安装时需要遵循国家电子委员会的规定。

cj本安认证

本　　安：f、ff、fff级，N 类，=^、_、`、a、b、c=、
d， qQ组

本　　安：f 级， M区， ^bñ=á~=ff`=qQ
阻　燃　性：f 级， O类， ^I=_I=`I=aI=qR 组

适　　用：ff、 fff 级， O类，=c、 d， qQ 组

安全栅栏须使用 cj 认可的类型，并须符合下列条

件。
输入信号线路： NOKMO=Y sã~ñ=YPM=sI
fã~ñ=Z=NMMã^I=mã~ñ=Z=NtI=`á=Z=M\cI=
iá=Z=MKOO=ãe

安装时需要遵循国家电子委员会的规定。

`p^防爆认证

防　　爆：f 级， N类， _I=` 和 a 组

隔　　爆：f 级， N区， bñ=Ç=ff`I=qS
粉尘防爆：ff 级和 fff级， N 类， bI=c和 d 组 Qu 型，

认证号 NUUPROJNMOUMSSEioNNPTROJSF

fppÉmL^qbu隔爆认证

ff=O=d=bbñ=Ç=ff`=qS在 JOMø`=Y=q~ãÄ=Y=HTMø`
fb`=fmSS认证号=fppÉm=MO^qbuMRS

hbj^L^qbu本安认证
ff==N==d=bñ=á~=ff`=qQ=
ff==N==a=bñ=á~a==OM==fmSS===qNPRø`
认证号 hbj^=MM^qbuNNNN==u
fb`=fmSS
安全栅须使用 ^qbu 认可的类型，并须符合下列条

件。
输入电路 （端子 ±fk）
rá=Z=PM=sI=fá=Z=NMM=ã^（限定电阻），
má=Z=N=tI=`á=Z=OS=åcI=iá=Z=MKO=ãe

出于安全考虑，须将电路都接地。

kbmpf=隔爆认证

bñ=Ç=ff`=qS， kbmpf=粉尘防爆标准=afm=^OM=qS=fmSS
推荐使用符合 kbmpf=bñ=aff=`=qS的隔爆电缆压盖

kbmpf=本安认证
bñ==á~==ff`=qQJqS

安全栅必须使用 kbmpf 认证的类型，并须符合下列

条件：
输入电路 （端子±ffkF
ráZPMs， fáZVRã^，
máZMKSStI=`áZM\cI=iáZMKOãe
输出电路 （端子±flrqF
ráZPMs， fáZVRã^，
máZMKSStI=`áZM\cI=iáZMKOãe

kbmpf隔爆和本安标准的组合

当用作 kbmpf 隔爆时，其符合上述 kbmpf隔爆认证，

当用作 kbmpf 本安时，其符合上述 kbmpf本安认证，

控制信号输入
QJOM=ã^=a`（可设定为任何所需的量程值以进行

分程。）
最小驱动电流：PKURã^
最小可供定位器电压为 NOs

输入电阻
最大 SMM=Ω L=OM=ã^=a`

输出特性
• 线性、等百分比、快开

• 自定义用户特性 （NS 点）

阀杆行程范围
反馈杆角度±=Qø至± OMø

旁路操作
自动 L 手动外部开关 （仅限单作用型执行机构）

供气压力

NQM至 TMM=âm~（NKQ至 TKM=âÖÑLÅãOF

耗　气　量

在 NQM=âm~=ENKQ=âÖÑLÅãOF=下最大 Q= L分钟 EkF

在 OUM=âm~=EOKU=âÖÑLÅãOF下最大 R= L分钟 EkF=

在 RMM=âm~=ERKM=âÖÑLÅãOF下最大 S= L分钟 EkF

在 QMM=âm~=EQKM=âÖÑLÅãOF下最大 NM= L分钟 EkF
（对于双作用型执行机构）

最大耗气量

在 NQM=âm~=ENKQ=âÖÑLÅãOF下为 NNM= L分钟 EkF

在 QMM=âm~=EQKM=âÖÑLÅãOF下为 ORM= L分钟 EkF
（对于双作用型执行机构）

输出平衡压力
RR=±=RB（仅限双作用型执行机构）

避雷保护
电压冲击峰值：NO=âs
电流冲击峰值：NMMM^

抗震能力=：OdI=R至 QMM=eò
（在使用阿自倍尔e^执行机构的标准安装套件的情况下）

环境温度限制
普通型号为 JQMø` 至 UMø`
qffp隔爆 ： JOMø` 至 RRø`
hlpe^隔爆 ： JOMø` 至 RRø`
cj 隔爆 ： JQMø` 至 UMø`
cj 本安 ： JQMø` 至 UMø`

功能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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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pÉmL^qbu隔爆 ： JOMø` 至 TMø`
hbj^L^qbu 本安 ： JQMø` 至 SMø`
`p^ 防爆 ： JQMø` 至 UMø`
kbmpf 隔爆 ：====JQMø` 至 SMø`
kbmpf 本安

==bñ=á~=ff`=qS ： JQMø` 至 QMø`
==bñ=á~=ff`=qR ： JQMø` 至 SMø`
==bñ=á~=ff`=qQ ： JQMø` 至 UMø`

环境湿度范围
NMB 至 VMB=oe

符合 `b标准

电磁适应性
bkSNPOSJN：OMMS （`b 认证）

设定工具
`çããm~Ç=`kcNMM 型通信装置

PTR 型 e^oq 通信装置

（根据需要，请更新软件和设备说明文件。）
pc`NSM 或 pc`OSM===
（pc` 智能现场通信装置、软件版本 TKU或更高）

精　　度 GN

U=ã^=Y 输入信号范围 YNS=ã^时
±=NB=cKpK（用户自定义输出特性为±=OKRB）

Q=ã^=Y 输入信号范围 Y=U=ã^时
±=NKRB=cKpK=

注 F GNW 请参阅表 P。=因为精度视执行机构尺寸和开度的组
合而异。

密封等级
gfp=`MVOM 防水、 kbj^=Qu 型、 fb`ROV=fmSS

涂　　层=：丙烯烘漆

颜　　色=：深====蓝

材　　料=：铝合金

重　　量

单作用型
未配备过滤减压阀： OKR=âÖ
配备过滤减压阀： PKO=âÖ

双作用型
未配备过滤减压阀： OKU=âÖ
配备过滤减压阀： PKR=âÖ

空气连接口
oÅNLQ 或 NLQkmq 内螺纹

电气连接口
dNLO 或 NLOkmq 内螺纹

供气条件

颗　　粒
最大直径 P=\ã

油　　雾
小于 Nééã

露　　点
环境温度以下 NMø`

性能规格

物理规格

安　　装

典型安装

=^smPMO型的接线图

Commpad
CFN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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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e^oq 通信协议的模拟信号 （直流 QJOM=ã^）
注 F GNW 安装一个 qffp隔爆电缆压盖。

GOW 标准涂层与涂层规格 vNPU^ 相当。=防腐涂层与涂层规格 vNPU_相当。
GPW 由于非国际公制单位，因此不在国内销售。
GQW 仅当调节阀上安装的过滤减压阀的排水方向向下 E 向着地面 F时，选择 ^sm型（一体型）。
GRW 对于 gfp隔爆型号，该弯头必须放在附带的电缆压盖上。

设定 =============================以下所示为 psm的各个可设定参数的默认和选配设定。

NK=输入控制信号 Q至 OM=ã^自定义范围的最小量程＝ Qã^
OK=输出特性 线性、等百分比、快开或用户可定购

PK=阀门运行 正向（阀芯在阀座上面）设定反向（阀芯在阀座下面）运行或用户可定购。

型号选择

^smPMO ENF EOF EPF EQF ERF J ESF ETF EUF EVF J ENMF

（N）结　　构 连接口 空气管道连接口 电气连接口 安装螺纹 代码

防水 oÅNLQ dNLO jU u

防水 NLQkmq内螺纹 NLOkmq内螺纹 RLNSJNU m

防水 NLQkmq内螺纹 jOM=×NKR= jU n

qffp隔爆 GN oÅNLQ dNLO jU b

hlpe^隔爆 GN oÅNLQ dNLO jU p

cj 防爆和隔爆 NLQkmq内螺纹 NLOkmq内螺纹 RLNSJNU c

cj 本安 NLQkmq内螺纹 NLOkmq内螺纹 RLNSJNU j

`p^防爆 NLQkmq内螺纹 NLOkmq内螺纹 RLNSJNU ^

fppÉm=^qbu 隔爆 NLQkmq内螺纹 jOM=×NKR= jU `

hbj^L^qbu本安 NLQkmq内螺纹 jOM=×NKR jU i

kbmpf隔爆 NLQkmq内螺纹 NLOkmq内螺纹 RLNSJNU _

kbmpf隔爆 NLQkmq内螺纹 jOM=×NKR= jU k

kbmpf隔爆 H 本安防爆 NLQkmq内螺纹 NLOkmq内螺纹 RLNSJNU o

kbmpf隔爆 H 本安防爆 NLQkmq内螺纹 jOM=×NKR= jU t

（O）涂　　层 标准（丙烯烘漆） GO p

防腐（环氧树脂烘漆） GO _

银灰涂层 （丙烯烘漆） GO a

（P）定位器作用 正作用－气压随着控制信号的增大而增大 a

反作用－气压随着控制信号的增大而减小 o

供气范围 压力表刻度 最大调节设定

（Q）供气压力 NPMYmëYNRM=âm~=ôNKPYmëYNKR=âÖÑLÅãOõ OMM=âm~=ôO=âÖÑLÅãOõ QMM=âm~=ôO=âÖÑLÅãOõ N

NRMYmëYPMM=âm~=ôNKRYmëYPKM=âÖÑLÅãOõ QMM=âm~=ôO=âÖÑLÅãOõ QMM=âm~=ôO=âÖÑLÅãOõ O

PMMYmëYQMM=âm~=ôPKMYmëYQKM=âÖÑLÅãOõ SMM=âm~=ôO=âÖÑLÅãOõ QMM=âm~=ôO=âÖÑLÅãOõ P

QMMYmëYQRM=âm~=ôQKMYmëYQKRM=âÖÑLÅãOõ SMM=âm~=ôS=âÖÑLÅãOõ TMM=âm~=ôT=âÖÑLÅãOõ Q

QRMYmëYTMM=âm~=ôQKRYmëYTKM=âÖÑLÅãOõ NMMM=âm~=ôNM=âÖÑLÅãOõ TMM=âm~=ôT=âÖÑLÅãOõ R

（R）刻度单位

（压力表）

âm~ ^

âÖÑLÅãO====GP _

jm~ `
Ä~ê a
éëá=GP b

（S）过滤减压阀 不选 u

hwMP型过滤减压阀 （安装在定位器上） GQ N

hwMP型过滤减压阀 （带有独立安装的支架） O

（T）支架 L螺栓

的材料

不选 u
不锈钢 L不锈钢 a

（U）（V）执行机构

（支架用）

不选 uu

单作用型执行机构 请参见表 N

双作用型执行机构 请参见表 O

（NM）选购件

（可复选）

不选 u

防爆通用弯头=EprpPMQ=dNLOF=N件=GR ^

hwMP用不锈钢滤网 （过滤减压阀） h

滤网（排气口滤网） e

双作用型执行机构的双作用放大器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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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F GS 当未配备手动手柄或手动手柄安装在执行机构顶部
时，选择此项。

GT 对于双作用型执行机构，需要双作用放大器。
GU 对于旧型号的运动接头，请选择“vt”或“vg”。=（于

UP 年 Q月生产或在之前生产）
GV 如果阀门支架的侧面没有安装孔，请咨询销售代表。
GNO 在下列条件下，需要“=sj”型执行机构：N 主体选择

“=s`q”型， O使用的定位器为 ebm或 smb， P支架为
eh 型。如果需要其他规格，请联系您的销售代表。

GNR 对于 spm型 （ms` 主体）， ^sm需要附加的支架。
GNS 如果需要用于 sco 型=EcäçtáåÖF 阀门或蝶阀的支架，请

联系销售代表。

表 N==单作用型执行机构的安装支架

EUFEVF气动执行机构的安装支架 代码

mp^NI=mp^OI=mphN vp
mp^PI=mp^Q=L=s^N至 s^P于 UP年 Q月以后生产 GU vn

mp^PI=mp^Q用于在 NVVV年或 VV年以前生产的阀门 vv

mp^S=L=s^Q至 s^S 于 UP 年 Q月以后生产 GU vi
mp^T vU
e^N v^
e^OI=e^PI=eiOI=eiP vq
e^QI=eiQ vk
ehNI=sjN GNO vh
sjNO（用于 spm型） GNP v_
soN vs
soOI=soP vo
soPe vS
op^N vc
op^O vr
dlj=UPpI=dlj=UQpI=dlj=NMPp vd
dlj=NOQp vj
s^N=J=s^P（用于旧型号的运动接头）

于 UP年 Q月或之前生产=UMMJNI=UMMJP GV
vt

s^Q=J=s^R（用于旧型号的运动接头）

于 UP年 Q月或之前生产=UMMJQI=UMMJR GV
vg

本山生产的=OUMM 系列 OQMI=OUMI=PPMI=日本工装生产的 ^NMM
系列=OTMI=POM GS

q^

本山生产的=OUMM系列 QMMI=RMMpI=RMMiI=日本工装生产的^NMM
系列 QMMI=RMM GS

q_

本山生产的=OUMM系列 SRMpI=SRMi GS q`

本山生产的=OUMM系列=OQMI=OUMI=PPM（带有侧手柄） qa
本山生产的=OUMM系列 QMMI=RMMpI=RMMi （带有侧手柄） qb

本山生产的=OUMM系列 SRMpI=SRMi （带有侧手柄） qc
本山生产的=PUMM系列 （多弹簧型） kOQI=kOUI=kPPp qg

本山生产的= OVOO 系列= EdóêçäJfF= dKoKf= OUMeI= PPMeI= QMMepI
QMMeI=RMMe qi

本山生产的=PVVP系列=EdóêçäJffF=OVNNJNj=系列=OUMI=PPMI=QMM qd

日本工装生产的 RNMMi=系列 OQMI=OUM GS qm
日本工装生产的 ROMMi=系列 ONUI=OTMI=PRM GS qo
j~ëçåÉáä~å=PTI=PU系列 @VI=@NN GS j^
j~ëçåÉáä~å=PTI=PU系列 @NP GS j_
j~ëçåÉáä~å=PTI=PU系列 @NRI=@NU GS j`

j~ëçåÉáä~å=PTI=PU系列 @NRI=@NU（带有侧手柄） jc
j~ëçåÉáä~å生产的 PRMMO 系列 `~ãÑäÉñ=ff=@QNLOI=@S，
（阀门尺寸 N－ Q英寸）

jd

j~ëçåÉáä~å生产的PRMMO=`~ãÑäÉñ=ff=@T（阀门尺寸S－NO英寸） je
cáëÜÉê生产的 SRTI=SST 系列 QM c_

cáëÜÉê生产的 SRTI=SST 系列 QRIRM c`
cáëÜÉê生产的 SRTISST 系列 SM ca
北村阀门生产的 ^hMVpI=^hNOpI=^hNRp h^

北村阀门生产的 ^dMSp hd
北村阀门生产的 ^dMVp he

北村阀门生产的 ^dNPp hg
北村阀门生产的 ^tNPp hs
北村阀门生产的 ^tNTp ht

北村阀门生产的 ^tOMp hq
hfqw=_系列=_pJOI=_ptJO _O

hfqw=_系列=_pJPI=_ptJPI=eáë~â~=qpJS _P
hfqw=_系列=_pJQI=_ptJQ _Q
hfqw=_系列=_pJRI=_ptJR _R

hfqw=_系列=_pJSI=_ptJS _S
uçãçñ=EbiJlJj^qf`F=bORI=QMI=SRI=NMMI=OMMI=PRM o^
uçãçñ=EbiJlJj^qf`F=bSMMI=VRMI=NSMMI=mORMMI=mQMMM o_
eáë~â~=qpJN eN
eáë~â~=qpJO eO
eáë~â~=qpJP eP
eáë~â~=qpJQI=R eQ

EUFEVF气动执行机构的安装支架 代码

qçãçÉ阀门生产的 w系列 wJMSpI=MUpI=NNpI=NPp b^
qçãçÉ阀门生产的 qJã~íáÅ=PnJNI=OI=PI=Q bP

表 O==双作用型执行机构的安装支架

EUFEVF气动执行机构的安装支架 代码

smRI=S GT vN
smT GT vT
pilmRSMI=NMMMI=NMMMu GT=GNS vO
pilmNRMMI=NRMMu GT=GNS vP
a^mRSMI=NMMMI=NMMMu GT=GNS vQ
a^mNRMMI=NRMMu GT=GNS vR
北村阀门生产的 ^hMVI=^hNOI=^hNR GT h^

北村阀门生产的 ^dMS GT hd

北村阀门生产的 ^dMV GT he

北村阀门生产的 ^dNP GT hg

北村阀门生产的 ^tNP GT hs

北村阀门生产的 ^tNT GT ht

北村阀门生产的 ^tOM GT hq

hfqw=_=系列=_JO= GT _O

hfqw=_=系列=_JP= GT _P

hfqw=_=系列=_JQ= GT _Q

hfqw=_=系列=_JR= GT _R

hfqw=_=系列=_JS= GT _S
uçãçñ=EbiJlJj^qf`F=bORI=QMI=SRI=NMMI=OMMI=PRM GT o^
uçãçñ=EbiJlJj^qf`F=bSMMI=VRMI=NSMMI=mORMMI=mQMMM GT o_
qçãçÉ阀门生产的 w系列 wJMSI=MUI=NNI=NP GT b^

qçãçÉ阀门生产的 qJã~íáÅ=PfJNI=OI=PI=Q GT bP

qK=sK=阀门=^qQJUM GT sN

qK=sK=阀门=^qQJNMM GT sO

qK=sK=阀门=^qQJNOM GT sP

qK=sK=阀门=^qQJNRM GT sQ

qK=sK=阀门=^qQJNUM GT sR

表 P==标准开度范围和精度

执行机构 开度（ãã）
精度

xB=cKpKz

mp^NIO NQKPIOMIOR N

mp^PIQ OMIPU N

e^N SI=UI=NM P
NQKPI=OR N

e^O
NM P

NQKPI=ORI=PU N

e^P
NQKP P

ORI=PUI=RM N

e^Q
NQKP P

ORI=PUI=RMI=TR N
s^R ORI=PTKRI=RMI=TRI=NMM N
s^S

mp^SIT
NQKP P

ORI=PTKRI=RMITRINMM N
ehN
mphN

NM P
NV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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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QJ^smPMOJMNMM=ES版 F 阿自倍尔公司

=

不带过滤减压阀的单作用型执行机构 x单位：ããz

外形尺寸

延长杆 执行机构型号==== 代码

无

mp^NI=OI=mphN vp
e^N v^

e^OI=P vq
ehN vh

有

mp^PI=QIs^N至 P vn

mp^SIs^Q至 S vi
mp^T vU
e^Q vk
soN vs

soOI=P vo
端子连接图 dljUPpI=UQpI=NMPp vd

安装板参考图 端子螺钉尺寸jQ dljNOQp vj

类　　型 电气连接口
输出空气
连接口

安装螺纹

qffp==hlpe^隔爆 dNLO oÅNLQ jU

cj==kbmpf 和 `p^认证或防水型 NLOkmq NLQkmq RLNSJNUrk`

^qbu==kbmpf认证 jOMñNKR NLQkmq jU

图上的部件 GN GO GP

  三千控制阀网 
www.cv3000.com



 7 

阿自倍尔公司 ppQJ^smPMOJMNMM=ES版 F

带有过滤减压阀的单作用型执行机构 x单位：ããz

延长杆 执行机构型号==== 代码

无

mp^NI=OI=mphN vp
e^N v^

e^OI=P vq
ehN vh

有

mp^PI=QIs^N至 P vn

mp^SIs^Q至 S vi

mp^T vU
e^Q vk
soN vs

soOI=P vo
dljUPpI=UQpI=NMPp vd

dljNOQp vj

类　　型 电气连接口
输出空气
接口

安装螺纹

qffp=hlpe^ 隔爆 dNLO oÅNLQ jU

cj==kbmpf 和 `p^认证或防水型 NLOkmq NLQkmq RLNSJNUrk`

^qbu==kbmpf认证 jOM×NKR NLQkmq jU

图上的部件 GN GO GP

*

17
7

 2
10

*2

*1

* 30   

 S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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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QJ^smPMOJMNMM=ES版 F 阿自倍尔公司

带有双作用放大器的双作用型执行机构

不带过滤减压阀 x单位：ããz

带有双作用放大器的双作用型执行机构

带有过滤减压阀 x单位：ããz

===============

13
9

1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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