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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K定位器设定

100%设定电位器

本地控制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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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控制电位器

死区设定电位器

配置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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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子排

电控板

FPI外壳

带螺钉、螺母及示意图

打开端子排盖板前，请切断电源。

CI2701
INTEGRAL+ 控制板设定

  

配置跳线

               
配置开关

     

过热保护开关触发LED

扭矩开关触发LED

次级线圈熔断器

初级线圈熔断器

执行器关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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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器开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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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简介 

利用INTEGRAL+控制板的配置面板，可针对各项具体应用分别对执行器进行设定。需要传送
的信息以及执行器的动作配置，均可通过微动开关和跳线进行设定。执行器在交货时可以是
标准配置，如在订货时有要求，也可选配其它功能。配置可在现场更改，而且相当简单。
跳线和开关设定可记录在第39页的表中。

 2  配置

只需改变开关和跳线位置即可轻松完成配置。

 

“基本/标准”配置（默认设置）：所有的开关及跳线均在位置A上。

              3  电源
 3.1  执行器电源

执行器电源可以是三相、单相或直流。

  跳线100（位于控制板底部）

电子控制板设有一个自动校相装置和一个缺相检测装置，因此在采用三相电源时，无论电
源接线方式如何，执行器都能按正确的方向旋转，缺相时执行器也能自动停止，同时监视
继电器动作。

采用单相或直流电源时，必须将跳线100移到位置M，以禁用自动校相和
缺相检测功能。

- 单相或直流电源。

图2
开关配置

图3
跳线配置

特殊配置

标准配置 BASIC
标准配置

SPECIFIC
特殊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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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输出电源

CI2701卡对外提供一个23V、1.2VA的直流电源，可为远程位置变送器和远程控制干接点供
电。该电源装置与其它电路是隔离的。

 4  执行器操作

 4.1  旋转方向

在标准配置中，执行器顺时针旋转阀门关闭。

  开关 7
将开关7移动到位置B，即可逆时针关阀。该开关将逆转：

 - 电机旋转方向
 - 行程限位开关
 - 扭矩开关

 4.2  关阀模式

在标准配置中，执行器将按照行程开关设定位置关闭。

  开关 1
将开关1移动到位置B，即可按照扭矩开关设定扭矩来关闭阀门（仅适用于配备有扭矩限位
开关的执行器）。当阀门关闭时，对应的关阀行程开关一定要先于扭矩开关动作。

- 扭矩关阀

此时行程开关除用于关阀指示外，还可鉴别出扭矩开关所引起的停转是由于中途故障造成
的，还是由于正常的关阀到位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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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从阀门关闭位置开阀时，屏蔽开阀方向扭矩开关

在标准配置中，开阀方向扭矩开关在整个执行器行程中始终都会起作用。

  开关 6
将开关6移动到位置B，即可在从阀门关闭位置开阀时，用关阀方向限位开关屏蔽掉开阀方
向扭矩开关。

-   在阀门关闭位置，由关阀方向
限位开关屏蔽掉开阀方向扭矩
开关

这种配置要求执行器配备机械保持式扭矩开关[SR型]并且关阀模式设置为扭矩关闭，这样
才可避免开阀方向扭矩开关在开阀动作开始时触发。

 4.4  延迟换向

在标准配置中，换向延迟时间为50ms。跳线25位于50ms位置。

  跳线 25
将跳线25移动到200ms位置，可获得200ms的换向延迟。

- 换向延迟200 ms

注意: 换向延迟是出厂设定的。通过延长换向延迟，可使用较大的单相

电机。

 5  远程控制

可通过外部电压源或者内部电压源，对配备有CI2701电子控制板的执行器进行远程控制。
该控制板的输入通过光隔离器实现完全隔离。
脉冲命令（带自保持）要求在客户端子板上连接4根引线：公共、停止、开阀和关阀。如
果不使用停止按钮，则不要连接“停止”线。此时在操作执行器时，就必须保持住开阀
（或关阀）接点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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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干接点控制

对于干接点控制，客户端子5-6必须短接。

4
5
6
7
8
9

10

4
5
6
7
8
9

10

脉冲远程命令（自保持）

停止

关阀
开阀

远程命令（无自保持）

关阀
开阀

 5.2  电压控制

可采用交流或直流电压进行远程控制。
对介于10到55V之间的较低电压，使用公共端子5。
对介于55到250V之间的较高电压，使用公共端子4。

关阀
开阀

4
5
6
7
8
9

10

4
5
6
7
8
9

10
要取消自保持，
则不要连接端子8

停止 停止

关阀
开阀

 5.3  单一干接点控制

可以采用单一外部干接点对执行器进行控制。
 - 接点闭合：打开阀门
 - 接点断开：关闭阀门

此时必须将执行器配置成开阀优先（参见5.4）。

可以实现相反的控制：
 - 接点闭合：关闭阀门
 - 接点断开：打开阀门

此时必须将执行器配置成关阀优先（参见5.4）。

警告：公共端子5上切勿连
接高于55V的电压。

4
5
6
7
8
9

10

4
5
6
7
8
9

10

通过闭合单接点来打开阀门 通过闭合单接点来关闭阀门

配置：开阀优先（将开关10
移动到位置B）

配置：关阀优先（将开
关9移动到位置B）开阀

关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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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开阀或关阀优先

在标准配置中，不存在开阀或关阀优先。开阀或关阀优先用于：
 -  在操作过程中不通过停止命令即可更改运动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设置开

阀或关阀优先。
 -  对某一位置予以优先：在执行器同时收到了开阀和关阀命令时，需要设置开阀或

关阀优先。
 - 通过单一干接点进行控制。

  开关 9 和 10
将开关9移动到位置B，即可实现关阀优先。
将开关10移动到位置B，即可实现开阀优先。

- 关阀优先

- 开阀优先

- 在操作过程中不通过“停止”
命令即可更改运动方向

优先命令将停止尚未完成的操作并立即进入活动状态。

 5.5   紧急控制（ESD）

ESD（紧急停机）远程紧急控制，优先于其它所有控制。
ESD既可以是开阀命令也可以是关阀命令，具体取决于阀门操作。为提高极端条件下执行
器的可用性，ESD还可超越电机的过热传感器。

注意：当本地/远程选择开关处于OFF（关闭）位置时，ESD不可用。

在标准配置中，ESD控制是通过闭合某个接点来实现的。（跳线27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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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线 27

将跳线27的位置移动到 ，即可通过打开某个接点
来实现ESD功能。

  跳线 28

将跳线28移动到OPEN（开阀）位置，ESD命令即变为开
阀命令。
在标准配置中，ESD控制不会超越电机的过热保护传感
器。 

  开关 8

将开关8移动到位置B，即可在进行ESD控制时，屏蔽掉电机的过热保护传感器。

- ESD控制的配置：跳线27和28

- 进行ESD控制时，屏蔽掉电机
的过热保护传感器。

 5.6    本地控制禁用

本地控制禁用是一个远程控制命令。该命令可冻结本地发出的开阀和关阀命令，同时启用
远程控制命令，即使本地/远程选择开关在本地位置时远程命令也依然有效。
在标准配置中，仍可从执行器本地实现本地停止和全局停止。

有关本地停止和全局停止的禁用事宜，参见6.3（开关4位于位置B）。

警告：在该配置中，如果
没有连接ESD输入，则执
行器在电源接通后很快就
会接收到一个ESD操作命
令。如果在启动阶段没有
ESD线，则建议在接通电源
前，首先在接线端子排上
短接一根跳线（代替ESD
线）。

注意：如果选配了定位器，则无法使用本地控制的命令禁用功能。“自动/开关控制”
功能将[自动]取代这一功能。

由接点控制 由电压控制（交流
或直流）

4
5
6
7
8
9

10
11
12

4
5
6
7
8
9

10
11
12

停止
关阀
开阀
本地控制禁用

停止
关阀
开阀
本地控制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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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本地控制

可以使用本次操作按钮来进行执行器的本地操作。利用本地选择开关可在远程控制和本地
控制之间进行选择。通过本地控制中的开阀和关阀按钮，可在要求方向上对执行器进行操
作。可随时转动本地/远程选择开关，来实现本地停止。

 6.1   自保持本地控制

在标准配置中，本地控制是自保持的。（一个脉冲就足以发送一个关阀或开阀命令）

  开关 5

将开关5移动到位置B，即可取
消自保持。（在操作过程中，必
须保持住开阀或关阀命令）

- 不带自保持的本地控制

 6.2   本地停止

在标准配置中，即使本地/远程选择开关位于远程位置，也能够从本地停止执行器。

  挂锁

要在选择开关位于远程位置时禁用本地停止功能，将挂锁插入本地/远程选择开关中即可。

注意：该禁用功能仅适用于选择开关被锁在远程位置的情况。

 6.3   全局停止

在标准配置中可进行执行器的全局停止。将“本地/远程”选择开关移动到OFF（关闭）位
置后，即无法进行本地或远程电动控制。

即使使用了“本地控制禁用”远程命令，全局停止功能也依然具有优先权。

  开关 4

将开关4移动到位置B，即可在
本地控制禁用时，令本地停止和
OFF（关闭）位置失效。

- 如果将本地控制禁用，本地停止
命令将失效

 6.4   本地/远程选择开关的挂锁

本地/远程选择开关可锁在OFF（关闭）、本地或远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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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指示

远程指示是通过以下5个继电器实现的：
 -  用于操作指示的四个“单接点”继电器。接点可为常开或常闭。
注意：无电压，继电器配备的始终是常开接点。
 - 一个用于故障监视的反向继电器。
注意：该监视继电器在正常情况下带电，在故障情况下掉电。

继电器信息（灰色：标准配置）：

 7.1   闪烁指示

在标准配置中：
 - 执行器正在电动运行
 - 执行器正在电动开阀
 - 执行器正在电动关阀
以上信息的指示是不闪烁的。

  开关 11

将开关11移动到位置B，即可对
上述三项信息进行闪烁指示。

闪烁指示
- 执行器正在运行
- 执行器正在开阀
- 执行器正在关阀

继电器序号 传输信息 跳线位置 客户端子

继电器 1 开阀方向限位开关动作 14 - LSO 13 - 14

开阀方向扭矩开关动作 14 - TSO

继电器 2 关阀方向限位开关动作 15 - LSC 15 - 16

关阀方向扭矩开关动作 15 - TSC

继电器 3 开阀方向限位开关动作 16 - LSO 17 - 18 

开阀方向扭矩开关动作 16 - TSO

本地/远程选择开关置于本地 17 - LOCAL(本地)

本地/远程选择开关置于远程 17 - REMOTE(远程)

执行器正在电动运行 18 - RUNNING(运行)

执行器正在电动开阀 18 - OPENING(正在开阀)

继电器 4 关阀方向限位开关动作 19 - LSC 19 - 20

关阀方向扭矩开关动作 19 - TSC

执行器收到紧急命令（ESD) 20 - ESD

执行器正在电动关阀 20 - CLOSING(正在关阀)

本地/远程选择开关置于本地 21 - LOCAL()

本地/远程选择开关置于远程 21 - RE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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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指示继电器 1

在标准配置中，继电器1指示开阀方向限位开关动作。跳线14位于位置LSO（开阀方向限
位开关）。
  跳线 14

将跳线14移动到TSO位置（开阀方向扭矩开关），即可令继电器1指示开阀方向扭矩
开关动作。在标准配置中，继电器1具有常开接点。跳线22位于位置  

  跳线 22

继电器1需要具有常闭接点时，将跳线22移动到位置 即可。

- 配置继电器1：跳线14和22

 

 7.3   指示继电器 2

在标准配置中，继电器2指示关阀方向限位开关动作。跳线15位于位置LSC（关阀方向限位开关）。

  跳线 15

将跳线15移动到TSC位置（关阀方向扭矩开关），即可令继电器2指示关阀方向扭矩开关动
作。

在标准配置中，继电器2具有常开接点。跳线23位于位置  

  跳线 23

继电器2需要具有常闭接点时，将跳线23移动到位置  即可。

- 配置继电器2：跳线15和23

 7.4   指示继电器 3

在标准配置中，继电器3指示开阀方向限位开关动作。跳线16位于位置LSO（开阀方向限位开关）。

  跳线 16, 17 和 18

注意：16、17和18这三个跳线座使用一根跳线。
 -  将跳线移动到跳线座16的TSO位置（开阀方向扭矩开关），即可令继电器3指示开

阀方向扭矩开关动作。
 -  将跳线移动到跳线座17的REMOTE（远程）位置，即可令继电器3指示本地/远程选

择开关处于远程位置。
 -  将跳线移动到跳线座17的LOCAL（本地）位置，即可令继电器3指示本地/远程选择

开关处于本地位置。
 -  将跳线移动到跳线座18的OPENING（正在开阀）位置，即可令继电器3指示执行器

正在进行开阀动作。
 -  将跳线移动到跳线座18的RUNNING（正在运行）位置，即可令继电器3指示执行器

正在运行。
 
在标准配置中，继电器3具有常开接点。跳线24位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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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线 24

继电器3需要具有常闭接点时，将跳线24移动到位置 即可。

- 配置继电器3：跳线16、17、18和24。
- 跳线座16、17和18只有一根跳线。

 7.5   指示继电器 4

在标准配置中，继电器4指示关阀方向限位开关动作。跳线19位于位置LSC（关阀方向限位开关）。

  跳线 19, 20 和 21

注意：19、20和21这三个跳线座使用一根跳线。

 -  将跳线移动到跳线座19的TSC位置（关阀方向扭矩开关），即可令继电器4指示
关阀方向扭矩开关动作。

 -  将跳线移动到跳线座20的CLOSING（正在关阀）位置，即可令继电器4指示执行
器正在关阀。

 -  将跳线移动到跳线座20的ESD（紧急停机）位置，即可令继电器4指示执行器收
到ESD命令。

 -  将跳线移动到跳线座21的REMOTE（远程）位置，即可令继电器4指示本地/远程
选择开关处于远程位置。

 -  将跳线移动到跳线座21的LOCAL（本地）位置，即可令继电器4指示本地/远程选
择开关处于本地位置。

在标准配置中，继电器4具有常开接点。跳线26位于位置  。

  跳线 26

继电器4需要具有常闭接点时，将跳线26移动到位置 即可。

- 配置继电器4：跳线19、20、21和26。
- 跳线座19、20和21只有一根跳线。

 7.6   故障监视继电器

故障监视继电器指示执行器故障或异常操作。
故障监视继电器在正常情况下带电，在故障情况下掉电。
继电器在以下事件中掉电：

 - 主电源、控制电压丢失和熔断器熔断
 - 电源失去一相（采用三相供电时）
 - 电机过热保护跳闸
 - 4-20mA输入信号丢失（选配有定位器）*
 - 本地/远程选择开关位于本地或OFF（关闭）位置**

*在不带定位器版本中，开关2无效。

**本地控制禁用时，选择开关处于本地位置时并不指示为故障，因为对于远程命令来说执
行  器依然有效。

用户可修改继电器的掉电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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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关 2

如将开关2移动到位置B，则在
4-20mA输入信号丢失时，不会
被指示为故障。（仅适于带定位
器的版本）

-  4-20mA输入信号的丢失不属于
故障。（仅适用于选配有定位
器的版本）

  开关 3

如将开关3移动到位置B，则在
本地/远程选择开关置于本地或
OFF（关闭）位置时，不会被指
示为故障。

-  本地/远程选择开关置于本地或
OFF（关闭）位置时不属于故
障。

  开关 12

如将开关12移动到位置B，则开
阀方向扭矩开关动作属于故障。

-  开阀方向扭矩开关动作属于故
障。

  开关 13

如将开关13移动到位置B，则关
阀方向扭矩开关动作属于故障。

-  关阀方向扭矩开关动作属于故
障。

注意：如果以扭矩关阀，则监控系统可以做出相应的检测，此时无故障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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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熔断器保护

更换：

 - 切断执行器电源。
 - 取下带本地控制按钮的盖。
 - 当心盖内的按钮电缆。
 - 松开熔断器支座盖，更换熔断器。

熔断器数据：

FU1：变压器初级线圈熔断器 6.3 x 32mm - 0.5A - 500V
FU2：变压器次级线圈熔断器 5 x 20mm -0.5A
FU3：变压器次级线圈熔断器 5 x 20mm - 0.05A

 9  选配定位器

可选配定位器板，并将其连接到CI2701控制板。利用定位器，执行器可到达一个与命令输
入信号成正比的位置。通过配置面板可实现以下操作：:
 - 发出本地定位命令
 - 配置执行器输入信号的类型
 - 配置执行器在输入信号丢失情况下的动作

 9.1   输入信号配置

标准输入信号是4-20 mA。

 9.1.1   以0-20 mA信号运行
  开关 4 和 8
将开关4和8移动到位置B，即可采用0-20mA信号运行。输出信号[位置指示]也是0-20 mA。

 9.1.2   以0-10 V信号运行

  开关4, 8, 9 和 10
将开关4、8、9和10移动到位置B，即可实现0-10V输入信号。输出信号为0-20 mA。.

 9.2   操作方向配置

标准配置是4 mA时阀门关闭，20 mA时阀门打开。

  开关 3

  电位器连接

将开关3移动到位置B，并将执行器的电位器连接从“POT STD”位置移动到“POT REV”
位置，即可在4 mA时打开阀门，20 mA时关闭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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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STAY PUT’ （故障安全位置）功能配置

在输入信号为4-20 mA时，可配置一个在输入信号丢失时的故障安全位置。

本功能在标准配置中有效，执行器可在输入信号丢失时停留在原位置。.

  开关 5, 6 和 8

将开关5移动到位置B后，即可在输入信号丢失时让执行器开阀。
将开关6移动到位置B后，即可在输入信号丢失时让执行器关阀。
将开关8移动到位置B，即可禁用“stay put”功能。

 9.4   死区调节

尽管在出厂时已经完成了死区调节，但用户还是可以通过“死区”电位器来调节死区。
要缩小死区，逆时针旋转该电位器即可。

 9.5   本地操作

可从本地模拟一个4-20 mA输入信号，以检查执行器的操作情况。本地/关闭/远程选择开
关必须置于远程位置。

- AUT：由外部信号操作
- 0%: 内部信号0%（标准配置中为4mA）
- MAN（手动）：内部信号可从0到100%进行调节
-100%: 内部信号100%（标准配置中为20mA）

将本地控制开关移动到位置0%、MAN（手动）或100%。旋转电位器“MAN（手动）”，
模拟一个4-20 mA输入信号。

操作方向配置

输入信号类型

开阀
 4mA  20mA
 0mA  20mA
 0v  10V

关阀
 4mA  20mA
 0mA  20mA
 0v  10V

 阀门动作 顺时针关阀 逆时针关阀 顺时针关阀 逆时针关阀

 配置 标配
CI2701控制板：

开关7位于位置B
电位器反向

GAMK板：
开关3位于位置B

电位器反向

CI2701控制板：
开关7位于位置B
GAMK板：
开关3位于位置B

警告：如果输入信号是0-20 mA或0-10 V，则“stay put”功能无法使用，必须禁用。
将开关8移动到位置B。

警告：死区缩小过多，会引起执行器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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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0%的调节

本地/关闭/远程选择开关必须置于远程位置。将本地控制开关移动到0%位置，使执行器接
收一个关阀命令（4mA）。

情况1：执行器开始关闭阀门，在达到关阀方向限位开关之前停止。
缓慢旋转执行器的电位器，使执行器达到关阀方向限位开关，LED指示灯点亮。反
方向缓慢旋转电位器，直到红色LED指示灯熄灭。

情况2：执行器开始关闭阀门，在达到关阀方向限位开关时停止，但指示关阀的LED灯依然点
亮。

缓慢旋转执行器的电位器，直到LED指示灯熄灭。

 9.7   100%的调节

本地/关闭/远程选择开关必须位于远程位置。将本地控制开关移动到100%位置，使执行器
接收一个开阀命令（20mA）。

情况1：执行器开始打开阀门，在达到开阀方向限位开关之前停止。
顺时针逐渐旋转电位器“ADJ 100%”（调节100%），使执行器达到开阀方向限
制开关。反方向缓慢旋转电位器，直到绿色LED指示灯熄灭为止。

情况2：执行器开始打开阀门，在达到开阀方向限位开关时停止，但绿色LED指示灯依然
点亮。

逆时针逐渐旋转电位器“ADJ 100%”（100%调节），直到绿色LED指示灯熄
灭。

 9.8   信号分段

电位器板可进行信号分段配置。
信号分段表示将输入信号分为4-12mA和12-20mA两段。而最终用户信号则为通常的4-20mA。
第一个执行器设定为接收4到12mA的信号，第二个执行器设定为接收12到20mA的信号。尽管每
个执行器都接收信号4-20mA信号，但第一个执行器从信号的0到50%即实现完全开阀，而第二
个执行器则从信号的50到100%才实现完全开阀。

  开关 1 和 2

将开关1移动到位置B，使执行器接收12-20mA的输入信号。
将开关2移动到位置B，使执行器接收4-12mA的输入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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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使用4-20MA 变送器进行操作

在标准配置中，执行器使用电位器来输出阀门位置。

  开关 7
将开关7移动到位置B，即可使用4-20mA变送器来代替执行器的电位器进行操作。CI2701
控制板可为TAM或FSG变送器供电。

 9.10   通过AUTO / ON-OFF CONTROL（自动/开关控制）实现远
程控制

有了定位器之后，既可采用4-20mA信号，也可采用开阀/关阀/停止命令来实现远程控制。
而通过客户端子板上的输入AUTO/ ON-OFF CONTROL（自动/开关控制），则可从一种控制
类型切换到另一种控制类型。
关于开阀和关阀命令的配置事宜，参见第5章《远程控制》。

注意： “自动/开关控制”和“本地控制禁用”这两种远程控制，在客户端子板上使用相
同的输入。采用定位器时，将自动把该输入分配给“自动/开关控制”功能。因此“本地控
制禁用”不能与定位器一同使用。

 10  本地指示（选配）

可选配本地指示，通过本地控制面板上的一个窗口，来显示执行器的状态。
 - 阀门打开指示灯
 - 阀门关闭指示灯
 - 执行器通电指示灯

 11  定时控制板（选配）

可通过附加的定时器控制模块来降低执行器速度，比如说可在动作太快时避免管道发生水
击。

该模块与执行器Integral+控制板的接口P202TEMPO相连。在给出电动命令后，将通过电
机启动器的“断开”和“接通”功能来确保定时动作。

“接通”操作的时间与“断开”时间均为可调：
“接通”时间：0.5秒到10秒。
“断开”时间：3秒到2分钟。

如此即可利用现场调节功能，将阀门行程的总操作时间调节到非常缓慢。
开阀和关阀方向的调节是相互独立的。

可以使用一个辅助限位开关，在该开关处于激活状态时，屏蔽掉定时控制。执行器通过该
装置即可在一部分阀门行程中以额定速度进行操作。限位开关的凸轮操作长度为阀门总行
程的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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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辅助限位开关打开。
2/辅助限位开关关闭。
3/缓慢开阀。
4/快速开阀。
5/快速关阀。
6/缓慢关阀。
7/停止时间的设定。
8/“接通”操作的设定。
9/“接通”操作的设定。
10/停止时间的设定。
11/连接辅助限位开关（如有）。
12/连接INTEGRAL+卡。

Open

Close Time

1  4
    5

 3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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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 原因 纠正措施

无动作 执行器电源 检查电源电压（三相电压中的端子1、2、
3或者单相电压中的端子0和1）。电压在
铭牌上规定。

存在本地控制禁用
命令。

检查执行器是否收到本地控制禁用命令。
将执行机构断电，从端子11上摘下本地控
制禁用线，对执行器进行功能检查。

存在紧急控制命令，导致
其它所有命令均被禁止。

检查执行器是否收到紧急命令。
将执行机构断电，从INTEGRAL+板上去掉
27号跳线，注意记录跳线位置，以确保恢
复原位时位置正确。跳线去除后，紧急停
机功能将被禁用，此时即可对执行器进行
功能检查。检查完毕后将跳线恢复原位。

熔断器熔断 检查熔断器，必要时更换。

电源类型配置 检查CI2701控制板上跳线100的位置。
三相：位置T 
单相或直流：位置M

电机过热保护装置
跳闸

CI2701控制板配置面板上的TH灯指示过
热保护装置发生过热保护跳闸。电机冷却
后，执行器将再次可用。

可 离 合 手 轮 保 持 啮 合
（仅适用于需手动复位
离合器的产品）

检查手轮是否处于脱开位置。

配置跳线设定错误或丢
失。

CI2701控制板上必须有11根跳线。
跳线座16-17-18上仅有一根跳线，跳线座
19-20-21上仅有一根跳线。

 12  INTEGRAL+的故障处理

怀疑设备功能不正常时，首先将本地/远程选择开关设定为Local（本地），然后执行本地
开阀/关阀控制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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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 原因 纠正措施

执行器可以本地模式
运行，而不能以远程
模式运行

本地/远程选择开关设定为
本地或OFF（关闭）

将本地/远程选择开关设定为远程。

接点控制：端子6和7之间
没有电压。

检查客户端子排上端子5和6之间是否有电
压。
检查INTEGRAL+控制板上的熔断器FU3。

电压控制：输入电压不当 检查电压控制模式的接线：
电压10到55 V：端子排5
电压55到250 V：端子排4

执行器可以远程模式
运行，而不能本地模
式运行

本地/远程选择开关设定为
远程或OFF （关闭）

将本地/远程选择开关设定为本地。

存在本地控制禁用命令 检查执行器是否收到本地控制禁用命令。
将执行机构断电，从端子11上摘下本地控
制禁用线，对执行器进行功能检查。

执行器未按正确的旋
转方向旋转

配置错误 检查旋转方向配置。
CI2701控制板的开关7：
位置A：顺时针关阀
位置B：逆时针关阀

电机重新接线（如更换
了电机）

更换电机时，必须观察接线标记。如有疑
问，请检查旋转方向。要让电机反转，将
行程开关室内电机端子排的接线1和2互换
即可。

达到关阀方向限位开
关时，执行器不停

执行器配置为以扭矩来
判定阀门关闭。

检查关阀配置（INTEGRAL+控制板的开关
1）。

关阀方向限位开关调整
错误。

调整关阀方向限位开关。阀门关闭时，关
阀方向限位开关必须动作（即使执行器设
定为以扭矩来判定阀门关闭）。

电机重新接线（如更换了
电机）后发生反转

更换电机时，必须观察接线标记。如有疑
问，请检查旋转方向。要让电机反转，将
行程开关室内电机端子排的接线1和2互换
即可。

达到开阀方向限位开
关时，执行器不停

开阀方向限位开关调整
错误。

调整开阀方向限位开关。阀门打开时，开
阀方向限位开关必须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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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 原因 纠正措施

达到开阀方向限位开
关时，执行器不停

电机重新接线（如更换了
电机）后发生反转

更换电机时，必须观察接线标记。如有疑
问，请检查旋转方向。要让电机反转，将
行程开关室内电机端子排的接线1和2互换
即可。

执行器没有信号 执行器没有供电 仅在执行器电源正常时才有指示。

扭矩开关动作错误 配置错误 检查相关指示继电器是否已经配置为扭矩限制器指
示。
“INTEGRAL+”控制板的跳线设置为：
TSO，开阀方向扭矩限位器
TSC，关阀方向扭矩限位器

扭矩限位器被手动
启动。

操作过程中，电子装置仅存储执行机构动
作时限制器数据。而且仅存储与旋转方向
相对应的扭矩限位器的数据。

扭矩限位器复位后，
扭矩开关指示不会返
回到初始条件。

扭矩限制器数据存储 扭矩限位器数据是采用电子方式存储的。
要清除扭矩限位器的存储器，必须发出反
向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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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 原因 纠正措施

无动作 执行器电源 检查电源电压（三相电压中的端子1、2、
3或者单相电压中的端子0和1）。电压在
铭牌上规定。

存在紧急控制命令，导
致其它所有命令均被禁
止。

检查执行器是否收到紧急控制命令。
将执行机构断电，从CI2701板上去掉27号
跳线，注意记录跳线位置，以确保恢复原
位时位置正确。跳线去除后，紧急停机功
能将被禁用，此时即可对执行器进行功能
检查。将跳线恢复原位。

熔断器熔断 检查CI2701控制板上的熔断器

电源类型配置 检查CI2701控制板上跳线100的位置。
三相：位置T
单相或直流：位置M

电机过热保护装置跳闸 CI2701控制板配置面板上的TH灯指示过
热保护装置发生过热保护跳闸。电机冷却
后，执行器将再次可用。

可离合手轮保持啮合
（仅适用于具备电子安
全接点的版本）

检查手轮是否处于脱开位置。

配置跳线设定错误或丢
失。

CI2701控制板上必须有11根跳线。
跳线座16-17-18上仅有一根跳线，跳线座
19-20-21上仅有一根跳线。

执行器可以本地开阀/
关阀控制模式运行，
而不能以定位器模式
运行

本地/远程选择开关设定为
本地或OFF（关闭）

将本地/远程选择开关设定为远程，以使
用定位器（即使定位器设定为手动）。

存在自动/开关控制指令，
并禁用了定位器

执行器是否收到自动/开关控制命令。
必要时切断远程控制（端子11）以进行确
认。

 13  定位器的故障处理

怀疑设备功能不正常时，首先将本地/远程选择开关设定为Local（本地），然后执行本地开
阀/关阀控制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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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 原因 纠正措施

执行器可以本地开阀/
关阀控制模式运行，
而不能以定位器模式
运行

GAM-K（定位器）和CI2701
控制板之间接触不良

检查定位器板与Integral板之间的连接。

执行器电位器
设置错误

将执行器的电位器旋转1/4转，并按调试说
明进行调节。

输入信号错误 检查定位器板上的输入信号配置：
4-20 mA信号：
 开关4、9和10设定为A
0-20 mA信号：
 开关4和8设定为B
 开关9和10设定为A
0-10 V信号：
 开关4、8、9和10设定为B

执行器可以本地模式
中 的 定 位 器 模 式 运
行，而不能以远程模
式运行

Auto - 0% - 100% 开关未设
定为Auto（自动）

检查定位器板Auto - 0% - 100% 开关的设定。

错误信号 串联一块毫安表，检查输入信号（端子
30）。

信号极性 检查端子30上的信号是否为正（+）
检查电位器接线。

执行器没有按输入信
号动作

电位器安反 对于以下情况，电位器应连接到“POT 
STD”：
·4 mA（或0 mA或0 V，取决于具体信号）= 
阀门关闭位置和顺时针方向关阀。
·4 mA（或0 mA或0 V，取决于具体信号）= 
阀门打开位置和逆时针方向关阀。
对于以下情况，电位器应连接到“POT 
REV”：
·4 mA（或0 mA或0 V，取决于具体信号）= 
阀门关闭位置和逆时针方向关阀。
·4 mA（或0 mA或0 V，取决于具体信号）= 
阀门打开位置和顺时针方向关阀。
检查信号配置。

信号反向或配置错误 定位器板上的开关3：
位置A：4 mA = 阀门关闭
位置B：4 mA = 阀门打开
检查旋转方向配置。

反向旋转 CI2701控制板的开关3：
位置A：顺时针方向关阀
位置B：逆时针方向开阀

执行器的电位器设置错误 将执行器的电位器旋转四分之一转，并根
据调试说明重新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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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 原因 纠正措施

执行器没有按输入信
号动作

电机重新接线（如更换
了电机）后发生反转

更换电机时，必须观察接线标记。如有疑
问，请检查旋转方向。要让电机反转，将
行程开关室内电机端子排的接线1和2互换
即可。

达到关阀方向限制开
关时，执行器不停

执行器配置为以扭矩来
判定阀门关闭。

检查关阀配置（CI2701控制板的开关1）。

关阀方向限位开关调整
错误。

调整关阀方向限位开关。阀门关闭时，关
阀方向限位开关必须启动（即使执行器设
定为以扭矩来判定阀门关闭）。

达到关阀方向限制开
关时，执行器不停

0%位置调整错误 调节执行器的电位器

电机重新接线（如更换
了电机）后发生反转

更换电机时，必须观察接线标记。如有疑
问，请检查旋转方向。要让电机反转，将
行程开关室内电机端子排的接线1和2互换
即可。

达到关阀方向限制开
关时，执行器不停

开阀方向限位开关调整
错误。

调整开阀方向限位开关。阀门打开时，开
阀方向限位开关必须启动。

100%位置调整错误 调节定位器板上的100%电位器。

电机重新接线（如更换
了电机）后发生反转

更换电机时，必须观察接线标记。如有疑
问，请检查旋转方向。要让电机反转，将
电机端子排的接线1和2互换即可。

执行器没有信号 执行器为OFF（关闭） 仅在执行器ON（打开）时才有指示。

扭矩限位器指示无效 配置错误 检查相关指示继电器是否已经配置为扭矩限
位器指示。CI2701控制板的跳线设置为：
TSO，开阀方向扭矩限制器
TSC，关阀方向扭矩限制器

负载限位器已手动启动。 操作过程中，电子装置仅存储限位器数据。
而且仅存储与旋转方向相对应的负荷限位器

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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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 原因 纠正措施

扭矩限位器复位后，扭
矩限位器指示不会返回
到初始读数。

扭矩限位器数据存储 扭矩限位器数据是采用电子方式存储的。
要清除扭矩限位器的存储器，必须发出反
向指令。

全正常的情况下发出
故障指示。

不存在输入控制信号。在标
准配置中，执行器指示故障
并保持在此位置。

在输入端上发送一个控制信号。

选择开关设定为Local（本
地）或OFF（关闭）位置。
标准配置中，执行器指示为
故障。

将选择开关设定为Remote（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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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用户设定

(*)圈上或加亮与系统设定对应的选项

INTEGRAL+ (CI2701)

跳
线

与
开

关

1 A B

2 A B

3 A B

4 A B

5 A B

6 A B

7 A B

8 A B

9 A B

10 A B

11 A B

12 A B

13 A B

14 LSO TSO

15 LSC TSC

16/17/18 LSO TSO Local 
本地

Remote 
远程

Running 
正在运行

Openning 
正在开阀

19/20/21 LSC TSC ESD Closing
正在关阀

Local
本地

Remote
远程

22

23

24

25 50 200

26

27

28 关阀 开阀

定位器 GAM-K

1 A B

2 A B

3 A B

4 A B

5 A B

6 A B

7 A B

8 A B

9 A B

10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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