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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aulics

流量控制阀的功率放大器
������技术参数

订货代号

技术参数

路线图

放大器
�个给定值线路

升�降�斜坡

�� ���

设计系列模块结构电子模块节流阀

设计特点

电子模块用于对比例节流阀进行控制。节流面积和其变化

过程可以通过指令信号和斜坡电位计进行确定。在模块上

的测量值（�）与节流面积或相应的流量�（����	）成比

例。

连接 ��针插头���	���
��

供电电压 滤波�������不滤波�����
�

指令值电压 �到������和��到�������

输入信号电压 �到������
功率消耗 ����

参考输出 �����������

最大的电磁铁输出电流 当�����指令时����

环境温度 �到����标准范围
斜坡时间 �����秒，可调的
屏蔽的电缆接口 电流接口�阀��������

指令值输入������

保险 �中等延迟���	�������������

通过
个可选择的给定值和从�至����可进行调节

的斜坡电位计使输出信号传给电磁铁。

从内部斜坡生成到外部斜坡预置的���转换开

����������关。

无损失的放大器�功率级带有恒流调节。

带记忆频率的高频发生器用于改善静态特性参数。

通过测量插座以及用于工作状态显示的发光二级管

进行诊断。

代号 ������������������阀 电磁铁

�� ������������
至�� �� ����

�� ������ ������
至�� �� ����

�� �����������
�至����� 
���

�� ������ �����
�至����� 
���

阀的规格

)(

A

B Y

接线举例

调出给定值的开关

开�关 外部的斜坡

斜坡
外部
内部

斜坡

测量插座

红色���

黄色��� 阀的型号
可选择

降��������可选择

升

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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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控制阀的功率放大器
������技术参数

尺寸图
�欧洲卡�

放大板接口
���向视图�

控制和诊断元件
���向视图�


�

重要提示�

当至比例阀的液压油被切断时，为
了避免过热，应断开至放大板 的
电源！
从放大板支架上拆下或插上放大板
之前，原则上必须断开至放大板的
电源！

只有无电位时才

� � � � �可以连接测量仪器。

���输入�预选，通道

�����输入�预选，通道�


��� �输入�指令值锁定，通道

�����输入�指令值锁定�，通道�

�
 输出������参考
�� 输入������供电

 输入�外部斜坡，可选


 输出�调节电磁铁

� 输入�预选，通道� ��

� 输入�预选，通道� ��

� 输入�指令值锁定，通道� �

� 输入�指令值锁定，通道� �

�� 基准电位����供电
�� 输入�斜坡关闭

� 输出�调节电磁铁

� 输入�外部斜坡，可选

��� 指令电位计 �� �

��� 绿色�����

指令值的通道激活
! �红色����"�#��

�功能显示�调节电磁铁
�（在这里$没有使用）

�� 黄色������

�校正供电电压
�� 用于测量的红色测量插座
� 用于测量的黑色测量插座
�� 绿色压板带有用于

����������测量的参考说明
�� 上升�斜坡电位计
�� 下降�斜坡电位计

外部���内部的斜坡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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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控制阀的功率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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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代号

技术参数

线路图

设计特点

电子模块用于对比例节流阀进行控制。节流面积和其变化

过程可以通过外部输入的指令信号进行确定。在模块上的

测量值（�）与节流面积或相应的流量�（����	）成比例。

连接 ��针插头���������	

供电电压 滤波
�������不滤波
������

指令值电压 �到������和��到�������

输入信号电压 �到������

功率消耗 �� ��

参考输出 �����������

最大的电磁铁输出电流 当�����指令时����

环境温度 �到	���标准范围
斜坡 没有
屏蔽的电缆接口 电流接口�阀
������

指令值输入
������

保险 ��中等延迟��������	���������

外部输入的正的指令信号转换并放大为调节电磁











铁的输出信号。

可用��
��或外部的控制程序对信号进行处理。

无损失的放大器功率级带有恒流调节。

带记忆频率的高频发生器用于改善静态特性参数。

通过测量插座以及用于工作状态显示的发光二级管











进行诊断。

给定值信号
放大器

�� ���

设计系列模块结构电子模块节流阀 阀的规格

代号 ������阀 电磁铁

�� ��������������至�� �� ����

�� ������ ��������至�� �� ����

�� ��������������至����� ����

�� ������ ��������至����� ����

)(

A

B Y

测量插座

红色��� 阀的型号
可选择

外部信号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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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控制阀的功率放大器
������技术参数

尺寸图
�欧洲卡�

放大板接口
���向视图�

控制和诊断元件
���向视图�

�
�

重要提示


当至比例阀的液压油被切断时，为
了避免过热，应断开至放大板的电
源！

从放大板支架上拆下或插上放大板
之前，原则上必须断开至放大板的
电源！

只有无电位时才

� � � � �可以连接测量仪器。

�� 输入�给定值�����������

�� 输出������参考

� 输入�������供电

�� 输出� 调节电磁铁

�� 基准电位����供电

�� 输出� 调节电磁铁

�� 基准电位����给定值

带有用于测量参
考说明的红色压板。

红色测量插座
红色����用于显示电磁块的调节功能

黑色测量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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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控制阀的功率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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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代号

技术参数

线路图

�� ���

设计系列模块结构电子模块节流阀 阀的规格

电子模块用于对比例流量阀进行控制。节流面积和其变化

过程可以通过外部输入的指令信号以及内部的极限和斜坡

电位计进行确定。在模块上的测量值（�）与节流面积或相

应的流量�（����	）成比例。

外部输入的正的指令信号转换并放大为调节电磁
　　　铁的输出信号。

可用
����或外部的控制程序对信号进行处理。

从内部斜坡生成到外部斜坡预置的����转换开　　
关。

用于对全部的指令范围与工作范围进行匹配的最
　　　小�最大�极限。

无损失的放大器�功率级带有恒流调节，它用于调节
　　　恒定的与温度无关的电磁力。

带记忆频率的高频发生器用于改善静态特性参数。

通过测量插座以及用于工作状态显示的发光二级管
　　　进行诊断。

连接 ��针插头���������	

供电电压 滤波
�������不滤波
������

指令值电压 �到������

输入信号电压 �到�����

功率消耗 ����

参考输出 �����������

最大的电磁铁输出电流 当�����指令值时����

环境温度 �到	���标准范围
斜坡时间 �����秒，可调的
屏蔽的电缆接口 电流接口�阀
������

给定值输入
������

保险 ��中等延迟��������	���������

放大器，可调节的
最小／最大－极限

升�降�斜坡

代号 �阀 电磁铁

�� �������������至�� �� ����

�� ������ �������至�� �� ����

�� �������������至����� ����

�� ������ �������至����� ����

设计特点

接线举例
信号输入

开�关 外部的斜坡

斜坡

外部
内部

斜坡

测量插座

红色���

黄色���

可选择
阀的型号

最大最小

升

降��������可选择

电位计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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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尺寸图
�欧洲卡�

放大板接口
���向视图�

控制和诊断元件
���向视图�

�
�

重要提示


当至比例阀的液压油被切断时，为
了避免过热，应断开至放大板的电
源！
从放大板支架上拆下或插上放大板
之前，原则上必须断开至放大板的
电源！

只有无电位时才

� � � � �可以连接测量仪器。

�� 输入�给定值������� ���

�� 输出������参考

� 输入�������供电

�� 输入�斜坡调节外部的

�� 输出�调节电磁铁

�� 基准电位����供电

�� 输入�斜坡关闭

�� 输出�调节电磁铁
�	 输入�外部斜坡，可选

�� 基准电位� ��给定值

� � �����用于匹配下限节流面积值的最小极限

�������用于匹配上限节流面积值的最大极限

�������（在这里 没有使用）

�������用于测量的红色测量插座

�������用于测量的黑色测量插座

�������红色���（�）：

���������功能显示�调节电磁铁

���������（在这里 没有使用）

����	��黄色���：

��������校正供电电压

������带有用于测量的参考说明的绿色压板

����!��上升�斜坡电位计

�������下降�斜坡电位计

外部���内部的斜坡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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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线路图

设计特点

�� ���

设计系列模块结构电子模块节流阀 阀的规格

)(

A

B Y

对比例流量阀进行高动态调节的电子模块。节流面积和其

变化过程可以通过外部输入的指令信号以及内部的极限和

斜坡电位计进行确定。在模块上的测量值（�）与节流面积

或相应的流量�（����	）成比例。

连接 ��针插头���������	

供电电压 滤波
����������波动性：最大���
�

指令值电压 �到�����

最大的电磁铁输出电流 当���给定值时，����

参考输出������������������������������������������������������������������������

电流消耗 最大���� �

环境温度 � � � � � � � � �到	�℃标准范围
斜坡时间 ��� �秒，可调的
屏蔽的电缆接口 �电流接口阀
������

给定值输入
������

保险 ��中等延迟��������	���������

外部输入的正的指令信号转换并放大为调节电磁












铁的输出信号。

从内部斜坡生成到外部斜坡预置的���转换开











关。

用于对全部的指令范围与工作范围进行匹配的最











小�最大�极限。

无损失的和特别快的放大器�功率级带有恒流调节。

带记忆频率的高频发生器用于改善静态特性参数。

通过测量插座以及用于工作状态显示的发光二级管











进行诊断。

高动态放大器，
可调节的

最小／最大�极限
升�降�斜坡

代号 ������������������阀 电磁铁

�� ��������������至�� �� ����

�� ������ ��������至�� �� ����

�� ��������������至����� ����

�� ������ ��������至����� ����

接线举例
信号输入

最小 最大

斜坡
外部

内部

斜坡

测量插座

红色���

黄色���

阀的型号
可选择

开�关

电位计

开

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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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控制阀的功率放大器
������技术参数

尺寸图
�欧洲卡�

放大板接口
���向视图�

控制和诊断元件
���向视图�

只有无电位时才

� � � � �可以连接测量仪器。

重要提示


当至比例阀的液压油被切断时，为
了避免过热，应断开至放大板的电
源！
从放大板支架上拆下或插上放大板
之前，原则上必须断开至放大板的
电源！

� � �����用于匹配下限节流面积值的最小极限

�������用于匹配上限节流面积值的最大极限

�������（在这里 没有使用）

�������用于测量的红色测量插座

�������用于测量的黑色测量插座

�������红色!��（�）：

���������功能显示�调节电磁铁

���������（在这里 没有使用）

����	��黄色!��：

��������校正供电电压

�������带有用于测量的参考说明的绿色压板

����"��上升�斜坡电位计

�������下降�斜坡电位计

# � 斜坡��

#�� 输入�$%��������

#�� 输出�$%�����参考
#�� 输出�������斜坡关闭

#�� ��输入�������供电
#�� � �输出�调节电磁铁
#�� � �输出�调节电磁铁

#�� 基准电位����设定值
#�� ��基准电位����供电

外部���内部的斜坡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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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代号

技术参数

路线图

设计特点

电子模块用于对比例节流阀进行控制。节流面积和其变化

过程可以通过外部输入的指令信号以及内部的极限电位计

进行确定。在模块上的测量值（�）与节流面积或相应的流

量�（����	）成比例。

连接 ��针插头���������	

供电电压 滤波
�������不滤波
������

指令值电压 �到������

功率消耗 ����

参考输出 �����������

最大的电磁铁输出电流 当�����指令值�����

环境温度 �到	���标准范围
斜坡时间 没有
屏蔽的电缆接口 电流接口�阀
������

给定值输入
�����

保险 ��中等延迟��������	���������

外部输入的正的指令
信号转换并放大为调节电磁

����������铁的输出信号。

可用�����或外部的控制程序对信号进行处理。

用于对全部的指令范围与工作范围进行匹配的最

����������小�最大
极限。

无损失的放大器
功率级带有恒流调节，它用于调节

�����������恒定的与温度无关的电磁力。

带记忆频率的高频发生器用于改善静态特性参数。

通过测量插座以及用于工作状态显示的发光二级管

����������进行诊断。

� � �给定值信号放大器，
最小／最大－极限

�� ���

设计系列模块结构电子模块节流阀 阀的规格

)(

A

B Y

代号 ���������������阀 电磁铁�

�� �������������至�� �� ����

�� ��������������至�� �� ����

�� �������������至����� ����

�� ��������������至����� ����

外部信号
输入

最小 最大

测量插座

阀的型号
可选择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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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尺寸图
�欧洲卡�

放大板接口
���向视图�

控制和诊断元件
���向视图�

�
�

只有无电位时才

� � �可以连接测量仪器

重要提示


当至比例阀的液压油被切断时，为
了避免过热，应断开至放大板的电
源！
从放大板支架上拆下或插上放大板
之前，原则上必须断开至放大板的
电源！

用于对下限节流面积进行匹配的最小极限

用于对上限节流面积进行匹配的最大极限

用于测量的红色测量插座
红色����� �!

�功能显示�调节电磁铁

�（"在这里不用）

用于测量的黑色测量插座

�� 输入�给定值�����������

�� 输出������参考

� 输入�������供电

�� 输出� 调节电磁铁

�� 基准电位����供电

�� 输出� 调节电磁铁

�� 基准电位� ��给定值

带有用于测量参考
说明的绿色压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