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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Section Page
此快速入门指南包括直行程控制阀门执行器系列
（CVL）。

型号：CVL 500 & CVL 1500

更多详细说明请参考Rotork PUB042-001-00。

建立在Rotork成功的创新技术上，CVQ提供了高精准度
高反应速度的自动化阀门控制，并不需要复杂且高成
本动力气源。随着日益增长对产品成本和生产效率的
重视，对过程变化的精确控制是至关重要的。

CVA系列产品的分辨率可以做到小于0.1%，并且有消除位置过冲
的能力，从而最大化了产品质量和生产能力。

CVL 系列执行器是独立并且为特定目的设计，适用于连续的远
程电控调节。

此系列执行器包括以下性能：

• 直流电无刷电动机

• 扇形减速齿轮

• 带有速度，行程，力矩设定的电机控制机构

• 双密封的电子逻辑控制和监测设备

• 危险区域认证符合国际和国内要求

所有的扭矩、位置设定，以及执行器组态设定都是由非侵入式
蓝牙设备，例如PDA(不附带)。

蓝牙™PDA软件可在www.rotork.com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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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

将执行器选择旋钮调至“STOP”(停止)

供电

在完成正确组装和电气连接后，便可向执行器供电。

注意：如果设备配有断电复位保护电容，红色或绿色的LED灯 
（取决于模式选择）将会一直闪烁，直至电容充满电。

在LED灯闪烁前，任何变动都不可执行。

 

建立蓝牙TM通讯

接下来需要建立通讯设置以完成剩下的安装步骤。 

确保您的PDA上蓝牙可用后，点击屏幕上的Enlight软件 图标，启
动程序。 

蓝牙通讯的最大范围10米。 

首先跳出的选项，选择连接执行器或者打开一个已保存的文档。

 

离线工作

如果在PDA中有组态文档，可以将其打开查看。

重新链接执行器

如果PDA与执行器曾经建立过连接，那么将会显示于列表中，而
不用搜索新设备。

搜索新执行器

PDA会搜索在直径范围10米内的CVA执行器。

退出

退出菜单。

图3.1

图3.2

图3.3

安装和设置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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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连接或发现执行器

搜索执行器

PDA可以搜索到蓝牙覆盖范围内的执行器。如果搜索到一
个以上执行器，那么将生成选择列表。

然后在列表中选择所需执行器。

执行器通过序列号生成其身份报告（铭牌所示）。也可以添
加MOV或者标签标识（详情见PDA菜单）。

如果在可用范围内有多个蓝牙设备，会延长搜索时间，在某
些情况下需要重复搜索。

登录

在链接正式建立之前，需要登录。

三种级别密码保护登录以限制更高级别的访问。

查看级别

只允许查看执行器设置。不可以做出任何修改。

密码：view

用户级别

允许查看及修改执行器设置。

包括行程限制和执行器本地控制。

默认密码：sulis

可以在“SETUP”(“设置”)中修改密码。

请不要丢失密码信息

Rotork工程师级别

只限用于Rotork工程师 。

登录

在“用户”级别中的下拉菜单中选择“User”（“用户”）。请
注意，“用户”是选项框中的默认显示。通过运用屏幕下方
的键盘输入密码，点击“OK”启动程序。如果连接成功，将
会显示您在在等待，同时检索执行器中的信息。

如果密码输入错误，会有提示框出现。执行器密码不可以
重设。请将出现的错误码记下，联系当地的Rotork代表处。 
行器的当前密码可能会需要验证及确认。

图4.2

图4.3

图4.1

安装和设置向导

图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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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设置菜单

菜单中有三个选项可供选择 。

联接校正

如果执行器和阀门没有完全联接，那么则需要进行此程序，以保
证正确组装，执行器联轴器和阀杆完全结合。

快速设置向导

通过菜单栏自动设置执行器限位。

请看第10页

手动设置

通过此菜单手动设置执行器行程。

更多详细说明请参考Rotork PUB042-003

此屏幕中可选择公制或者英制单位。执行器序列号、当前行程和
位置也会显示在屏幕上。

 警告

新执行器的默认设置是最小推力和伸展关闭。若执行器之前调
试设置过，请务必在联接校正或给执行器通电前检查这些设置
变化。 

 警告

在RUN(运行)模式前，执行器会对任何有效的远程控制命令作出
回应。

将执行器的选择转钮中调至“STOP”（“停止”），以避免不必要
的改动。

将执行器与阀门联接

选择‘ALIGN COUPLING’（“联接校正”）选项 。 
按照要求选择公制或者英制单位。

图5.2

图5.3

图5.1

安装和设置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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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推力限制

行程开关方向的最大推力可以通过从左到右拖动滑块来改变。

2. 设定执行器基础参数

MOV 标签

执行器配有TAG号码，便于现场辨认。

输出轴向设定

设置开或关方向延伸输出传动轴。

关阀/开阀 停止

扭矩 - 设置行程终端阀杆扭矩，阀门需要紧闭。

扭矩 - 设置行程终端阀杆扭矩，阀门需要紧闭。

选择“START”选项保存设置。

按照要求选择基础参数和扭矩限制设置。

3. 进行联接校正 

点击“START”(“开始”），进行执行器和阀门的链接。

 警告

在RUN(运行)模式前，执行器会对任何有效的远程控制命令作出
回应。 

如果没有提供外部模拟量信号，执行器将执行失信号下的故障
复位功能。如有必要，进入故障模式菜单下，选择“STAYPUT”
保位选项。

图6.3

图6.1

图6.2

图6.4

安装和设置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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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接校正

现在可以通过运用Enlight程序运行执行器。

移动阀位控制的滑块伸出或者缩回输出轴，以连接阀杆。粗调
可对执行器进行全行程控制。精细调节可对执行器输出轴进行
微小调节。

滑动调节阀位控制滑块可作出1%粗调或者0.1%的微调。

第一次进行位置控制调节时，将会有警告跳出提示执行器会进
入脱机状态，从而不会对远程控制命令作出响应。

 警告

执行器会移动到阀位控制滑块所指示的位置 。

选择OK

选择“OK”键，执行器脱机并移动到阀位控制滑块所指示的位置。

此时执行器不再受远程控制。

输出轴和阀杆的链接。

使用位置控制滑块移动输出轴直至全行程限制或者极近至阀门
阀杆处确保两杆之间没有错位。如果执行器输出轴达到其全位
置，则需要退回一点，确保推力座阀门可以紧闭。

 警告

执行器输出轴和阀杆的对齐是至关重要的。

注意：不准确的配准很可能会导致设备的磨损，甚至损坏执行
器推杆。

如果输出轴和阀杆没有正确配准，那么请根据需要调节拨叉或
者执行器。

图7.2

图7.1

图7.4

图7.3

安装和设置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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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合适的连接器连接输出轴和阀杆。

现在可以设置终端行程限制。

 
 

快速设置向导

如果阀门按照全行程调试设置，那么快速设置向导则是一个设
置终端行程限制的快速而有效的方法。

快速设置向导允许执行器通过测量输出推力找出终端行程。

如果阀门在开向不能接受推力，则使用固定限位功能。

选择快速设置向导

设置推力限制

两个方向默认自动设置的推力为40%的额定推力。如果在行程中
需要更大推力，可进行调节。

设置执行器基本参数

可对MOV标签进行编辑。用键盘对MOV标签作出修改。 

输出轴向 

选择延伸或者缩回输出轴配合阀门的关阀方向！

关阀/开阀 停阀

设置终端行程停止功能的推力和限制，以对应阀门特性。

推力

可以对执行器进行设置，让其在终端行程提供设置好的推力来
关闭阀门。

阀位限位

除了力矩设置外，还可以设置阀位限位来控制不需要受力关的阀
门，到达设定好的阀位限位时，电机会被制动。

点击“START”（“开始”）保存执行器设置并启动自动设置程序。

图8.1

图8.2

安装和设置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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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选择转钮到“RUN”(“运行”)位置

 警告

启动自动限位设置将会使阀门全行程运行。

 警告

要保证推力、输出轴向和终停位置的正确设置，否则将可能对
阀门造成损坏。如果阀门在开向不能接受推力，则使用固定限
位功能。

图9.2

图9.1

自动限位设置 将启动自动设定程序。

固定限位限制 允许执行器通过测量推力找到关阀限位，开阀的
限位可以设置在允许的范围内，具体位置可以通过文本框输入
设置。

注意: 在固定限位设置下确保限位执行器是设置的开阀限位。

安装和设置向导



CVL 系列 快速入门指南10

快速设置是全自动的，并且不需要任何用户输入

开始快速设置？

点击“START”(“开始”)启动快速设置程序。点击OK继续。其它任何菜
单功能在此程序结束之前都不能运行。

确定关阀限位

执行器会将其输出轴转至行程最大的关阀限位位置。 然后执行器将其输出轴移出行程最大关阀限位位置，然后重复
此过程以消除惯性影响，最后重新调节终端行程限制。

确定开阀限位

执行器会将其输出轴转至行程最大的开阀限位位置。

然后执行器将其输出轴移出行程最大开阀限位位置，然后重复
此过程以消除惯性影响，最后重新调节终端行程限制。

开位限制现在已经设置好，自动设置也已经完成

图10.5图10.4 图10.6

图10.1 图10.3图10.2

安装和设置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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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行程

在完成快速设置后，新的推力参数行程将会在屏幕上显示。

选择“CANCEL”结束快速设置，不会记录有新的扭矩。

 

执行器自动设置已经完成

自动设置现在已经完成，两端行程的位置限位也已经被确定及
设置。

PDA屏幕会跳转回行程设置菜单。

如果不需要进一步的设定那么根据操作需要将模式选择器调
至“STOP”(“停止”)或者“RUN”（“运行”）。

退出

退出菜单。

更多设置详情请参考出版物PUB042-004。

图11.4

图11.1 图11.3图11.2

安装和设置向导

选择“OK”记录新的推力数据。

此项功能会清除数据记录器的已有推力数据，执行器按照新的
数据开、关运行，并可用于将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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