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连第三仪表联合制造公司二分厂 

一 用   途 

      DKJ-A型电动执行器(模块)品种,DKJ 一 AG型 DKJ 一 AK 型均为 DDZ 型电动单元

组合仪表的执行单元 它以电源为动力 接受统一的标准信号 0 一 10mA(DC) 4 一

20mA(DC) 并将此转变成相对应的角位移 自动地操纵风门 挡板 阀门 完成自动调

节任务 并广泛地应用于发电 冶金 石油 化工 轻工业等工业部门  

      使用 DKJ-A型电动执行器的自动调节系统 配用 DFD一 09型电动操作器 DKJ一

AG型配用 DFD一 0900型电动操作器 可实现调节系统手动 自动无扰动切换 配用

DFD一 07型电动操作器 DKJ一 AG型配用 DFD一 0700型电动操作器 除可实现调节系

统手动 自动无扰动切换外 还可实现自动调节系统的 中途限位  

DKJ-A型电动执行器包括伺服放大器和执行机构两大部分 它们的主要区别是 DKJ

一 AG型能接受 4一 20mA的标准信号 可作为 DDZ一 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的执行   DKJ

一 k型的全行程时间较快 可完成快速调节的任务 DKJ-A型电动执行器的用途及配套如

下图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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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技术性能 

1 输入信号 0一 10mA 4一 20mA DKJ一 AG型  

      2 输入通道 3个 

      3 输入阻抗 200 ;500 DKJ一 AG型  

      4 输出力矩 见上表 

      5 出轴每转时间 100土 20s DKJ一 K型 40s  

      6 出轴有效转角 90  

7 死区 300 A 480 A DKJ一 AG型         

8 阻尼特性 出轴振荡 三次 半周期 摆动 

      9 基本误差 土 1 5 上 2 5  

      10 来回变差 1 5  

      11 反应时间 1S 

      12 电源电压 220V 50Hz 

      13 使用环境温度 伺服放大器 0一 45  

                      执行机构-10一 55  

四 工作原理与结构说明 

DKJ-A型电动执行器是一个用二相交流伺服电动机为原动机的位置伺服机构 其系

统方块图如图一所示   

 
FC一 02伺服放大器;FC一 03伺服放大器;WF一位置发送器 DFD 电动操作器;  

                     SD一伺服电动机 J一减速器,ZJ一执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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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端无输入信号时 伺服放大器没有输出 输出轴稳在预选好的零位上 当输入

端有输入信号时 此输入信号与位置反馈信号在伺服放大器进行比较 比较后的偏差信

号经过放大器放大 使伺服放大器有足够的输出功率 以驱动伺服电机 使减速器输出

轴朝着减小这一偏差信号的方向转动 直到位置反馈信号和输入信号相等为止 此时输

出轴就稳定在与输入信号相对应的转角位置上  

    由于二相伺服电动机采用杠杆式制动结构 能保证在断电时迅速的制动 从而改善 

了系统的稳定性 并能限制执行器的惯性惰走 消除负载反馈力的影响  

               现将电动执行器各部分原理简述如下  

(一)伺服放大器电路原理简述  

伺服放大器由集成电路构成的隔离输入级 差动放大器 比较器信号断失保位电路

光电偶合隔离触发及可控硅交流开关等电路组成  

如图一 从调节器来的输入控制信号 Ii和从位置发送器来的反馈信号 If分别经隔离
输入级和差动放大后送往用于控制电机正 反转由比较器组成的控制电路 当 Ii 和 If

偏差信号超过灵敏限后 控制电路发出信号触发双向控硅 驱动执行机构的伺服电机正

反转 当偏差信号小于灵敏限时电机停止转动 使执行机构的输出轴稳定在与输入信号

Ii相对应的位置上实现了自动调节  

    当 Ii或 If任何一个信号因故障断失时 信号断失保位电路发出信号封锁交流可控硅

开关 电机停止转动使执行机构输出轴保持在信号失前瞬间的正常位置防止因上述信号

断失导致阀门 全开 或 全闭 事故发生 系统恢复正常时 电路自动转入运行状态  

二  执行机构 

执行机构部分由二相伺服电动机 减速器和位置发送器部分组成 其中 DKJ610
710执行器采用双电机机构 两个电机并联运行  
      1 二相伺服电动机 

      二相伺服电动机 系由一个冲槽矽钢片迭成的定子 鼠笼转子和杠杆式制动机构

组成 定子上均布着二组相隔 90 电角度的绕组 匝数线径相同 它们分别和伺服放大

器中的两组可控硅开关线路的串联 借分相电容 CD 使两个绕组获得 90 相位差的交流

电的旋转磁场 在其旋转磁场作用下 转子导体中就有电流产生 转子电流与旋转磁场

相互作用 转子导体上就有电磁力 电磁力产生的电磁转矩又使转子定向旋转 其旋转

方向取决于两组绕组的电压相位 由于本伺服电机的转子电阻较大 因而其机械特性较

软 这就保证了本执行器因系统事故而 卡住 时 电机不被 烧毁  

伺服电机后部装有杠杆式制动机构 能保证电机断电后迅速地制动 其结构是在

定子的一端装有两块对称的 带有杠杆的衔铁 3 电机通电时 定子磁场经过衔铁而

闭合 此时衔铁被吸合在定子内表面上 并通过杠杆 4 将制动盘 6 顶起 使制动

盘与制动轮 5 脱开 电机以额定转速旋转 断电时 定子磁场消失 制动盘在压缩弹

簧 9 作用下压入制动轮 因而使电机迅速制动 调整螺钉 7 用以调整衔铁和定子

内表面距离 以保证电机可靠的旋转和制动 后端盖上装有手柄 8 如将手柄拨到 手

动 位置 可使制动盘和制动轮脱开 可实现执行机构就地手动操作 如将手柄拨到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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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位置 可保证执行器在自动运行时可靠的启动与停止  

二相伺服电动机结构示意见图二 

 

     2.减 速 器   

      减速器是将高转速 小转矩的二相伺服电动机的输出功率转变成低转速 大转矩

的输出功率  

减速器采用一级平齿轮和行星机构混合的机械传动机构 减速器按其输出功率大

小可分为两种机型 其机械传动原理图及技术参数见图三 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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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星传动机构具有体积小,速比大 承载力大 效率高等特点 其基本部件是由

内齿轮 Z2 摆轮 Z1 偏心轴(3) 联轴器 2 四者组成的 K H一 V 行星结构

其基本原理是 在齿轮 Z4 或齿轮 Z3 带动下 由偏心轴使摆轮产生偏心运转 利用

内齿轮和摆轮的齿数差来达到减速转动的目的 摆轮齿数 Z1 比内齿轮的齿数 Z2 少

而周节 t相同 当偏心轴每转一转 内齿轮和摆轮的相对运动为 Z2一 Z1 个齿的距离

K H V行星机构的传动比 i一 Z1 Z2一 Z1 一般 250Nm以下 DKJ一 K为 100Nm以

T 只采用一个摆轮 单偏心机构 600Nm以上 DKJ一 K为 250Nm以上 用两个摆轮 双

偏心机构  

为把输出轴限制在 90 的转角范围内 以保证不损坏调节机构及有关连杆 因此在

机座上装有两块止挡 起机械限位作用 箱体上装有手动部件 用来进行就地手动操作

减速器的出轴后端装有盘簧和凸轮 凸轮借盘簧的压力和出轴一起转动 凸轮上有限位

槽 在箱体内限位销作用下限制凸轮的转角  

    3.位 置 发 送 器     

DKJ---A型电动执行机构系指模块化位置发送器取代传统分离式的位发器 模块化

位发器采用高精度运算放大器和先进新式传感元件导电塑料电位器等元器件 结构新颖

恒流特性 输出电流精度 可靠性 稳定性比传统分离式有很大提高 具有抗震 耐腐

蚀 防氧化 功耗小 故障少调试方便等优点  

三 主要规格性能技术指标 

1 型号规格性能 

DKJ-- 10A型 直滑式 有机械限位 终点电气限位     

DKJ-- 20A型 齿轮式 较 DKJ-- 10A型增加中途电气限位  

  DKJ-- 10A K / DKJ-- 20A K  执行机构每转一周时间为 40 5秒  

 定货时说明输出信号制 出厂时按 4-20 mA信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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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技术指标 
输出负载阻抗 : 

  0-10mA DC.1.2K  

4-20mA DC.700  

基本误差 2.5% 

电源电压 220V   50Hz AC  `` 

        使用环境温度 10 --+50  

中途上下限报警开关触点容量 220v .AC.3A 

四 接线和限位结构 

 

 

RW 导电电位器   SD 伺服电机 CD 分相电容器 

K1 K2 微动开关  AZ 十四芯插座 

图五.DKJ-210A 510A型接线图 

 

K3 K4 中途上下限开关   其余同上图 

图六.DKJ-220A 520A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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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位结构 参见图七电限位结构示意图  

 

注:DKJ- 10A型只有 K1 K2 

DKJ- 20A型有 K1 K2 K3 K4 

 五  调试方法 

出厂时执行机构 按图九 一 中输出轴顺时针旋转方向调试的 其接线与调整按

图八接线 图八中的 1 为量角器 2 为螺钉 3 为指针 按图八接好线路 进行

操作 操作时严防触摸电接点 以保人身安全  

 

 

图八 执行机构校验接线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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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位置信号调整  

先拔下电机插头 并把电机后罩端的手把拨到手动位置 令制动器松闸 接通电

源 即可按下列顺序对零位和满度进行调整  

A 直滑式:DKJ-- 10  型 0 10mA 位置信号调整  

1 零位电流调整  

把执行机构转到零位,将模块上的调零(0%)电位器左旋到最小 然后松开固定导电塑

料电位器的两个滚花螺母 用手缓慢转动电位器使位置电流为零 最后再把两个固定滚

花螺母拧紧 此时调整关位限位开关 使之正处于断开状态  

2 满度电流调整  

 把执行机构转到 90 调整模块上的调满度 10O 电位器 使位置电流为 10mA,

同时调整开位限位开关 使之正处于断开状态  

   B  直滑式:DKJ-- 10   型 4-20mA 位置电流调整  

1 零位电流调整                                                                 

把执行机构转到零位 调整模块调零 0 电位器左旋到最小 然后松开导电

塑料电位器的两个固定滚花螺母 用手缓慢转动电位器 使位置电流约为 1 2mA 然后

再调整调零 0% 电位器 使位置电流为 4mA 然后再调整零位限位开关 使之正处于断

开状态  

     2 满度电流调整  

把执行机构转 90 调整满度 100 电位器 使位置电流为 20mA 由于调零

和调满度相互影响 故两者应反复进行几次 直至满意为止 最后调整开位限位开关

使之正处于断开状态  

C  齿轮式  DKJ-- 20 图七  

1   执行机构打到手动 手摇输出轴到零位 按顺时针方向  

2  松开滚花螺母和联轴器上固定导电塑料电位器轴的螺钉 使导电塑料电位器可以轻

松调节  

3  给执行机构接通 220V50Hz电源 按图八合上电源开关 1K  

4  调节导电塑料电位器使位发器输出电流接近最低值 略大于最低值 用紧固螺钉将

导电塑料电位器轴杆固定在联器上 并通过模块上的调零电位器 0% 使位发器输出

0mA(4mA).DC  

5  用手摇 电动开关 k3 执行机构转 90 再调模块上电位器 100% 使位发器输出为

10 或 20 mA.DC.再让执行机构输出轴回到零位 反复调整几次直到信号达到要求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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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用电动使输出轴达到终点 100% 调节凸轮片使微动开关 k2 刚好工作 再让输出

轴回到始点 0% 调节凸轮片使微动开关 k1刚好动作 k2动作的凸轮片不准变位置

调好后将滚花螺母拧紧 防止凸轮片松动 执行机构输出轴再反复两次始点到终点

看 k2 k1开关动作位置是否合适 信号是否合适 达到要求为止 电气限位调好之后

才可调整机械限位 且相应的机械限位要在电气限位之后一点 使电气限位起作用

只有 DKJ 20A 型执行机构中的 k4 k3 微动开关根据需要调出中途上 下限位或报

警位置 且送出无源开关信号  

7   当现场要求执行机构输出转向与出厂时反向时 参看图九 可将导电电位器的 1

3 两点接线对调一下即可 调整方法基本与上述调整方法相同 不同的地方是调零

和调满度时 分别相对于阀门的关阀位置和全开位置 调整时也是按顺序先调零后调

满度 在调零和调满度之后 也必须分别重新调整零位和满位的限位开关 使之分别

正处于断开状态  

     如果执行机构作反作用使用 即信号从零位增到满度时 执行机构从开位转到关位

阀门从全开转到全关 时 把 14线插头中的 3号和 8号端子接线对调 模块 3与 5

接线对调 然后重新调零和满度以及相应的限位开关即可 注意此时的关位 开位

开关为原开位 关位 开关  DKJ 一 610A 型位置发送器也有终点电气限位机构 微

动开关切断电机回路 实现终端电气保护  

五 电动执行器检验与调整  

      电动执行器在出厂前皆已调整好 但为了保证正常运行必须在投入运行前作如下

检查和调整  

一  用 500v兆欧表检查各电部分的绝缘情况  

  

二  按照电动执行器的接线图进行核对 接线图见下图                       

伺服放大器和执行机构的端子接线如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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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根据控制盘选择配用 DFD 07 0700 及 DFD一 09 0900 型电动操作器  

    

三 位置电流反馈的调整 

先将电机插头拧下断电 并将电机后面 手把 搬到手动位置 接通放大器及执行

机构电源 摇动手轮使输出轴转到出厂时调整好的零位上 此时毫安表指示为零 再摇

动手轮使输出臂顺时针旋转 90 毫安表相应地变为 型 10毫安或 型 20毫安的满度

值 如果不到或超过满度值时 可打开位置发迭器罩盖 调整 100 电位器 使毫安表调

整到准确的满度值  

四 灵敏度调整: 

      按上述调整后 将电机接通 在无外接输入信号情况下接通电源后 此时执行器

的输出臂应向预先选定的零位转动 若与此相反则可以将位置反馈通道接线调换一下

输出臂应准确地停在零位上 如出现振荡情况 说明放大器灵敏度过高 可调整电位器

使系统稳定 但反馈量调的不可过大 以免放大器的灵敏度过低 只要振荡次数 三

个半 周期即可  

    五 输入端依次加输入信号的 10 直流电流 输出轴应相应转动 输入信号和输

出轴转角关系曲线应符合输入 输出特性曲线图  

 

 

 

 

 

 

 

 

 

 

 

 

六 电动执行器的安装使用 

    一 安装 伺服放大器应安装在环境温度为 0一 +50 相对湿度 10 70 无腐

蚀性气体的环境中  墙挂式垂直安装在金属骨架式立柱上  

二 执行器应安装在环境温度 10 55 相对湿度 95 及无腐蚀气体的地方

应考虑手动和维修方便 执行器应安装在混凝土或金属架的基座上 用底角螺钉紧固

不应有任何松动现象 减速器输出臂通过专用万向铰链 连杆与调节机构连接 安装时

必须调整好有接合处的间隙 执行器在出厂时未加润滑油 正式投入运行前 应根据使

用环境由用户加注适量润滑油 机油 在加入流质润滑油时将机座上的吊环螺钉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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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孔注入润滑油 注入要适量 由机座上的油窗视察 不得低于油窗下限  

执行器的外观与安装尺寸见下图及附表  

使用前注意检查现场电压是否与规定相符 按接线图检查所有接线是否正确和联接可靠  

 

DKJ-510以下执行机构电气安装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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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KJ-610,710执行机构电气安装接线图 

 
三 现场所需零位的调整  

      执行器出厂时输出轴的零始位置不一定和现场所需的起始零位相一致 这就需要

重新调整执行机构的零始位置 方法如下  

1  模块位发器 齿轮式 20  

1.1 作为远方控制执行器 不使用伺服放大器 时 将电机插头拧下断开电机接线

打开位置发送器罩盖 在位发模块的位置信号端于上串接上一只 0 20mA的直流电流表

然后接通执行器的电源 注意将电动机后面的手把搬到手动位置 摇动执行器上的手轮

使执行器输出轴转到所需要的机械零位置 此时再稍微松开固定导电塑料电位器的螺钉

注意不要松开带动电位器转动的 紧固电位器转轴的紧定螺钉 用手缓慢转动电位器

使毫安表为零毫安 型 或为 4 毫安  型 然后拧紧固定电位器的两个螺钉 摇

动手轮使执行器顺时针旋转 90 这时毫安表指示应为 10毫安或 20毫安的满度值 如

不是满度值请调整调 l00 满度电位器 使之为准确的满度值 此后恢复电机接线并把电

机后手把搬至自动位置 并且将触动微动开关的凸轮根据执行器限位角度需要紧固在转

轴的适当位置上  

     1.2 如果配置伺服放大器投自动使用时 执行机构的起始零位的调整更为方便

位置发送器的调整可按上述方法调整 也可用下面的简单方法调整 放大器执行机构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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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接好线通电 电动执行器就自动地停止在某一位置上 松开紧固导电塑料电位器的

螺钉 缓慢地转动导电塑料电位器 不可快速地转动 此时电动执行器的输出轴就会随

电位器的转动而转动 直到你所需的零位为止 此后将导电塑料电位紧固螺钉拧紧固定

再将凸轮根据限位角度范围紧固在转轴上  

      1.3 因为我厂执行器出厂时均按随输人信号增加 输出轴是顺时针方向转动 当

要求执行机构随输出信号增加而逆时针转动时 则需要变更执行器的接线 此时将执行

器插座上与电机相连的 8 9 10 和 3 4 5 对调相接 例如图十是执行器与放大器

相连的接线图则需将原来的 F9 10 到 Z3 4 5 改为 F 10 到 Z8 9 10 而 F1l

12 到 Z8(9 10)改为 F1l 12 到 Z3 4 5 并且相应的终端限位开关也应与断开电

机的方向一致 此外还要将导电塑料电位器上的 1 3焊接头对调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执

行器与放大器之间还有操作器或过度接线端于 只在按照上述原则相应更改接线就可以  

对于只做为远控使用的电动执行器正逆转动都可以 不存在上述变更连线的问题  

四 使用  

 该执行器能够完成自动 远控 远方控制 和就地操作三种动作 远控时通过 DFD

07型(0 10mA.DC)或 DFD 0700型 4 20mA.DC 操作器来实现 就地操作是在调

校 维修和事故时使用 可直接摇动手轮 手操时必须断电 并把电机后手把搬到手动

位置 决不允许在电动执衍器投入自动状态时手操以防手轮随电机转动伤手                     

    五 执行器请定期检查和维修  

定货须知及其他 

一 订货须知                 

    1 一台执行器一般都包括伺服放大器和执行机构二部分 若用户只订购伺服放大 

器或执行机构也可以 但订货时应注时 以免按成套供应造成积压   

    2 订货时请写明产品名称 型号 规格以及输入信号            

二 其  他      

    1  电动执行器应放在干燥 通风 无腐蚀性汽体的地方 而且环境温度和相对

湿度应符合技术要求                                        

    2 自发货时起十八个月内 仪表如有损失 若属厂方制造质量问题则由厂方负责 

免费保修 若属用户保管使用不当而造成则由用户负责  

企业宗旨 质量第一 信誉第一 服务第一  

新 雪 仪 表    控 制 世 界 
电话 0411 3325668 
销售 0411 3325259        
传真 0411 3325168 

       http://www.xinxue.com       E-mail: xylyx@mail.dlptt.l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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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执行器的故障及排除方法 
 

故障现象 原因分析 检查方法 排除方法 
相线与中线接反 用试电笔检查中线与相

线 

对调重新接好 

保险丝 目测 更换保险丝 

线路断开或各接点接

触不良 

目测和用万用表测量检

查各焊点是否脱焊或各

接点 插座等接触是否

良好 

对脱焊重新焊好 对

接触不良要重新接

好或更换不良零件 

电机绕组断路或短路 更换电机 

分相电容击穿或失效 更换电容 

 
 
 
 
 

执行机构 
不动作 

 

放大器前级故障 

 

 

用万用表测量 依次检查前级输出

直流电源及元器件

对损坏元件更换 

放大器前级不调零 用万用表量在无信号时

放大器前级输出 

断开输入信号和反

馈信号重新调零 

反馈两条线接反 用万用表检查反馈电流

方向 

更换接线 

 
 

接通电源后输出 
轴就朝一个方向 

转动 放大器输出两条线接

反 

用调接两条线方法 更换接线 

一个方向正常一

个方向输出无力 
 电机中线接错 

 

目测 更换接线 

电机分组电容容量降

低或软击穿 

用万用表测量电容 更换电容  
执行机构两个方

向输出无力 电机制动器故障 打开电机后罩检查 调整或更换制动器

零件 

 

放大器不调零 

 

用万用表检前级输出 

放大器在无任何外

信号情况下重新调

零 

死区过小  调放大器灵敏电位

器 

 
 

执行机构振荡 

电机制动器失效 打开电机后盖检查制动

轮和制动盘是否有间隙 

重新调整间隙和压

紧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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