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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与操作说明的注解

安装与操作说明书就如何安全地安装和操作设备给出说明，用于操作SAMSON的相关设
备。

 Î 为安全且恰当地使用安装与操作说明书，请认真阅读并将其留存备用。

 Î 如有任何疑问，欢迎致电SAMSON售后服务部门 (aftersalesservice@samson.de)。

设备的安装与操作说明将随货发送。请登陆网站www.samson.de > 
Product documentation获取文件的最新版本，您可在[Find:]区域内
输入文件号或型号查找文件。

 标志词释义 

如果未加以避免，可能会导致死亡或严重
伤害的危险情况。

如果未加以避免，可能会导致死亡或严重
伤害的危险情况。

设备损坏信息或出现故障

附加信息

建议操作

危险!

警告!

注释!

信息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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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说明和措施

1 安全说明和措施

预期用途

SAMSON 3271和3277型执行机构专门应用于单座直通阀上。与阀组合，执行机构用于
关断管道中的液体、气体和蒸汽流。依据不同类型，执行机构适用于节流或开/关使用。
执行机构能够用于流程和工业装置。

执行机构被设计成在确切定义的条件下工作（例如推力、行程）。因此，操作员必须在订
购阶段确保执行机构仅用于符合为执行机构制定标准的规范的应用。如果操作员准备在非
指定应用或条件下使用执行机构，请联系 SAMSON。

如果因为将该阀门用于预期用途以外的工况而造成损害，或者因为外力或任何其他外部因
素造成损坏，SAMSON 不承担任何责任。

 Î 有关限制和应用领域以及允许的用途的信息，请参考技术数据和铭牌。

合理可预见的误用。

执行机构不适合以下应用：

 − 超出选型时定义的规格以及技术数据限制之外的应用

 − 在超出安装于执行机构上的附件定义的极限的情况下使用

此外，以下动作不符合预期用途：

 − 使用非原装备件

 − 执行这些说明中未说明的保养和维修工作

操作人员的资质

执行机构必须由经过全面培训和有资格的人员遵照公认的行业准则和实践进行安装、启
动、保养和维修。根据这些安装和操作说明，经过培训的人员是指，受过专门培训、凭借
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及其对于适用标准的了解，能够判断分配给他们的工作并认识到潜在危
险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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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防护设备

我们建议在处理 3271 型和 3277 型气动执行机构时穿戴以下个人防护设备：

 − 在安装或拆卸执行机构时戴上防护手套

 Î 有关其他防护装备的详细信息，请与设备操作人员协商。

修改和其他改造

SAMSON 未授权允许对产品进行修改、改装或其他改造。进行这些工作的风险由用户自
行承担，并且可能导致安全危险等。此外，产品可能不再满足其预期使用要求。

安全设备

3271 型和 3277 型执行机构没有任何特殊的安全设备。

对于残余危险的警告

为了避免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装置操作人员必须要采取相应措施预防由于工艺介
质、工作压力、信号压力、移动部件在执行机构中所引起的危险。他们必须遵守安装和操
作说明中的所有危险声明、警告和注意事项，特别是在安装、启动和保养期间。

运营方责任

运营方负责正确操作以及遵守安全规定。运营方有义务向操作人员提供这些安装和操作说
明以及参考文档，并将正确的操作方法告诉他们。此外，运营方必须确保操作人员和第三
方人员不处在任何危险中。

操作人员职责

操作人员必须阅读并理解这些安装和操作说明以及参考的文档并遵守危险声明、警告及其
中规定的小心事项。此外，操作人员必须熟悉适用的健康、安全和事故预防规定并遵守它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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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的标准和规定

根据依照 EN 13463-1:2009 第 5.2 节执行的点火风险评估，非电执行机构自身没有点火
源，即使是在发生极少见的工作故障时也是如此。因此，它们不在指令 2014/34/EU 的
范围之内。

 Î 针对等电位绑定系统连接，请遵守 EN 60079-14（VDE 0165 第 1 节）第 6.4 节中
指定的要求。

参考文档

除了这些安装和操作说明之外，有以下文档适用：

 − 用于安装阀门的安装和操作说明

 − 用于安装的阀门附件的安装和操作说明（定位器、电磁阀等）

 − 用于安全仪表系统的安全手册 u SH 8310

 − u  AB 0100 用于工具、拧紧扭矩和润滑剂

1.1 关于可能发生的严重人身伤害的相关说明

危险!

执行机构中的爆裂风险。

执行机构为加压状态。不恰当地打开导致执行机构部件崩裂。

 Î 在执行机构上进行任何操作前，泄放掉所有相关装置部分和执行机构的压力。

https://www.samson.de/pdf_en/e8310sen.pdf
http://www.samson.de/pdf_en/e01000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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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关可能发生的人身伤害的说明

警告!

可动部件引发的压碎危险。

执行机构包含移动部件（执行机构推杆），如果将手插入执行机构，可能会弄伤手
部或手指。

 Î 在阀工作时，请勿将手或手指插入支架。

 Î 在执行机构上进行工作时，断开并锁定气源供应和控制信号。

存在执行机构排放时的人身伤害风险。

在阀门运行时，执行机构可能在闭环控制或阀门打开或闭合时排气。

 Î 在安装控制阀时，使执行机构不要在视平线排气。

 Î 使用适当的消音器和排放塞。

 Î 靠近控制阀操作时，请佩戴护眼装置。

由预压的弹簧引起的人身伤害风险。

带有预压载弹簧的执行机构处于预紧状态。它们可通过从执行机构底部突起的长螺
栓来识别。

 Î 在执行机构上开始任何工作之前，释放预压的弹簧的压缩状态（参见小节 9.3）。

与 REACH 规定相关的对于健康的损害。

如果 SAMSON 设备含有在 REACH 规定的候选列表中具有高关注度的物质，会在 
SAMSON 的交付说明上指明该情况。

 Î 有关受影响部件安全使用的信息，请参见 u http://www.samson.de/reach-en.
html。

http://www.samson.de/reach-en.html
http://www.samson.de/reach-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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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有关可能的财产损失的说明

注意!

不正确的附装吊索引起执行机构损坏的危险。

 Î 请勿将承载吊索附装在手轮或行程止点处。

存在由于拧紧扭矩过高或过低损坏执行机构的风险。

请遵守有关拧紧执行机构组件的规定扭矩。过大的拧紧扭矩会导致部件更易受到磨
损。没有足够上紧的部件可能会松动。

 Î 请遵照规定的拧紧扭矩 (u AB 0100)。

由于使用不合适的工具导致的执行机构损坏风险。

要在执行机构上进行工作，需要特定的工具。

 Î 只能使用 SAMSON 批准的工具 (u AB 0100)。

由于使用不当润滑剂导致的执行机构损坏风险。

要使用的润滑剂取决于执行机构材料。不合适的润滑剂可能侵蚀和损坏阀门表面。

 Î 只能使用 SAMSON 批准的润滑剂 (u AB 0100)。

http://www.samson.de/pdf_en/e01000en.pdf
http://www.samson.de/pdf_en/e01000en.pdf
http://www.samson.de/pdf_en/e01000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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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上的标记

2 设备上的标记

2.1 执行机构铭牌
铭牌粘贴在气动薄膜壳体上。它包括确定设备所需的详细信息：

2 配置 ID

3 序列号

4 执行机构面积

5 以 bar 为单位的弹簧范围

6 以 psi 为单位的弹簧范围

7 以 mm 为单位的工作行程

8 以 bar 为单位的工作行程

9 以 psi 为单位的工作行程

10 以 bar 为单位的允许的供应压力 pmax

11 以 psi 为单位的允许的供应压力 pmax

12 指示故障-安全操作的符号

执行机构推杆伸出 (FA)

执行机构推杆收回 (FE)

手动超弛

14 连接螺纹

15 膜片材料

16 制造日期

7

4

14

15 12 6
5

8
9

10 11

SAMSON 3271
Made in Germany

Var-ID
3

2 
Serial no.

16

图1: 3271 型执行机构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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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构和工作原理
SAMSON 3271 型和 3277 型执行机构具
有 240、350 和 700 cm² 的执行机构面
积，可安装至 240, 250, 280 和 290 系列
阀门（单座直通阀）。

3.1 3271型
执行机构主要由两个隔膜盒（A1、A2）、
带隔膜板 (A5) 的隔膜 (A4) 以及弹簧 
(A10) 组成（参见图2）。

信号压力 pst 形成力 F = pst · A 于隔膜表面 
A，在执行机构中该表面与弹簧 (A10) 相
对。弹簧范围由使用的弹簧数及其压缩来确
定，并考虑到额定行程。行程与信号压力 
pst  成正比。执行机构推杆 (A7) 的操作方
向取决于弹簧安装在执行机构中的方式。

A1 顶部膜室
A2 底部隔膜盒
A4 隔膜
A5 膜板
A7 执行机构推杆

A8 环形螺母
A10 弹簧
A16 排气塞

A26/27 杆连接器夹块
S 信号压力连接

操作方向为“执行机构
推杆收回”(FE) 的型号

操作方向为“执行机构
推杆伸出”(FA) 的型号S

A1

S

A4

A10

A7
A8

A26/27

A16

A2

A5

图2:  3271 型气动执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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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和工作原理

彼此契合装配的一组最多 12 个弹簧
（240 和 350cm2)和一组最多 18 个弹簧 
(700cm2) 能够安装在执行机构中。

杆连接器夹 (A26/27) 通过单座直通阀的阀
芯杆连接至执行机构推杆 (A7)。

3.2 3277 型
工作原理和 3271 型执行机构相同。3277 
型执行机构在底部隔膜盒 (A2) 上安装有额
外的支架（参见图3）。支架可用于直接附
接定位器和/或限位开关。该设计的优势在
于，安装在支架内部的行程反馈连杆可免
受外部影响。

请参阅要安装的阀门附件的安装和操作说
明，了解有关其附接以及所需附件的详细
信息。

图3:  3277 型气动执行机构

A1 顶部膜室
A2 底部隔膜盒
A4 隔膜
A5 膜板
A7 执行机构推杆
A8 环形螺母
A10 弹簧
A16 排气塞

A26/27 杆连接器夹块
S 信号压力连接

操作方向为“执行机构
推杆收回”(FE) 的型号

操作方向为“执行机构
推杆伸出”(FA) 的型号

S

A1

S

A4
A10

A7

A8

A26/27

A16

A2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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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操作方向
操作方向通过弹簧 (A10) 和隔膜板 (A5) 在
执行机构中的布置方式来确定。

使用“执行机构推杆伸出”的操作方向，
将压缩空气施加至底部隔膜盒上的信号压
力连接。

使用“执行机构推杆收回”的操作方向，
将压缩空气施加至在膜片盒顶部的信号压
力连接器。

执行机构的操作方向是可逆的（参见小节 
6.3）。

3.4 信号压力路线

3.4.1 3271型
在“执行机构推杆伸出”型号中，信号压
力通过底部信号压力连接 (S) 路由至底部隔
膜室，并与弹簧力相对向上移动执行机构
推杆 (A7)（参见图2，右侧）。

在“执行机构推杆收回”型号中，信号压
力通过顶部信号压力连接 (S) 路由至顶部隔
膜室，并与弹簧力相对向下移动执行机构
推杆 (A7)（参见图2，左侧）。

3.4.2 3277 型
在“执行机构推杆伸出”型号中，信号压
力连接 (S) 位于支架侧，该支架连接至内部
孔上方的底部隔膜室（参见图3，右侧）。
信号压力与弹簧力相对向上移动执行机构
推杆。在该点可使用连接块连接定位器。
无需将额外的管道连接至执行机构。请参
见相关的定位器文档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在“执行机构推杆收回”型号中，信号压
力通过顶部信号压力连接 (S) 路由至顶部隔
膜室，并与弹簧力相对向下移动执行机构
推杆 (A7)（参见图3，左侧）。

3.5 故障-安全功能
当信号压力减少或控制信号失败时，控制
阀的故障-安全位置取决于弹簧是安装在顶
部隔膜室还是底部隔膜室内。

列出的故障-安全功能适用于 SAMSON 系
列 240、250、280 和 290 阀门（单座直
通阀）。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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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操作方向为“执行机构
推杆伸出”(FA) 的型号

如果信号压力减小或者控制信号故障，弹
簧会将执行机构推杆向下移动并闭合单座
直通阀。如果信号压力增加到足以克服弹
簧施加的力，则阀门打开。

3.5.2 操作方向为“执行机构
推杆收回”(FE) 的型号

如果信号压力减小或者控制信号故障，弹
簧会将执行机构推杆向上移动并打开安装
的球阀。如果信号压力增加到足以克服弹
簧施加的力，则阀门闭合。

3.6 类型
具有 240、350 或 700 cm² 执行机构面积
的 3271 型和 3277 型气动执行机构有以下
型号可用：

 − 标准型号
顶部和底部隔膜盒由上漆的钢板制备。

 − 防腐蚀型号
顶部和底部隔膜盒由不锈钢板 (1.4301) 
制备。

 − 附加的（顶部安装的）手轮
执行机构可安装有附加的（顶部安装
的）手轮 (u T 8312)。

 − 行程止点
执行机构作为特殊型号，可配备机械可
调式行程限位。行程在两个操作方向最
多减少 50 %（推杆伸出或收回）。

 − 侧面安装的手轮
执行机构可与 3273 型侧面安装的手轮
组合，最大行程为 30 mm 
(u T 8312)。

http://www.samson.de/pdf_en/t83120en.pdf
http://www.samson.de/pdf_en/t83120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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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技术数据
铭牌提供有关执行机构型号的信息（参见
小节 2.1）。

详细信息请参见数据表 u T 8310-1。

气源

在节流应用中，允许的最大供应压力为 
6 bar。有关开/关应用的限制，请参见小节 
6.2。

温度范围

允许的温度范围取决于执行机构应用和隔
膜材料：

膜片材料 温度范围

节流应用

NBR –35 至 +90 °C
–31 至 +194 °F

EPDM –50 至 +120 °C
–58 至 +248 °F

开/关应用

NBR –20 至 +90 °C
–4 至 +194 °F

EPDM –40 至 +120 °C
–40 至 +248 °F

符合

3271 型和 3277 型气动执行机构带有合规 
EAC 标记。

注

http://www.samson.de/pdf_en/t83101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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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和重量

尺寸和重量列于 表格1 中。尺寸图中的长
度和高度显示在第 17 页以内的页面上。

表格1: 尺寸 mm 和 重量 kg

执行机构 型号 3271 3277

执行机构面积 cm² 240 350 700 240 350 700

高度

H 62 82 134 65 82 135

H1 300 302 490 400 420 590

H2max 345 365 540 445 465 640

H4ratedFA 75 75 90 75 75 90

H4maxFA 78 78 95 78 78 95

H4maxFE 78 85 104 78 85 104

H5 – – – 101 101 101

H6 34 34 34 34 34 34

H7 – – 65 – – 65

行程限制 H8 75 85 115 75 85 115

支架宽度 L – – – 70 70 70

直径

ØD 240 280 390 240 280 390

ØD1 180 250 315 180 250 315

ØD2 10 16 16 16 16 16

Ød（螺纹） M30 x 1.5 M30 x 1.5

空气连接
a G ¼

¼ NPT
G 3/8

3/8 NPT
G 3/8

3/8 NPT
G ¼

¼ NPT
G 3/8

3/8 NPT
G 3/8

3/8 NPT

a2 – – – G 3/8 G 3/8 G 3/8

重量
无手轮 5 8 22 9 12 26

有手轮 9 13 27 13 17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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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图

a

a

H
H6

H4

ØD

ØD2
Ød

H7 H

a2

H5
H4

H6

a
ØD

ØD2
Ød

3271 型标准型号 (700 cm²) 3277 型标准型号（240、350 cm²）

L

a

a

H
H8

H6

H4

ØD

ØD2
Ød

3277 型（侧视图） 带行程止点的 3271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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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D1

ØD

ØD2
55

Ød

H

H1

H4
H6H5

a2

H2

a

带手轮的 3277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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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准备措施
收货后，请按如下步骤操作：

1. 检查交货范围。对照交付说明，对比收
到的货物。

2. 检查装运以确定是否有运输损坏。请向 
SAMSON 和货运代理通报相关损坏 
（参见交付说明）。

4.1 拆箱

在安装之前不要移除包装。

按以下步骤提起和安装执行机构：

1. 拆下执行机构的包装。

2. 请遵照相关规定处置包装。

4.2 运输和吊举

存在由于悬吊货物掉落造成的危险。
远离悬吊或移动负载。

由于超出了额定提升能力，存在提升设备
翻倒以及损坏提升附件的危险。
 − 只能使用经许可的提升设备和附件，最小
提升能力大于执行机构重量。
 − 有关重量的信息，请参见3.7。

不正确的附装吊索引起执行机构损坏的危
险。
 − 顶部隔膜盒上焊接的吊环仅用于安装和拆
卸执行机构以及提升不包括阀的执行机
构。请勿使用吊眼来提升整个控制阀组
件。
 − 请勿将承载负载的吊索附接至行程止点。
 − 请遵守提升说明（参见小节 4.2.2）。

SAMSON 的售后服务部门可应要求提供更
多的详细运输和提升说明。

注

危险!

警告!

注意!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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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运输
执行机构可使用提升设备（例如起重机或
叉车）来运输。

 Î 将执行机构置于运输容器内或托盘上进
行运输。

 Î 请遵守运输说明。

运输说明

 − 避免执行机构受到外部影响（例如冲
击）。

 − 请勿损坏防腐蚀外层（油漆、表面涂
层）。

 − 避免执行机构进入水分和灰尘。

 − 遵照允许的温度（参见小节 3.7）。

4.2.2 提举
要安装大型执行机构，请使用提升设备 
（例如起重机或叉车）来提升它。

提升说明

 − 固定吊索，防止滑动。

 − 一旦将执行机构安装到阀上，确保可将
吊索从执行机构上拆下。

 − 防止执行机构倾斜或翻倒。

 − 如果长时间没有工作，请勿让负载保持
悬吊状态。

 − 在提升大于 DN 150 的控制阀门时，确
保吊眼和索具设备（钩、铁链）之间的
其他吊索没有承载负载。吊索只能防止
控制阀在提升时倾斜。在提升控制阀之
前，紧固吊索。连接至阀体的吊索必须
能承载整个负重（参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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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执行机构（无阀门）

不正确的附装吊索引起执行机构损坏的危
险。
顶部隔膜盒上焊接的吊环仅用于安装和拆
卸执行机构以及提升不包括阀的执行机
构。请勿使用吊眼来提升整个控制阀组
件。

1. 将一根吊索附接至执行机构的吊眼并附
接至起重机或叉车的索具设备（例如
钩）（参见图4）。

2. 请小心提升执行机构。检查提升设备和
附件是否可承载重量。

3. 以均匀的速度将执行机构移动至安装位
置。

4. 将执行机构安装至阀门。参见小节 5.1。

5. 在安装之后拆下吊索。

 − 我们建议使用具有安全闩锁的钩（参见
图4）。安全闩锁可防止吊索在提升和运
输期间滑动。
 − 有特殊的工具可用于提升带 240 和 
350 cm² 执行机构面积的执行机构 
(u AB 0100)。

注意!

提示

图4: 执行机构上的提升点 图5: 控制阀上的提升点（示例）

http://www.samson.de/pdf_en/e01000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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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整个控制阀组件。

 Î 有关如何提升控制阀的说明，请参见相
关的阀门文档。

4.3 存放

由于不当存放引起执行机构损坏的风险。
 − 请遵照存放说明。
 − 请不要存放过长时间。
 − 如果发生存放条件不同或长时间存放的情
况，请联系 SAMSON。

在长期存放期间，我们建议定期检查执行
机构以及一般的存放条件。

存放说明

 − 如果已经安装了阀门和执行机构，请遵
守控制阀的存放条件。请参见相关的阀
门文档。

 − 避免执行机构收到外部影响（例如冲
击）。

 − 请勿损坏防腐蚀外层（油漆、表面涂
层）。

 − 避免执行机构进入水分和灰尘。将其存
放在不到 75% 的相对湿度下。在潮湿
的空间中，防止生成冷凝物。如果需
要，请使用干燥剂或进行加热。

 − 确保环境空气不含酸或其他腐蚀性介
质。

 − 遵照允许的温度（参见小节 3.7）。

 − 请勿将任何物体放置在执行机构上。

有关弹性体的特殊存放说明。

弹性体，例如执行机构气动薄膜。

 − 要让弹性体保持形状并防止开裂，请勿
弯曲它们或将它们挂起。

 − 我们将在 15 °C 的存放温度下进行存
放。

 − 存放弹性体时请远离润滑剂、化学物
品、溶液和燃料。

SAMSON 的售后服务部门可应要求提供更
详细的存放说明。

注意!

注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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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准备安装
按以下步骤操作：

 Î 检查执行机构是否损坏。

 Î 进行检查以确保执行机构的类型名称、
材料以及温度范围符合环境条件（温度
等）。

 Î 检查安装在阀门附件上的压力表以确保
其正常工作。

 Î 当阀已装配执行机构，检查螺栓接头 
(u AB 0100) 处的拧紧扭矩。部件可能
会在运输时松动。

http://www.samson.de/pdf_en/e01000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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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装和启动
SAMSON 控制阀门在供货时已可以正常使
用。特殊情况下，可单独提供阀门和执行
机构，并且必须在现场装配。安装和启动
执行机构的步骤参见下文。

存在由于拧紧扭矩过高或过低损坏执行机
构的风险。
请遵守有关拧紧执行机构组件的规定扭
矩。过大的拧紧扭矩会导致部件更易受到
磨损。没有足够上紧的部件可能会松动。
请遵照规定的拧紧扭矩 (u AB 0100)。

由于使用不合适的工具导致的执行机构损
坏风险。
只能使用 SAMSON 批准的工具 
(u AB 0100)。

有关更多的安装说明，请参见相关的阀门
文档。

5.1 将执行机构安装到阀门上
如果阀门和执行机构未由 SAMSON 装
配，请如下继续操作：

 − 在安装其他执行机构之前拆下安装的执行
机构（参见小节 9.2）。
 − 预压执行机构弹簧会增大气动执行器推
力并减小执行机构的行程范围（参见小
节 5.2）。

在装配阀门和执行机构时要特别注意执
行机构的工作范围以及操作方向。这些
详细信息指定在执行机构的铭牌上（参
见小节 2.1）。

1. 松开阀门上的锁紧螺母 (10) 和杆连接
器螺母 (9)。

2. 将阀芯连同阀芯杆牢固地按入阀座圈。

3. 拧下锁紧螺母和杆连接器螺母。

4. 从执行机构拆下杆连接器夹块 
(A26/27) 以及环形螺母 (A8)。

5. 在阀芯杆上滑过环形螺母。

6. 将执行机构置于阀盖 (2) 上并用环形螺
母将其固定。

7. 确定下限和上限信号压力范围值：

下限信号压力范围值和工作范围或操作
范围的最小值相等（带预压弹簧）。

上限信号压力范围值和工作范围或操作
范围的最大值相等（带预压弹簧）。

对于随后要预压的执行机构弹簧，确定
上限和下限信号压力范围，如小节 5.2 
中所述。

注意!

注意!

注

注

提示

http://www.samson.de/pdf_en/e01000en.pdf
http://www.samson.de/pdf_en/e01000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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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4
9

10
8

A8
A7

A26/27

a

x

2 阀盖/法兰
8 螺纹衬套
9 杆连接器螺母
10 锁紧螺母
84 行程标尺
A7 执行机构推杆

A8 环形螺母
A26/27 杆连接器夹块
尺寸 a 参见表格2
尺寸 x 参见表格3

图6: 安装于球阀上的 3271 型气动执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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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取决于动作方向：

执行机构推杆伸出
应用一个连接到膜片腔体底部上，对应
下限信号压力范围值的信号压力。

执行机构推杆收回
应用一个连接在膜片腔顶部，对应上限
信号压力范围值的信号压力。

9. 用手旋入杆连接器螺母 (9)，直至其触
碰执行机构推杆 (A7)。

10. 进一步转动杆连接器螺母四分之一圈并
用锁紧螺母固定该位置 (10)。

11. 放置杆连接器 (A26/27) 的位置夹块并
将它们旋紧。

12. 确保如表格2 中所指定调节尺寸。

13. 将杆连接器夹板的尖点与行程指示
器  (84) 对齐。 

 
 

表格2: 尺寸 x 的值1)（参见图6）

执行机构面积 以 mm 为单位的行程 以 mm 为单位的尺寸 a

240

0 (0 %) 75

15 (100 %) 60

17 (112.5 %) 58

350

0 (0 %) 75

15 (100 %) 60

19 (125 %) 53

700

0 (0 %) 90

30 (100 %) 60

38 (125 %) 52

1) 3271 型：底部壳的底部边缘至执行机构推杆顶部
3277 型：底部壳的底部边缘至执行机构推杆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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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预压弹簧
通过在执行机构中预压弹簧，可实现以下
方面：

 − 推力增加（仅带“推杆伸出”的执行机
构）

 − 组合 SAMSON 阀门：执行机构行程范
围可适应较小的阀门行程范围

已经由 SAMSON 预载并且没有安装阀门
的执行机构将相应地标明。
另外，它们可通过从膜片腔体底部突出来
的带螺母的三条更长的螺栓来识别。在拆
卸执行机构时，它们可让压紧的弹簧均匀
地释放（参见小节 9.3）。

5.2.1 张紧弹簧

存在由于弹簧张紧不均匀而损坏执行机构
的风险。
 − 围绕周边均匀分布夹紧螺栓和螺母。
 − 用十字螺丝刀，逐渐拧紧螺母

1. 围绕周边均匀分布长螺栓 (A22)。

2. 将长螺母 (A23) 和一个垫圈 (A25) 一起
旋入夹紧螺栓 (A22)，直至它们触到底
部隔膜盒 (A2)。

3. 要均匀地张紧弹簧，按十字图案逐渐
拧紧螺母 (A23)，直至两个隔膜盒
（A1、A2）均匀地位于隔膜 (A4) 
上。用适当的工具固定住粗头，并向
螺母施加拧紧扭矩。参照拧紧扭矩。

4. 插入短螺栓 (A20) 穿过隔膜盒（A1、 
A2）上预期的孔。

5. 将短螺母 (A21) 连同垫圈 (A25) 一起旋
至螺栓 (A20) 上。参照拧紧扭矩。

5.2.2 增大执行机构止推力
仅能以“杆伸出”操作方向增大止推力。
为此，可将执行机构的弹簧预压至其行程
或工作范围的最多 12.5 % (240 cm²) 或最
多 25 %（350 和 700 cm²）。

示例：对于 0.4 至 2 bar 的工作范围需要
预压。该跨度的 25% 和 0.4 bar 对应。因
此信号压力范围以 0.4 bar 为增量从 0.8 增
大至 2.4 bar。新的下限信号压力范围值为 
0.8 bar 并且新的上限信号压力范围值为 
2.4 bar。

 Î 在执行机构铭牌上写下新的 0.8 至 
2.4 bar 信号压力范围，作为带预压弹
簧操作范围。

注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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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顶部膜室
A2 底部隔膜盒
A4 隔膜
A20 六角螺钉
A21 六角螺母

A22 六角螺栓（预压）
A23 六角螺母（预压）
A24 堵塞器
A25 垫圈

A22

A23

A25

A24

A20
A25
A21

A1

A2
A4

图7: 带夹紧螺母和螺栓的执行机构

5.2.3 改动行程范围
在一些情况下，阀门和执行机构具有不同
的额定行程。取决于操作方向，具体如
下：

操作方向：执行机构推杆伸出

在阀门的额定行程小于执行机构的额定行
程时，始终搭配预压弹簧使用执行机构。

示例：DN 50 阀门，带 15 mm 额定行
程；以及 700 cm² 执行机构，带 30 mm 
额定行程；0.4 至 2 bar 工作范围。

执行机构行程行程 (15 mm) 的一半的信号
压力为 1.2 bar。将其添加至下限信号压力
范围值 0.4 bar 得到预压弹簧所需的 
1.6 bar 信号压力。新的下限信号压力范围
值为 1.6 bar 并且新的上限信号压力范围值
为 2.4 bar。

 Î 在执行机构铭牌上写下新的 1.6 至 
2.4 bar 信号压力范围，作为带预压弹
簧操作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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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向：执行机构推杆收回

“推杆收回”的执行机构的弹簧无法预
压。当 SAMSON 阀门和尺寸过大的执行
机构组合时（例如执行机构的额定行程大
于阀门的额定行程），则只能使用执行机
构工作范围的前半部。

示例：DN 50 阀门，带 15 mm 额定行
程；以及 700 cm² 执行机构，带 30 mm 
额定行程；0.2 至 1 bar 工作范围。

在阀门行程的一半，操作范围介于 0.2 和 
0.6 bar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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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操作

可动部件引发的压碎危险。
执行机构包含移动部件（执行机构推杆）， 
如果将手插入执行机构，可能会弄伤手部
或手指。
 − 在阀工作时，请勿将手或手指插入支架。
 − 在执行机构上进行工作时，断开并锁定气
源供应和控制信号。

存在执行机构排放时的人身伤害风险。
靠近控制阀操作时，请佩戴护眼装置。

由于执行机构推杆受阻影响操作。
勿要在执行机构或推杆移动的路径上插入
物体阻碍其动作。

6.1 节流应用
在用于节流应用时，带 240、350 和 
700 cm² 执行机构面积的 3271 型和 3277 
型启动执行机构专为最大 6 bar 的供应压
力设计。

6.2 开/关应用
在开/关应用中，供应压力必须根据执行机
构的工作范围或操作范围来限制。执行机
构可移动通过的适用工作范围或操作范围
写在铭牌上（参见小节 2.1）。

执行机构推杆收回 (FE)

对于“执行机构推杆收回 (FE)”操作方
向，允许的供应压力不得超过上限工作范
围值达 3 bar 以上。

工作范围 故障- 
安全操作 最大供应压力

0.2 至 1.0 bar
执行机构推

杆收回

4 bar

0.4 至 2.0 bar 5 bar

0.6 至 3.0 bar 6 bar

执行机构推杆伸出 (FA)

通过故障-安全操作“执行机构推杆伸出”
和行程限位，允许的供应压力不得超过上
限弹簧范围值达 1.5 bar 以上。

应用相关操作的另外的点：

 Î 用贴纸以减小的供应压力标记执行机构
（“最大供应压力限制为 ... bar”）。

 Î 仅对执行机构的隔膜室上的信号压力连
接 (S) 施加信号压力，其不含任何弹簧
（参见图3）。

 Î 仅使用让空气通过它们的排放塞（图3 
中的 A16）。

警告!

警告!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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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操作方向反向
可更改气动执行机构的操作（以及故障-安
全操作）的方向。故障-安全操作以该符号
在铭牌上指明：

执行机构推杆伸出

执行机构推杆收回

执行机构中的爆裂风险。
执行机构为加压状态。不恰当地打开导致
执行机构部件崩裂。
在执行机构上进行任何操作前，泄放掉所
有相关装置部分和执行机构的压力。

由预压的弹簧引起的人身伤害风险。
带有预压弹簧的执行机构。它们可通过从
执行机构底部突起的三个长螺栓来识别。
在执行机构上开始任何工作之前，释放预
压的弹簧的压缩状态（参见小节 9.3）。

存在操作方向逆向之后，由于铭牌上的详
细信息不正确而发生故障的风险。
在逆向之后，铭牌上的符号和配置 ID 不再
有效。请联系 SAMSON 申请新的铭牌。

6.3.1 从推杆伸出到推杆收
回，操作方向反向

1. 提升执行机构离开阀门。参见小节 9.2。

2. 旋松隔膜盒上的螺母 (A21) 和螺栓 
(A20)。

3. 释放带预压的弹簧的执行机构的弹簧压
缩状态（参见小节9.3）。

4. 提起顶部隔膜盒 (A1) 并拆下弹簧 
(A10)。

5. 拉动隔膜板组件，该组件由隔膜板 
(A5)、隔膜 (A4) 和超出底部隔膜盒 
(A2) 的执行机构推杆 (A7) 构成。

6. 使用保护钳在虎钳中夹紧执行器推杆 
(A7) 的底部。确保执行机构推杆没有损
坏。

7. 旋松并拆下环形螺母 (A15)，同时固定
住螺母 (A9)。

可能由于螺母松动造成故障。
执行机构推杆上的螺母 (A9) 用于调节尺寸 
x。请勿拆下螺母。如果螺母松开，请如表
格3 中所指定重新调节 x。

8. 连同隔膜 (A4) 从执行机构推杆拆下隔
膜板 (A5) 并以反序将它们放回。

9. 紧固环形螺母 (A15)，同时固定住螺母 
(A9)。参照拧紧扭矩。

危险!

警告!

注意!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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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将适当的润滑剂涂抹到执行机构推杆 
(A7)。

11. 在合适的夹具中夹紧顶部隔膜盒 (A1)，
其中开口向上。

12. 在执行机构推杆 (A7) 向上的情况下将
隔膜板组件放入隔膜盒 (A1)。

13. 将弹簧 (A10) 放入隔膜板 (A5)，将它
们在预期的凹陷处对中。

14. 小心地在执行机构推杆 (A7) 上方引导
底部隔膜盒 (A2)，并将其放置在弹簧 
(A10) 上。确保密封元件不会损坏。确
保盒（A1、A2）上压缩空气连接彼此
正确对齐。

15. 使用螺母 (A21) 和螺栓 (A20) 将顶部和
底部隔膜盒（A1、A2）紧固到一起。
参照拧紧扭矩。

16. 从顶部信号压力连接旋松排放塞 (A16) 
并将其旋入底部连接 (S)。
执行机构弹簧现在从下方推动隔膜板，
使得执行机构推杆收回。信号压力连接
至顶部隔膜盒上的顶部连接 (S)。因
此，执行机构推杆随着信号压力增大对
着弹簧力伸出。

17. 将具有更改的符号和以及新的配置 ID 
的新铭牌附接至执行机构。

X

A4

A6

A19

A15A5

A9
A7

A6

A19

A4 A15A5

A9
A7

X

A4 隔膜
A5 膜板
A6 软管夹
A7 执行机构推杆

A9 六角螺母
A15 环形螺母
A19 压缩器

图8: 针对“推杆收回”操作方向（左）和“推杆伸出”操作方向（右）的部件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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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从推杆收回到推杆伸
出，操作方向反向

1. 提升执行机构离开阀门。参见小节 9.2。

2. 旋松隔膜盒上的螺母 (A21) 和螺栓 
(A20)。

3. 提起顶部隔膜盒 (A1)。

4. 拉动隔膜板组件，该组件由隔膜板 
(A5)、隔膜 (A4) 和超出执行机构的执
行机构推杆 (A7) 构成。

5. 将弹簧 (A10) 从底部隔膜盒 (A2) 中取
出。

6. 旋松并拆下环形螺母 (A15)，同时固定
住螺母 (A9)。

可能由于螺母松动造成故障。
执行机构推杆上的螺母 (A9) 用于调节尺寸 
x。请勿拆下螺母。如果螺母松开，请根据
表格3 中的规定重新调节 x。

7. 使用保护钳在虎钳中夹紧执行器推杆 
(A7) 的底部。确保执行机构推杆没有损
坏。

8. 连同隔膜 (A4) 从执行机构推杆拆下隔
膜板 (A5) 并以反序将它们放回。

9. 紧固环形螺母 (A15)，同时固定住螺母 
(A9)。参照拧紧扭矩。

10. 将适当的润滑剂涂抹到执行机构推杆 
(A7)。

注意!

表格3: 尺寸 x 的值）（参见图8）

型号 执行机构面积 以 mm 为单
位的行程

以 mm 为单位的尺寸 x
（执行器推杆底部的螺母的顶部）

3271

240 15 98.25

350 15 107.25

700 30 144

3277

240 15 –

350 15 209

700 30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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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执行机构推杆 (A7) 向下的情况下将
隔膜板组件放入底部隔膜盒 (A2)。确保
密封元件不会损坏。

12. 将弹簧 (A10) 放入底部隔膜盒，将它们
在预期的凹陷处对中。

13. 放置在顶部隔膜盒 (A1) 上。

14. 如果需要，将弹簧预压（参见小节 
5.2）。

15. 使用螺母 (A21) 和螺栓 (A20) 将顶部和
底部隔膜盒（A1、A2）紧固到一起。
参照拧紧扭矩。

16. 从底部信号压力连接旋松排放塞 (A16) 
并将其旋入顶部连接 (S)。
执行机构弹簧现在从上方推动隔膜板，
使得执行机构推杆伸出。信号压力连接
至底部隔膜盒上的底部连接 (S)。因
此，执行机构推杆随着信号压力增大对
着弹簧力收回。

17. 将具有更改的符号和以及新的配置 ID 
的新铭牌附接至执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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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执行机构推杆
A50 顶部执行机构推杆
A51 杆连接器
A55 指针
A60 手轮
A66 锁紧螺母
A75 顶部膜室

A60

A66

A51

A50

A75

A55

A7

图9: 带手轮的气动执行机构

6.4 带手轮类型
杆连接器夹 (51) 通过手轮的执行机构推杆 
(A50) 连接至执行机构推杆 (A7)。可使用
手轮 (A60) 调节执行机构推杆位置。参见
图9。

如果您需要将手轮安装至执行机构，请联
系 SAMSON 的售后服务部门。

6.4.1 手动伸出执行机构推杆
1. 松开锁紧螺母 (A66) 将手轮解锁 

(A60)。

2. 顺时针转动手轮以伸出执行器推杆。

3. 要从手动更改为自动操作，将手轮放入
空档位置，方法是将指针 (A55) 和推杆
连接器 (A51) 上的凹槽对齐。

4. 紧固锁紧螺母 (A66) 将手轮锁紧。

6.4.2 手动收回执行机构推杆
1. 松开锁紧螺母 (A66) 将手轮解锁 

(A60)。

2. 逆时针转动手轮以收回执行器推杆。

3. 要从手动更改为自动操作，将手轮放入
空档位置，方法是将指针 (A55) 和推杆
连接器 (A51) 上的凹槽对齐。

4. 紧固锁紧螺母 (A66) 将手轮锁紧。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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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调节行程限位
在具有行程限位的型号中，可如下限制最
大和最小执行机构行程：

操作方向 最小限位 最大限位

推杆伸出 (FA) 0 至 125 % 50 至 125 %

推杆收回 (FE) 0 至 100 % 50 至 100 %

6.5.1 底部行程限位 
（最小行程）

1. 松开顶部锁紧螺母 (A74) 并旋松护盖 
(A73)。

2. 松开底部螺母 (A74) 并转动调节螺母 
(A70) 以调节行程限位。

3. 紧固顶部锁紧螺母 (A74)。

4. 附接护盖 (A73) 并重新紧固锁紧螺母 
(A74)。

6.5.2 顶部行程限位 
（最大行程）

1. 松开顶部锁紧螺母 (A74)。

2. 将护盖 (A73) 调节至所需行程限位。

3. 重新紧固顶部锁紧螺母 (A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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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半： 执行机构推杆收回 (FE)
右半： 执行机构推杆伸出 (FA) A73

A74

A70

A75

A5
A7

A50

A5 膜板
A7 执行机构推杆
A50 顶部执行机构推杆
A70 调节螺母

A73 护盖
A74 锁紧螺母
A75 顶部膜室

图10: 行程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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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维修

执行机构中的爆裂风险。
执行机构为加压状态。不恰当地打开导致
执行机构部件崩裂。
在执行机构上进行任何操作前，泄放掉所
有相关装置部分和执行机构的压力。

由预压的弹簧引起的人身伤害风险。
带有预压弹簧的执行机构。它们可通过从
执行机构底部突起的三个长螺栓来识别。
在执行机构上开始任何工作之前，释放预
压的弹簧的压缩状态（参见小节9.3）。

存在由于不当保养或维修而损坏执行机构
的风险。
 − 除了本节描述的操作，请勿自行执行任何
保养或维修工作。请联系 SAMSON 的售
后服务部门。
 − 保养和维修工作只能由对此经过培训的人
员执行。

存在由于拧紧扭矩过高或过低损坏执行机
构的风险。
请遵守有关拧紧执行机构组件的规定扭
矩。过大的拧紧扭矩会导致部件更易受到
磨损。没有足够上紧的部件可能会松动。
请遵照规定的拧紧扭矩 (u AB 0100)。

由于使用不合适的工具导致的执行机构损
坏风险。
只能使用 SAMSON 批准的工具 
(u AB 0100)。

由于使用不当润滑剂导致的执行机构损坏
风险。
只能使用 SAMSON 批准的润滑剂 
(u AB 0100)。

 − 如果在事先未经 SAMSON 售后服务部门
认可的情况下执行说明书中未提及的保养
或维修工作，则产品保修将会失效。
 − 只能使用符合初始规格的 SAMSON 原装
备件。

危险!

警告!

注意!

注意!

注意!

注意!

注

http://www.samson.de/pdf_en/e01000en.pdf
http://www.samson.de/pdf_en/e01000en.pdf
http://www.samson.de/pdf_en/e01000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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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更换膜片

存在由于软管夹损坏而发生故障的风险。
请勿反复使用喉箍。在每次更换隔膜之
后，使用新的软管夹。

存在由于不当安装软管夹引起财产损坏和
故障的风险。
使用扭矩扳手紧固软管夹，并使用专用工
具将其居中定位。

操作方向为“执行机构推杆伸出”(FA) 的
型号

1. 提升执行机构离开阀门。

2. 旋松隔膜盒上的螺母 (A21) 和螺栓 
(A20)。

3. 释放带预压的弹簧的执行机构的弹簧压
缩状态（参见小节 9.3）。

4. 提起顶部隔膜盒 (A1) 并拆下弹簧 
(A10)。

5. 拉动隔膜板组件，该组件由隔膜板 
(A5)、隔膜 (A4) 和超出底部隔膜盒 
(A2) 的执行机构推杆 (A7) 构成。

6. 使用保护钳在虎钳中夹紧执行器推杆 
(A7) 的底部。确保执行机构推杆没有损
坏。

7. 240 cm²：松开软管夹 (A6) 的闩锁。
将软管夹 (A6) 和隔膜 (A4) 从隔膜板 
(A5) 取下。

350 和 700 cm²：松开软管夹 (A6) 的
闩锁。将压缩器 (A19)、软管夹 (A6) 
和隔膜 (A4) 从隔膜板 (A5) 取下。

注意!

注意!

A4 隔膜
A5 膜板
A6 软管夹
A7 执行机构推杆
A9 六角螺母
A15 环形螺母
A19 软管夹 (A6) 上的压缩器

A4

A6

A19

A15A5

A9
A7

图11: 针对“推杆收回”操作方向（左）的部件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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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装新隔膜 (A4)。确保隔膜与隔膜板正
确对齐。隔膜板上弹簧的穿过两个相对
凹陷的虚线必须在隔膜的两个螺栓孔之
间居中对齐（参见图12）。

9. 将软管夹 (A6) 均匀地放入专用于它的
隔膜 (A4) 中的凹槽。

10. 240 cm²：转动软管夹上闩锁上的螺
钉，直至软管夹完全位于凹槽中。使用
合适的工具紧固闩锁的螺钉。参照拧紧
扭矩。

350 和 700 cm²：转动软管夹上闩锁
的螺钉，直至仅有数毫米的间隙保留在
隔膜 (A4) 和软管夹 (A6) 之间。
在夹的闩锁的下面放置并对齐压缩器 
(A19)（参见图12）。
使用合适的工具紧固闩锁的螺钉。参照
拧紧扭矩。

11. 将适当的润滑剂涂抹到执行机构推杆 
(A7)。

12. 放置隔膜板组件，该组件由隔膜板 (A5)
、新隔膜 (A4) 和进入底部隔膜盒 (A2) 
的执行机构推杆 (A7) 构成。确保密封
元件不会损坏。

13. 将弹簧 (A10) 放入底部隔膜盒，将它们
在预期的凹陷处对中。

14. 放置在顶部隔膜盒 (A1) 上。

15. 如果需要，将弹簧预压（参见小节 
5.2）。

16. 使用螺母 (A21) 和螺栓 (A20) 将顶部和
底部隔膜盒（A1、A2）紧固到一起。
参照拧紧扭矩。

17. 在阀门上安装执行机构（参见小节
5.1）。

=
=

弹簧的凹陷

螺栓孔

图12: 对齐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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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向为“执行机构推杆收回”(FE)  
的型号

1. 提升执行机构离开阀门。参见小节 9.2。

2. 旋松隔膜盒上的螺母 (A21) 和螺栓 
(A20)。

3. 提起顶部隔膜盒 (A1)。

4. 拉动隔膜板组件，该组件由隔膜板 
(A5)、隔膜 (A4) 和超出执行机构的执
行机构推杆 (A7) 构成。

5. 将弹簧 (A10) 从底部隔膜盒 (A2) 中取
出。

6. 使用保护钳在虎钳中夹紧执行器推杆 
(A7) 的底部。确保执行机构推杆没有损
坏。

7. 240 cm²：松开软管夹 (A6) 的闩锁。
将软管夹 (A6) 和隔膜 (A4) 从隔膜板 
(A5) 取下。

350 和 700 cm²：松开软管夹 (A6) 的
闩锁。将压缩器 (A19)、软管夹 (A6) 
和隔膜 (A4) 从隔膜板 (A5) 取下。

8. 安装新隔膜 (A4)。确保隔膜与隔膜板正
确对齐。隔膜板上弹簧的穿过两个相对
凹陷的虚线必须在隔膜的两个螺栓孔之
间居中对齐（参见图12）。

9. 将软管夹 (A6) 均匀地放入专用于它的
隔膜 (A4) 中的凹槽。

10. 240 cm²：转动软管夹上闩锁上的螺
钉，直至软管夹完全位于凹槽中。使用
合适的工具紧固闩锁的螺钉。参照拧紧
扭矩。

350 和 700 cm²：转动软管夹上闩锁
的螺钉，直至仅有数毫米的间隙保留在
隔膜 (A4) 和软管夹 (A6) 之间。
在夹的闩锁的下面放置并对齐压缩器 
(A19)（参见图12）。
使用合适的工具紧固闩锁的螺钉。参照
拧紧扭矩。

11. 将适当的润滑剂涂抹到执行机构推杆 
(A7)。

12. 在合适的夹具中夹紧顶部隔膜盒 (A1)，
其中开口向上。

A4 隔膜
A5 膜板
A6 软管夹
A7 执行机构推杆
A9 六角螺母
A15 环形螺母
A19 软管夹 (A6) 上的压缩器

A6

A19

A4 A15A5

A9
A7

图13: 针对“推杆收回”操作方向的部件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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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放置隔膜板组件，该组件由隔膜板 
(A5)、新隔膜 (A4) 和进入底部隔膜盒 
(A1) 的执行机构推杆 (A7) 构成（执行
机构推杆向上指）。

14. 将弹簧 (A10) 放入隔膜板 (A5)，将它
们在预期的凹陷处对中。

15. 小心地在执行机构推杆 (A7) 上方引导
底部隔膜盒 (A2)，并将其放置在弹簧 
(A10) 上。确保密封元件不会损坏。确
保盒（A1、A2）上压缩空气连接彼此
正确对齐。

16. 使用螺母 (A21) 和螺栓 (A20) 将顶部和
底部隔膜盒（A1、A2）紧固到一起。
参照拧紧扭矩。

17. 在阀门上安装执行机构（参见小节 
5.1）。

7.2 更换执行机构推杆密封件

操作方向为“执行机构推杆伸出”(FA) 的
型号

1. 提升执行机构离开阀门。参见小节 
9.2。

2. 旋松隔膜盒上的螺母 (A21) 和螺栓 
(A20)。

3. 释放带预压的弹簧的执行机构的弹簧压
缩状态（参见小节 9.3）。

4. 提起顶部隔膜盒 (A1) 并拆下弹簧 
(A10)。

5. 拉动隔膜板组件，该组件由隔膜板 (A5)
、隔膜 (A4) 和超出底部隔膜盒 (A2) 的
执行机构推杆 (A7) 构成。

6. 使用合适的冲头将径向轴密封件 (A40) 
拆下。

7. 将合适的润滑剂施加至新的径向轴密封
件 (A40)。

8. 使用合适的心轴安装径向轴密封件 
(A40)。

9. 根据需要更换干燥的轴承 (A42) 和擦拭
物 (A41)。

10. 将适当的润滑剂涂抹到执行机构推杆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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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
A41

A40
A42

A40
A42

A7

A41

A7 执行机构推杆
A40 径向轴密封件
A41 擦拭物
A42 干轴承

3271型

3277 型

图14: 执行机构推杆密封件

11. 放置隔膜板组件，该组件由隔膜板 
(A5)、新隔膜 (A4) 和进入底部隔膜
盒 (A2) 的执行机构推杆 (A7) 构成。
确保密封元件不会损坏。确保盒 
（A1、A2）上压缩空气连接彼此正
确对齐。

12. 将弹簧 (A10) 放入底部隔膜盒，将它们
在预期的凹陷处对中。

13. 放置在顶部隔膜盒 (A1) 上。

14. 如果需要，将弹簧预压（参见小节 
5.2）。

15. 使用螺母 (A21) 和螺栓 (A20) 将顶部和
底部隔膜盒（A1、A2）紧固到一起。
参照拧紧扭矩。

16. 在阀门上安装执行机构（参见小节 
5.1）。

操作方向为“执行机构推杆收回”(FE) 的
型号

1. 提升执行机构离开阀门。参见小节 
9.2。

2. 旋松隔膜盒上的螺母 (A21) 和螺栓 
(A20)。

3. 提起顶部隔膜盒 (A1)。

4. 拉动隔膜板组件，该组件由隔膜板 
(A5)、隔膜 (A4) 和超出执行机构的执
行机构推杆 (A7) 构成。

5. 将弹簧 (A10) 从底部隔膜盒 (A2) 中取
出。

6. 使用合适的冲头将径向轴密封件拆下。

7. 将合适的润滑剂施加至新的径向轴密封
件 (A40)。

8. 使用合适的心轴安装径向轴密封件 
(A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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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根据需要更换干燥的轴承 (A42) 和擦拭
物 (A41)。

10. 将适当的润滑剂涂抹到执行机构推杆 
(A7)。

11. 在合适的夹具中夹紧顶部隔膜盒 (A1)，
其中开口向上。

12. 在执行机构推杆 (A7) 向上的情况下将
隔膜板组件放入隔膜盒 (A1)。

13. 将弹簧 (A10) 放入隔膜板 (A5)，将它
们在预期的凹陷处对中。

14. 小心地在执行机构推杆 (A7) 上方引导
底部隔膜盒 (A2)，并将其放置在弹簧 
(A10) 上。确保密封元件不会损坏。确
保盒（A1、A2）上压缩空气连接彼此
正确对齐。

15. 使用螺母 (A21) 和螺栓 (A20) 将顶部和
底部隔膜盒（A1、A2）紧固到一起。
参照拧紧扭矩。

16. 在阀门上安装执行机构（参见小节 
5.1）。

7.3 退货装运准备
可将故障的执行机构退还给 SAMSON 进
行维修。

要将阀门退还给 SAMSON，请如下操作：

1. 使控制阀停止工作。请参见相关的阀门
文档。

2. 提升执行机构离开阀门。参见小节 
9.2。

3. 如果需要，释放弹簧压缩状态（参见小
节 9.3）。

4. 请将执行机构发送给距您最近的 SAM-
SON 分公司。SAMSON 分公司信息请
见我们的网站：u www.samson.de > 
联系。

http://www.samson.de/page.php?sp=en&lh=l14&ll=l1
http://www.samson.de/page.php?sp=en&lh=l14&ll=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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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订购备件和工作耗材
有关备件、润滑剂和工具的信息，请联系
您距您最近的 SAMSON 子公司或 
SAMSON 售后服务部门。

备件

有关备件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小节 10.2。

润滑剂

在文档 u AB 0100 中可找到有关适用润滑
剂的详细信息。

工具

关于适用工具的详细信息在文件 
u AB 0100。

http://www.samson.de/pdf_en/e01000en.pdf
http://www.samson.de/pdf_en/e01000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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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故障
根据操作条件，定期检查执行机构，在故障发生之前加以预防。运营方负责拟定检查计
划。

 排除故障

故障 可能的原因 建议操作

执行机构推杆未按需移动。 执行机构受阻。 检查连接。
消除执行机构障碍。

信号压力不足 检查信号压力。
检查信号压力管路是否有泄
漏。

信号压力未连接至正确的隔膜
室。

参见小节 3.4。

执行机构推杆移动经过整个行
程范围。

行程限位激活 参见小节 6.5。

信号压力不足 检查信号压力。
检查信号压力管路是否有泄
漏。

阀门附件设置不正确。 检查没有阀门附件的执行机
构。
检查阀门附件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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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停用和拆卸

执行机构中的爆裂风险。
执行机构为加压状态。不恰当地打开导致
执行机构部件崩裂。
在执行机构上进行任何操作前，泄放掉所
有相关装置部分和执行机构的压力。

由预压的弹簧引起的人身伤害风险。
带有预压弹簧的执行机构。它们可通过从
执行机构底部突起的三个长螺栓来识别。
在执行机构上开始任何工作之前，释放预
压的弹簧的压缩状态（参见小节9.3）。

9.1 停止运行
要停用执行机构，进行保养和维修或拆卸
时，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使控制阀停止工作。请参见相关的阀门
文档。

2. 断开气源以使执行机构减压。

9.2 从阀门拆下执行机构
1. 使控制阀停止工作。请参见相关的阀门

文档。

2. 松开杆连接器 (A26/27) 的夹子。

3. 松开杆连接器螺母 (9) 和锁紧螺母 
(10)。

4. 在预压或不预压弹簧的情况下，通过“
推杆伸出”操作拆下执行机构：要松开
环形螺母 (A8)，施加大约 50 % 的信号
压力将阀门打开。

5. 松开阀盖上的环形螺母。

6. 再次断开信号压力。

7. 通过旋松环形螺母，从阀门上拆下执行
机构。

8. 紧固阀门上的锁紧螺母和杆连接器螺
母。

9.3 释放执行机构中的弹簧压
缩

1. 旋松隔膜盒（A1、A2）上的短螺母 
(A21) 和螺栓 (A20)。

2. 以十字图案均匀旋松隔膜盒上的长螺母 
(A23) 和螺栓 (A22)。

9.4 处置
 Î 请遵守地方、国家以及国际相关垃圾管
理条例。

 Î 请勿将组件、润滑剂和危险物质与您的
生活垃圾混在一起处置。

危险!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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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顶部膜室
A2 底部隔膜盒
A4 隔膜
A20 六角螺钉
A21 六角螺母

A22 六角螺栓（预压）
A23 六角螺母（预压）
A24 堵塞器
A25 垫圈

A22

A23

A25

A24

A20
A25
A21

A1

A2
A4

图15: 带夹紧螺母和螺栓的执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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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附录

10.1 售后服务
如需保养、维修或阀芯出现故障或问题
时，请联系 SAMSON 的售后服务部门。

电子邮件地址

您可通过 aftersalesservice@samson.de 
联系售后服务部门。

SAMSON AG 及其分公司地址

SAMSON AG 以及其全球范围分支机构、
代表处和服务网点的地址和联络信息均可
登录 SAMSON 网站查询，在所有 SAM-
SON 的产品样本或安装与操作说明的背面
上也可找到。

需要的规格

请提交以下详细信息：

 − 订单号及位号
 − 执行机构的类型、型号、执行机构面

积、行程、操作方向和工作范围（例如 
0.2 至 1 bar）或执行机构的操作范围

 − 安装的阀门的型号认定（如果适用）
 − 安装图

mailto:aftersalesservice%40samson.de?subject=Anf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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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备件
1 顶部膜室
2 底部隔膜盒
4 隔膜
5 膜板
6 软管夹
7 执行机构推杆
8 环形螺母
9 六角螺母

10 弹簧
11 弹簧
12 弹簧
15 环形螺母
16 排气塞
19 软管夹 (6) 上的压缩器
20 六角螺栓
21 六角螺母
22 六角螺栓（预压）
23 六角螺母（预压）
24 螺旋塞
25 垫圈

26/27 杆连接器夹块
28 带支架的夹子
29 六角螺栓
30 六角螺母
32 挂钩
40 径向轴密封件
41 擦拭物
42 干轴承
43 挂钩 (32) 的六角螺钉
49 擦拭物1)

50 顶部执行机构推杆
51 杆连接器
52 螺纹法兰
54 环
55 指针
56 六角螺母1)

57 连接螺母
58 垫圈
59 支架
60 手轮
61 接合销
62 接合销
63 螺纹销
64 有头螺钉
65 六角螺钉
66 锁紧螺母
67 卡环
68 轴向针密封件
69 垫圈
70 调节螺母
73 护盖
74 锁紧螺母
75 顶部膜室
76 径向轴密封件
77 干轴承

100 铭牌
101 标签（预装）
106 槽销

1) 仅针对面积为 240 cm² 的执行机构类型
2) 更换带行程限位或手轮型号的环形螺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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