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候与能源技术的
全球领跑者
Danfoss集团的业务遍及世界各地，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让利益相关方得以

享受现代化生活，并成为制冷、供热、电力和电子移动领域的领先者。

我们有24,000名员工，其中6,000人在丹麦的11个地点工作。

我们在25个国家设有76间工厂，每天生产约250,000个零部件。

我们以可靠、卓越和创新来创造极佳的客户满意度和一流的气候与能

源解决方案，以此争取行业领先地位。

制冷空调各领域的丰富经验

Danfoss 在许多行业的研发和生产方面占有领先地位。75年来一直是暖

通空调/制冷行业的重要参与者。我们的制冷空调事业部设计、生产和

销售各种适合制冷空调应用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和压缩机，主要涵盖：

• 商用空调

• 家用空调

• 热泵

• 商用制冷

• 家用、轻型商用和移动制冷

• 代理商和安装商

• 工业制冷

• 食品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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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S 6 电子膨胀阀和EIM 336 过热度控制器

通过精确的流量控制
降低您空调系统的能耗

高达

的系统能效提高，同
时安装丹佛斯电子膨
胀阀和控制器。

15%



技术规格

您的空调是否高效与两个过热度控制元
件息息相关

有效的过热度控制取决于两个重要元件，从而不断满足系统的实际负荷
需求，即：电子膨胀阀以及相应的精确智能过热度控制器。为此，丹佛
斯推出了新的ETS 6电子膨胀阀和EIM 336 过热度控制器。

有时候，好东西真的是成双成对的。
我们最新推出的这两个创新产品—
ETS 6电子膨胀阀和EIM 336过热度控
制器，让您的空调系统精确可靠运行

的同时，满足您和客户的舒适性要
求。ETS 6和EIM 336适用于蒸发容量
在3 kW至37 kW的空调系统。由于采
用微步控制，过热度曲线更平滑，噪

声更低。两者配合使用，最大开启压
差(MOPD)可高达45 bar。

利用最小稳态过热度实现节能

控制器在最大和最小设定值之间寻找最小稳态过热度，设定一个参考
值，然后根据过热度稳定性调整其参考值。

使用外部传感器信号

通过Modbus，外部传感器信号可以与EIM 336 进行通讯，代替安装吸气
压力和蒸发温度传感器。

除霜控制

输入一个特殊除霜指令以实现蒸发器的除霜。

通过设定最大运行压力极限来降低压缩机失效风险

如果压力超出此极限，控制器则调整膨胀阀参数来降低压力，而不减
小过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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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热度设定值   实际过热度

1   EIM 336过热度控制器：

电源电压 24 V 交流/直流 (+/-15%)  II 级绝缘

功耗 空转 最大10 mA @ 24V DC

运行 最大150 mA @ 24V DC 

输入信号 PO AKS 32R (或类似比率的压力传

感器)

S2 PT1000 

S4 PT1000 或来自外部接触的输入

信号

电子膨胀阀驱动 最大电流150 mA 

电子膨胀阀 单极或双极线圈

数据通信 RS485 – Modbus RTU 

环境 空转时：-34˚C to 71˚C (-30˚F to 160˚F ) 

运行时：-25˚C to 60˚C (-13˚F to 140˚F)  

相对湿度：<95% RH, 不冷凝

尺寸 25 × 50 × 80 mm (0.98 × 1.97 × 3.15 英寸) 

运行 通过 Modbus 数据通信 

2   ETS 6 电子膨胀阀

最大工作压力 47 bar (682 psig)

使用制冷剂 HCF, HCFC (R22, R134a, R404A, R407C, R410A) 

冷冻油 所有矿物油与酯类油(用于ETS 6阀)

环境温度 -30˚C to 60˚C (-22˚F to 140˚F) 

流体温度 -30˚C to 70˚C (-22˚F to 158˚F) 

耐久性 在阀门部分开启的情况下，共进行6千万次脉

冲测试，这相当于阀门在100到300步之间开关

150,000次。

30,000个全冲程循环测试，其中包括每次关闭

的20个过盈脉冲。 

环境湿度 相对湿度不超过95% 

调制 永磁型直动步进电机

电气连接 JST XHP-6 与 JST XHP-5

励磁速度 最小 30 pps (每秒脉冲)至最大90 pps； 建议

为31.3 pps 

工作范围 0 到 480 个脉冲，无需保持电源

全行程时间 如16 sec @ 30 pps，6 sec @ 80 pps

安装位置 线圈位于上方，阀门/线圈总成位于纵轴 ±15°
以内

最高线圈绕组温度 115˚C (23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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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ETS 6电子膨胀阀和EIM 336过热度控制器在系统应用的示例图。
实际系统及部件会有所不同。

Danfoss ETS 6 电子膨胀阀和EIM 336
过热度控制器：

高能效系统的最佳选择

典型热泵系统部件：

 EIM 336 过热度控制器 ETS 6 电子膨胀阀 

 AKS 11温度控制器 AKS 32 压力传感器 

 蒸发器 四通换向阀 

 冷凝器 变频压缩机 

 DML 干燥过滤器 SGN 视液镜面 

 NRV 单向阀

 精确：

• 最小稳态过热度算法使得容量控制系统的
过热度控制在最优水平

• 满足各种系统的精确控制要求

 灵活：

• 安装方便

• 控制器可单独使用也可以通过Modbus使用

• 适用于各种常用制冷剂

• 结构紧凑、质量轻

 便捷：

• 通过最大运行压力的保护功能，保护压缩机

• 系统开停机时的阀门强制打开功能

• 泄漏指示功能

• 设计和生产过程采用了丹佛斯领先的技术
和经验

过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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