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EKE 347系列液位控制器

强大的交互界面
简洁的设置以及Modbus协议
实现控制水平的全新升级
丹佛斯EKE 347系列液位控制器用于系统液位调节。控制器通过接收液位传感
器发出的液位信号精确连续测量容器内液位水平。EKE 347可通过友好的操作
界面和网络连接功能实现控制水平的升级。

操作便捷
EKE 347用户友好型的
导 航界面以 及网络连
接功能，为您系统的液
位控制保驾护航。

www.danfoss.com/ir

EKE 347系列控制器用于液位调节:
• 桶泵系统

• 经济器

• 气液分离器

• 冷凝器

• 中间冷却器

• 高压储液器

控制器接收来自雷达式液位传感器AKS 4100(U)的4-20mA液位信号,准确地测量压力容器/循环桶液位，再通过控制
计算转化成模拟或数字信号来调节ICM电动阀开度或电磁阀开关以实现有效地液位控制。

主界面：

✓ 清晰的可视化界面：图文并茂
• 设置过程简单
• 有效显示参数和报警信息
• LCD主屏可显示多个实时测量值供用户参考

控制器名称
控制器状态
实际液位

高液位报警
制冷剂泵状态（或低液位报警）
PLC
(Modbus-RTU
主控制器)

实际开度

EKE 347
(Modbus RTU 从动控制器)

Modbus-RTU 网络

✓ 卓越的联网通讯：与PLC集成系统深度
交互
• 标准工业PLC系统支持Modbus-RTU通信
• 通讯连接方式便捷:

EKE 347
(Modbus RTU
从动控制器)

- 独立的模拟量信号
- 数字报警信号和继电器

PLC
(Modbus RTU 从动控制器)

- PLC上模拟输入通讯卡/通道

RJ12 接口在远程图形显示
控制器背面 (MMIGRS)

✓ 集成控制：远程图形界面可连接到多个EKE控制器从而实现：

RJ12

• 访问连接设备的实时状态
• 在一个控制器上轻松更改设置

Danfoss MMIGRS controls
all connected EKE-347 level

controller thru CAN bus.
Same functionality availabale on
remote display as on local EKE-347
display!

EKE-347

• 一个简单door-mount面板接口

(Connected to Danfoss
MMIGRS thru CAN)

• 减少布线和调试时间

EKE 347与
MMIGRS控制器
通过标准RJ12
连接

丹佛斯
可编程控制器
EKE-347
MMIGRS

Danfoss CAN bus

• 即插即用的解决方案——采用标准RJ12

EKE-347
(Connected to Danfoss
MMIGRS thru CAN)

接口无需额外供电

(Connected to Danfoss
MMIGRS thru CAN)

CAN bus

EKE 347
EKE 347

EKE 347上的RJ12接口

丹佛斯MMIGRS可编程控制器可通过CAN bus
系统控制所有EKE 347液位控制器。

AKS 4100(U) 由
EKE 347直接供电

✓ 自供电的模拟输入信号
• 液位传感器无需额外供电
• 调试简易
EKE 347

AKS 4100 (U) 系列液位传感器

✓

全球应用：多语言支持

德文

法文

西班牙文

葡萄牙文

意大利文

中文

阿拉伯文

俄文

• 便于使用本地语言进行技术支持
• 避免误操作，降低设备损坏风险

技术参数：
电压：
控制器功耗
输入信号
* Ri =
0(4)-20mA:100 Ω
0(2)-10 V: 100 kΩ
继电器输出
报警继电器
电流输出
连接
数据通信
运行环境要求
防护等级
重量
安装方式
屏幕显示
接线端子
认证

24 V a.c. +/-20% 50/60 Hz, 15 VA 或 24 V d.c. +/-20%, 10W
（电源线须与信号线隔离）
15 VA
AKV 20 W 线圈
55 VA
4-20 mA 或 0-10 V
液位信号 * 例如 AKS 4100(U) 传感器
ICM 阀反馈信号 *
ICAD 0/4-20 mA
启动 / 停止调节功能
2 个 . SPST
AC-1: 3 A ( 阻抗 )
AC-15: 3 A ( 感抗 )
1 个 . SPST
0-20 mA 或 4-20 mA
最大负载：500 Ω
ICM 阀连接——通过电流输出
AKV/A——通过 24 a.c. 脉宽调制输出
数据通信网络通讯协议接口，可与其他 EKE 控制器通讯
运行时：-20°C - +55°C (- 4°F - +131°F)
运输时：-30°C - +80°C (-22°F - +176°F)
湿度大于 90%，无冷凝水
避免震动冲击
IP 20
300 g
DIN 导轨
多点 LCD 显示
最大 2.5 mm2 多芯线缆接口
通过 EU 低压和 EMC 认证（CE 认证）
通过 EN 60730-1 和 EN 60730-2-9 的 LVD 测试
通过 EN61000-6-3 和 EN 61000-6-2 的 EMC 测试

工业制冷应用：
液位传感器
EKE 347

ICAD
0/4-20mA

AKS 4100(U)系列雷达式液位传感器反馈模拟信号给控制器。

ICM
EKE 347

灵活控制策略：低压或高压侧应用。
EKE 347可控制两类丹佛斯电子膨胀阀。
ICM模拟量信号可输入控制器，由控制器显示其开度。

膨胀阀

可采用不同类型的膨胀阀。
• ICM
ICM电动阀由ICAD数字步进电机驱动
• AKV/A
AKVA或AKV是脉宽调节电子膨胀阀

其他产品特点及优势：
✓
✓
✓
✓
✓

直观的设置：快速向导菜单，便捷启动
更好的控制能力
新的系统振荡检测：采用保护控制算法，保证系统更稳定液位
专属于工业制冷应用：电压易于切换
I/O 扩展能力

4-20mA

4-20mA
24 V a.c. 㓵ാ

AKS 4100 (U)

AKV/A

丹佛斯Flexline™柔性平台
安全，高效，灵便
安全可靠，先进灵活及省时高效的Flexline™柔性平台包括三大家族产品组合：

ICV Flexline™
—工业控制阀

ICF Flexline™
—工业组合阀

SVL Flexline™
—工业管路元件

所有产品均基于模块化设计。从设计到安装运行，从维修到设备保养都变得简单易行。为您带来
综合成本的节约。
登录 www.danfoss.com/flexline了解更多Flexline™柔性平台产品信息。

领先技术
通行全球
超过60年的工业制冷元件制造及应用经验，丹佛斯是您诉求高品质路上最坚实的伙伴。
我们的世界级领先技术搭配本土卓越的服务及支持，为您提供最优秀的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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