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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说明
本使用说明对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说明。请妥善保管本说明
书，以便所有用户都能查阅该手册内容，以及将来能够将其转交给
设备的新所有者。

关于安全的重要信息。
 ▶ 请阅读使用说明。若对使用说明书中的内容有疑问，请与 
Bürkert 联系。

 ▶ 3 基本安全提示尤其注意章节  和  2 按照规定使用。

1.1	 术语定义：产品
本使用说明中所用术语“产品”，指的是以下一种或多种设备：
 • 8746 型质量流量计 (MFM) büS/CANopen
 • 8746 型质量流量控制器 (MFC) büS/CANopen

1.2	 术语定义：büS
本使用说明中使用的术语“büS”代表基于 CANopen 协议的 
Bürkert 系统总线。
有关 büS 的更多信息，参见 country.burkert.com 上的接线指南。
与产品相关的 CANopen 的更多信息，参见 country.burkert.com 
上的“CANopen 网络配置”使用说明。

1.3	 关于	NAMUR	和	NAMUR	推荐性规范	
NE	107

测量与控制标准委员会 (NAMUR) 是面向流程工业自动化技术用
户的国际协会。
NAMUR 推荐性规范 (NE) 107：现场设备的自我监控和诊断。

1.4	 使用的图标

危险

警告紧急危险。
 ▶ 不遵守警告会导致死亡或重伤。

警告

警告存在在危险的情况。
 ▶ 不遵守警告可能会导致死亡或重伤。

当心

警告可能存在的危险。
 ▶ 不遵守可能会导致中度或轻微受伤。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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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警告财物损失。
 ▶ 不遵守警告可能损坏产品或装置。

指示重要的附加信息、提示和建议。

请参阅使用说明或其他文档中的信息。

 ▶ 表示避免危险的说明。
 → 表示要执行的工作步骤。

 表示结果。
Menu指示操作界面的文本。

1.5	 说明的有效性
本说明适用于 A14.00.00 及以上软件版本的产品。
使用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读取产品软件的版本号。

2	 按照规定使用
不当使用产品可能会对人员、周围设备和环境造成危害。
8746	型	MFM	büS/CANopen	只用于测量纯净气体和干燥气
体的质量流量。
8746	型	MFC	büS/CANopen	只用于测量和调节纯净气体和干
燥气体的质量流量。

 ▶ 请遵守合同文件、使用说明、铭牌以及校准牌上的数据：
 - 其他数据
 - 工作条件
 - 使用条件

 ▶ 产品仅用于铭牌上以及校准协议中指定的介质。
 ▶ 产品仅在室内使用。
 ▶ 产品仅用于 2,000 m 及以下海拔。
 ▶ 产品仅与产品制造商推荐的外部仪器配合使用。
 ▶ 产品仅与产品制造商推荐的组件配合使用。
 ▶ 小心操作产品，确保定期进行专业的保养。
 ▶ 产品仅在无故障的操作状态下运行。确保妥善存放、运输、安
装和使用。

 ▶ 产品只能按规定使用。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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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具有	ATEX	认证的产品版本

危险

由于在爆炸性环境中未按规定使用产品而导致的爆炸危险。
 ▶ 遵守 ATEX 符合性说明中的规定。
 ▶ 遵守适用于 8746 型的 ATEX 附加说明中的规定。附加说明在 
country.burkert.com 上提供。

当按照 ATEX 附加说明中的说明使用产品时，ATEX 认证才有效。
如果产品发生不允许的更改，ATEX 认证将失去其有效性。

3	 基本安全提示
此安全提示未考虑在产品的安装、使用和保养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可
预见的状况或事件。
运营的公司有责任遵守当地的安全规定以及对人员安全负责。

安装的设备或产品中的压力可能导致受伤。
 ▶ 在安装的设备或产品上作业之前，请先泄压。给管道排气并
清空。

触电导致受伤危险。
 ▶ 在安装的设备或产品上作业之前，请先关闭电源。确保无人会
接通电源。

 ▶ 遵守所有适用的电气设备事故预防和安全规定。
产品的高温表面可能导致灼伤或火灾。

 ▶ 请勿赤手触摸高温表面。
 ▶ 触摸产品时请戴上防护手套。
 ▶ 使产品远离所有易燃材料或介质。

介质溢出	造成受伤危险。
 ▶ 遵守所用工作介质的所有适用的事故预防规定和安全规定。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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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危险情况。
为防止人员受伤请遵守以下说明：

 ▶ 若无配套的滤网，请勿运行产品。
 ▶ 仅在校准铭牌上指定的安装位置 
运行产品。

 ▶ 确保 MFM 的工作压力不高于 
校准牌上规定的最大 
校准压力。

 ▶ 确保 MFC 工作压力不高于调节阀的密封压力。
 ▶ 本产品只能用于在校准协议中指定作为工作介质的介质。
 ▶ 仅使用产品材料耐受的清洁剂进行清洁和去污。 
在我们的主页上提供了相应的概述：country.burkert.com。 
若有不明之处，可联系当地的经销处。

 ▶ 请勿对产品进行任何更改，也不要使产品受到机械应力。
 ▶ 保护安装的设备和产品，以防意外操作。
 ▶ 安装和保养工作只能由经过培训的人员进行。
 ▶ 在供电或介质供应中断后， 
请确保过程 
受控重启。

 ▶ 遵守一般行业规则。

注意

由于静电放电而变得危险的零件或组件。
产品包含对静电放电 (ESD) 反应灵敏的电子元件。与带静电的人
或物品接触可能会损害这些元件。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们会立即
毁坏或在下次启动时停止运行。
 • 采取 EN 61340-5-1 中所述的所有预防措施，以尽量减少或避

免静电放电造成损坏的可能性。
 • 施加电源电压时，请勿触摸电子组件！

中文

https://country.burkert.com/


10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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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般信息

4.1	 联系
制造商的名称以嵌入标签的形式显示在产品的盖子和外壳上。
请通过以下地址与产品制造商联系：

宝帝流体控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新骏环路88号浦江高科技园12A楼四层
邮编：201114

我们的国际经销处地址可以在以下网站 country.burkert.com		
找到。

4.2	 保修
保修的取决于产品的使用是符合使用说明中指定的工作条件。

4.3	 互联网上的信息
本产品的使用说明和数据表可通过以下网址 
country.burkert.com 在线查找。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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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说明

5.1	 产品版本

5.1.1	 质量流量计	(MFM)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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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基体：
2. 流动方向
3. 用于功能性接地连接的 M4 螺钉
4. 可能的流体接口：

 - 符合 DIN ISO 228/1 的 G 内螺纹连接
 - 符合 ASME/ANSI B 1.20.1 的 NPT 内螺纹连接
 - 法兰连接

5. M4 螺钉
6. 防撞击护盖。始终随附防撞击护盖，但只可与 ATEX 产品一

起使用。
7. M12 密封帽。M12 密封帽仅随 ATEX 产品提供。
8. 封闭插塞
9. 用于功能性接地连接的 M3 螺钉
10. 5 针 M12 插头
11. 产品状态指示灯，指示灯根据 NAMUR NE 107 标准运转。
12. 存储卡的插槽

图 1： 质量流量计的产品版本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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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带比例阀的质量流量控制器	(M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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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体：

2. 比例阀
3. 流动方向
4. 用于功能性接地连接的 M4 螺钉
5. 可能的流体接口：

 - 符合 DIN ISO 228/1 的 G 内螺纹连接
 - 符合 ASME/ANSI B 1.20.1 的 NPT 内螺纹连接
 - 法兰连接

6. M4 螺钉
7. 防撞击护盖。始终随附防撞击护盖，但只可与 ATEX 产品一

起使用。
8. M12 密封帽。M12 密封帽仅随 ATEX 产品提供。
9. 封闭插塞
10. 用于功能性接地连接的 M3 螺钉
11. 5 针 M12 插头
12. 产品状态指示灯，指示灯根据 NAMUR NE 107 标准运转。
13. 存储卡的插槽

图 2： 带比例阀的质量流量控制器产品版本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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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带电动阀的质量流量控制器	(M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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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动阀的 LED 状态灯
2. 产品状态指示灯，指示灯根据 NAMUR NE 107 标准运转。
3. 存储卡的插槽

4. M4 螺钉
5. 防撞击护盖。始终随附防撞击护盖，但只可与 ATEX 产品一

起使用。
6. M12 密封帽。M12 密封帽仅随 ATEX 产品提供。
7. 封闭插塞
8. 5 针 M12 插头
9. 电动阀
10. 可能的流体接口：

 - 符合 DIN ISO 228/1 的 G 内螺纹连接
 - 符合 ASME/ANSI B 1.20.1 的 NPT 内螺纹连接
 - 法兰连接

11. 基体：
12. 流动方向
13. 用于功能性接地连接的 M3 螺钉
14. 用于功能性接地连接的 M4 螺钉

图 3： 带电动阀的质量流量控制器产品版本

5.2	 产品状态指示灯
产品状态指示灯会根据 NAMUR 推荐性规范 NE 107 更改其颜色和
状态。产品状态指示灯的颜色提供以下信息：
 • 产品诊断是否启动。产品上的诊断处于启动状态，无法停用。
 • 当启动产品诊断时，产品状态指示灯将指示是否已生成诊断事

件。如果已生成多个诊断事件，则产品状态指示灯将指示优先级
最高的诊断事件。参见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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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产品状态指示灯闪烁时，表明已在用户界面（例如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中选择了产品。

表 1： 根据 NAMUR NE 107，2006-06-12 版，产品状态指示灯用于启用的诊断 

颜色（按照	
NE	107）

颜色代码（适
用于	PLC）

诊断结果（按照	
NE	107）	

含义

红色 5 失灵、错误或故障 MFM：由于产品或其外围设备的功能性故障，测量值无效。
MFC：由于产品或其外围设备的功能性故障，测量值无效且产品无法再调节。

橙色 4 功能控制 设备正在工作。
MFM：输出信号暂时无效。
MFC：产品暂时无法调节。

黄色 3 不符合规范 产品的环境条件或工艺条件超出了规定范围。
产品内部诊断指示产品或过程属性中的问题。

蓝色 2 需要维护  → 进行必要的维护工作。
MFM：产品继续测量。
MFC：产品继续调节，但是某一功能暂时受到限制。

绿色 1 - 诊断处于启动状态，并且未生成诊断事件。
MFC 产品版本可以在正常操作模式下或在 Stored	set-point	value 操作模式下工作。参见章
节 10.9 正常操作模式 (MFC)和章节 10.11 选择设定值源 (MFC)。

 → 要解决产品状态指示灯所指示的问题，参见章节 12.1 产品状态指示灯指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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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电动阀	LED	状态灯
电动阀 LED 状态灯的颜色和状态提供以下信息：
 • 电动阀是否存在问题。
 • 电动阀是否完全打开或关闭。

表 2： 电动阀的状态取决于 LED 状态灯的颜色

LED	的颜色 LED	的状态 电动阀的状态
- LED 熄灭 未给电动阀供电

白色 LED 亮起 电动阀正常工作

黄色 LED 亮起 电动阀完全打开

LED 闪烁。颜色随
着指示电动阀位置
的颜色而变化。

电动阀的环境条件或工艺条件超出了
规定范围。

绿色 LED 亮起 电动阀关闭

红色 LED 闪烁。颜色随
着指示电动阀位置
的颜色而变化。

故障

5.4	 存储卡

注意	

如果存储卡损坏或丢失，可通过 Bürkert 经销处购买新的存
储卡。

本产品随附存储卡，此卡已插入产品中。
产品通电后，有 2 种情况：
 • 当特定产品的数据存储在插入的存储卡中时，产品将接收数据。

交付产品时，存储卡将包含特定产品的数据。有关已存储的数据
列表，参见初始文件辅助，该文件可以从 country.burkert.com 
下载。

 • 当插入的存储卡为空时，产品将其自身的数据加载到存储卡上。
新的存储卡是空的。

可以将存储卡上的数据传输到具有相同产品编号的另一产品。例如，
可以将数据从损坏的产品转移到新的产品。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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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MFC	的调节阀
MFC 配备有以下某一类型的调节阀：
 • 直动式常闭比例阀。
 • 电机驱动阀又称电动阀。未通电时，电动阀保持在其最后位置。

若满足以下条件，则将由调节阀接管紧密关闭功能：
 • 在规定的压力范围内使用本产品。
 • 该产品配有由软材料（如 FKM 或 EPDM）制成的阀座垫圈。

注意

若阀座垫圈由硬质材料（如	PCTFE）组成，则调节阀无法密封。
阀门公称直径为 0.05 mm 或 0.1 mm 的产品具有由硬质材料制
成的阀座垫圈。

6	 技术数据

6.1	 符合性
该产品符合根据欧盟符合性声明的欧盟指令（如果适用）。

6.2	 标准
用于证明符合欧盟指令的所用标准可在欧盟型式检验证书和/或欧
盟符合性声明中查阅（如果适用）。

6.3	 工作条件

警告

由压力、介质溢出导致的受伤危险。
特定产品的重要数据显示在铭牌和校准牌上。

 ▶ 仅将产品用于特定的工作介质。
 ▶ 不得超过规定的校准压力。

警告

由于在户外使用而引起的功能性故障将导致受伤的危险。
 ▶ 请勿在户外使用本产品。

 → 具有 ATEX 认证的产品版本的特殊工作条件可以在产品的 
ATEX 附加说明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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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质量流量计

表 3： MFM 的工作条件

环境温度 –10~+50 ℃

流体温度  • –10~+70 ℃
 • –10~+60 ℃（针对氧气）

环境空气湿度 < 95%，无冷凝

符合 EN 60529 的防
护等级

1) IP 防护等级由 
Bürkert 确定。IP 防护等
级未经 UL 评估。

IP651)，IP671)

在以下条件下：
 • 必须连接电缆。
 • 必须插入并拧紧对应接头。

工作压力 最大 22 bar

6.3.2	 带比例阀的质量流量控制器

表 4： 带比例阀的 MFC 的工作条件

环境温度  • –10~+50 ℃
 • UL 认证的产品版本：–10~+40 ℃

流体温度  • –10~+70 ℃
 • –10~+60 ℃（针对氧气）

环境空气湿度 < 95%，无冷凝

符合 EN 60529 的防
护等级

2) IP 防护等级由 
Bürkert 确定。IP 防护等
级未经 UL 评估。

IP652)，IP672)

在以下条件下：
 • 必须连接电缆。
 • 必须插入并拧紧对应接头。

工作压力 最大 22 bar
取决于比例阀的公称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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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带	3280	型电动阀的质量流量控制器

表 5： 带 3280 型电动阀的 MFC 的工作条件

环境温度  • –10~+50 ℃
 • UL 认证的产品版本：–10~+40 ℃

流体温度  • 0~+70 ℃
 • 0~+60 ℃（针对氧气）

环境空气湿度 < 95%，无冷凝

符合 EN 60529 的防
护等级

3) IP 防护等级由 
Bürkert 确定。IP 防护等
级未经 UL 评估。

IP543)

在以下条件下：
 • 必须连接电缆。
 • 必须插入并拧紧对应接头。

工作压力 最大 22 bar
取决于电动阀的公称直径

6.3.4	 带	3285	型电动阀的质量流量控制器

表 6： 带 3285 型电动阀的 MFC 的工作条件

环境温度  • –10~+50 ℃
 • UL 认证的产品版本：–10~+40 ℃

流体温度  • 0~+70 ℃
 • 0~+60 ℃（针对氧气）

环境空气湿度 < 95%，无冷凝

符合 EN 60529 的防
护等级

4) IP 防护等级由 
Bürkert 确定。IP 防护等
级未经 UL 评估。

 • IP504)

在以下条件下：
 • 必须连接电缆。
 • 必须插入并拧紧对应接头。

工作压力 最大 22 bar
取决于电动阀的公称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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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产品材料

表 7： 所有产品版本的产品材料

产品部件 材料

基体：
 • 铝
 • 不锈钢 1.4305

外壳 喷漆压铸铝

密封件 参见铭牌

产品状态指示灯 PMMA（非 ATEX 产品版本）

接触介质的部件 
（传感器）

1.4404，Al2O3，PPS GF40，环氧树
脂，硅，氮化硅

表 8： 带比例阀的 MFC 的特定材料

接触介质的部件 1.4310、1.4113、1.4305

表 9： 带电动阀的 MFC 的特定材料

接触介质的部件 1.4310，1.4305，Al2O3， 
PPS GF40，PEEK

6.5	 尺寸，重量
 → 遵守相应产品的数据表。

6.6	 流体数据

6.6.1	 质量流量计

表 10： 介质数据，MFM

校准介质 工作介质或空气

质量流量值范围 
（参照 N2 (lN/min)）

20~2,500 IN/min

确切的范围取决于基体的大小和所使用的气体。遵守产品型号数
据表。

测量范围 1:50
可应要求提供更大测量范围。

可重复性 最终值的 ±0.1%

工作介质 参见铭牌

预热 15 分钟后并使用校准介
质时的测量精度

测量值的 ±1.5%5)

最终值的 ±0.3%5)

响应时间 < 500 ms

5) 如果工作介质与校准介质不同，实际测量精度可能偏离数据表中给出的
值。当将天然气用作工作介质时，测量精度取决于天然气的成分，而天然
气的成分会因产地和季节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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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带比例阀的质量流量控制器

表 11： 流体数据，带比例阀的 MFC

校准介质 工作介质或空气

质量流量值范围 
（参照 N2 (lN/min)）

20~1,500 lN/min

确切的范围取决于基体的大小和所使用的气体。遵守产品型号数
据表。

测量范围/控制范围 1:50
可应要求提供更大测量范围。

可重复性 最终值的 ±0.1%

工作介质 参见铭牌

预热 15 分钟后并使用校准介
质时的测量精度

测量值的 ±1.5%6)

最终值的 ±0.3%6)

稳定时间 < 500 ms

6) 如果工作介质与校准介质不同，实际测量精度可能偏离数据表中给出的
值。当将天然气用作工作介质时，测量精度取决于天然气的成分，而天然
气的成分会因产地和季节而不同。

6.6.3	 带电动阀的质量流量控制器

表 12： 介质数据，带电动阀的 MFC

校准介质 工作介质或空气

质量流量值范围 
（参照 N2 (lN/min)）

20~2,500 IN/min

确切的范围取决于基体的大小和所使用的气体。遵守产品型号数
据表。

测量范围/控制范围 1:50
可应要求提供更大测量范围。

可重复性 最终值的 ±0.1%

工作介质 参见铭牌

预热 15 分钟后并使用校准介
质时的测量精度

测量值的 ±2%7)

最终值的 ±0.5%7)

稳定时间 < 5 s

7) 如果工作介质与校准介质不同，实际测量精度可能偏离数据表中给出的
值。当将天然气用作工作介质时，测量精度取决于天然气的成分，而天然
气的成分会因产地和季节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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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	 工作介质的质量
使用产品铭牌上指定的工作介质。工作介质必须清洁干燥。

气体或气体混合物必须符合 10.8 中的质量标准。质量标
准已在 ISO 8573-1 标准“压缩空气——第 1 部分：杂质
和纯度等级”中进行规定。工作气体必须符合质量标准才
能满足以下要求：
 • 产品的必要测量精度
 • 符合安全要求
 • 符合 MFC 的调节精度

关于质量标准的详细信息，参见 ISO 8573-1。

表 13： 介质的质量标准

标准 质量等级 值

最大颗粒尺寸 2 1 μm

最大颗粒密度： 2 1 mg/m³

压力下的最大露点 4 3 ℃

最大含油量 1 0.01 mg/m³

6.6.5	 压力损失	(MFM)
质量流量计的压力损失取决于以下参数：
 • 流速
 • 产品流体接口的大小
 • 产品流体接口的类型
 • 产品基本模块的大小
 • 工作气体的种类

 → 根据工作介质是空气还是以其他气体充当空气来确定压力损
失值。

6.6.6	 工作气体是空气
若将空气用作工作气体，请直接从图 4 或图 5 的图表中读取压力
损失。

例如，若通过带有 1/2 英寸螺纹流体接口的 MFM 的流量为 
1,400 lN/min ，空气的压力损失为 140 mbar，如图 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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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lN/min]

∆p [mbar]

0
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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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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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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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
4 

英
寸

3/
8 英

寸

1/2 英
寸

3/4 英寸

1 英寸

例如

A
B

C

A： 带基体的 MFM 用于流量范围 0~100 lN/min
B： 带基体的 MFM 用于流量范围 100~500 lN/min
C： 带基体的 MFM 用于流量范围 500~1,500 lN/min

图 4： 空气压力损失图表，带有 250 µm 滤网的 MFM，流量范围 
0~100 lN/min，100~500 lN/min，500~1,500 lN/min Q [lN/min]

∆p [mbar]

200
220
240
260
280
300
320
340
360
380
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

2100
2200

2300
2400

2500

420
440
460
480
500
520
540
560
580
600

1 
英

寸3/
4 

英
寸

带基体的 MFM 用于流量范围 1,500~2,500 lN/min

图 5： 空气压力损失图表，带有 250 µm 滤网的 MFM，流量范围 
1,500~2,500 lN/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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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7	 工作气体不是空气
若工作气体不是空气，请按以下步骤确定压力损失：
1. 压力损失 p空气 可从图 4 或图 5 的图表中读取。
2. 压力损失 p气体 可借助 图 6 中的公式算出。

ρ
ρ

空气
空气

 = 工作气体的压力损失

空气  = 空气的压力损失
ρ  =  根据 DIN 1343 在正常条件下的工作气体密度  

(PN = 1,013.25 mbar，TN = 273.15 K)
ρ 空气

 =  根据 DIN 1343 在正常条件下的空气密度  
(PN = 1,013.25 mbar，TN = 273.15 K)

图 6： 用于计算 MFM 中压力损失的公式

流经带有 1/2 英寸螺纹流体接口的 MFM 的氩气示例：
1. 若流量为 1,400 lN/min，则压力损失 p空气  为 140 mbar，

如图 4  所示。
2. 若流量为 1,400 lN/min，氩气的压力损失为 164.4 mbar， 

如 图 7 中的算式所示。

氩气
= 140 mbar

1.784

1.294 = 164.4 mbar

图 7： 氩气压力损失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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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电气参数

表 14： MFM 的电气数据

工作电压 24 V DC ± 10%

最大功耗 2 W

通信接口 büS 和 CANopen。可以借助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选择通信类型。

表 15： MFC 的电气数据

工作电压 24 V DC ± 10%；残余波纹度 < 2%

最大功耗 遵守产品铭牌

通信接口 büS 和 CANopen。可以借助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选择通信类型。

6.8	 标识

警告

由压力、介质溢出导致的受伤危险。
特定产品的重要数据显示在铭牌和校准牌上。

 ▶ 仅将产品用于特定的工作介质。
 ▶ 不得超过规定的校准压力。

6.8.1	 校准牌

5

4
3
2
1

6

Mass Flow Controller
Medium 1                Medium 2
P1: 1,00 barg          P1: 1,00 barg
Mounting: horizontal upright

Id: 00******

QC passed: __ . __ . ____

1. 产品版本
2. 校准介质
3. 校准压力
4. 安装位置
5. 产品的产品编号
6. 校准日期

图 8： 校准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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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铭牌

8xxx  24V ...   18W [10,5W]
IP65/IP67 NEC Class 2 only
500,0   Nl/min   Air
800,0   Nl/min   Air
büS/CANopen
GR:1  KL:A   Ta=-10°C..+50°C
S/N 1000   W41ME  PS=100barg  EPDM
00******

1 2 3

4

5
6

7810

11

9

12
13
14
15
16

1. 产品型号
2. 电源电压、直流电
3. 功耗符合 UL 61010-1 [比例阀：典型功耗 1）；电动阀：功

耗 1） 用于保持电动阀的位置]

1) 条件：23 ℃ 的环境温度，100% 额定流量，30 分钟调节模式
4. 警告图标：遵守产品随附的使用说明。
5. 环境温度
6. 密封材料
7. 爆破压力
8. 制造商代码
9. 符合 DVGW（德国燃气与供水工业技术和科学协会）的调节

阀等级
10. 产品的产品编号
11. 产品序列号

12. 产品类别

13. 通信接口
14. 额定流量 (Q额定)、单位和工作介质（气体 2）
15. 额定流量 (Q额定)、单位和工作介质（气体 1）
16. IP 防护等级

图 9： 铭牌说明	（示例）

6.8.3	 符合性标识，认证标识

R
u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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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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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n

F
-6

7
2

2
0

 T
ri

e
m

b
ac

h
M

ad
e

 i
n

 F
ra

n
c

e

符合性标志

认证

警告──高温表面

图 10： CE 标志和 UL 认证

有关产品上较旧标识的说明，参见 country.burkert.com 
上的相应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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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流体安装

7.1	 安全提示

危险

安装的设备或产品中的压力可能导致受伤危险。
 ▶ 在安装的设备或产品上作业之前，请先泄压。给管道排气并
清空。

触电导致受伤危险。
 ▶ 在系统或产品上进行作业之前，请关闭电源电压。确保无人会
接通电源。

 ▶ 遵守所有适用的电气设备事故预防和安全规定。
介质泄漏导致受伤危险。

 ▶ 遵守所用工作介质的所有适用的事故预防规定和安全规定。

警告

安装不当可能导致受伤危险。
 ▶ 只能由经过培训的人员进行安装。该人员必须使用合适的辅助
工具。

 ▶ 安装时防止意外操作。
 ▶ 安装后确保受控重启。

注意

带电动阀的产品版本存在破损危险。
 • 请勿将电动阀的执行机构外壳用作杠杆臂。

振动对 MFC 的比例阀有不良影响。
 ▶ 避免强烈的振动。

7.2	 安装步骤
1. 根据流体接口情况进行流体安装。参见相应章节：

 - 章节 7.3 带 G 内螺纹接口的产品版本
 - 章节 7.4 带 NPT 内螺纹接口的产品
 - 章节 7.5 带法兰接口的产品版本

2. 进行电气安装。参见章节 8。
3. 运行产品。参见章节 9 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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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带	G	内螺纹接口的产品版本
为了连接到过程，本产品配有过程连接板，该过程连接板具备符合 
DIN ISO 228/1 的螺纹。

警告

泄漏导致受伤危险。
 ▶ 若质量流量低且压力高，请确保密封安装。密封性可防止错误
测量或工作介质泄漏。

为确保密封安装，请遵循以下说明：
 ▶ 使用卡套接头。安装卡套接头时，应使其免受拉力。
 ▶ 使用直径适合产品介质接口且表面光滑的管道。

如果产品未随附卡套接头，请选择其他制造商的螺纹管接
头。螺纹管接头必须适合产品的介质接口。G 内螺纹连接
卡套接头作为附件提供，参见表 16。还要为每个介质接口
购买密封件。

表 16： 不锈钢卡套接头和所属密封件

产品上的内螺
纹连接符合	
DIN	ISO	228/1

管路直径

产品编号

不锈钢制卡套
接头 密封件（1	个）

G 1/4 6 mm 901 538 901 575
G 1/4 8 mm 901 540
G 1/4 1/4 英寸 901 551 901 579
G 1/4 3/8 英寸 901 553
G 3/8 8 mm 901 542 901 576
G 3/8 10 mm 901 544
G 3/8 1/4 英寸 901 555 901 580
G 3/8 3/8 英寸 901 556
G 1/2 10 mm 901 546 901 577
G 1/2 12 mm 901 548
G 1/2 1/2 英寸 901 557 901 581
G 1/2 3/4 英寸 901 558
G 3/4 12 mm 901 549 901 578
G 3/4 3/4 英寸 901 559 901 582
G 1 可应要求提供

安装方法

该方法适用于 Bürkert 提供的卡套接头。
 • 若使用其他制造商的螺纹管接头，请使用该制造商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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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入口段。
产品的一侧的管道连接已说明。相同的方法适用于产品的另一侧。

 → 清除管道和导入介质的装置组件中的所有污染物。
 → 管道直角切割 [1] 并去毛刺 [2]。参见 图 11。

1 2

图 11： 管道切割和去毛刺

注意

污垢会导致故障。
 ▶ 若使用了受污染的工作介质，请在产品前面安装一个过滤器。
过滤器的网眼尺寸必须小于 25 µm。过滤器可确保产品功能
正常。参见章节 6.6 流体数据。

 → 取下用于封闭螺纹连接的保护帽。
 → 请遵守校准牌或校准协议上规定的安装位置。
 → 相继将螺母 [A] 和卡套推装至管道上。参见 图 12。

A

B
C卡套

图 12： 管道上的螺母和卡套

 → 将密封件 [C] 放在产品的 
流体接口上。参见 图 13。

 → 将螺纹体 [B] 拧入 
流体接口。以 25~28 Nm 的扭矩拧紧，其对应 
18.44~20.65 lbf ft。参见 图 13。

C B

图 13： 拧入螺纹体

 → 将管道插入螺纹体并用手拧紧螺母 [A]。参见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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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图 14： 用手拧紧螺母

 → 用开口扳手拧紧螺母，扭矩为 25~28 Nm，其对应 
18.44~20.65 lbf ft。参见 图 15。

图 15： 开口扳手拧紧螺母

 → 对产品另一侧的流体接口执行相同的操作。

7.4	 带	NPT	内螺纹接口的产品

警告

泄漏导致受伤危险。
 ▶ 若质量流量低且压力高，请确保密封安装。密封性可防止错误
测量或工作介质泄漏。

为确保密封安装，请遵循以下说明：
 ▶ 使用卡套接头。安装卡套接头时，应使其免受拉力。
 ▶ 使用直径适合产品介质接口且表面光滑的管道。

安装方法
无需入口段。

 → 清除管道和导入介质的装置组件中的所有污染物。
 → 管道直角切割 [1] 并去毛刺 [2]。参见 图 16。

1 2

图 16： 管道切割和去毛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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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由于污染导致的功能性故障。
 ▶ 若使用了受污染的工作介质，请在产品前面安装一个过滤器。
过滤器的网眼尺寸必须小于 25 µm。过滤器可确保产品功能
正常。参见章节 6.6 流体数据。

 → 请遵守校准牌或校准协议上规定的安装位置。
 → 取下用于封闭螺纹连接的保护帽。
 → 对产品一侧的流体接口执行此操作。
 → 遵守所用螺钉连接的制造商的说明。
 → 遵守所用螺钉连接的制造商的扭矩值。
 → 对产品另一侧的流体接口执行相同的操作。

7.5	 带法兰接口的产品版本

警告

泄漏导致受伤危险。
若质量流量低且压力高，请确保密封安装。密封性可防止错误测
量或工作介质泄漏。

振动对 MFC 的比例阀有不良影响。
 ▶ 避免强烈的振动。

带法兰接口的产品安装在制造商的过程连接板上。过程连接板配有
各种类型的流体接口：
 • 内螺纹连接
 • 外螺纹连接
 • 卡盘连接
 • ……

 → 根据已安装的流体接口来安装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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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电气安装
8.1	 安全提示

危险

触电导致受伤危险。
 ▶ 在系统或产品上进行作业之前，请关闭电源电压。确保无人会
接通电源。

 ▶ 遵守所有适用的电气设备事故预防和安全规定。

警告

静电放电会引起着火和火灾危险。
产品的静电放电会点燃可燃性气体蒸气。

 ▶ 为防止静电积聚，请将外壳与功能性接地 (FE) 相连。使用最短
的绿黄色电缆。电缆横截面必须至少与电源电缆的横截面相符。

警告

电磁场导致受伤危险。
若未连接功能性接地 (FE)，则不满足 EMC 指令的要求。

 ▶ 将外壳与功能性接地 (FE) 相连。使用最短的绿黄色电缆。并且
电缆横截面应至少与电源电缆的横截面相符。

注意

对产品正常功能的要求。
 ▶ 使用电量充足的电源。
 ▶ 使用屏蔽 büS 电缆、屏蔽 CANopen 电缆或屏蔽 DeviceNet 
电缆。电缆屏蔽层可以是编织式屏蔽或箔层屏蔽。

 ▶ 对于 MFC 注意允许的最大工作电压残余波纹度。残余波纹度
已在章节 6.7 电气参数中说明。

注意

UL	认证的版本必须以下列方式之一提供：
 ▶ 依据 UL/IEC 61010-1 的“限能电路”(LEC)
 ▶ 依据 UL/IEC 60950 的“限功率电源”(LPS)
 ▶ SELV/PELV 配备 UL 认证的过电流保护，依据 UL/
IEC 61010-1，表格 18（例如 Block PM-0124-020-0）

 ▶ 2 级 NEC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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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其他文件
 • 有关 büS 的更多信息，参见 country.burkert.com 上的接线

指南。
 • 与产品相关的 CANopen 的更多信息，参见 

country.burkert.com 上的“CANopen 网络配置”使用说明。
 • 相关产品类型的产品说明文件和对象说明（可在  

country.burkert.com 下载）。
 • 8746 型 ATEX 附加说明（通过以下网址下载 

country.burkert.com）。
 •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中的特定产品辅助。
 • 适用于 LabVIEW 的 büS 驱动程序可应要求提供。
 • A.08 之前的软件版本的产品状态指示补充说明，可在 

country.burkert.com 中获取。

8.3	 产品布线

8.3.1	 借助	Bürkert	的	büS	延长电缆

注意

正确运行产品的要求。
 ▶ 参见 country.burkert.com 中的接线指南（提供英文和德
文版）。

Bürkert 的 büS 延长电缆可用于产品接线。可用的 büS 延长电缆
已在表 17 中列出。

表 17： 附件：büS 延长电缆

产品 产品编号
büS 延长电缆，带 5 针 M12 插头，0.1 m 772492
büS 延长电缆，带 5 针 M12 插头，0.2 m 772402
büS 延长电缆，带 5 针 M12 插头，0.5 m 772403
büS 延长电缆，带 5 针 M12 插头，1 m 772404
büS 延长电缆，带 5 针 M12 插头，3 m 772405

 → 如果安装了防撞击护盖，用 2.5 mm 内六角扳手松开防撞击护
盖的 2 个螺栓。取下防撞击护盖。

 → 如果产品是 ATEX 版本，则取下 M12 密封盖。
 → 以配套插口制造商指定的扭矩将配套插口拧入 5 针插头。
 → 进行产品的功能性接地。参见章节 8.4。

8.3.2	 借助	Bürkert	的	büS	电缆

注意

正确运行产品的要求。
 ▶ 参见 country.burkert.com 中的接线指南（提供英文和德
文版）。

Bürkert 的 büS 电缆可用于产品接线。此外，还可以使用 Bürkert 
的配套插口。参见 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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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附件：büS 电缆和插口

产品 产品编号
büS 电缆，50 m 772413
büS 电缆，100 m 772414
直型 5 针 M12 插口 772416
弯曲型 5 针 M12 插口 772418

如果使用 Bürkert 的 büS 电缆，请遵守表 19 中列出的导线信号。

表 19： büS 电缆导线信号
büS 电缆导线颜色 信号
红色 24 V DC
黑色 DGND
白色 CAN_H
蓝色 CAN_L

如果使用单独的配套插口，请遵守以下要求以正确运行
产品。
 • 使用带有屏蔽连接的配套插口。
 • 确保 büS 电缆穿过配套插口。Bürkert 提供的 büS 电缆

外径为 8.2 mm。

 → 给配套插口接线。遵循配套插口制造商的说明。
 → 将每根导线插入相应的引脚。参见 图 17。

2

1

4

35

编码标记

M12 螺纹内接至 FE

针脚 分配
1 屏蔽
2 24 V
3 DGND
4 CAN_H

5 CAN_L

图 17： büS/CANopen MFM、büS/CANopen MFC：引脚分配，5 针 
M12 插头（A 型）

 → 如果安装了防撞击护盖，用 2.5 mm 内六角扳手松开防撞击护
盖的 2 个螺栓。取下防撞击护盖。

 → 如果产品是 ATEX 版本，则取下 M12 密封盖。
 → 取出电缆屏蔽层的一根绞线并将其插入引脚 1。
 → 以配套插口制造商指定的扭矩将配套插口拧入 5 针插头。
 → 进行产品的功能性接地。参见章节 8.4。

8.3.3	 借助	CANopen	电缆

注意

正确运行产品的要求。
 ▶ 使用屏蔽 CANopen 电缆。电缆屏蔽层可以是编织式屏蔽或
箔层屏蔽。

Bürkert 的配套插口可用于产品连接。参见 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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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附件：插口

产品 产品编号
直型 5 针 M12 插口 772416
弯曲型 5 针 M12 插口 772418

正确运行产品的要求。
 • 使用带有屏蔽连接的配套插口。
 • 请遵守配套插口制造商规定的电缆和线芯说明。

 → 给配套插口接线。遵循配套插口制造商的说明。
 → 将每根导线插入相应的引脚。参见 图 18。

2

1

4

35

编码标记

M12 螺纹内接至 FE

针脚 分配
1 屏蔽
2 24 V
3 DGND
4 CAN_H

5 CAN_L

图 18： büS/CANopen MFM、büS/CANopen MFC：引脚分配，5 针 
M12 插头（A 型）

 → 如果安装了防撞击护盖，用 2.5 mm 内六角扳手松开防撞击护
盖的 2 个螺栓。取下防撞击护盖。

 → 如果产品是 ATEX 版本，则取下 M12 密封盖。
 → 取出电缆屏蔽层的一根绞线并将其插入引脚 1。
 → 以配套插口制造商指定的扭矩将配套插口拧入 5 针插头。
 → 进行产品的功能性接地。参见章节 8.4。

8.4	 连接功能性接地
请按照以下说明建立产品的功能性接地：

 → 使用最短的绿黄色电缆。并且电缆横截面应至少与电源电缆的
横截面相符。

 → 用 6.5 mm 的一字螺丝刀松开 M4 螺钉。参见 图 19。或者松
开 M3 螺钉。参见 图 20。

M4 螺钉

图 19： 用于功能性接地电缆连接的 M4 螺钉位置

M3 螺钉

图 20： 用于功能性接地电缆连接的 M3 螺钉位置

 → 借助电缆接头将功能性接地的绿黄色电缆固定到 M4 螺钉上
（M4 螺钉或 M3 螺钉均可）。

 → 以 1.8~2 Nm（对应于 1.33~1.47 lbf ft）的扭矩拧紧 M4 螺
钉，或者以 0.6~0.8 Nm（对应于 0.44~0.59 lbf ft）的扭矩拧
紧 M3 螺钉。

 → 如果在爆炸性环境中使用 ATEX 产品版本，请安装防撞击护
盖。请注意以下说明：

1. 将防撞击护盖的锁止钩插入外壳的凹槽中。参见 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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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钉 

防撞击护盖

锁止钩

图 21： 防撞击护盖，安装

2. 用手拧紧防撞击护盖上的螺钉。

9	 调试

9.1	 安全提示

警告

调试和操作不当导致受伤危险。
调试和操作不当可能导致受伤以及产品及其周围环境破坏。

 ▶ 在调试之前，请确保操作人员了解并完全理解使用说明的内
容。

 ▶ 请遵守安全提示和规定用途。
 ▶ 只有经过正规培训的人员才能安装和运行产品。
 ▶ 只有经过正规培训的人员才能借助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进行设置。

9.2	 调试工作步骤
1. 通过工作介质对管道加压。
2. 在校准压力下以工作介质冲洗管道，然后完全排气。
3. 接通产品的电源。

当特定产品的数据存储在插入的存储卡中时，产品将接收数
据。有关产品出厂时已存储的数据列表，参见初始文件辅助，该文
件可以从 country.burkert.com 下载。

当插入的存储卡为空时，产品将其自身的数据加载到存储卡上。 
可能出现的与存储卡有关的问题，参见章节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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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存储卡损坏或丢失，可通过 Bürkert 经销处购买新的存储
卡。

4. 在 CANopen 通信和 büS 通信之间进行选择。参见章节 10.5
。

5. 如果是 MFC 产品版本，并且工作介质不是校准介质，或者如
果压力条件发生了变化，请运行 Autotune（自动调谐）功
能。参见章节 10.10。

6. 产品正常工作。

10	 设置和操作

10.1	 安全提示

危险

安装的设备或产品中的压力可能导致受伤。
 ▶ 在安装的设备或产品上作业之前，请先泄压。给管道排气并清
空。

触电导致受伤危险。
 ▶ 在安装的设备或产品上作业之前，请先关闭电源。确保无人会
接通电源。

 ▶ 遵守所有适用的电气设备事故预防和安全规定。
产品的高温表面可能导致灼伤或火灾。

 ▶ 请勿赤手触摸高温表面。
 ▶ 触摸产品时请戴上防护手套。
 ▶ 使产品远离所有易燃材料或介质。

介质溢出造成受伤危险。
 ▶ 遵守所用工作介质的所有适用的事故预防规定和安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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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由于操作不当可能导致受伤危险。
操作不当会导致受伤和产品及其周围环境的破坏。

 ▶ 操作人员必须阅读并理解使用说明的内容。
 ▶ 请遵守安全提示和规定用途。
 ▶ 只有经过正规培训的人员才能安装和操作产品。
 ▶ 只有经过正规培训的人员才能借助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进行设置。

10.2	 功能

10.2.1	 零点切断	(MFC)
零点切断确保了调节阀的紧密关闭功能。如果同时发生以下情况，
则会启用零点切断：
1. 设定值 < 额定流量 Q额定 的 2%（测量范围 1:50）
2. 测量值 < 额定流量 Q额定 的 2%（测量范围 1:50）

 启用零点切断时，PWM 信号设为 0%，从而完全关闭阀

10.2.2	 冲洗模式	(MFC)

注意	

如果调节阀完全打开，产品的内部温度会升高。如果产品的内部
温度升高，则会损坏产品。
 • 阀门完全打开不要超过 10 分钟。

要完全打开调节阀，请向产品发送以下某一命令：
 • 非循环命令
 • 或双倍额定流量的循环命令

10.3	 用于执行设置的工具

MassFlowCommunicator 是与本产品不兼容的其他 PC 
软件。MassFlowCommunicator 软件不能用于配置或操
作产品。

可以使用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 8920 型进行设置。
 → 要将产品连接到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参见章节 10.4。
 → 有关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的一般信息，参见 8920 型
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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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将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连接到
产品

要使用 8920 型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进行设置，请执行
以下步骤：

 → 从 Bürkert 购买产品编号为 00772426 的  
USB büS 接口。参见 图 22。

büS 驱动盘与终端电阻
开关

图 22： 产品编号为 00772426 的 USB büS 接口

 → 最新版本的 8920 型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可从 
country.burkert.com 下载。

 → 在安装过程中，不得将 büS 驱动盘插入 PC。在 PC 上安装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遵守 USB büS 接口的安装建
议。

图 23 显示 USB büS 接口使用的电气连接部件。
 → 将 Micro USB 插入 büS 驱动盘。
 → 将合适的电源适配器插入电源。
 → 将电源电缆的插头插入 M12 插口电缆的插口中。

 → 将 M12 插口连接到 büS 网络。

Micro USB büS 驱动盘

插头

插口 电源

5 针 M12 插口

图 23： 产品编号为 00772426 的 USB büS 接口的电气连接部件

 → 如果产品连接到 büS 网络并位于 büS 末端，请将 büS 驱动
盘开关设置为“ON”。接着启用集成在 büS 驱动盘中的终端
电阻。

 → 将 büS 驱动盘插入 PC 上的 USB 接口。
 → 等待，直到 büS 驱动盘的 Windows 驱动程序已完全安装在 
PC 上。

 → 将电源的插头插入插座。
 → 启动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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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中单击 ，以便在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与产品之间建立通信。窗口打开。

 → 选择 büS	stick	。
 → 选择 Bürkert	USB	büS	stick 接口，单击 Finish	，然后等待
产品符号出现在设备列表中。

 → 单击设备列表中的产品图标：将显示产品的菜单结构。

10.5	 设置现场总线通信，CANopen	büS
对于软件版本为 A 的产品。 14.00.00 及更高版本，您将不能再使
用开关来选择数字通信类型（büS 或 CANopen）。
数字通信的可能操作模式为 büS 或 CANopen	。操作模式的默
认设置是用户特定的。
如需更改数字通信的操作模式，应当执行如下步骤：

	→ 将产品连接到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参见章节 10.4。
 → 在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中选择产品。
 → 前往菜单 General	settings	   Parameters	  

büS  Advanced	   Bus	mode	。
 → 选择数字通信的操作模式。
 → 重新启动产品。

现场总线的操作模式已更改。

如果现场总线的操作模式为 büS，则 CANopen	status	 设置
为 Operational	，并且将 PDO 发送到 büS。

如果现场总线的操作模式为 CANopen，则 CANopen	status 
设置为 Pre-op	，直到 CANopen 网络的主站将产品切换到 
Operational	。

10.6	 自定义调整
在交付状态下，产品由制造商校准。
借助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可以定义多达 32 个校准点的
调整过程。
在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的特定产品辅助中说明了自定义
调整过程。

 → 要将产品连接到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参见章节 10.4
。

10.7	 提高数据传输速度
如果提高数据传输速度，产品将提供更多循环过程数据。
例如，质量流量的测量值默认每 100 ms 提供一次。如果提高数据
传输速度，则质量流量的测量值每 10 ms 提供一次。

 → 如果网络中的多个产品同时启用数据传输速度，请确保总线负
载不超过 50%。

要提高数据传输速度，请执行以下操作：
 → 为总线网络供电。
 → 将产品连接到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参见章节 10.4。
 → 在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中，将鼠标移到设备列表中
的 büS 驱动盘图标上。如果总线负载高于 45%，请勿提高数
据传输速度。

 → 如果总线负载小于或等于 45%，则可以提高数据传输速度。请
进行如下操作：

1. 在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中选择产品。

 产品状态指示灯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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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往  General	settings	  Diagnostics	  
Inhibit	time	。

3. 要提高数据传输速度，请单击 Set	diagnostic	mode	。 
Inhibit	time	 功能切换到 Set	to	default	values	。

提高数据传输速度。
 → 要返回默认数据传输速度，请单击 Set	to	default	values	。 

Inhibit	time	 功能切换到 Set	diagnostic	mode	。

10.8	 MFC	的操作模式
首次为产品供电时，产品将切换到短暂的初始化阶段，然后再切换
到正常的操作模式。在 章节 10.9 中说明了正常的操作模式。
在表 21 中说明了可能的操作模式。

表 21：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中 MFC 的操作模式名称

操作模式 说明

Automatic 参见章节 10.9

Manual	set-point	value 参见章节 10.11

Stored	set-point	value 参见章节 10.11

Open-loop	control	mode 参见章节 10.11

Analyze	system 参见章节 10.11

 → 要更改操作模式，请更改设定值的来源。参见章节 10.11。
重启产品后，将保留操作模式，除非本产品正在执行 Analyze	
system	 功能。

10.9	 正常操作模式	(MFC)
首次为产品供电时，启用正常操作模式。图 24 显示 MFC 的正常 
操作模式。

注意

若阀座垫圈由硬质材料（如	PCTFE）组成，则调节阀无法密封。
阀门公称直径为 0.05 mm 或 0.1 mm 的产品具有由硬质材料制
成的阀座垫圈。

w

xout

y

x

xd	=	w	-	x

电子设备

传感器 控制阀

介
质

入
口

介
质

出
口

w = 质量流量的设定值
x = 质量流量的测量值
y = 调节阀的额定值位置

图 24： 带调节阀的 MFC 功能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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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测量质量流量，并比较测量值 x 与设定值 w。然后，产品
计算出泵的目标位置 y。目标位置 y 确定调节阀的开度。例如，如
果目标位置 y 等于 10%，则调节阀的开度为 10%。
设定值 w 和流量测量值通过现场总线传输。如果不同的现场总线组
件同时为产品预设一个设定值，则使用最后预设的值。

 → 如果工作介质不是校准介质，请执行 Autotune（自动调谐）
功能。参见章节 10.10。

 → 如果压力条件已更改，请执行 Autotune（自动调谐）功能。
参见章节 10.10。

 → 要更改操作模式，请更改设定值的来源。参见章节 10.11。

10.10	 优化调节参数	(MFC)
在校准协议中指定的压力条件下，产品在出厂时已借助校准介质
校准。
如果工作介质与校准介质不符或压力条件已改变，则应优化调节参
数。Autotune（自动调谐）功能可针对新的工作条件优化产品。
若运行 Autotune（自动调谐）：
 • 不要断开 MFC 的电源。
 • 供电压力保持恒定。

警告

流动的气体会导致受伤危险。
当 Autotune（自动调谐）功能运行时，气体流量可能高于额定
流量。

 ▶ 在 Autotune（自动调谐）功能执行之前，请确保当气体流量
增加时，不会发生任何危险。

 → 借助以下方式之一触发 Autotune（自动调谐）功能：
 - 通过现场总线
 - 借助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要将产品连接到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参见章节 10.4。

 运行 Autotune（自动调谐）且产品状态指示灯亮起橙色。

 MFC 将暂时停止管道中的流量调节。

 功能完成后，产品将返回其先前的操作模式。

 成功完成功能后，优化的调节参数将传输到产品的只读存储
器中。

10.11	 选择设定值源	(MFC)
可以从不同的来源设置设定值 w。可以选择哪个来源当前处于启动
状态。设定值的来源可以在运行期间更改。
当更改设定值的来源时，MFC 的操作模式将改变。
要更改设定值的来源，请更改 Set-point	value	source	 参数的设
置。可以使用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或通过更改设备说明对
象来更改 Set-point	value	source	 参数的设置。

 → 要将产品连接到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参见章
节 10.4。

产品重启后，将保留 Set-point	value	source	 参数的设
置，除非产品执行 Analyze	system	 功能。

Set-point	value	source	 的可能设置为：
	• Automatic	：	设定值通过现场总线设置。如果不同的现场总线

组件同时为产品预设一个设定值，则使用最后预设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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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nual	set-point	value	：出于测试目的而手动预设设定
值，或者为了确保设定值不被其他现场总线组件覆盖。

	• Stored	set-point	value	：	为了使用固定设定值 (w)。重新启
动产品后，固定设定值保持启用状态。

	• Open-loop	control	mode	：	用于直接设置调节阀上的目标
位置 (y)。在 Actuator	  Parameter	  Actu-
ating	variable	 菜单中给出的值是所使用的目标位置 (y)。产
品重启会将目标位置 (y) 设置为零。

	• Analyze	system	：本产品可在 Automatic	 操作模式的正常条
件下，按照预定义的时间顺序（带有设定值）工作。将结果图与
过程值的图形表示结合使用，以便借助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分析系统。

10.12	 无通信的设定值	(MFC)
当与外部设定值传感器（例如 PLC）的通讯中断时，该功能也可以
指定 MFC 的设定值。使用该功能时，设定值保持恒定。

通过使用该功能，即使通信中断，介质也可以继续流动。
 ▶ 使用该功能时，请确保过程安全。

 → 对于该功能的使用，参见启动文件文档里特定产品辅助中的相
应方法（可在 country.burkert.com 下载）。

11	 保养
如果不使用严重污染的介质，并且按照使用说明使用产品，则该产
品无需保养。

11.1	 使用严重污染的介质运行时的保养

危险

安装的设备或产品中的压力可能导致受伤危险。
 ▶ 在安装的设备或产品上作业之前，请先泄压。给管道排气并
清空。

触电导致受伤危险。
 ▶ 在安装的设备或产品上作业之前，请先关闭电源。确保无人会
接通电源。

 ▶ 遵守所有适用的电气设备事故预防和安全规定。
产品的高温表面可能导致灼伤或火灾。

 ▶ 请勿赤手触摸高温表面。
 ▶ 触摸产品时请戴上防护手套。
 ▶ 使产品远离所有易燃材料或介质。

介质泄漏导致受伤危险。
 ▶ 遵守所用工作介质的所有适用的事故预防规定和安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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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保养工作不当导致受伤危险。
 ▶ 只有经过培训的人员才能执行保养工作。该人员必须使用合适
的辅助工具。

 ▶ 安装时防止意外操作。
 ▶ 保养后确保受控重启。

警告

功能性故障可能导致受伤危险并且外壳打开可能导致产品掉落
危险。
灵敏的产品部件用于调节流量和测量流量。

 ▶ 请勿打开产品外壳。
 ▶ 仅对产品进行使用说明中所述的清洁工作和保养工作。
 ▶ 只有制造商才能进执行一步的工作和校准。

如果使用了严重污染的介质，请执行以下保养步骤：
 → 定期检查不锈钢滤网是否被污染。参见章节 11.1.1。
 → 若不锈钢滤网被污染，请清洁滤网或更换新的滤网，如章
节 11.1.1所述。如果需要备件，参见章节 13 附件/备件。

11.1.1	 检查并清洁不锈钢滤网
不锈钢滤网的检查和可能的清洁必须定期进行。检查和清洁的频率
取决于所测量的介质。

产品 说明
1 螺钉
2 法兰板
3 O型圈
4 弹性挡圈
5 圆环
6 不锈钢滤网
7 压缩弹簧

1

2

4

6

7

3

法兰板背面入口处，带有嵌入的 O
型圈

5

3

图 25： 分解图──与工作介质接触的部件

执行以下步骤来检查并清洁滤网：
 → 将产品垂直放置，介质入口在顶部。
 → 用 3 mm 内六角扳手松开螺钉 [1]，然后拆下法兰板 [2]。O型
圈 [3] 保留在法兰板背面的凹槽中。

 → 用镊子取下弹性挡圈 [4]，这时压缩弹簧 [7] 将滤网 [6] 和圆
环 [5] 推出。

 → 请勿使用自来水清洁滤网。
 → 用丙酮、异丙醇或压缩空气清洁不锈钢滤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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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干燥滤网。

 → 重新组装部件之前，请确保滤网 [6] 较薄一侧朝向法兰
板 	[2]。

 → 将压缩弹簧 [7] 与滤网 [6] 一起推回基体，并用弹性挡圈 [4] 
固定。

 → 确保滤网和 O型圈保持水平且没有倾斜。
 → 插入法兰板 [2] 和螺钉	[1]。
 → 将螺钉以 2.8 Nm 的扭矩拧紧，其对应 2.06 lbf ft。

11.2	 工厂内的清洁和重新校准
当产品传感器因操作而被污染或损坏，则测量的质量流量可能与实
际质量流量不符。

 → 由于传感器必须更换和重新校准，请将产品退回给制造商。遵
守章节 17 退回产品中的退回程序。

11.3	 更换存储卡
请按照以下步骤更换产品上的存储卡：

 → 关闭产品的电源。
 → 借助 2.5 mm 内六角扳手松开防撞击护盖的螺栓并将其取下。
 → 松开并取下已接线的 5 针插口。
 → 借助 T30 内六角螺丝刀打开封闭插塞。
 → 从插槽中取出旧存储卡。
 → 注意存储卡的插入方向。参见 图 26。

封闭插塞

存储卡：确保插入方
向正确

图 26： 存储卡的插入方向

 → 用平口钳夹住存储卡并倾斜插入存储卡。参见 图 27。施加压
力以克服弹簧触点的反作用力。

    

平口钳

存储卡

接触弹簧

存储卡支架

电路板

图 27： 借助平口钳插入存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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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克服弹簧力后，垂直插入存储卡。参见 图 28。

平口钳

存储卡

图 28： 垂直插入存储卡

 → 借助 T30 内六角螺丝刀以 2 Nm（对应于 1.47 lbf ft）的扭矩
拧入封闭插塞。

 → 拧上已接线的 5 针插口。
 → 借助 2.5 mm 内六角扳手重新拧上防撞击护盖。
 → 重新启动产品以将产品数据写入新的存储卡。

12	 故障排除
12.1	 产品状态指示灯指示的问题
产品状态指示灯会根据 NAMUR 推荐性规范 NE 107 更改其颜色
和状态，以显示诊断事件。如果已生成多个诊断事件，则产品状态
指示灯将指示优先级最高的诊断事件。

如果产品连接到现场总线，则与产品状态相关的代码将通过现场总
线进行传输。参见章节 5.2。

以下章节适用于软件版本为 A.08 及以上的产品。

12.1.1	 产品状态指示灯亮起红色	(MFM)
确定原因，以便能够解决问题：
1. 工作电压超出误差范围。产品可能会损坏。

 → 在规格范围内运行本产品。如果产品状态指示灯仍亮起红色，
则将产品退回 Bürkert。

2. büS 错误或 CANopen 总线错误，例如短路。
 → 确保产品接线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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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连接到 büS，但找不到现场总线组件。

 → 确保产品接线正确。

 → 产品与其他现场总线组件一起运行。

4. 产品连接到 büS，但找不到要处理的过程值。

 → 确保正确分配过程值。

 → 检查错误分配的 büS 现场总线组件。

 → 确保分配的 büS 现场总线组件提供循环数据。

5. 传感器、内存或产品损坏。

 → 需要保养，请联系制造商。

12.1.2	 产品状态指示灯亮起红色	(MFC)

确定原因，以便能够解决问题：
1. 工作电压超出误差范围。产品可能会损坏。

 → 在规格范围内运行本产品。如果产品状态指示灯仍亮起红色，
则将产品退回 Bürkert。

2. Autotune（自动调谐）出现故障或 Autotune（自动调谐）中断。
 → 确保介质流过产品。
 → 再次执行 Autotune（自动调谐）。

3. büS 错误或 CANopen 总线错误，例如短路。
 → 确保产品接线正确。

4. 产品连接到 büS，但找不到现场总线组件。

 → 确保产品接线正确。

 → 产品与其他现场总线组件一起运行。

5. 产品连接到 büS，但找不到要处理的过程值。

 → 确保正确分配过程值。

 → 检查错误分配的 büS 现场总线组件。

 → 确保分配的 büS 现场总线组件提供循环数据。

6. 传感器、内存或产品损坏。

 → 需要保养，请联系制造商。

12.1.3	 产品状态指示灯亮起橙色	(MFM)

确定原因：

1. 产品连接到 büS 并搜索分配的现场总线组件。

 → 等待，直到产品找到分配的现场总线组件。

2. 产品连接到 büS 并手动配置，但产品没有地址。

 → 最多等待一分钟，直到产品分配其地址。

3. 正在进行校准。

 → 等待，直到校准完成。

12.1.4	 产品状态指示灯亮起橙色	(MFC)

确定原因：

1. 产品连接到 büS 并搜索分配的现场总线组件。

 → 等待，直到产品找到分配的现场总线组件。

2. 产品连接到 büS 并手动配置，但产品没有地址。

 → 最多等待一分钟，直到产品分配其地址。

3. 正在进行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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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等待，直到校准完成。

4. 运行 Autotune（自动调谐）。

 → 等待，直到 Autotune（自动调谐）关闭。

5. 产品的操作模式设置为 Open-loop	control	mode、 
Manual	set-point	value 或 Analyze	system。参见章
节 10.11。

12.1.5	 产品状态指示灯亮起黄色	(MFM)

确定原因：

1. 以下其中一项值不符合规范：传感器或产品可能损坏。

 - 介质温度

 - 产品温度

 - 电源电压

 → 在规格范围内运行本产品。如果产品状态指示灯仍亮起黄色，
则将产品退回 Bürkert。

2. 其他现场总线组件使用相同的节点 ID。

 → 为每个现场总线组件分配一个单独的节点 ID。

12.1.6	 产品状态指示灯亮起黄色	(MFC)

确定原因：

1. 以下其中一项值不符合规范：传感器或产品可能损坏。
 - 介质温度
 - 产品温度
 - 电源电压

 → 在规格范围内运行本产品。如果产品状态指示灯仍亮起黄色，
则将产品退回 Bürkert。

2. 调节阀的设定值位置已达到（几乎）100%。无法达到设定值。

 → 增加入口压力或降低背压。

 → 如果管道中的压降过高，请降低压降。

 → 如果管道中安装的过滤器脏了，请清洁过滤器。

3. 其他现场总线组件使用相同的节点 ID。

 → 为每个现场总线组件分配一个单独的节点 ID。

12.1.7	 产品状态指示灯亮起蓝色

确定原因：

1. 校准曲线错误。

 → 需要保养，请联系制造商。

2. 内部存储器错误。

 → 需要保养，请联系制造商。

12.2	 电动阀的	LED	状态指示灯指示的问题

12.2.1	 LED	闪烁红色，LED	亮起红色

确定原因：

1. 流体温度或环境温度过高。

 → 遵守最高环境温度和流体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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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新启动产品以关闭闪烁红色的 LED 灯。短暂关闭产品电源，
以便重新启动产品。

2. 电缆断线。

 → 确保产品外壳和电动阀之间的电气连接没有松动。

12.2.2	 LED	闪烁黄色

电动阀的环境条件或过程条件超出了特定范围。

 → 在允许的范围内操作产品。

12.3	 其他问题

12.3.1	 产品状态指示灯熄灭	

如果产品状态指示灯未亮起，则产品或系统未供电。要解决此问
题，请执行以下步骤：

 → 确保产品接线正确。

 → 确保电源为 24 V DC。

 → 检查电源是否稳定。

12.3.2	 产品状态指示灯闪烁

当产品状态指示灯闪烁时，表明已在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
件中选择了产品。

产品在 10 秒钟后自动重置为先前状态。

12.3.3	 产品状态指示灯会定期熄灭

确定原因，以便能够解决问题：

1. 电源间歇性故障并重新启动产品。

 → 使用电量充足的电源。

2. 连接电缆中的电压降过大。

 → 增大电缆横截面。

 → 缩短电缆长度。

12.3.4	 替换产品不采纳损坏产品的任何值

确定原因，以便能够解决问题：

1. 替换产品的产品编号与损坏产品的产品编号不同。

 → 请使用与损坏产品具有 
相同产品编号的替换产品。只能在具有相同产品编号的产品之
间传输值。

2. 存储卡损坏。产品无法将值写入存储卡。

 → 更换存储卡。参见章节 11.3。

12.3.5	 替换产品不采纳损坏产品的所有值

替换产品的产品说明与 
损坏产品的产品结构不同。替换产品只能采用故障产品的现有值。

 → 借助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 
配置替换产品的新值。

 → 要将产品连接到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 
参见章节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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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6	 产品不接受分配的	büS	现场总线组件的值

确定原因，以便能够解决问题：

1. 要采用的值在产品中未正确分配。

 → 借助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分配应在产品中采用的值。

 → 要将产品连接到 Bürkert Communicator 软件，参见章节 10.4
。

2. 要采用的值不是由分配的 büS 现场总线组件提供。

 → 检查分配的 büS 现场总线组件的设备。

12.3.7	 无质量流量	(MFM)

测得的管路尺寸过大或者尚未完全排气。

 → 管路排气。

 → 更改管路直径。

12.3.8	 无质量流量	(MFC)

确定原因，以便能够解决问题：

1. 产品未处于标准操作模式下。参见章节 10.8。产品可能运行章
节 10.10 优化调节参数 (MFC)中所述的其中一项功能。如果产
品未运行章节 10.10中所述的其中一项功能，请检查其他可能
的问题原因。

2. 测得的管路尺寸过大或者尚未完全排气。

 → 管路排气。

 → 更改管路直径。

12.3.9	 不稳定的测量值	(MFM)

功能性接地 (FE) 未正确连接。

 → 使用尽可能短的黄绿色电缆连接功能性接地。并且电缆横截面
应至少与电源电缆的横截面相符。参见章节 8.4。

12.3.10	 不稳定的测量值	(MFC)

确定原因，以便能够解决问题：

1. 功能性接地 (FE) 未正确连接。

 → 使用尽可能短的黄绿色电缆连接功能性接地。并且电缆横截面
应至少与电源电缆的横截面相符。参见章节 8.4。

2. 电源电压的残余波纹度过高。

 → 确保电源电压符合章节 6.7 电气参数中的技术数据。

3. 产品必须补偿由不稳定的压力源引起的意外状况，例如通
过泵。

 → 在产品前安装适当的压力调节器。

 → 为了抑制压力波动安装压力平衡容器。

12.3.11	 设定值为	0%，但工作介质仍在流动	(MFC)

工作压力高于调节阀的密封压力。

 → 降低工作压力。

 → 如需排除故障，可将产品退回给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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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2	 设定值为	0%，调节阀关闭，无质量流量，但测得
的质量流量为非零	(MFC)

确定原因，以便能够解决问题：

1. 产品安装位置错误。

 → 将产品安装在校准铭牌或校准协议上指定的安装位置。

 → 执行 Autotune（自动调谐）功能，以使产品适应工作条件。

2. 工作介质与校准期间指定的介质不同。

 → 使用指定的工作介质或将产品发送给制造商以使用新的工作介
质进行校准。

12.3.13	 未达到设定值	(MFC)
确定原因，以便能够解决问题：
1. 滤网堵塞。

 → 清洁或更换滤网。
 → 执行 Autotune（自动调谐）功能，以使产品适应工作条件。

2. 入口压力过低。
 → 将入口压力提高至校准压力的高度。

3. 背压过高。
 → 如果产品后面的介质连接管脏了，请对其进行清洁。

12.3.14	 电机发出异常嗡嗡声（带电动阀的	MFC）
传动机构或电机卡住了。

 → 将产品寄回给制造商进行维修。

13	 附件/备件
当心

不合适的部件会导致受伤危险和财物损失。
错误附件和不合适的备件可能导致受伤并损坏产品及其周围环境。

 ▶ 只能使用 Bürkert 公司的原装附件以及原装备件。

13.1	 电气附件

表 22： büS 电缆

产品 产品编号

büS 延长电缆，带 5 针 M12 插头，0.1 m 772492

büS 延长电缆，带 5 针 M12 插头，0.2 m 772402

büS 延长电缆，带 5 针 M12 插头，0.5 m 772403

büS 延长电缆，带 5 针 M12 插头，1 m 772404

büS 延长电缆，带 5 针 M12 插头，3 m 772405

可应要求制造预制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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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接口

产品 产品编号
5 针 M12 插口 772416
Y 形接头 772420
Y 形接头用于连接 büS 网络的 2 个单独提
供的网段

772421

5 针 M12 插头 772417
带 120 欧姆终端电阻的 5 针 M12 插头 772424
带 120 欧姆终端电阻的 5 针 M12 插口 772425

表 24： 其他电气附件

产品 产品编号
USB büS 接口（含电源） 772426
USB büS 接口（无电源） 772551
存储卡 可应要求提供

 → 其他附件，参见产品数据表。

13.2	 滤网

表 25： 备件──滤网

产品 产品编号
不锈钢滤网，网孔尺寸 250 µm 可应要求提供

13.3	 附加文档和软件

表 26： 文档和软件

EDS 文件 在 country.burkert.com 
下载

“Bürkert Communicator”软件 在 country.burkert.com 
下载

13.4	 卡套接头适用于带螺纹流体连接的产品版本

表 27： 不锈钢卡套接头和所属密封件

产品上的内螺
纹连接符合	
DIN	ISO	228/1

管路直径

产品编号

不锈钢制卡套
接头 密封件（1	个）

G 1/4 6 mm 901 538 901 575
G 1/4 8 mm 901 540
G 1/4 1/4 英寸 901 551 901 579
G 1/4 3/8 英寸 901 553
G 3/8 8 mm 901 542 901 576
G 3/8 10 mm 901 544
G 3/8 1/4 英寸 901 555 901 580
G 3/8 3/8 英寸 901 556
G 1/2 10 mm 901 546 901 577
G 1/2 12 mm 901 548
G 1/2 1/2 英寸 901 557 901 581
G 1/2 3/4 英寸 901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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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上的内螺
纹连接符合	
DIN	ISO	228/1

管路直径

产品编号

不锈钢制卡套
接头 密封件（1	个）

G 3/4 12 mm 901 549 901 578
G 3/4 3/4 英寸 901 559 901 582
G1 可应要求提供

14	 停止运行

14.1	 安全提示

危险

安装的设备或产品中的压力可能导致受伤危险。
 ▶ 在安装的设备或产品上作业之前，请先泄压。给管道排气并
清空。

触电导致受伤危险。
 ▶ 在系统或产品上进行作业之前，请关闭电源电压。确保无人会
接通电源。

 ▶ 遵守所有适用的电气设备事故预防和安全规定。

警告

拆卸不当可能导致受伤危险。
 ▶ 只有经过培训的人员才能拆卸产品。该人员必须使用合适的辅
助工具。

有害介质会导致受伤危险。
 ▶ 拆卸管道或阀门之前，请冲洗掉有害介质，释放管道中的压力
并将其排空。

 ▶ 遵守所用工作介质的所有适用的事故预防规定和安全规定。

14.2	 拆卸产品
 → 降低设备中工作介质的压力。
 → 用中性介质（例如氮气）冲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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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降低设备中冲洗介质的压力。
 → 关闭产品的电源。
 → 如果安装了防撞击护盖，用 2.5 mm 内六角扳手松开防撞击护
盖的螺栓。取下防撞击护盖。

 → 松开并取下 M12 插口。
 → 断开介质连接。参见 图 29。

流体接口

图 29： 螺纹流体接口

 → 移除产品。

15	 运输
注意

运输损坏。
如果在运输过程中未对产品进行保护，则可能会损坏产品。
 • 拆下电缆、插头、外部过滤器和安装材料。
 • 用保护性插头保护电气接口。
 • 清洁受污染的产品并排出空气。
 • 用保护帽封闭介质接口。保护帽提供保护和密封。
 • 将产品包装在 2 个合适的快速封口袋中，以免在运输过程中受

到污染。
 • 将产品放在防震包装中进行运输，以防受潮和弄脏。
 • 避免高于或低于所允许的存放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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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存放、废弃物处置
注意

存放不当可能会导致产品损坏。
 • 用保护帽封闭流体接口。
 • 将产品存放在密封的快速封口袋中，使其干燥且防尘。
 • 存放温度：–10~+70 ℃。

被介质污染的部件会对环境造成损害。
 • 以无害环境的方式处置产品及其包装。
 • 遵守适用的废弃物处置法规和环境规定。

17	 退回产品

在无有效污染声明书情况下，不要对产品进行任何工作或
检查。

需要退货编号才能退回使用过的产品。

 → 请与 Bürkert 经销处联系，以将产品退回 Bürk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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