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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注气装置(GIU)
自动注气装置设计用于向挤出装置提供惰性气体，并
具有可调节及稳定的压力水平。采用伺服控制电机的
设计，压力调节性能将通过压力发生器的最先进的速
度控制功能加以保证。

消除了与复杂控制阀调节有关的任何问题。因此，该
过程将更加稳定，结果（嵌入气体量）可重复性更好，
无需在操作过程中定期调整。

优势和改进
• 高流速• 低维护成本	

• 无需每日调整• 停机或故障后快速重新启动。

• 启动时降低成品损耗量

• 无需消耗昂贵的压缩空气

• 智能液压管理确保100%稳定油压

• 终身润滑齿轮箱

• 平稳无声运行

NOVA WERKE AG自动注气装置采用伺服控制电机作
为压缩机驱动，不需要像气动增压器那样使用压缩空
气。不需要非高效能源载体，压缩空气。

带伺服电机的压缩机总成配有外部润滑装置，使压
缩机能够以极低的速度运行。智能化的油压润滑管
理保证了油压的恒定和稳定。

请注意，与隔膜压缩机一起工作的自动注气装置没有
密封部件的磨损。这将使气体量中无残余物（磨损材
料和/或机油）。

自动注气装置的交付范围
自动注气装置，包括：

• MK-1000-V09-SD(555.0228-005) 
伺服控制压缩机。

• 带不锈钢模拟前面板的焊接坚固钢外壳
• 减压阀从200 bar	到	10 bar

• 带1个入口/出口高压连接的隔膜压缩机
• 伺服驱动系统• 隔膜破裂的数字监控
• 具有智能油压管理的润滑装置。

仪器仪表:

• 传感器
• 连接器
• 管路• 接线

自动注气装置的控制柜，包括:

• 伺服控制器B&R ACOPOS P3

• 控制系统PLC（B&R型）
• 人机界面（HMI）（操作触摸屏，B&R型，带以太

网、powerlink及CAN总线）
• 电源设备:	CPU电源、I/O电源、扩展电压	
（200–480 V），频率范围：50或60	Hz

• 速度监控服务间隔
• 错误日志(审计跟踪)
• 主机的即插即用连接• 四级软件用户权限• 远程访问就绪

进气瓶连接套件，包括:

• 进气低压软管，用于将氮气或	二氧化碳瓶连接至
自动注气装置台车。

高压出口连接套件，包括:

• 用于连接自动注气装置台车和挤出机的氮气或二
氧化碳出口的高压管

装置外壳的标准颜色为浅灰色RAL 7035。

 

应用范
围



应用范围
自动注气装置，适用于在最大700 bar标称工作压力
下使用氮气或二氧化碳对电缆绝缘或塑料模制部件
进行物理发泡 

 

氮气² N² / KHK 认证 二氧化碳

进气压力 20 to 200 bar

出口压力 高达700 bar 高达500 bar 高达700 bar

压力控制
精度

相对最大值+/-	1bar	
(保证+/- 2bar)

相对最大值+/- 2bar	
(保证+/- 6bar)

压力传感器
波动

绝对值小于+/-	0.5 %  
FS (1000 bar)

绝对值小于+/-	0.5%  
FS (500 bar)

绝对值小于+/-	0.5 % 
FS (1000 bar)

流量范围 最低6–500 Nl/h		进气口压力为50 bar

电源 3 x 200 – 480 VAC; 50 – 60 Hz (kVA)	–	无无源接点

压力
发电器 Nova Swiss	隔膜压缩机MK-1000-V09-SD

工作环境条件
• 工作温度: +10°C 至 +40°C

• 运行中的环境温度为保修的前提条件。
• 工作湿度:最大80% 相对湿度

资格和认证
自动注气装置系统按照以下指令制造:

• 欧盟机械指令2006/42/EG

• 欧盟压力设备指令2014/68/欧盟
• 欧盟低电压指令2014/35/EU

测试和工厂验收测试
工厂验收测试(FAT)将在装运前在瑞士Effretikon的
Nova Werke AG 进行。客户应在运输前参加工厂验
收测试，以确认功能和质量。工厂验收测试包括氮
气泄漏测试、机械和电气功能测试，通过工厂验收
测试后，自动注气系统

将准备发货Nova Werke AG不会在客户现场进行测
试。

文档
文档包括: 全面操作手册、合格证、校准证书。

德语或英语操作手册和证书：一（1）张CD或记忆棒，
带有PDF文件。英语或德语版人机界面。

任何其他语言的文件将收取额外费用， 
并将单独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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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和尺寸
两个木箱（适用于海运，数据
可能因选择的选项而异）。

自动注气装置台车: 127 × 74 × 131 cm  
– 包装 140 × 89 × 155 cm (L × D × H)  
– 毛重/净重 360/260 kg

控制柜: 65 × 60 × 166 cm  
– 包装 86 × 75 × 190 cm (L × D × H)  
– 毛重/净重 130/85 kg

 

选项
选项 对氮气 对二氧化碳

562.0369
氮气瓶连接：将氮气瓶连接至自动注气装
置台车的进气口的低压软管。

562.0370
二氧化碳瓶连接：将二氧化碳瓶连接到自
动注气装置台车的进气口低压软管。

562.0371
高压出口连接套件：一个用于氮气和二氧化碳的出口高压管，用于连接自动注气装置台
车和挤出机。

562.0366 
自动换瓶选项：阀门、配件、管道、压力传感器和必要的部件，用于处理气体入口的两个
气瓶，避免生产中断。最大200 bar进气口压力。

562.0368 高精度压力传感器:	压缩机后安装±0.15% FS压力传感器。

562.0374 第二高压气体出口：阀门、配件和管道，允许有第二个出口向下游的第二台挤出机供气。

562.0375
出口处的第二个高压传感器：位于自动注气装置台车出口处的必要部件和高压传感器，
可实现精确的压力反馈。

582.0026
出口流量计高达700bar；流量0–500 nlph 
N2，700 bar–公差+/-1% FS–输出信号0–10 
VDC。

562.0376

气体蓄能器套件：阀门、配件、管材和其他
必要的文件，以在高压回路中产生额外的
容积，并进一步减少通往挤出机的高压管
路的任何剩余脉动。

582.0027
快速氮气泄压阀:快速释放高压回路压力所
需的阀门、配件和管道。

5.4770.004 界面B&R powerlink»Profinet«：修改允许客户远程访问控制柜和输入参数。

5.4770.005
远程访问自动注气系统：必要的硬件和软件，允许远程访问诊断。客户必须允许以太网
连接。

5.4770.006 便携式人机界面触摸屏装置: 人机界面触摸屏，20米连接电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