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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测量系列
广泛应用于汽车、中央空调、冷冻设备、水处理工程、环保净化、液压气动控制工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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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工业现场过程压力控制	 I	航空航天领域

I	石油化工行业	 I	仪器医疗、食品等行业

I	航海及造船行业	 I	水利、水电、发电厂炉膛负压等行业

法兰安装型

螺纹安装型

量				程
0MPa～100MPa	内任量程，最小量程为5kPa（扩散硅压力传感器）

0MPa～20MPa	内任量程，最小量程为160kPa（陶瓷压力传感器）

准确度等级

0.2级（满量程在	70kPa～5MPa	内）			0.5级（满量程在	5kPa～70kPa	内）
0.5级（满量程在	5MPa～100MPa	内）

0.5级；1级（陶瓷压力传感器）

介质温度 －30℃～+85℃

环境温度 －20℃～85℃

供电电压 DC	24V(12V～32V)

负载能力 电流输出型≤500Ω（不带显示）；	≤250Ω（带显示）；电压输出型：≥3kΩ

非	线	性 ±0.2％F.S

迟滞性与可重复性 ±0.1％F.S

长期稳定性 ±0.1％F.S/y

热力零点漂移 ±0.02％F.S/℃

响应时间 ≤50ms

最大工作压力 2倍量程

电气连接 接线端子

过程连接 M20×1.5外螺纹/DN25法兰连接/其他

外部零件材料 普通不锈钢/316不锈钢

壳体材料 铸铝外壳

防护等级 IP65

技术参数

I	进口扩散硅或陶瓷芯体，适用不同的介		

	 质的压力液位测量

I	激光调阻温度补偿，使用温域宽，测量		

	 准确度高

I	过压过流反向级性电路保护，可靠性高

特   点

用   途

JYB-KO- 产品规格代号

P 防护型铸铝外壳

A 4mA～20mA	电流输出（可带显示）（二线制）

A1 0mA～10mA	电流输出（不带显示）

V 0V～5V	电压输出（不带显示）

W1 网络输出（RS-485）

W2 网络输出（RS-232）

AH 带HART通讯叠加4mA～20mA输出（二线制，带LCD显示）

G- 表压

A- 绝压

扩散硅压力变送器（默认）

T 陶瓷压力传感器

X 指针显示（0％～100％）(仅限于4mA～20mA输出产品)

Z LCD显示（实际压力值）(仅限于4mA～20mA输出产品)

E LED显示（实际压力值）

G M20×1.5安装螺纹

Ｆ 法兰安装

规格型号

防护型压力液位变送器

I	电压、电流、网络、HART，无	

	 线等多种输出方式

I	可以带LCD、LED、指针等各种	

	 现场显示

I	符合工业抗干扰国标三级

压力液位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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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型举例：JYB-KO-PAG-TZF

	 			普通型铸铝外壳，4mA～20mA电流输出表压测量陶瓷压力传感器LCD显示，法兰安装

外形尺寸

螺纹安装型 法兰安装型
带显示的外形图

带HART通讯的外形图

注1：安装尺寸

公称直径：DN=25mm 外		径：D=100mm 螺栓孔中心圆直径：D1=75mm

连接凸出部分直径：D2=60mm 连接凸出部分高度：f=2mm 法兰厚度：b=14mm

螺栓孔直径：d=12mm 数		量：N=4 注：如需其它尺寸法兰，请在订货时说明。

注1：安装尺寸  法兰连接	DN25标准法兰，（PN0.6MPa光滑面平焊钢法兰）法兰尺寸见下表

压力液位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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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工业现场过程压力控制	 I	液压、气动、中央空调制冷系统

I	航天、航空、航海等领域	 I	环保、净化能源和水处理等工程

I	汽车、发动机等设备

I	不锈钢激光焊接，抗震抗腐

I	精巧的结构，多种过程连接和电气连接，安装简便

I	进口扩散硅或陶瓷芯体，适用不同的介质的压力液位测量

I	激光调阻温度补偿，使用温域宽，测量准确度高

特   点

应   用

精巧型压力液位变送器

技术参数

量				程 0MPa～100MPa内任量程，最小量程为5kPa（扩散硅压力传感器）

准确度等级
0.2级（满量程在	70kPa～5MPa	内）
0.5级（满量程在	5kPa～70kPa	内）
0.5级（满量程在	5MPa～100MPa	内）

介质温度 －30℃～+85℃

环境温度	 －20℃～+85℃

供电电压 DC	24V（12V～32V）

负载能力 电流输出型≤500Ω；电压输出型：≥3kΩ

非	线	性 ±0.2％F.S

迟滞性与可重复性 ±0.1％F.S

长期稳定性 ±0.1％F.S/y

热力零点漂移 ±0.02％F.S/℃

响应时间 ≤50ms

最大工作压力 2倍量程

电气连接 标准霍斯曼接头或大霍斯曼接头

过程连接 M20×1.5外螺纹或其他

壳体材料 普通不锈钢/316不锈钢

防护等级 IP	54

规格型号 外形尺寸

选型举例：JYB-KO-HAG		普通型4mA～20mA电流输出表压。

注：大霍斯曼接头两线制4mA～20mA输出的压力变送器可选配LCD或LED变送

器显示单元

JYB-KO 产品规格代号

H 精巧型

A 4mA～20mA	电流输出（二线制）

A1 0mA～10mA	电流输出

V 0V～5V	电压输出

G- 表压

A- 绝压

扩散硅压力变送器（默认）

标准霍斯曼接头

1 大霍斯曼接头

I	过压过流反向级性电路保护

I	抗过载抗冲击和抗干扰能力强

I	可靠性高，长期稳定性强

压力液位变送器

小霍斯曼接头

标准霍斯曼接头

大霍斯曼接头

大霍斯曼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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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程

(0～35)kPa		(0～100)kPa		(0～200)kPa	

(0～600)kPa	(0～1)MPa			(0～1.6)MPa

(0～2)MPa			(0～4)MPa			(0～6)MPa

(0～10)MPa

准确度等级
0.2级（满量程在	70kPa～5MPa	内）
0.5级（满量程在	5kPa～70kPa	内）
0.5级（满量程在	5MPa～10MPa	内）

介质温度 －30℃～+85℃

环境温度	 －20℃～+85℃

供电电压 DC	24V（12V～32V）

负载能力 电流输出型≤500Ω；电压输出型：≥3kΩ

非	线	性 ±0.2％F.S

迟滞性与可重复性 ±0.1％F.S

长期稳定性 ±0.1％F.S/y

热力零点漂移 ±0.02％F.S/℃

响应时间 ≤50ms

最大工作压力 2倍量程

电气连接 霍斯曼接头	/	电缆连接

过程连接 M20×1.5外螺纹或其他

壳体材料 普通不锈钢/316不锈钢

防护等级 IP	54

I	工业过程压力控制；

I	液压、气动、制冷系统;

I	航天、航空、航海等领域；

I	能源和水处理系统；

I	石油、化工、水利、水电、发电厂、汽车等行业领域

I	汽车,发动机等设备必备品。

I	数字化智能芯片，全温度线性温度补偿

I	小巧的结构，全不锈钢激光焊接,抗震防腐

I	抗过载冲击和干扰能力强

I	过压过流保护电路

I	防浪涌电压和反向极性保护•

I	长期稳定性强

特   点

应   用

经济型压力液位变送器

技术参数

外形尺寸

规格型号

压力液位变送器

JYB-KO- 产品规格代号

M 经济型

A 电流输出	4mA～20mA

V 电压输出	0V～5V

G 表压

A 绝压

1 M20X1.5+霍斯曼接头

2 M20X1.5+电缆连接

M20X1.5+

霍斯曼接头

M20X1.5+

霍斯曼接头

M20X1.5+

电缆连接

M20X1.5+

电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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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应用于汽车、中央空调、冷冻设备、水处理工程、环保净化、液

压气动控制工程等多个领域，是老式压力设备更新换代的必备产品。	

I	小尺寸外形结构设计，方便现场安装；

I	陶瓷感压元件，抗腐蚀能力强；

I	过流、过压、反极性保护，性能可靠。

特   点

概   述

陶瓷压力液位变送器

注：本产品可选配LCD或LED变送器显示单元

JYB-T-H 产品规格代号

A 4mA～20mA输出

G 表压

规格型号

外形尺寸

量				程 0MPa～20MPa，最小量程160KPa

输出形式 4mA～20mA

供电电源 DC	24V（12V～32V）

准确度等级 0.5级、1级

介质温度 －20℃～60℃

环境温度 －20℃～60℃

负载能力 电流输出型≤500Ω（DC	24V供电）

可重复性 ±0.2％F·S

过载压力
160kPa～6MPa	2倍量程；

6MPa-20MPa	1.5倍量程

长期稳定性 ±0.5％F·S/y

非线性 ±0.2％F·S

温度漂移 ±0.03％F·S/℃

电气连接 大霍斯曼接头

过程连接 M20×1.5

测量介质 与AL2O3、不锈钢、以及丁晴橡胶兼容介质

防护等级 IP54

技术参数

注：本产品4mA～20mA输出型可选配LCD或LED变送器显示单元。

压力液位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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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型	 																			 	 	 										P型

A=34/50.5/64			

B=27.5/43.5/56.5

F=2.85

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酿造、乳业、航天航空领域；水处理工程、

环保净化；石油化工、煤炭、造纸等粘稠介质领域。

量				程 0MPa～3.5MPa	内任何量程,最小量程为5kPa

准确度等级
0.2级

0.5级

介质温度 －30℃～85℃

环境温度 －20℃～85℃

供电电压 DC	24V	(12V～32V)

负载能力
电流输出型：≤500Ω(不带显示)；≤250Ω(带显示)

电压输出型：≥3kΩ

非线性 0.2％F·S

迟滞性与可重复性 0.1％F·S

长期稳定性 0.1％F·S/y

热力零点漂移 0.02％F·S/℃

响应时间 ≤50ms

最大工作压力 2倍量程

电气连接 小霍斯曼接头/接线端子

过程连接 M24×1.5外螺纹	或卡箍式快接法兰

测量介质 与316L不锈钢兼容介质

外部零件的材料 普通不锈钢/316L不锈钢

防护等级 IP65（P型）/	IP	54（H型）

技术参数

I	数字化智能芯片，全温度线性温度补偿

I	全不锈钢激光焊接结构；多种过程连接方式

I	齐平膜设计适合多种粘稠介质压力测量

特　点

用   途

JYB-KO- 产品规格代号

W W系列卫生型压力

P 防护型铸铝外壳（可带显示）

H 标准霍斯曼接头(不可带显示)

A 4mA～20mA电流输出(可带显示)

A1 0mA～10mA电流输出(不带显示)

V 0V～5V电压输出（不带显示）

W1 网络输出（RS-485）	

W2 网络输出（RS-232）

AH
带HART通讯4mA～20mA输出(二线制，
带LCD显示）							

G- 表压

A- 绝压

X 指针显示（0%～100%）

Z LCD显示（实际压力值）

E LED显示（实际压力值）

G M24*1.5外螺纹

F 卡箍式快接法兰

规格型号

外形尺寸

卫生适用型压力液位变送器

I	易拆卸易清洗无菌设计

I	符合	3-A标准

A=34/50.5/64

B=27.5/43.5/56.5

F=2.85

压力液位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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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箍式

JYB-KO- 产品规格代号

GW 高温型压力

H 标准大霍斯曼接头

A 4mA～20mA	电流输出(两线制)

A1 0mA～10mA	电流输出

V 0V～5V					电压输出

G 表压

G 螺纹M20X1.5/其他

F 1.5〃卡箍式快接法兰

高温型压力液位变送器

技术参数

外形尺寸

规格型号

压力液位变送器

螺纹式

卡箍式

螺纹式

I	中高温工业现场过程压力控制

I	水处理工程、石油化工行业

I	食品、医药、酿造、乳液、航天航空领域	

I	全不锈钢激光焊接，卓越的抗腐抗震性

I	温度测量范围宽，压力值误差极小	

I	工作稳定，抗干扰能力强

I	双膜片结构设计

I	齐平膜或螺纹等多种过程连接方式

I	防浪涌电压,	反相极性过压过流保护

I	测量介质范围广,	可靠性高

特   点

应   用

量程

螺纹式：0MPa～2MPa内任何量程，

最小量程5KPa

卡箍式：0KPa～2MPa内任何量程，

最小量程100KPa

输出形式 4mA～20mA,	0V～5V，0mA～10mA				

供电电压 DC	24V（12V～32V）

准确度等级

0.2级（满量程在70kPa～2MPa内)(螺纹式)

0.5级（满量程在100kPa～2MPa内)(卡箍式)

					（满量程在5kPa～70kPa内)(螺纹式)

介质温度
螺纹式：－30℃～200℃

卡箍式：－30℃～300℃

环境温度 －20℃～85℃

响应时间 ≤50ms

负载能力
电流输出型:≤500Ω	

电压输出型：≥3kΩ

可重复性 ±0.1％F·S

长期稳定性 ±0.1％F·S/y

非线性 ±0.2％F·S

热力零点温漂 ±0.02％F·S/℃

过载压力 2倍量程

电气连接 霍斯曼接头

测量介质 油、水、气体及其他与316不锈钢兼容介质

防护等级 IP65

重量 约330g(螺纹式)		360g(卡箍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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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表压传感器结构图

b.绝压传感器的结构图

1.由硅－蓝宝石制成的半导体敏感元件

2.钛合金测量膜片

3.集电极

4.钛合金接收膜片

5.拉杆

6.陶瓷基极

蓝宝石系由单晶体绝缘体元素组成，不会发生滞后、疲劳和蠕变

现象；蓝宝石比硅要坚固，硬度更高，不怕形变；蓝宝石有着非常好

的弹性和绝缘特性（1000℃以内），因此，利用硅—蓝宝石制造的半

导体敏感元件，对温度变化不敏感，即使在高温条件下，也有着很好

的工作特性。蓝宝石的抗辐射性极强；另外，硅—蓝宝石半导体敏感

元件无p-n漂移，因此，从根本上简化了制造工艺，提高了重复性，

确保了高成品率。

用硅—蓝宝石半导体敏感元件制造的压力传感器和变送器，可在

最恶劣的工作条件下正常工作，并且可靠性高、精度好、温度误差极

小、性价比高。

表压压力传感器和变送器由双膜片构成:钛合金测量膜片和钛合

金接收膜片。印刷有异质外延性应变灵敏电桥电路的蓝宝石薄片，被

焊接在钛合金测量膜片上。被测压力传送到接收膜片（接收膜片与测

量膜片之间用拉杆坚固的连接在一起）。在压力的作用下，钛合金接

收膜片产生形变，该形变被硅—蓝宝石敏感元件感知后，其电桥输出

会发生变化，变化的幅度与被测压力成正比。

传感器的电路能够保证应变电桥电路的供电，并将应变电桥的失

衡信号转换为统一的电信号输出。

在绝压压力传感器和变送器中，蓝宝石薄片与陶瓷基极玻璃焊料

连接在一起，起到了弹性元件的作用，将被测压力转换为应变片形

变，从而达到压力测量的目的。

原　理

量				程 0MPa～160MPa	内任量程，最小量程为5kPa

准确度等级 0.5级

介质温度 －60℃～+150℃

环境温度 －20℃～+85℃

供电电压 DC	24V(12V～32V)

负载能力 电流输出型≤500Ω(不带显示)		≤250Ω(带显示)；		电压输出型：≥3kΩ

非	线	性 ±0.1％F.S

迟滞性与可重复性 ±0.2％F.S

长期稳定性 ±0.1％F.S/y

热力零点漂移 ±0.02％F.S/℃

响应时间 ≤50ms

最大工作压力 2倍量程

电气连接 大霍斯曼接头/接线端子

过程连接 M20×1.5外螺纹

外部零件材料 普通不锈钢/316不锈钢

壳体材料 普通不锈钢/316不锈钢/铸铝外壳

防护等级 IP	54（H型）/	IP	65（P型）

技术参数

工业现场过程压力控制	/	航空航天领域	/	石油化工行业	/	仪器医

疗食品等行业	/	航海及造船行业	/	水利、水电、发电厂等行业

I	全不锈钢外壳，卓越的抗腐蚀性能

I	压力、温度测量范围宽,温度误差极小

I	工作稳定，可靠性高，双膜片结构钛合金金属膜片过载性能优良

I	蓝宝石系由单晶体绝缘体元素组成，不会发生迟滞、疲劳和蠕变现象

I	外形尺寸小，重量轻，类型齐全，性价比高

I	反相极性过压过流保护

I	测量介质范围广，可测量粘稠或结晶液体固体颗粒中的气体悬浮物等

特   点

用   途

高温型钛/硅—蓝宝石压力液位变送器

JYB-KO- 产品规格代号

P 防护型铸铝外壳（可带显示）

H 大霍斯曼接头（不带显示和网络输出）

A 4mA～20mA电流输出（可带显示）

V 0V～5V	电压输出（不带显示）

W1 网络输出（RS-485）

AH 带HART通讯4mA～20mA输出（二线制，带LCD显示）

G- 表压

L 蓝宝石压力传感器

X 指针显示（0％～100％）

Z LCD显示（实际压力值）

E LED显示（实际压力值）

注：	1）大霍斯曼接头的蓝宝石压力变送器可选配LCD或LED变送器显示单元

	 	2）H型的输出方式仅可选电流输出和电压输出

规格型号

选型举例：JYB-KO-PAG-LX

普通型防护铸铝外壳4mA～20mA电流输出，表压测量蓝宝石压力变送器

指针显示。

压力液位变送器

精巧型 防护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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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尺寸

精巧型外形图 防护型外形图

压力液位变送器

带小散热片高温型外形图	 带大散热片高温型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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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原子纳米薄膜技术，高温高压，恶劣坏境场合压力测量					

I	特殊高温处理,漂移小，精度高					

I	全不锈钢焊接结构，抗振动，抗冲击，耐腐蚀强												

I	抗过载，抗干扰能力强，过压过流保护				

I	超大量程设计，使用温度范围宽

I	体积小、重量轻，安装方便

特　点

I	 恶劣环境的工业现场过程压力控制

I	 航天航空、运载火箭和卫星

I	 船舶和深海钻井平台

I	 石油化工行业

I	 工业锅炉、热蒸汽、燃油机控制系统

用   途

溅射薄膜压力液位变送器是采用原子纳米薄膜应变电阻通过溅射、刻

蚀特殊工艺技术制作的压力传感器和高性能的数字放大电路一体化设

计。溅射薄膜技术克服了传统传感器的蠕变、滞后、老化等不稳定因

素，提高变送器在高温高压恶劣环境下的长期稳定性和可靠性。

概   述

JYB-KO- 产品规格代号

JS 溅射薄膜

A 4mA～20mA电流输出（两线制）

T1 -20℃～85℃

T2 -40℃～150℃

G M20×1.5安装螺纹

规格型号

溅射薄膜压力液位变送器

压力液位变送器

技术参数

量				程 0～150MPa	内任量程,最小量程为1	MPa

供电电源 DC	24V（9V～32V）

输出形式 4mA～20mA（两线）

准确度等级 0.2级		0.5级

介质温度 T1:－20℃～85℃		T2:	－40℃～150℃

环境温度 －20℃～80℃

响应时间 ≤50ms

负载能力 ≤600Ω

可重复性 ±0.2％F.S

长期稳定性 ±0.5％F.S/y

非	线	性 ±0.2％F.S

过载压力 1.5倍量程

电气连接 大霍斯曼

过程连接 M20×1.5	外螺纹

外壳零件材料 17－4PH	不锈钢

防护等级 IP54

外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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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野外低温工业现场过程压力控制

I	低温科学实验、冷却罐、低温储罐、推进剂等的压力低温测量

I	环境恶劣的野外水利、水电、恒压供水、化工等对防水性能要求高	

	 的行业

I	城市管网、油田管道、	楼宇自动化的压力采集；

I	航海、造船及机车制动系统

I	食品、医药、酿造、乳液等领域

I	全不锈钢激光焊接，防腐、防震、全防水

I	军品级器件,全温度线性温度补偿，-40℃～125℃宽温区使用

I	抗过载冲击和干扰能力强

I	过压过流反向极性防浪涌保护

I	工作寿命长,可靠性高

I	 IP68防护等级

特　点

用   途

野外超低温全防护型压力液位变送器

外形尺寸

规格型号

技术参数

压力液位变送器

量				程 0～100MPa	内任量程,最小量程为5KPa

供电电源 DC	24V（12V～32V）

准确度等级

0.2级	(满量程在70	KPa～5	MPa内)

0.5级（满量程在5	KPa～70	KPa内)	

0.5级（满量程在5	MPa～100	MPa内）		

介质温度 T1：－20℃～85℃					T2：－40℃～125℃

环境温度 －30℃～85℃

响应时间 ≤50ms

负载能力
电流型≤500Ω（DC	24V供电）

电压输出型：≥3KΩ

可重复性 ±0.2％F·S

长期稳定性 ±0.5％F·S/y

非	线	性 ±0.2％F·S

过载压力 2倍量程

电气连接 电缆连接

过程连接 M20×1.5	及其他

外壳零件材料 普通不锈钢	/316不锈钢

防护等级 IP67

JYB-KO- 产品规格代码

YW 野外超低温全防护型

					

A 4mA～20mA电流输出(两线制)

V 0V～5V	电压输出

G- 表压

T1 -20℃～85℃

T2 -40℃～125℃

					 G											 M20x1.5安装螺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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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军用高精密仪器和军用基地、武器存放控制系统

I	导弹车、装甲、坦克、舰艇等发动机压力监测

I	发射平台、深潜水下装备、黑匣子液压和气压系统

I	通过国军标GJB9001B-2009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	模拟电路设计,军品级器件，全温度线性温度补偿

I	一体化的结构，全不锈钢激光焊接,军用航插电气连接

I	抗过载冲击强,抗电磁和射频干扰,抗振动冲击能力强

I	过压、过流保护电路

I	防浪涌电压和反向极性保护

I	工作寿命长

特点

应用

军用压力变送器

军用压力变送器

JYB-JO-P系列

外形尺寸

JYB-JO-P系列

JYB-JO-H系列	

JYB-JO-H系列

技术参数

量程 0MPa～3.5	MPa		内任量程，最小量程为5kPa

输出形式 4mA～20mA、0V～5V

供电电源 DC	24V（12V～32V）

准确度等级 0.2级、	0.5级

介质温度 －40℃～125℃

环境温度 －40℃～85℃

响应时间 ≤50ms

负载能力 电流型≤500Ω（DC	24V供电）	电压型：≥3KΩ

可重复性 ±0.2％F·S

长期稳定性 ±0.5％F·S/y

非线性 ±0.2％F·S

温补范围 -20℃～85℃

过载压力 2倍量程

电气连接 军用航插式接线端子

过程连接 M20×1.5	及其他

测量介质 油、水、气体及其他与316不锈钢	兼容介质。

防护等级 IP65(P类)		IP54(H类)

规格型号

JYB-JO 军用压力

P 防护型铸铝外壳

H 军用航插接头

A 4mA～20mA	电流输出

V 0V～5V	电压输出

G 表压

G M20	X	1.5外螺纹/其他



www.klha.cn  /  www.collihigh.net  /  www.sensor.com.cn  /  www.automation.com.cn 15

工业现场过程控制压力和温度的测量	/	航空航天领域	/	石油化工行业	/	

仪器医疗食品等行业	/	航海及造船行业

压力技术参数

温度技术参数

I	防护型外壳设计，防护等级高；

I	激光调阻温度补偿，使用温域宽；

I	抗腐蚀性能优良，可测量多种介质；

特　点

概   述

规格型号：JWYB-KO-PAG

防护型温压一体变送器

量程范围 0MPa～70MPa，最小量程1.6MPa

输出形式 4mA～20mA		

供电电源 DC	24V

准确度等级 0.5级

介质温度 －20℃～100℃

环境温度 －20℃～85℃

响应时间 ≤50ms

负载能力 ≤500Ω

可重复性 ±0.1％F.S

长期稳定性 ±0.1％F.S/y

非线性 ±0.2％F.S

热力零点温漂 ±0.02％F.S/℃

过载压力 2倍量程

电气连接 接线端子

过程连接 M27×2

测量介质 油、水、气体及其他与不锈钢兼容介质。

防护等级 IP65

量程范围 0℃～100℃

输出形式 4mA～20mA		

供电电源 DC	24V				

准确度等级 ±1℃							

介质温度 －20℃～100℃

环境温度 －20℃～85℃

负载能力 ≤500Ω

电气连接 接线端子

过程连接 M27×2

测量介质 油、水、气体及其他与不锈钢兼容介质。

防护等级 IP65

I	抗过载、抗冲击和干扰能力强；

I	过压过流保护电路；

I	防浪涌电压，反向极性保护。

外形尺寸

温压一体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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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尺寸

I	 RS-485串行通讯，通讯距离最远可达到1000米

I	支持标准ModBus	RTU协议

I	内部集成了详细的产品信息，便于用户查询和管理

I	产品内设可充电锂电池，可在突发断电时维持产品的正常运行

I	带背光的段式液晶显示与按键操作配合使用为用户提供良好的人机	

	 界面

I	智能看门狗

I	一键恢复，快速恢复系统出厂设置

特　点

JYB-1系列压力液位变送器是我公司自行研发的高集成、多功能数

字化、智能变送器，采用成熟可靠的传感器技术，并结合先进的单片

机技术和传感器数字转换技术精心设计而成。核心控制器采用了十六

位单片机，其强大的功能和高速的运算能力保证了变送器的优良品

质。防护型外壳设计；可配现场段式液晶显示；电池供电和外供电相

结合，防止停电造成设备停止工作；RS-485网络通讯，可实时的读

取目标设备的当前压力值，以便针对不同的情况做出相应的措施。同

时，变送器内还集成了详细的产品信息，以便用户对产品的跟踪和管

理。

概   述

JYB-1系列压力液位变送器

压力液位变送器

规格型号

JYB- 产品规格代号

1 表压

1 不带锂电池

2 带锂电池

1 M20×1.5外螺纹安装

2 DN25法兰安装

1 RS-485通讯

例如：JYB-1211代表变送器可测量表面压力、内置可充电锂电池、	

	 M20×1.5外螺纹安装接口、支持RS-485通讯。
压力技术参数

供电电压 DC24V(12V～30V)

最大功耗 1W

量				程 0MPa～100MPa（最小量程为5kPa）

最大工作压力 2倍量程

准确度等级

0.2级（满量程在70kPa～5MPa内）

0.5级（满量程在5kPa～70kPa内）

0.2级（满量程在5MPa～35MPa内）

通讯方式 RS-485	

通讯协议 Modbus	RTU

通讯波特率
2400b p s、4800b p s、9600b p s（默认）、

19200bps、38400bps、57600bps、115200bps

通讯帧格式

8个数据位、偶校验、1个停止位

8个数据位、奇校验、1个停止位

8个数据位、无校验、2个停止位

8个数据位、无校验、1个停止位（默认）

通讯周期 100mS（9600bps时）

数据更新时间 500ms（默认配置下）

工作环境温度 -20℃～70℃

介质温度 -30℃～80℃

热力零点漂移 ±0.02%F•S/℃

非线性 ±0.1%F•S

迟滞性与可重

复				性
±0.2%F•S

长期稳定性 ±0.1%F•S/y

电气连接 接线端子

过程连接 M20×1.5外螺纹或DN25法兰

壳体材料 铸铝

防护等级 IP65

产品重量 约124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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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型举例：JYB-PO-PAG-TZF

　　　　　  防雷型铸铝外壳，4mA～20mA电流输出表压测量陶瓷压力变送器LCD显示，法兰安装。

量				程 0MPa～100MPa	内任量程，最小量程为5kPa（扩散硅压力传感器）

测量精度
0.2级（满量程在	70kPa～5MPa	内）			0.5级（满量程在	5kPa～70kPa	内）
0.5级（满量程在	5MPa～100MPa	内）

介质温度 －30℃～+85℃

环境温度 －20℃～+85℃

供电电压 DC	24V(12V～32V)

负载能力 电流输出型≤500Ω(不带显示);	≤250Ω(带显示)

非	线	性 ±0.2％F.S

迟滞性与可重复性 ±0.1％F.S

长期稳定性 ±0.1％F.S/y

热力零点漂移 ±0.02％F.S/℃

响应时间 ≤50ms

最大工作压力 2倍量程

电气连接 接线端子

过程连接 M20×1.5外螺纹/DN25法兰连接/其他

外部零件材料 普通不锈钢/316不锈钢

壳体材料 普通不锈钢/316不锈钢/铸铝外壳

防护等级 IP65

JYB-PO- 产品规格代号

P 防护型铸铝外壳

A 4mA～20mA	电流输出（可带显示）（二线制）

G- 表压

A- 绝压

扩散硅压力变送器（默认）

X 指针显示（0％～100％）

Z LCD显示（实际压力值）

E LED显示（实际压力值）

G M20×1.5安装螺纹

Ｆ 法兰安装

雷电频发区域的工业现场过程压力控制	/	航空航天领域	/

石油化工行业	/	仪器医疗食品等行业	/	航海及造船行业	/

水利、水电、发电厂炉膛负压等行业

技术参数

规格型号

I	产品内置专用防雷电路，即使雷电频发现场也可

	 正常工作

I	抗腐蚀性能优良，可以测量多种介质

I	进口扩散硅或陶瓷芯片，适用于同压力场合测量

特   点

用   途

防护型防雷压力液位变送器

I	防护等级高

I	反向极性保护

I	可以带各种现场显示

防雷压力液位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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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安装型 法兰安装型 带显示的外形图

注1：安装尺寸

公称直径：DN=25mm 外		径：D=100mm 螺栓孔中心圆直径：D1=75mm

连接凸出部分直径：D2=60mm 连接凸出部分高度：f=2mm 法兰厚度：b=14mm

螺栓孔直径：d=12mm 数		量：N=4 注：如需其它尺寸法兰，请在订货时说明。

注1：安装尺寸  法兰连接	DN25标准法兰，（PN0.6MPa光滑面平焊钢法兰）法兰尺寸见下表

防雷压力液位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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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应用于汽车、中央空调、冷冻设备、水处理工程、环保净化、液压

气动控制工程等多个领域。

JYK-K系列智能型压力开关是集压力测量、输出、开关点控制的一体的

智能压力测控系统。该产品采用专用的数字信号处理芯片和进口扩散硅

传感器一体化设计，保证各种恶劣工业现场压力预设开关点和延滞切换

自动控制。

I	数字化智能芯片控制，全温度线性温度补偿

I	气液两用，报警点自监控

I	可设计压力上、下限多路继电器输出信号控制

I	压力上、下限控制点可任意设置

I	抗电磁干扰设计，适合恶劣环境使用

I	进口扩散硅芯体，电路极性反向保护，产品可靠性高

I	全不锈钢焊接结构，体积小、重量轻，安装方便

特   点

用   途

概   述

智能型压力开关

压力开关

技术参数

输出形式 继电器输出

供电电源 DC	24V（18V～32V）	

量程范围 0MPa	～40MPa	

准确度等级 0.5级											

介质温度 －20℃～80℃

环境温度 －20℃～80℃

响应时间 ≤50ms

可重复性 ±0.2％F·S

带载能力 500mA

长期稳定性 ±0.5％F·S/y

温				漂 ≤±0.03％F·S

温补范围 -20℃～80℃

过载压力 2倍量程

电气连接 M12x1航空插头																																					

过程连接 M20×1.5

测量介质 油、水、气体及其他与316不锈钢兼容介质。

壳体材料 普通不锈钢/316L不锈钢	

防护等级 IP	54

产品重量 约	270g

外形尺寸

规格型号

JYK- 智能型压力开关

K01 一路继电器输出

K02 二路继电器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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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型电池供电压力仪表，是一款具有液晶显示的电池供电的高精度

压力仪表。

本产品适用于不方便供电的环境下，输油、输汽、供暖等输送能源管

道等地方进行压力监测。大点阵液晶显示，方便现场读取数据；电池

供电，超低功耗设计，可持续工作1年以上；金属外壳，全密封全防

爆设计。

I	电池供电，通用干电池，方便更换

I	多种工作模式，超低功耗

I	 128×64分辨率点阵液晶显示

I	电池电量欠电指示

I	全密封、防爆设计

I	测量范围全程温补

I	内置高精度实时时钟，定时计划任务管理

特　点

概   述

规格型号：JYB-KO-C1000

大屏显示
智能型电池供电压力仪表

技术参数

供电方式 1.5V干电池(出厂标配4节，容量2Ah)

量				程 	0MPa～100MPa			

环境温度 -20℃～60℃

	介质温度 -30℃～85℃

准确度等级
0.2级	

0.5级

热力零点漂移 ≤±0.03%F·S/℃

平均功耗 <2mW			

视窗尺寸 54mm×45mm	

壳体尺寸 ФD:	100mm；H:60mm

过程接口 M20×1.5

防护等级 IP	54

电源监测 欠电指示功能

I	 128*64分辨率的大点阵液晶显示现场数据

I	具有现场零点迁移功能,无需开盖，方便现场使用

I	金属外壳，全密封防爆设计，可适应室外作业

特　点

本产品适用于输油、输汽、供暖等输送能源管道的地方进行压力监测。

用   途

JYB-KO- 产品规格代号

CAG 4mA～20mA输出

CW1G RS-485	输出

CW2G RS-232	输出

规格型号

大屏显示
智能型压力液位变送器

技术参数

供电方式 DC	24V（12V～32V)			

量				程 0MPa～100MPa

环境温度 －20℃～60℃

介质温度 －30℃～85℃

准确度等级
0.2级

0.5级

负载能力 ≤500Ω（24V供电时）

热力零点漂移 ≤±0.03%F·S/℃

输				出 4mA～20mA电流输出（带液晶显示）

视窗尺寸 54mm×45mm（128×64点）

壳体尺寸 ФD:	100mm，H:60mm

过程接口 M20×1.5

防护等级 IP54

压力液位变送器/压力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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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工业过程、医用仪器、空气动力的测量，广泛应用于液压、石

油、化工、电力、水文等领域各种液体、气体的差压测量。

I	全不锈钢结构设计，体积小巧重量轻，安装方便

I	激光焊接，全密封结构，外壳防护等级IP67

I	传感器为扩散硅压阻式差压传感器，不锈钢316L隔离膜片

特　点

用   途

差压型压力液位变送器

外形尺寸

JYB-KO- 产品规格代号

B 差压型压力液位变送器

A 4mA～20mA电流输出

V 0V～5V电压输出

D 差压

1 介质气体

2 介质液体

1 M20×1.5外螺纹

2 Φ8卡套管接口

规格型号

技术参数

压力液位变送器

量				程
测液体:0MPa～3.5MPa(最小量程100kPa)
测气体:0kPa～700kPa内任量程(最小量程5kPa)

测量介质 油、水、气体等与316不锈钢兼容介质

介质温度 -10℃～60℃

环境温度 0℃～50℃

供电电压 DC	24V(12V～32V)

输出信号 0mA～10mA/4mA～20mA/0V～5V

负载能力
电流输出型：≤500Ω（DC	24V供电时）

电压输出型：≥3kΩ

准确度等级
A级:±0.5％F.S

B级:±1％F.S

电气连接 航空插头/线缆/大霍斯曼

过程连接 M20X1.5外螺纹/φ8卡套

非	线	性 ±0.2％F.S

迟滞性与可重复性 ±0.2％F.S

长期稳定性 ±0.2%F.S/y

热力零点漂移 ±0.03％F.S/℃

响应时间 ≤50ms

最大工作压力 2倍量程

壳体材料 铝

防护等级 IP54

测液体

测液体

测气体

测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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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差压变送器

选型举例：JYB-DW-AZ

	 						4mA～20mA电流输出，LCD显示微差压变送器

JYB-DW- 产品规格代号

A 4mA～20mA	电流输出(可带显示)

A1 0mA～10mA	电流输出

V 0V～5V	电压输出

W1 网络输出（RS-485）

Z LCD显示

量				程 0kPa～200kPa内任量程，最小量程：125Pa

介质温度 -10℃～60℃

环境温度 0℃～50℃

供电电压 DC	24V（12V～32V）

负载能力
电流输出型：≤500Ω/250Ω<带显示>(DC	 24V供电时)					

电压输出型：≤3kΩ

绝缘电阻 ＞100MΩ

准确度等级
1Kpa以下：±1%F.S

1Kpa以上：±0.5%F.S

非	线	性 ±0.2％F.S

迟滞性与可重复性 ±0.2％F.S

长期稳定性 ±0.2%F.S/y

热力零点漂移 ±0.04％F.S/℃

响应时间 ≤50ms

最大工作压力 2倍量程

电气连接 电缆连接

过程连接 外径为φ6倒刺

壳体材料 ABS

测量介质 无腐蚀性干燥气体

防护等级 IP54

微差压的测量，在洁净室，环保，医药设备，暖通空调等领域广

泛应用。

I	扩散硅差压测量，长期稳定性好

I	微小量程，精度高，可靠稳定

I	智能化设计，内置仪表参数，现场零点可迁移

I	防浪涌电压，极性方向保护

I	 LCD现场显示可选

I	外观小巧，多种安装方式，不受方向影响

特　点

用   途

扩散硅微差压变送器

规格型号

技术参数

外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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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性能指标

	 (参考条件：无迁移状态，硅油灌充液，316L隔离膜片)

	 输出信号：	4mA～20mA

	 传输形式：	两线制

	 负载特性:	 (见右图）

I	精				度

	 线性输出：	±0.075%～±0.1%（对量程比为1:1)，包括线性、变	

	 	 差、重复性的综合误差。

	 开方输出：	在输出压力为4%～100%时，为±(0.2%的标准定量	

	 	 程+0.05的上限）。

I	稳	定	性：	对于DP量程代号3、4、5，为最高量程的±0.2%，对	

	 	 于其他的量程代号，为最高量程的±0.25%。

I	湿				度：	0%～100%相对湿度。

I	启动时间：	在最小阻尼时，最多20s。

I	容积吸取量：小于0.16cm3。

I	阻				尼：	电气阻尼为0s～32s。

	 此外，敏感元件还有0.2s的恒定阻尼时间（量程3为0.4s）。

I	静压影响（DP变送器）

	 零点误差：	对于14MPa为最高量程的±0.25%,对于量程代号3为	

	 	 最高量程的±0.5%，通过零点调整可以得到校正。

	 量程误差：每6MPa可校正到输入读数的±0.25%,或对于量程代号	

	 	 3,为±0.5％。这种误差在安装前可以调校消除。

I	静压影响（HP变送器）

	 零点误差：对于32MPa为最高量程的±1.0%。通过零点调整可以	

	 	 得到校正。

I	温度影响

	 在最大量程零点误差：每56℃为量程的±0.5%。总的影响包括量程	

	 	 	 和零点误差：每56℃为量程±1.0%。对于

	 	 	 量程范围编号3,影响量加倍。

	 在最小量程零点误差：每56℃为量程的±3%。总的影响包括量程	

	 	 	 和零点误差：每56℃为量程±3.5%。对于

	 	 	 量程范围编号3，影响量加倍。

I	振动影响：频率为0～200Hz,任意方向上每个g为±0.05%上限值。

I	电源影响：小于标定量程0.005%/V。

I	安装位置影响：零点漂移不大于(0.25kPa),此误差可通过校正消除,	

	 	 			对量程无影响。

I	电磁场干扰／射频干扰影响:按照SAMA	PMC33.1,从20～1000MHz	

	 电磁场干扰／射频干扰影响:进行试验，场强可高至30V/m。

I	结构规格

	 注：材料适用性请参考10页附件及材质代码。

	 接触介质的材料：

	 隔离膜片：316L不锈钢，哈氏合金C-276,蒙乃尔合金或钽。(可选)

	 排气／排液阀：316不锈钢，哈氏合金或蒙乃尔合金。

	 工艺法兰和连接头：316不锈钢，哈氏合金或蒙乃尔合金。

	 接触介质的O形环：氟橡胶、丁晴橡胶。（可选）

	 -	灌充液：硅油·螺栓：碳钢镀镉

	 -	电子线路外壳：低铜铝

	 -	O形密封圈：丁晴橡胶、氟橡胶。（可选）

	 -	涂漆：聚氨脂。

I	 JYB-3151型核心部件采用十六位单片机，其强大的功能和高速的运算能力保证了变

送器的优良品质。整个的设计框架着眼于可靠性、稳定性、高精度和智能化，满足日益

提高的工业现场应用之要求。为此，软件中应用了数字信号处理技术，使其具有优良的

抗干扰能力和零点稳定性，且具备零点自动稳定跟踪能力（ZSC）和温度自动补偿能力

（TSC）。

I	强大的界面功能无需手操器保证了良好的交互性。数字液晶显示表头能够显示压力、温

度、电流三种物理量，及0～100%模拟指示，按键操作能方便地在无标准力源的情况下完

成零点迁移、量程设定、阻尼设定等基本的参数设置，而且可以重新对变送器进行标定，

极大地方便了现场调试。

I	信号转换，信号采集与处理及电流输出控制采用了一体化设计，使结构更加紧凑可靠。

特　点

数字化电容压力/差压变送器

性能指标、技术参数

差压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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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艺连接件：对于范围代号3、4、5的变送器,其两支法兰的	

	 	 　中心连接孔距为54mm，孔上为NPT1/4-18；

	 	 　对于代号6、7的变送器则为56mm和NTP1/4-

	 	 　18；对于代号8的变送器则为57.2mm和

	 	 　NPT1/4-18。对于范围代号3、4、5的变送器，

	 	 　其两支连接头上引压孔为NPT1/4-14,法兰连

	 	 　接头可翻转分	别给出50.8mm中心距，54mm，

	 	 　或57.2mm。

	 电气连接件：具备现场在线测试端子。

	 重				量：不包括选用件，AP、DP、GP和HP型重2.4公斤。

·	使用条件

	 总体防护性能符合：IP65（相关参数）

·	电源电压

	 DC	24V(18V～45V）

·	产品使用环境

	 使用温度：-20℃～80℃	 	 贮藏温度：-40℃～104℃

	 相对湿度：0%～90%	

	 防爆型产品使用环境条件：

	 温				度：-20℃～40℃	 	 相对湿度：5%～95%

	 大气压力：86kPa～106kPa

	

注：推荐用户在上述量程使用，极限状态下可进行100:1使用压缩量程后精度按如右公式计算：

0.05+0.05	（																											）％F.S
额定量程

设定量程－零点迁移量

我公司生产的数字式变送器包含全系列量程与特殊结构，型号构成如下表：

JYB-3151 □ □ □ □ 产品规格代码

0 负压

1 表压	（对于量程1、2的差压静压为0.4MPa)

2 绝压	（量程须≥100kPa	量程范围在30kPa～98kPa之间精度为0.5％）

3 差压		静压2.5MPa

4 差压		静压4MPa

5 差压		静压6.4MPa

6 差压		静压16MPa

7 差压		静压25MPa

8 差压		静压32MPa

9 差压		静压40MPa

1 0kPa-0.06kPa～0.3kPa

2 0kPa-0.25kPa～1.5kPa

3 0kPa-1.2kPa～10kPa

4 0kPa-6kPa～40kPa

5 0kPa-30kPa～180kPa

6 0kPa-160kPa～1000kPa

7 0kPa-400kPa～2500kPa

8 0kPa-1600kPa～8000kPa

9 0kPa-4000kPa～25000kPa

0 0kPa-7000kPa～40000kPa

0 标准型

1 单平法兰型

2 双平法兰型（量程须≥6kPa）

3 单插法兰型

4 双插法兰型（量程须≥6kPa）

5 一平一插法兰型（量程须≥6kPa）

1 带HART通讯

2 高级智能型（全数字化传感器、自带通讯键盘）（标准配制）

规格型号

差压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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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电气原理框图所示，

压力或差压产生的电容差经

数字化信号转换，变为频率

信号送到微处理器，经过微

处理器运算处理后作为一个

电流控制信号送到电流控制

电路，转化为4mA～20mA

模拟电流输出。

代号 含						义

M3 数字液晶显示表头

E1 普通电缆接头

E2 防爆电缆接头

B1 管装弯支架

B2 盘装弯支架

B3 管装平支架

D1 法兰侧面排气／排液阀在上部

D2 法兰侧面排气／排液阀在下部

G1 腰形法兰

G2 焊管接头

G3 一体化三阀组

G ≤200℃（高温硅油）

标准型

防腐材料
结构材料

法兰接头 排气／排液阀 隔离膜片

F12 碳钢 316 316L

F13 碳钢 哈氏C 哈氏C-276

F14 碳钢 蒙乃尔 蒙乃尔K-500

F15 碳钢 316L 钽

F22 316L 316L 316L

F23 316L 316L 哈氏C-276

F24 316L 316L 蒙乃尔K-500

F25 316L 316L 钽

F26 316L 316L 哈氏B-2

F33 哈氏C 哈氏C 哈氏C-276

F35 哈氏C 哈氏C 钽

F44 蒙乃尔 蒙乃尔 蒙乃尔K-500

F47 蒙乃尔 蒙乃尔 3YC25

注：1.	M3、F22为标准配置;			2.	各型法兰变送器的法兰尺寸毛细管规格详见说明书

附件及材质代码

工作原理

差压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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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智能微差压变送器有3组经跳线现场可选的量程（详见下表）。出厂时默

					认为“H”。

JYB-DZ- 智能微差压变送器

　

A 4mA～20mA（两线）输出

V 0V～5V（三线）输出

V1 0V～10V（三线）输出

D
差压：1、125Pa；　2、1250Pa；

　　　3、2000Pa；	4、3000Pa；		

P 正负压复合零点在中间：100Pa

不带LCD显示（默认）

M 带LCD显示

适用介质
空气以及非易燃性气体，对潮气、结露、粉尘、油污

不敏感

准确度等级 1％

最小量程 25Pa

温度范围 -10℃～50℃

温度漂移 0.05％/℃

压力极限 最大耐压1psi

供电电压 DC	24V±10％(电压输出型可选AC	24V供电)

输出信号
4mA～20mA（二线制）

0V～5V或0V～10V（三线制）

反应时间 现场连续可调0.5s～15s

回路负载 ≤800Ω（二线制电流输出）

输出阻抗 250Ω（三线制电压输出）

外壳材料 ABS塑料

显示(可选) 2行4个字符的LCD显示

过程连接 3/16”(5mm)ID管

防护等级 IP65

安装方向 垂直安装

注2：智能微差压变送器电压输出型有两种供电可选：

					DC	24V±10％

					AC	24V±10％（限电压输出）

标称量程 L M H

125Pa 25Pa 50Pa 125Pa

1250Pa 250Pa 500Pa 1250Pa

2000Pa 750Pa 1500Pa 2000Pa

3000Pa 1000Pa 2000Pa 3000Pa

表一、差压可选量程

标称量程 L M H

±100Pa ±25Pa ±50Pa ±100Pa

表二、正负压复合零点在中间的量程

医疗仪器与设备	/	烟雾罩控制	/	洁净室	/	电厂风压和锅炉负压	/	

能量管理系统	/	隔离室	/	静态管路和洁净间压力	/	环境污染控制	/		

泄漏测量	/	烘箱增压及炉通风控制	/	暖通空调（HVAC）	/	

风速测量	/	OEM

I	最小量程可达25Pa，精度1％

I	三种量程可供选择

I	双行四位多信息LCD显示器可选

I	新型三防外壳：防淋水、防电磁干扰、阻燃

I	性价比高：JYB-DZ系列智能微差压变送器，CPU根据温度变化

	 逐点修正温度漂移。测量时的压力抖动可以通过阻尼功能滤掉，不	

	 需要考虑低量程时输出是否稳定，也不必担心潮气和灰尘对传感器	

	 的影响。

特　点

用   途

智能微差压变送器

外形尺寸

规格型号

技术参数

微差压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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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各种环境大气压力和温度双参数的组合式测量。

I	长期稳定性好

I	智能数字电路补偿，使用温域宽

I	防浪涌电压和极性反相保护

特　点

用   途

大气压力变送器

I	抗干扰设计

I	灵敏度高，温漂小

I	可配现场LCD显示

规格型号

技术参数

图Ａ 图B

量				程 0kPa～110kPa				

测量精度（参考条件指温
度在23±2℃和一个标准

大气压）
±0.25％F.S

环境温度 －10℃～50℃

供电电压 DC	24V(12V～32V)

负载能力
电流输出型：≤500Ω

电压输出型：≥3kΩ

非	线	性 ±0.2％F.S

迟滞性与可重复性 ±0.2％F.S

长期稳定性 ±0.1％F.S/y

热力零点漂移 ±0.02％F.S/℃

过载压力 2倍量程

响应时间 ≤50ms

电气连接 接线端子

测量介质 空气

JQYB 产品规格代号

A
4mA～20mA	电流输出，
可选精度	A:	0.25级		Ｂ：0.5级	

A1 0mA～10mA	电流输出（图B）

V 0V～5V	电压输出（图B）

W1 网络输出（RS-485)（图B）

W2 网络输出（RS-232）（图B）

不带显示

-X 带液晶显示

大气压力、温度一体变送器

量				程 气压:	0kPa～110kPa 温度:	0℃～50℃

供电电源 DC	24V（±5V）		

准确度等级 气压:±0.25% 温度:±1℃					

环境温度 0℃～50℃ 0℃～50℃

响应时间 气压:≤50ms 温度:≤2s

负载能力 ≤500Ω

非	线	性 0.2%F·S

迟滞性与可重复性 0.2%F·S

长期稳定性 0.1%F·S/y

热力零点飘移 0.02%F·S/℃

过载压力 2倍量程

电气连接 接线

测量介质 空气

适用于各种环境大气压力和温度双参数的组合式测量。

I	长期稳定性好

I	智能数字电路补偿

I	防浪涌电压和极性反相保护

特　点

用   途

大气压力、温度一体变送器

I	抗干扰设计

I	灵敏度高，温漂小

I	可配现场LCD显示

JQWY 产品规格代号

A 两路4mA～20mA电流输出，无显示(三线制)

AX 两路4mA～20mA电流输出，带液晶显示（三线制）

W RS485输出，无显示

WX RS485输出，带液晶显示

规格型号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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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程 0MPa～100MPa内任量程，最小量程为5kPa（扩散硅压力传感器）

测量精度(参考条件指温度在

23±2℃和一个标准大气压)

±0.5％F·S；±1％F·S（陶瓷压力传感器）

±0.2％F·S（满量程在	70kPa～5MPa	内）			±0.5％F·S（满量程在	5kPa～70kPa	内）
±0.5％F·S（满量程在	5MPa～35MPa	内）

介质温度 －20℃～60℃

环境温度 －20℃～60℃

供电电压 DC	24V（12V～32V）

负载能力 电流输出型：≤500Ω

非线性 ±0.2％F.S

迟滞性与可重复性 ±0.1％F.S

长期稳定性 ±0.1％F.S/y

热力零点漂移 ±0.02％F.S/℃

响应时间 ≤50ms

最大工作压力 2倍量程

电气连接 标准霍斯曼接头

过程连接 M20×1.5外螺纹或其他

壳体材料 普通不锈钢/316不锈钢

防护等级 IP	65

本质安全防爆 ExiaⅡCT6	Ga				配套安全栅FB-A	，FBE

I	工业现场过程压力控制	 I	液压、气动、中央空调制冷系统

I	航天、航空、航海等领域	 I	环保、净化能源和水处理等工程

I	汽车、发动机等设备

I	不锈钢激光焊接，抗震抗腐

I	精巧的结构，多种过程连接和电气连接，安装简便

I	进口扩散硅或陶瓷芯体，适用不同的介质的压力液位测量

I	激光调阻温度补偿，使用温域宽，测量准确度高

特   点

应   用

技术参数

防爆精巧型压力液位变送器

JYB-	K 产品系列代号

B- 防爆型

H 精巧型

A
4mA～20mA	电流输出（二线制）	

配套安全栅FB-A，FBE

G 表压

规格型号 外形尺寸

选型举例：JYB-KB-HAG		防爆型4mA～20mA电流输出表压。

I	过压过流反向级性电路保护

I	抗过载抗冲击和抗干扰能力强

I	可靠性高，长期稳定性强

I	通过本质安全型防爆认证

防爆压力液位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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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程 0MPa～100MPa	内任量程，最小量程为5kPa（扩散硅压力传感器）

测量精度

±0.2％F·S（满量程在70kPa～5MPa	内）

±0.5％F·S（满量程在5kPa～70kPa	内）

±0.5％F·S（满量程在5MPa～35MPa	内）

介质温度 －20℃～60℃

环境温度 －20℃～60℃

供电电压 DC	24V（12V～32V）

负载能力 电流输出型≤500Ω

非	线	性 ±0.2％F.S

迟滞性与可重复性 ±0.1％F.S

长期稳定性 ±0.1％F.S/y

热力零点漂移 ±0.02％F.S/℃

响应时间 ≤50ms

最大工作压力 2倍量程

电气连接 接线端子

过程连接 M20×1.5外螺纹/DN25法兰连接/其他

外部零件材料 普通不锈钢/316不锈钢

壳体材料 铸铝外壳

防护等级 IP	65

本质安全防爆 ExiaⅡCT6	Ga				配套安全栅FB-A	，FBE

JYB-	KB 产品系列代号

P 防护型铸铝外壳

A 4mA～20mA	电流输出（二线制）

G- 表压

A- 绝压

G M20×1.5安装螺纹

Ｆ 法兰安装（仅限于本安防爆）

I	工业现场过程压力控制	 I	航空航天领域

I	石油化工行业	 	 I	仪器医疗、食品等行业

I	航海及造船行业	 	 I	水利、水电、发电厂炉膛负压等行业

技术参数

I	进口扩散硅或陶瓷芯体，适用不同的介质的压	

	 力液位测量

I	激光调阻温度补偿，使用温域宽，测量准确度高

I	过压过流反向级性电路保护，可靠性高

I	通过本质安全型防爆认证

特   点

用   途

规格型号

防爆防护型压力液位变送器

防爆压力液位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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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尺寸

螺纹安装型 法兰安装型

公称直径：DN=25mm 外		径：D=100mm 螺栓孔中心圆直径：D1=75mm

连接凸出部分直径：D2=60mm 连接凸出部分高度：f=2mm 法兰厚度：b=14mm

螺栓孔直径：d=12mm 数		量：N=4 注：如需其它尺寸法兰，请在订货时说明。

注1：安装尺寸  法兰连接	DN25标准法兰，（PN0.6MPa光滑面平焊钢法兰）法兰尺寸见下表

防爆压力液位变送器

注1：安装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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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爆防护型压力液位变送器

规格型号

技术参数

隔爆压力液位变送器

输出形式
4mA～20mA(可选显示)0mA～10mA，0V～5V,

RS232，RS485，HART协议

供电电源 DC	24V（12V～32V）	

量程范围 0MPa～60MPa	（最小量程5kPa）扩散硅传感器						

准确度等级

±0.2％F·S（满量程在70kPa～5MPa	内）	

±0.5％F·S（满量程在5kPa～70kPa	内）	

±0.5％F·S（满量程在5MPa～35MPa	内）		

介质温度 －20℃～60℃

环境温度 －20℃～60℃

响应时间 ≤50ms			

负载能力
电流输出型≤500Ω(不带显示);≤250Ω(带显示);

电压输出型：≥3kΩ	

可重复性 ±0.1％F·S

长期稳定性 ±0.1％F·S/y

非线性 ±0.2％F·S

热力零点温漂 ±0.02％F·S/℃

过载压力 2倍量程

电气连接 接线端子

测量介质 油、水、气体及其他与316不锈钢兼容介质。

外部零件材料 普通不锈钢/316L不锈钢	

壳体材料 铸铝外壳

防护等级 IP65

防爆等级 Exd	II	CT6	Gb

使用区域 IIC类，T1～T6组的爆炸型气体环境中

额定功耗 ≤1W

产品重量 约1150	g

JYB-KG 产品系列代号

P 防护型铸铝外壳

A 4mA～20mA（可选显示）

A1 0mA～10mA	电流输出（不带显示)

V 0V～5V	电压输出

W1 网络输出RS485

W2 网络输出RS232

H HART通讯协议

G- 表压

A- 绝压

G M20×1.5安装螺纹

外形尺寸

I	工业现场过程压力控制	 I	航空航天领域

I	石油化工行业	 I	仪器医疗、食品等行业

I	航海及造船行业	 I	水利、水电、发电厂炉膛负压等行业

I	进口扩散硅或陶瓷芯体，适用不同的介质的压力液位测量

I	激光调阻温度补偿，使用温域宽，测量	准确度高

I	过压过流反向级性电路保护，可靠性高

I	电压、电流、网络、HART，无线等多种输出方式

I	可以带LCD、LED、指针等各种现场显示

I	符合工业抗干扰国标三级

I	通过本质安全型隔爆认证

特   点

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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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型	 																			 	 	 														P型	

A=34/50.5/64			

B=27.5/43.5/56.5

F=2.85

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酿造、乳业；航天航空领域	 /	 水处理工

程、环保净化	/	石油化工，煤炭，造纸等粘稠介质领域。

量				程 0MPa～3.5MPa	内任何量程，最小量程为5kPa

准确度等级（参考条件指温度在

23±2℃和一个标准大气压）

0.2级

0.5级

介质温度 －20℃～60℃

环境温度 －20℃～60℃

供电电压 DC	24V	(12V～32V)

负载能力 电流输出型：≤500Ω

非线性 0.2％F·S

迟滞性与可重复性 0.1％F·S

长期稳定性 0.1％F·S/y

热力零点漂移 0.02％F·S/℃

响应时间 ≤50ms

最大工作压力 2倍量程

电气连接 霍斯曼接头/接线端子

过程连接 M24×1.5外螺纹	或卡箍式快接法兰

测量介质 与316L不锈钢兼容介质

外部零件的材料 普通不锈钢/316L不锈钢

防护等级 IP65（P型）/	IP	65（H型）

本质安全防爆 ExiaⅡCT6	Ga配套安全栅FB-A,	FBE

技术参数

I	数字化智能芯片，全温度线性温度补偿

I	全不锈钢激光焊接结构；多种过程连接方式

I	齐平膜设计适合多种粘稠介质压力测量

特　点

用   途

JYB-K 产品规格代号

	

B- 防爆型

W W系列卫生型压力

P 防护型铸铝外壳

H 标准霍斯曼接头

A 4mA～20mA电流输出

G- 表压

A- 绝压

G M24×1.5外螺纹

F 卡箍式快接法兰

规格型号

外形尺寸

防爆卫生适用型压力液位变送器

I	易拆卸易清洗无菌设计

I	符合	3-A标准

I	通过本质安全型防爆认证

A=34/50.5/64

B=27.5/43.5/56.5

F=2.85

防爆压力液位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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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高温型钛/硅——蓝宝石
压力液位变送器 

a.表压传感器结构图

b.绝压传感器的结构图

1.由硅－蓝宝石制成的半导体敏感元件

2.钛合金测量膜片

3.集电极

4.钛合金接收膜片

5.拉杆

6.陶瓷基极

蓝宝石系由单晶体绝缘体元素组成，不会发生滞后、疲劳和蠕变

现象；蓝宝石比硅要坚固，硬度更高，不怕形变；蓝宝石有着非常好

的弹性和绝缘特性（1000℃以内），因此，利用硅—蓝宝石制造的半

导体敏感元件，对温度变化不敏感，即使在高温条件下，也有着很好

的工作特性。蓝宝石的抗辐射性极强；另外，硅—蓝宝石半导体敏感

元件无p-n漂移，因此，从根本上简化了制造工艺，提高了重复性，

确保了高成品率。

用硅—蓝宝石半导体敏感元件制造的压力传感器和变送器，可在

最恶劣的工作条件下正常工作，并且可靠性高、精度好、温度误差极

小、性价比高。

表压压力传感器和变送器由双膜片构成:钛合金测量膜片和钛合金接

收膜片。印刷有异质外延性应变灵敏电桥电路的蓝宝石薄片，被焊接在

钛合金测量膜片上。被测压力传送到接收膜片（接收膜片与测量膜片之

间用拉杆坚固的连接在一起）。在压力的作用下，钛合金接收膜片产生

形变，该形变被硅—蓝宝石敏感元件感知后，其电桥输出会发生变化，

变化的幅度与被测压力成正比。

传感器的电路能够保证应变电桥电路的供电，并将应变电桥的失

衡信号转换为统一的电信号输出。

在绝压压力传感器和变送器中，蓝宝石薄片与陶瓷基极玻璃焊料连接在一

起，起到了弹性元件的作用，将被测压力转换为应变片形变，从而达到压力测

量的目的。

原　理

量				程 0MPa～100MPa	内任量程，最小量程为5kPa

测量精度（参考条件

指温度在23±2℃和

一个标准大气压）

±0.5％F.S

介质温度 －20℃～60℃

环境温度 －20℃～60℃

供电电压 DC	24V（12V～32V）

负载能力 电流输出型≤500Ω

非	线	性 ±0.1％F.S

迟滞性与可重复性 ±0.2％F.S

长期稳定性 ±0.1％F.S/y

热力零点漂移 ±0.02％F.S/℃

响应时间 ≤50ms

最大工作压力 2倍量程

电气连接 霍斯曼接头/接线端子

过程连接 M20×1.5外螺纹

外部零件材料 普通不锈钢/316不锈钢

壳体材料 普通不锈钢/316不锈钢/铸铝外壳

防护等级 IP	65（H型）/	IP	65（P型）

本质安全防爆 ExiaⅡCT6	Ga			配套安全栅FB-A，FBE		

技术参数

工业现场过程压力控制	/	航空航天领域	/	石油化工行业	/	仪器医疗

食品等行业	/	航海及造船行业	/	水利、水电、发电厂等行业

I	全不锈钢外壳，卓越的抗腐蚀性能

I	压力测量范围宽

I	温度测量范围宽，温度误差极小

I	工作稳定

I	可靠性高，双膜片结构钛合金金属膜片过载性能优良

I	蓝宝石系由单晶体绝缘体元素组成，不会发生迟滞、疲劳和蠕变现象

I	外形尺寸小，重量轻，类型齐全，性价比高

I	反相极性过压过流保护

I	测量介质范围广,可测量粘稠或结晶液体固体颗粒中的气体悬浮物等

I	通过本质安全型防爆认证

特   点

用   途

JYB-K 产品规格代号

B- 防爆型

P 防护型铸铝外壳

H 标准霍斯曼接头

A 4mA～20mA电流输出

G- 表压

L 蓝宝石压力传感器

规格型号

选型举例：JYB-KB-PAG-L

　　　　　　　　防爆型防护铸铝外壳4mA～20mA电流输出，表压测

　　　　　　　　量蓝宝石压力传感器。

防爆型压力液位变送器

精巧型 防护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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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型压力液位变送器

外形尺寸

精巧型外形图 防护型外形图

带小散热片高温型外形图	 带大散热片高温型外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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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B- 产品规格代码

KGH- 煤矿隔爆型

					

H 不锈钢外壳

A 4mA～20mA电流输出(两线制)

V 0V～5V	电压输出

G- 表压

A- 绝压

G											 M20x1.5安装螺纹

I	有甲烷和煤尘爆炸危险的煤矿井的压力测量

I	矿井风机、柴油机车、通风巷道、矿井泵站等设备的压力系统的控制

I	高纯度氢气或含氢量较高的混合气体

I	进口扩散硅芯体，适合不同介质和不同温度压力液位的精密测量

I	隔爆型外壳设计,全不锈钢激光焊接，防腐、防震、全防水

I	通过	I	类电气设备的热稳定和湿热实验

I	抗过载冲击和干扰能力强

I	过压过流反向极性防浪涌保护

I	工作寿命长,可靠性高

I	 I	类电气本质安全型隔爆认证

特　点

用   途

煤矿隔爆型压力液位变送器

外形尺寸

规格型号

技术参数

隔爆压力液位变送器

量				程 0～20MPa	内任量程,最小量程为5KPa

供电电源 DC	24V（12V～32V）

准确度等级

0.2级	(满量程在70	KPa～5	MPa)

0.5级（满量程在5	KPa～70	KPa；5	MPa～20	

MPa）

介质温度 －20℃～60℃

环境温度 －20℃～60℃

响应时间 ≤50ms

负载能力 电流型≤500Ω（DC	24V供电）电压型：≥3kΩ

可重复性 ±0.2％F·S

长期稳定性 ±0.5％F·S/y

非	线	性 ±0.2％F·S

过载压力 2倍量程

电气连接 电缆连接

过程连接 M20×1.5	及其他

外壳零件材料 普通不锈钢	/316不锈钢

防爆标志 ExdI	Mb

防爆编号: CNEX13.27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