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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防护型压力液位变送器 法兰防护型压力液位变送器 精巧型压力液位变送器(小霍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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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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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级（陶瓷压力 满量程在  5kPa～20MPa）

介质温度 －30℃～+85℃ －30℃～+85℃ －30℃～+85℃

供电电压 DC 24V(12V～32V) DC 24V(12V～32V) DC 24V（12V～32V）

输出形式
4mA～20mA、0mA～10mA、0V～5V、
RS-485、RS-232、HART协议

4mA～20mA、0mA～10mA、0V～5V、
RS-485、RS-232、HART协议

4mA～20mA、0mA～10mA、0V～5V

接    口 M20×1.5 DN25 法兰 M20×1.5

可防爆，防爆标志
本质安全型Exia Ⅱ CT6  Ga
隔爆型Exd Ⅱ CT6  Gb

本质安全型Exia Ⅱ CT6  Ga 本质安全型Exia Ⅱ CT6  Ga

 

技术参数 精巧型压力液位变送器(大霍斯曼) 经济型压力液位变送器 陶瓷压力液位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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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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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MPa～20MPa，最小量程为160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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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压力 满量程在5kPa～20MPa）

0.5级 0.5级

介质温度 －30℃～+85℃ 0℃～60℃ －20℃～+60℃

供电电压 DC 24V（12V～32V） DC 24V(10V～32V） DC 24V（12V～32V）

输出形式 4mA～20mA、0mA～10mA、0V～5V 4mA～20mA、0V～5V 4mA～20mA

接    口 M20×1.5 M20×1.5 M20×1.5

可防爆，防爆标志 本质安全型Exia Ⅱ CT6  Ga 无 无

 

技术参数 卫生适用型压力液位变送器 卫生适用型压力液位变送器
（卡箍式快接法兰） 卫生适用型压力液位变送器

量    程
0MPa～3.5MPa 内任何量程
最小量程为5kPa

0MPa～3.5MPa 内任何量程
最小量程为5kPa

0MPa～3.5MPa 内任何量程
最小量程为5kPa

准确度等级 0.2级（满量程在 70kPa～3.5MPa 内） 0.5级（满量程在 5kPa～70kPa 内）

介质温度 －30℃～85℃ －30℃～85℃ －30℃～85℃

供电电压 DC 24V (12V～32V) DC 24V (12V～32V) DC 24V (12V～32V)

输出形式 4mA～20mA、0mA～10mA、0V～5V
4mA～20mA、0mA～10mA、0V～5V、
RS-485、RS-232、HART协议

4mA～20mA、0mA～10mA、0V～5V、
RS-485、RS-232、HART协议

接    口 M24×1.5，平膜片 1.5"卡箍式快接法兰，平膜片 M24×1.5 ，平膜片

可防爆，防爆标志 本质安全型Exia Ⅱ CT6  Ga 本质安全型Exia Ⅱ CT6  Ga 本质安全型Exia Ⅱ CT6  Ga

工业控制 压力测量系列

JYB-KO-P****F（可选显示）JYB-KO-P****G（可选显示） JYB-KO-H**

JYB-KO-WP****G（可选显示）

JYB-KO-H**1 JYB-T-HAG

JYB-KO-WH***G JYB-KO-WP***F（可选显示）

JYB-K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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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高温型钛/硅—蓝宝石
压力液位变送器

高温型钛/硅—蓝宝石防护型
压力液位变送器

野外超低温全防护型
压力液位变送器

量    程 0MPa～160MPa 内任量程，最小量程为5kPa 0～100MPa 内任量程，最小量程为5KPa

准确度等级 0.5级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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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50℃ －60℃～+150℃ T1：－20℃～85℃    T2:－40℃～125℃

供电电压 DC 24V(12V～32V) DC 24V(12V～32V) DC 24V（12V～32V）

输出形式 4mA～20mA、0V～5V 4mA～20mA、0V～5V RS-485、HART协议 4mA～20mA、0mA～10mA、0V～5V

接    口 M20×1.5 M20×1.5 M20×1.5

可防爆，防爆标志 本质安全型Exia Ⅱ CT6  Ga 本质安全型Exia Ⅱ CT6  Ga 无

 

技术参数 军品级防护型压力变送器 军品级压力变送器 防护型温压一体变送器

量    程
0MPa～3.5 MPa 内任量程，
最小量程为5kPa

0MPa～3.5 MPa 内任量程，
最小量程为5kPa

温度：0℃～100℃ 
压力：0MPa～70 MPa内各量程  

准确度等级
0.2级（满量程在 70kPa～3.5MPa 内） 
0.5级（满量程在 5kPa～70kPa 内）

0.2级（满量程在 70kPa～3.5MPa 内） 
0.5级（满量程在 5kPa～70kPa 内） 

温度：± 1℃ 
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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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MPa 内)

介质温度 －40℃～125℃ －40℃～125℃ －20℃～100℃

供电电压 DC 24V（12V～32V） DC 24V（12V～32V） DC 24V 

输出形式 4mA～20mA、0V～5V 4mA～20mA、0V～5V 4mA～20mA 双路

接    口 M20×1.5 M20×1.5 或 M27×2 M27 x 2

 

技术参数 卫生适用型压力液位变送器
(卡箍式快接法兰) 高温型压力液位变送器 高温卫生型压力液位变送器

(卡箍式快接法兰)

量    程
0MPa～3.5MPa 内任何量程
最小量程为5kPa

0KPa～2MPa内任何量程，
最小量程为5KPa

0KPa～2MPa内任何量程，
最小量程为100KPa

准确度等级
0.2级（满量程在 70kPa～3.5MPa 内）
0.5级（满量程在 5kPa～70kPa 内）

0.2级（满量程在 70kPa～2MPa 内） 
0.5级（满量程在 5kPa～70kPa 内）

0.5级（满量程在100kPa～2MPa内)

介质温度 －30℃～85℃ －30℃～200℃ －30℃～300℃

供电电压 DC 24V (12V～32V) DC 24V（12V～32V） DC 24V（12V～32V）

输出形式 4mA～20mA、0mA～10mA、0V～5V 4mA～20mA, 0V～5V、0mA～10mA 4mA～20mA, 0V～5V、0mA～10mA

接    口 1.5"卡箍式快接法兰，平膜片 M20×1.5 1.5"卡箍式快接法兰，平膜片

可防爆，防爆标志 本质安全型Exia Ⅱ CT6  Ga 无 无

JYB-KO-WH***F JYB-KO-GWH**G JYB-KO-GWH**F

JYB-KO-H**-L JYB-KO-P**-L（可选显示） JYB-KO-YW***G

JYB-JO-P**G（可选显示） JYB-JO-H**G JWYB-KO-PAG

工业控制 压力测量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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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大屏显示智能压力液位变送器 大屏显示电池供电压力液位变送器 差压型压力液位变送器
量    程 0MPa～100MPa，最小量程为5KPa 0MPa～100MPa，最小量程为5KPa 0kPa～700kPa 内任量程，最小量程为5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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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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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级:±0.5％F.S
B级:±1％F.S

介质温度 －30℃～85℃ -30℃～85℃ -10℃～60℃

供电电压 DC 24V（12V～32V)   1.5V干电池(出厂标配4节，容量2Ah) DC 24V(12V～32V)

输出形式
4mA～20mA
RS-485、RS-232

测量值 0mA～10mA/4mA～20mA/0V～5V

接    口 M20×1.5 M20×1.5 双M20×1.5

 

技术参数 智能微差压变送器 智能微差压变送器 大气压力变送器

量    程
0～125Pa     0～1250Pa
0～2000Pa    0～3000Pa  

0～125Pa     0～1250Pa
0～2000Pa    0～3000Pa  

0kPa～110kPa 

准确度等级 1％ 1％
±0.25％F.S（参考条件指温度在23±2℃ 
和一个标准大气压） 

介质温度 -10℃～50℃ -10℃～50℃ －10℃～50℃

供电电压 DC 24V±10％(电压输出型可选AC 24V供电) DC 24V±10％(电压输出型可选AC 24V供电) DC 24V(12V～32V)

输出形式
4mA～20mA（二线制）
0V～5V或0V～10V（三线制）无显示

4mA～20mA（二线制）
0V～5V或0V～10V（三线制）带显示

4mA～20mA、0V～5V、
RS-485、RS-232

接    口 5mm D管 5mm D管 无

 

技术参数 扩散硅微差压变送器 数字化电容压力/差压变送器 自充电智能压力液位变送器
量    程 0kPa～200kPa内任量程，最小量程：1kPa 0MPa～40MPa 0MPa～100MPa

准确度等级 ±1%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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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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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 0%～100%相对湿度 -30℃～80℃

供电电压 DC 24V（12V～32V） DC 24V（12V～32V） DC24V(12V～30V)带自备电池，可断电工作

输出形式
4mA～20mA、0mA～10mA、0V～5V
RS-485

4mA～20mA、HRAT协议 RS-485，内置详细仪表数据，便于设备管理

接    口 M8×1 或 φ8倒刺 1/4NPT螺纹；腰形法兰；焊管接头 M20×1.5，DN25法兰

可防爆，防爆标志 无 Exd Ⅱ CT6 Gb 无

JYB-DZ-**

JYB-1**1

JYB-KO-C***

JYB-DZ-**M

JYB-DW-** JYB-3151****

JYB-KO-C1000 JYB-KO-B*D

JQYB-***

工业控制 压力测量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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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大气压力、温度一体变送器 法兰防护型防雷压力液位变送器 防护型防雷压力液位变送器

量    程
气压: 0kPa～110kPa
温度: 0℃～50℃

0MPa～100MPa 内任量程，
最小量程为5kPa（扩散硅压力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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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压:±0.25%
温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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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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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 －30℃～+85℃ －30℃～+85℃

供电电压 DC 24V（±5V）  DC 24V(12V～32V) DC 24V(12V～32V)

输出形式 两路4mA～20mA、RS-485 4mA～20mA 4mA～20mA

接    口 无 DN25法兰 M20×1.5

JYB-PO-P***F（可选显示） JYB-PO-P***G（可选显示）JQWY*

 

技术参数 煤矿隔爆型压力液位变送器 船用型压力变送器 溅射薄膜压力液位变送器
量    程 0～20MPa 内任量程,最小量程为5KPa 0～60MPa内各量程 0～150MPa 最小量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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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Pa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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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MPa 内）

0.2级；0.5级

介质温度 －20℃～60℃ －20℃～70℃ －40℃～150℃

供电电压 DC 24V（12V～32V） DC 24V(12V～32V) DC 24V（12V～30V）

输出形式 4mA～20mA，0V～5V,0mA～10mA 4mA～20mA 4mA～20mA

接    口 M20×1.5 M20×1.5 M20*1.5

可防爆，防爆标志 隔爆Exd Ⅰ Mb 本质安全型Exia Ⅱ CT6  Ga -

 

技术参数 智能型压力开关
量    程 0～40MPa，最小量程100 KPa

准确度等级 0.5级

介质温度 －20℃～80℃

供电电压 DC 24V（16V～32V）

输出形式 继电器输出

接    口 M20×1.5

JYB-KGH-H***G

JYK-K01

JYB-KB-H JYB-KO-JS**G

工业控制 压力测量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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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投入式深井液位变送器 防雷型投入式静压液位变送器 船用型液位变送器
量    程 300m～1000m内各量程 0m～300m内各量程，最小量程0.5m 0m～300m内各量程，最小量程0.5m

准确度等级
0.2级（满量程在 300m～500m）
0.5级（满量程在 500m～1000m）

0.2级（满量程在 7m～300m）
0.5级（满量程在 0.5m～7m）
参考条件指温度在23±2℃和一个标准大气压

0.2级（满量程在 7m～300m）
0.5级（满量程在 0.5m～7m）

介质温度 －20℃～70℃ －20℃～70℃ －20℃～70℃

供电电压 DC 24V（12V～32V） DC 24V(12V～32V) DC 24V(12V～32V)

输出形式
4mA～20mA
0mA～10mA
0V～5V

4mA～20mA 4mA～20mA

电气连接 不锈钢保护电缆链接 电缆连接 电缆连接

可防爆，防爆标志 本质安全型Exia Ⅱ CT6  Ga 无 本质安全型Exia Ⅱ CT6  Ga

 

技术参数 投入式静压液位变送器 软铜管投入式液位变送器 不锈钢管防腐投入式液位变送器
量    程 0m～300m内各量程,最小量程0.5m 0m～9m内各量程,最小量程0.5m 0m～2m内各量程，最小量程0.5m

准确度等级
0.2级（满量程在 7m～300m）
0.5级（满量程在 0.5m～7m）
参考条件指温度在23±2℃和一个标准大气压

0.5级（满量程在 0.5m～9m）
参考条件指温度在23±2℃和一个标准大气压

0.5级（满量程在 0.5m～2m）
参考条件指温度在23±2℃和一个标准大气压

介质温度 －20℃～70℃ －20℃～70℃ －20℃～70℃

供电电压 DC 24V(12V～32V) DC 24V(12V～32V) DC 24V(12V～32V)

输出形式
4mA～20mA
0mA～10mA
0V～5V

4mA～20mA
0mA～10mA
0V～5V

4mA～20mA
0mA～10mA
0V～5V

电气连接 电缆连接 软铜管连接 钢性不锈钢管连接

可防爆，防爆标志 本质安全型Exia Ⅱ CT6  Ga 本质安全型Exia Ⅱ CT6  Ga 本质安全型Exia Ⅱ CT6  Ga

 

技术参数 软不锈钢管防腐投入式液位变送器 分体软铜管投入式液位变送器 分体线缆投入式液位变送器
量    程 0m～5m内各量程，最小量程0.5m 0m～9m内各量程,最小量程0.5m 0m～300m内各量程，最小量程0.5m

准确度等级
0.5级（满量程在 0.5m～5m）
参考条件指温度在23±2℃和一个标准大气压

0.5级（满量程在 0.5m～9m）
参考条件指温度在23±2℃和一个标准大气压

0.2级（满量程在 7m～300m）
0.5级（满量程在 0.5m～7m）

参考条件指温度在23±2℃和一个标准大气压

介质温度 －20℃～70℃ －20℃～70℃ －20℃～70℃

供电电压 DC 24V(12V～32V) DC 24V(12V～32V) DC 24V(12V～32V)

输出形式
4mA～20mA
0mA～10mA
0V～5V

4mA～20mA
0mA～10mA
0V～5V

4mA～20mA，0V～5V，RS485
可带HART协议

电气连接 软不锈钢管连接  分体 软铜管连接、分体 电缆连接、分体

可防爆，防爆标志 本质安全型Exia Ⅱ CT6  Ga 本质安全型Exia Ⅱ CT6  Ga 本质安全型Exia Ⅱ CT6  Ga

JYB-KO-L** JYB-PO-L**

JYB-KO-Y5（可选显示）

JYB-KB-L

JYB-KO-Y3（可选显示）

JYB-KO-L JYB-KO-Y1（可选显示）JYB-KO-T

JYB-KO-Y2（可选显示）

工业控制 液位测量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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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防腐型超声波物位变送器 精小型超声波物位变送器 大量程超声波物位变送器
测量范围 4m；8m；10m 2m 15m；20m

准 确 度 ±0.5％F·S ±0.5％F·S ±0.5%F·S

工作环境
温度：－20℃～60℃ 
湿度：5%～95％

温度：－10℃～＋60℃ 
湿度：5%～95％

温度：－20℃～60℃ 
湿度：5%～95％

供电电压 DC 24V（18V～30V） DC 24V (22V～26V) 24V(18V～30V)

输出形式 4mA～20mA 4～20mA 4mA ～ 20mA

防护等级 IP65 IP65 IP65

防腐等级
气体防腐:只可接触腐蚀性气体
F型为液体防腐,可接触腐蚀性液体

不防腐 气体防腐

 

技术参数 油、水液面变送器
测量范围 0.3m～12m(液体测量)

准 确 度 ±0.5%F·S

工作环境
温度:－30℃～70℃ 
湿度：5%～95％

供电电压 DC 24V (22V～26V)

输出形式 两路4mA～20mA/两路485输出

防护等级 IP65

防爆等级 Exib Ⅱ CT6

JCS-02JCS-04/05/10 JCS-15/20

JDR-**

JDR油、水液面变送器

直接测量油、水混合液的双界面

• 远端数据无线读取，液面动态显示，直观易读;

• 远端参数配置、故障排查，无须爬大罐，易维护;

• PTFE材质，耐高温、耐腐蚀、耐压力;

• 无浮球无粘连，高可靠，全年365天稳定运行;   

应用场合：油水混合罐、高温热水罐

工业控制 物位变送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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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精巧壁挂型温湿度变送器 壁挂型温湿度变送器 经济型温湿度变送器（RoHS）

量    程
温度：0℃～50℃
湿度：0%RH～100%RH

温度：0℃～50℃
湿度：0％RH～100％RH

温度：0℃～50℃
湿度：0％RH～100％RH

准 确 度
湿度：±3%RH (5%RH～95%RH,25℃)
温度：±0.5℃ (25℃)

湿度：±3％RH(5％RH～95％RH,25℃)
温度：±0.5℃(25℃）

湿度：±3%RH（5%RH～95%RH，25℃）
温度：±0.5℃(25℃）

工作环境
湿度：0%RH～100%RH(非结露)
温度：-10℃～60℃ 

湿度：0％RH～100％RH（非结露）
温度：-10℃～60℃ 

湿度：0％RH～100％RH（非结露）
温度：-10℃～60℃ 

供电电压
电流输出型：DC 24V (22V～26V)
电压输出型：DC 24V (12V～24V)

电流输出型：DC 24V（22V～26V）
电压输出型：DC 24V（12V～24V）
网络输出型：DC 24V（12V～24V）

电流输出型：DC 24V（22V～26V）
电压输出型：DC 24V（12V～24V）
网络输出型：DC 24V（12V～24V）
交流供电：  AC 24V (18V～24V)

输出形式
电流输出型：4mA～20mA(两线制，三线制
可选)
电压输出型:0V～5V

电流输出型：两线制4mA～20mA
电压输出型：0V～5V
网络输出型：RS485/RS232

电流输出型：4mA～20mA(两线制，三线制可选)
电压输出型：0V～5V
网络输出型：RS485/RS232

JWSL-1

JWSL-4

JWSL-6（网络输出，可选显示）

JWSL-2

JWSL-5

JWSL-7

JWSL-3

JWSL-6（网络输出可选显示）

JWSL-9

 

技术参数 防护型温湿度变送器（管道型） 手持式温湿度变送器 壁挂型温湿度变送器

量    程
温度：0℃～50℃
湿度：0%RH～100%RH

温度：0℃～50℃
湿度：0%RH～100%RH

温度：0℃～50℃
湿度：0%RH～100%RH

准 确 度
湿度：±3%RH (5%RH～95%RH,25℃)
温度：±0.5℃ (25℃)

湿度：±3%RH (5%RH～95%RH,25℃)
温度：±0.5℃ (25℃)

湿度：±3%RH（5%RH～95%RH，25℃）
温度：±0.5℃ (25℃)

工作环境
湿度：0%RH～100%RH(非结露)
温度：-10℃～60℃ 

湿度：0%RH～100%RH(非结露)
温度：-10℃～60℃ 

湿度：0%RH～100%RH(非结露)
温度：-10℃～60℃ 

供电电压

电流输出型：DC 24V（22V～26V）
电压输出型：DC 24V（12V～24V）
网络输出型：DC 24V（12V～24V）
交流供电：  AC 24V (18V～24V)

电流输出型：DC 24V (22V～26V)
电压输出型：DC 24V (12V～24V)

电流输出型：DC 24V (22V～26V)
电压输出型：DC 24V (12V～24V)
网络输出型：DC 24V (12V～24V)

输出形式
电流输出型：4mA～20mA(两线制，三线制可选
电压输出型：0V～5V
网络输出型：RS-485/RS-232

电流输出型：两线制 4mA～20mA
电压输出型：0V～5V

电流输出型：两线制 4mA～20mA
电压输出型：0V～5V
网络输出型：RS-485/RS-232

 

技术参数 通用埋线式温湿度变送器 双显示温湿度变送器（壁挂型） 防护型温湿度变送器（壁挂型）

量    程
温度：0℃～50℃
湿度：0%RH～100%RH

温度：0℃～50℃
湿度：0%RH～100%RH

温度：0℃～50℃
湿度：0%RH～100%RH

准 确 度
湿度：±3%RH(5%RH～95%RH,25℃)
温度：±0.5℃ (25℃)

湿度：±3%RH (5%RH～95%RH,25℃)
温度：±0.5℃ (25℃)

湿度：±3%RH (5%RH～95%RH,25℃)
温度：±0.5℃ (25℃)

工作环境
湿度：0%RH～100%RH(非结露)
温度：-10℃～60℃ 

湿度：0%RH～100%RH(非结露)
温度：-10℃～60℃ 

湿度：0%RH～100%RH(非结露)
温度：-10℃～60℃ 

供电电压

电流输出型：DC 24V（22V～26V）
电压输出型：DC 24V（12V～24V）
网络输出型：DC 24V（12V～24V）
继电器输出型：DC 24V (22V～26V)

DC 24V (22V～26V)

电流输出型：DC 24V（22V～26V）
电压输出型：DC 24V（12V～24V）
网络输出型：DC 24V（12V～24V）
交流供电：  AC 24V (18V～24V)

输出形式

电流输出型：两线制 4mA～20mA
电压输出型：0V～5V
网络输出型：RS-485/RS-232
继电器输出型：继电器常开、常闭触点

两线制4mA～20mA电流输出
电流输出型：4mA～20mA(两线制，三线制可选)
电压输出型：0V～5V
网络输出型：RS-485/RS-232

环境监测 温湿度变送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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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壁挂型温湿度变送器（RoHS） 防爆型温湿度变送器 防爆型温湿度变送器

量    程
温度：0℃～50℃
湿度：0%RH～100%RH

温度：0℃～50℃
湿度：0％RH～100％RH

温度：0℃～50℃
湿度：0％RH～100％RH

准 确 度
湿度：±3%RH（5%RH～95%RH，25℃）
温度：±0.5℃ (25℃)

湿度：±3%RH (5%RH～95%RH,25℃)
温度：±0.5℃(25℃）

湿度：±3%RH（5%RH～95%RH，25℃）
温度：±0.5℃ (25℃)

工作环境
湿度：0%RH～100%RH(非结露)
温度：-10℃～60℃ 

湿度：5%RH～95%RH
温度：-10℃～60℃ 

湿度：5%RH～95%RH
温度：-10℃～60℃ 

供电电压
电流输出型：DC 24V（22V～26V）
电压输出型：DC 24V（12V～24V）
网络输出型：DC 24V（12V～24V）

DC 24V (22V～26V) DC 24V (22V～26V)

输出形式
电流输出型：两线制4mA～20mA
电压输出型：0V～5V
网络输出型：RS485/RS232

两线制4mA～20mA电流输出 两线制4mA～20mA电流输出

防爆标志 Exib Ⅱ CT6 Exib Ⅱ CT6

 

技术参数 温湿度控制器（壁挂型） 温湿度控制器（管道型） 温湿度控制器（分体型）

量    程
温度：-20℃～60℃（根据产品标签而定）
湿度：0%RH～100%RH

温度：-40℃～80℃（根据产品标签而定）
湿度：0%RH～100%RH

温度：-40℃～120℃（根据产品标签而定）
湿度：0%RH～100%RH

准 确 度
温度：±0.5℃ (25℃)
湿度：±3%RH (5%RH～95%RH,25℃)

温度：±0.5℃（25℃）
湿度：±3%RH（25℃,5%RH～95%RH）

温度：±0.5℃（25℃）
湿度：±3%RH（25℃,5%RH～95%RH）

工作环境

电路工作温度:-20℃～60℃
        湿度:5％RH～95％RH
探头工作温度:-40℃～120℃
        湿度:0％RH～100％RH（非结露）

电路工作温度:-20℃～60℃
        湿度:5％RH～95％RH
探头工作温度:-40℃～120℃
        湿度:0％RH～100％RH（非结露）

电路工作温度:-20℃～60℃
        湿度:5％RH～95％RH
探头工作温度:-40℃～120℃
        湿度:0％RH～100％RH（非结露）

供电电压 DC 24V (22V～26V) DC24V(22V～24V) DC24V(22V～24V)

输出形式
继电器输出温度高、低报警；湿度高、低报警
(任意设置报警点)

继电器输出温度高，低报警，湿度高，低报
警（任意设置报警点）

继电器输出温度高，低报警，湿度高，低报
警（任意设置报警点）

JWSM-6AT

 

技术参数 防爆型温湿度变送器（管道型） 防爆型温湿度变送器（分体型） 防爆型温湿度变送器（壁挂型）

量    程
温度：0℃～50℃
湿度：0%RH～100%RH

温度：0℃～50℃
湿度：0%RH～100%RH

温度：0℃～50℃
湿度：0%RH～100%RH

准 确 度
湿度：±3%RH (5%RH～95%RH,25℃)
温度：±0.5℃ (25℃)

湿度：±3%RH (5%RH～95%RH,25℃)
温度：±0.5℃ (25℃)

湿度：±3%RH (5%RH～95%RH,25℃)
温度：±0.5℃ (25℃)

工作环境
湿度：5%RH～95%RH
温度：-20℃～60℃ 

湿度：5%RH～95%RH
温度：-20℃～60℃ 

湿度：5%RH～95%RH
温度：-20℃～60℃ 

供电电压 DC 24V (22V～26V) DC 24V (22V～26V) DC 24V (22V～26V)

输出形式 两线制4mA～20mA电流输出 两线制4mA～20mA电流输出 两线制4mA～20mA电流输出

防爆标志 Exib Ⅱ CT6 Exib Ⅱ CT6 Exib Ⅱ CT6

JWSL-12

JWSM-6AT

JWSM-2AT JWSM-3AT 

JWSM-6AT

JWSK-5 JWSK-5 JWSK-5

环境监测 温湿度变送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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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温湿度变送器（管道型） 温湿度变送器（壁挂型） 温湿度变送器（分体型）

量    程
温度：-40℃～80℃（根据产品标签而定）
湿度：0%RH ～100%RH

温度：-20℃～60℃（根据产品标签而定）
湿度：0%RH～100%RH

温度：-40℃～120℃（根据产品标签而定）
湿度：0%RH～100%RH

准 确 度
温度：±0.5℃（25℃）（5%RH～95%RH）
湿度：±3%RH（25℃,5%RH～95%RH）

温度：±0.5℃（25℃）
湿度：±3%RH（25℃,5%RH～95%RH）

温度：±0.5℃（25℃）
湿度：±3%RH（25℃,5%RH～95%RH）

工作环境 电路工作温度:-20℃～60℃     湿度:5％RH～95％RH       探头工作温度:-40℃～120℃    湿度:0％RH～100％RH（非结露）

供电电压
电流输出型：DC 24V（22V～26V）
电压输出型：DC 24V（12V～24V）
网络输出型：DC 24V（12V～24V）

电流输出型：DC24V(22V～26V)
电压输出型：DC24V(22V～24V)
网络输出型：DC24V(12V～24V)

电流输出型：DC24V(22V～26V)
电压输出型：DC24V(22V～24V)
网络输出型：DC24V(12V～24V)

输出形式
模拟输出：0V～5V或0V～10V或4mA～20mA
网络输出：RS-485或RS-232

电流输出：三线制4mA～20mA
电压输出：0V～5V/0V～10V
网络输出：RS232/RS485

电流输出：三线制4mA～20mA
电压输出：0V～5V/0V～10V
网络输出：RS232/RS485

可防爆，防爆标志 ExibⅡ CT6  (仅限4mA～20mA不带显示) ExibⅡ CT6 (仅限4mA～20mA不带显示) ExibⅡ CT6 (仅限4mA～20mA不带显示)

 

技术参数 工业级宽温型温湿度变送器(管道型) 工业级宽温型温湿度变送器(壁挂型) 工业级宽温型温湿度变送器(分体型)

量    程
温度：-40℃～80℃（根据产品标签而定）
湿度：0%RH ～100%RH

温度：-20℃～60℃（根据产品标签而定）
湿度：0%RH～100%RH

温度：-40℃～120℃（根据产品标签而定）
湿度：0%RH～100%RH

准 确 度

A级 温度：±0.5℃ (25℃)
     湿度：±2%RH(5%RH～95%RH,25℃)
B级 温度：±0.5℃ (25℃)
     湿度：±3%RH(5%RH～95%RH,25℃)

A级 温度：±0.5℃ (25℃)
     湿度：±2%RH(5%RH～95%RH,25℃)
B级 温度：±0.5℃ (25℃)
     湿度：±3%RH (5%RH～95%RH,25℃)

A级 温度：±0.5℃ (25℃)
     湿度：±2%RH(5%RH～95%RH,25℃)
B级 温度：±0.5℃ (25℃)
     湿度：±3%RH (5%RH～95%RH,25℃)

工作环境 电路工作温度:-20℃～60℃     湿度:5％RH～95％RH       探头工作温度:-40℃～120℃    湿度:0％RH～100％RH（非结露）

供电电压
电流输出型：DC 24V（22V～26V）
电压输出型：DC 24V（12V～24V）
网络输出型：DC 24V（12V～24V）

电流输出型：DC 24V（22V～26V）
电压输出型：DC 24V（12V～24V）
网络输出型：DC 24V（12V～24V）

电流输出型：DC 24V（22V～26V）
电压输出型：DC 24V（12V～24V）
网络输出型：DC 24V（12V～24V）

输出形式
电流输出型：4mA～20mA
电压输出型：0V～5V
网络输出型：RS485/RS232

电流输出型：4mA～20mA
电压输出型：0V～5V
网络输出型：RS485/RS232

电流输出型：4mA～20mA
电压输出型：0V～5V
网络输出型：RS485/RS232

可防爆，防爆标志 Exib Ⅱ CT6 ，仅限4mA～20mA Exib Ⅱ CT6，仅限4mA～20mA Exib Ⅱ CT6 ，仅限4mA～20mA

 

技术参数 增强型温湿度变送器（管道型） 增强型温湿度变送器（分体型） 增强型温湿度变送器（壁挂型）

量    程
温度：-40℃～80℃（根据产品标签而定）
湿度：0％RH～100％RH

温度：-40℃～120℃（根据产品标签而定）
湿度：0％RH～100％RH

温度：-20℃～60℃（根据产品标签而定）
湿度：0％RH～100％RH

准 确 度
温度：±0.5℃ (25℃)
湿度：±3％RH（5％RH～95％RH,25℃)

温度：±0.5℃ (25℃)
湿度：±3％RH（5％RH～95％RH,25℃)

温度：±0.5℃ (25℃)
湿度：±3％RH（5％RH～95％RH,25℃)

工作环境

电路工作温度:-20℃～60℃
        湿度:5％RH～95％RH 
探头工作温度:-40℃～120℃
        湿度:0％RH～100％RH（非结露）

电路工作温度:-20℃～60℃
        湿度:5％RH～95％RH 
探头工作温度:-40℃～120℃
        湿度:0％RH～100％RH（非结露）

电路工作温度:-20℃～60℃
        湿度:5％RH～95％RH 
探头工作温度:-40℃～120℃
        湿度:0％RH～100％RH（非结露）

供电电压 DC 24V（22V～26V） DC 24V（22V～26V） DC 24V（22V～26V）

输出形式
电流输出型：三线制4mA～20mA
电压输出型：0V～5V/0V～10V
网络输出型：RS-232/RS-485

电流输出型：三线制4mA～20mA
电压输出型：0V～5V/0V～10V
网络输出型：RS-232/RS-485

电流输出型：三线制4mA～20mA
电压输出型：0V～5V/0V～10V
网络输出型：RS-232/RS-485

JWSK-5（可选显示） JWSK-5（可选显示） JWSK-5（可选显示）

JWSK-6（可选显示） JWSK-6（可选显示） JWSK-6（可选显示）

JWSKE-6（可选显示） JWSKE-6（可选显示） JWSKE-6（可选显示）

环境监测 温湿度变送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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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多功能温湿度变送器（壁挂型） 多功能温湿度变送器（分体型） 抗风型工业级温湿度变送器(壁挂型)

量    程
温度：-20℃～60℃（根据产品标签而定）   湿度：0%RH～100%RH
露点：-50℃～100℃(无显示，无此功能)

温度：-20℃～60℃（根据产品标签而定）
湿度：0%RH～100%RH

准 确 度
温度：±0.5℃（25℃）
湿度：±3%RH（0%RH～100%RH,25℃）

温度：±0.5℃（25℃）
湿度：±3%RH（25℃,0%RH～100%RH）

A级  温度：±0.5℃（25℃）
湿度：±2%RH（25℃,5%RH～95%RH）
B级  温度：±0.5℃（25℃）
湿度：±3%RH（25℃,5%RH～95%RH）

工作环境
电路工作温度：-20℃～60℃       湿度：5%RH～95%RH
探头工作温度：-40℃～120℃      湿度：0%RH～100%RH（非结露)

电路工作温度：-20℃～60℃
        湿度：5%RH～95%RH
探头工作温度：-40℃～120℃
        湿度：0%RH～100%RH(非结露）

供电电压
电流输出型：DC24V(22V～26V)    电压输出型：DC24V(12V～24V)
网络输出型：DC24V(12V～24V)    继电器输出：DC24V(12V～24V)

电流输出型：DC24V(22V～26V)
电压输出型：DC24V(12V～24V)
网络输出型：DC24V(12V～24V)

输出形式
电流输出：4mA～20mA     电压输出：0V～5V
网络输出：RS232/RS485   继电器输出：继电器常开，常闭触点

电流输出：三线制4mA～20mA
电压输出：0V～5V/0V～10V
网络输出：RS232/RS485

 

技术参数 高精度温湿度变送器（壁挂型） 高精度温湿度变送器（分体型） 多功能温湿度变送器（管道型）

量    程 温度：-40℃～100℃/-100℃～200℃（根据产品标签而定）   湿度：0%RH～100%RH
温度：-40℃～80℃（根据产品标签而定）   
湿度：0%RH～100%RH
露点：-50℃～100℃(无显示，无此功能)

准 确 度
显示准确度：温度：±0.1℃（23℃）      湿度：±0.8%RH（23℃,0%RH～100%RH)
输出准确度：温度：±1.5%RH(23℃,0%RH～100%RH） 湿度：±0.3℃或±0.5%F·S，两者取大

温度：±0.5℃（25℃）
湿度：±3%RH（25℃,0%RH～100%RH

工作环境
电路工作温度:-20℃～60℃                湿度:5%RH～95%RH
探头工作温度:-40℃～100℃/-100℃～200℃  湿度:0%RH～100%RH（非结露）

电路工作温度：-20℃～60℃
湿度：5%RH～95%RH
探头工作温度：-40℃～120℃
湿度：0%RH～100%RH（非结露)

供电电压 电流输出型：DC 24V（22V～26V） 电压输出型：DC 24V（12V～24V） 网络输出型：DC 24V（12V～24V） 继电器输出型:DC 24V (12V～24V)

输出形式
电流输出型：4mA～20mA（三线制）       电压输出型：0V～5V/0V～10V
网络输出型：RS485/RS232               继电器输出型:继电器常开、常闭触点

电流输出：4mA～20mA 电压输出：0V～5V
网络输出：RS232/RS485
继电器输出：继电器常开，常闭触点

 

技术参数 温湿度变送器（壁挂型） 温湿度变送器（分体型） 温湿度变送器（管道型）

量    程
温度：-40℃～100℃/-100℃～200℃ 
 (根据产品标准而定)
湿度：0%RH～100%RH

温度：-40℃～100℃/-100℃～200℃ 
 (根据产品标准而定)
湿度：0%RH～100%RH

温度：-40℃～100℃/-100℃～200℃ 
 (根据产品标准而定)
湿度：0%RH～100%RH

准 确 度
输出准确度：温度：±1.5%RH(23℃,0%RH～100%RH）      湿度：±0.3℃或±0.5%F·S，两者取大
显示准确度：温度：±0.1℃（23℃）                         湿度：±0.8%RH（23℃,0%RH～100%RH) 

工作环境
电路工作温度:-20℃～60℃                     湿度:5%RH～95%RH
探头工作温度:-40℃～100℃/-100℃～200℃任选  湿度:0%RH～100%RH（非结露）

供电电压 电流输出型：DC 24V（22V～26V    电压输出型：DC 24V（12V～24V）    网络输出型：DC 24V（12V～24V）

输出形式
电流输出型：4mA～20mA（三线制）
电压输出型：0V～5V/0V～10V
网络输出型：RS485/RS232

电流输出：三线制4mA～20mA
电压输出：0V～5V/0V～10V
网络输出：RS232/RS485

电流输出：三线制4mA～20mA
电压输出：0V～5V/0V～10V
网络输出：RS232/RS485

JWSH-5（可选显示） JWSH-5（可选显示） JWSH-5（可选显示）

JWSH-8 JWSH-8 JWSK-8

JWSK-8 JWSK-8 JWSK-6（可选显示）

环境监测 温湿度变送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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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抗风型工业级温湿度变送器(管道型) 抗风型工业级温湿度变送器(分体型) 自然通风防护罩
量    程

温度：-40℃～80℃ (根据产品标签而定)
湿度：0%RH～100%RH

温度：-40℃～120℃ (根据产品标签而定)
湿度：0%RH～100%RH

准 确 度
A级   温度：±0.5℃（25℃）     湿度：±2%RH（25℃,5%RH～95%RH）
B级   温度：±0.5℃（25℃）     湿度：±3%RH（25℃,5%RH～95%RH）

工作环境
电路工作温度：-20℃～60℃       湿度：5%RH～95%RH
探头工作温度：-40℃～120℃      湿度：0%RH～100%RH(非结露）

供电电压
电流输出型：DC24V(22V～26V)    电压输出型：DC24V(12V～24V)
网络输出型：DC24V(12V～24V)

输出形式
电流输出：三线制4mA～20mA   电压输出：0V～5V/0V～10V
网络输出：RS232/RS485

JWSK-6（可选显示） JWSK-6（可选显示） VS-6

可与JWSK-5，JWSK-6，

JWSK-8产品的分体结构配合使

用，用于室外防风、防雨、防阳光

辐射，同时保证测量精度。

工作温度：-30℃～60℃

 

技术参数 大屏显示数字化温湿度变送器 智能型温湿度变送器 低成本温湿度变送器 
量    程

温度：-10℃～60℃
湿度：0%RH～95%RH

温度：-20℃～60℃
湿度：0%RH～100%RH

温度：0℃～50℃
湿度：0％RH～100％RH（非结露）

准 确 度
湿度：±3%RH (5%RH～95%RH,25℃)      
温度：±0.5℃ (25℃)

温度：±0.5℃（25℃）
湿度：±3%RH（25℃,5%RH～95%RH）

湿度：±5％RH(20％RH～85％RH,25℃)     
温度：±1℃ (25℃)

工作环境 -10℃～60℃；5%RH～95%RH
温度：-20℃～60℃
湿度：5%RH～95%RH

0℃～50℃；10％RH～85％RH（非结露）

供电电压 DC 24V (12V～24V) DC 24V(12V～28V) DC 24V（22V～26V） 

输出形式
网络输出：RS-485/RS-232
模拟输出：4mA～20mA,0V～5V,0V～10V

RS232/RS485 两线制4mA～20mA

JWST-20 NWSF-1ATJWST-10

 

技术参数 线缆水浸定位报警仪 线缆式水浸变送器 普通探头水浸变送器
测量精度 ±(0.5+6‰F.S)m 误报率:＜100ppm 误报率:＜100ppm

工作环境 温度：0℃～50℃ 湿度：20%RH～100%RH 温度：0℃～50℃ 湿度：20%RH～100%RH 温度：0℃～50℃ 湿度：20%RH～100%RH

供电电压 DC 24V (22.5V～27V) DC 24V（9VDC～32VDC） DC 24V (9V～36V)

输出形式 继电器( 负载电流100mA)
继电器（负载电流100mA）；
高低电平输出：VL为0V(±0.5V)，
　　　　　　　VH为5V或12V(±0.5V)

继电器(负载电流100mA)
高低电平输出：VL为0V（+0.5V）
              VH为5V或12V(±0.5V)

通信接口 RS-485 标准通信接口,MODBUS TM协议

高低电平 ≥3k(高电平输出12V时，供电电压应高于10V) ≥3k(高电平输出12V时，供电电压应高于16V)

带负载能力 固态继电器  ≤100mA 固态继电器：≤100mA；高低电平：≥3k 固态继电器≤100mA(大电流可以达到1A,需定做）

线缆长度 5m，10m，15m，20m，30m 5m，10m，15m，20m，30m，40m，50m 可增加探头个数

负载能力
固态继电器≤100mA(大电流可以达到1A,需
定做）

 水浸变送器系列

JS-DW JS-DX JS-DP

环境监测 温湿度变送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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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针式探头水浸变送器 全隔离密封型水浸变送器 壁挂式安装普通探头浸水变送器
测量精度 误报率:＜100ppm 误报率:＜100ppm 误报率:＜100ppm

工作环境
温度：0℃～50℃
湿度：20%RH～100%RH

温度：0℃～50℃
湿度：20%RH～100%RH

温度：0℃～50℃
湿度：20%RH～100%RH

供电电压 DC 24V (9V～36V) DC 24V (9V～36V) DC 24V (9V～36V)

输出形式
继电器(负载电流100mA)
高低电平输出：VL为0V（+0.5V）
              VH为5V或12V(±0.5V)

继电器(负载电流100mA)
高低电平输出：VL为 0V（+0.5V）
              VH为5V或12V(±0.5V)

高低电平输出：VL为0V（+0.5V）
              VH为5V或12V(±0.5V)

高低电平 ≥3k(高电平输出12V时，供电电压应高于16V) ≥3k(高电平输出12V时，供电电压应高于16V) ≥3k(高电平输出12V时，供电电压应高于16V)

负载能力 固态继电器≤100mA(大电流可以达到1A,需定做）

线缆长度 可增加探头个数

JS-BPJS-GJS-HP

 

技术参数 二氧化碳变送器 经济型二氧化碳变送器   管道型二氧化碳变送器

测量范围
0ppm～2000ppm、0ppm～5000ppm (可定制
0ppm～10000ppm，0ppm～50000ppm)

0ppm～2000ppm  0ppm～5000ppm（可定制
10000ppm,50000ppm）

0ppm～2000ppm

准 确 度 ± (40 ppm +3%F·S)(25℃) ± (40 ppm +5%F·S)(25℃) ± (40 ppm +3%F·S)(25℃)

工作环境 0℃～50℃；0%RH～95%RH（无结露） 0℃～50℃；0%RH～95%RH（无结露） 0℃～50℃；0%RH～95%RH（无结露）

供电电压 DC 24V（22V～26V） DC 24V（22V～26V） DC 24V（22V～26V）

输出形式
电压输出型：0V～5V；0V～10V(盲区为30mV)
电流输出型：4mA～20mA

电压输出型：0V～5V；
            0V～10V(盲区为30mV)
电流输出型：4mA～20mA

电压输出型：0V～5V；0V～10V
电流输出型：4mA～20mA

压力漂移 读数的0.13%/mm Hg 读数的0.13%/mm Hg 读数的0.13%/mm Hg

非线性 ≤1%F·S(25℃) ≤1%F·S(25℃) ≤1%F·S(25℃)

 

技术参数 多功能二氧化碳变送器 二氧化碳变送器 经济型二氧化碳变送器

测量范围
0ppm～2000ppm、0ppm～5000ppm
(可定制0ppm～10000ppm，0ppm～
50000ppm）

0ppm～2000ppm、0ppm～5000ppm(可定制
0ppm～10000ppm，0ppm～50000ppm）

0ppm～2000ppm、0ppm～5000ppm
(可定制10000ppm，50000ppm）

准 确 度 ± (40 ppm +3%F·S)(25℃) ± (40 ppm +3%F·S)(25℃) ± (40 ppm +5%F·S)(25℃)

工作环境 0℃～50℃；0%RH～95%RH（无结露） 0℃～50℃；0%RH～95%RH（无结露） 0℃～50℃，0%RH～95%RH(无结露)

供电电压 DC 24V（22V～26V） DC 24V（22V～26V） DC 24V（22V～26V）

输出形式
电压输出型：0V～5V；0V～10V
电流输出型：4mA～20mA
网络输出型：RS485/RS232

电压输出型：0V～5V；
            0V～10V（盲区为30mV）
电流输出型：4mA～20mA

电压输出型：0V～5V；
            0V～10V（盲区为30mV）
电流输出型：4mA～20mA

压力漂移 读数的0.13%/mm Hg 读数的0.13%/mm Hg 读数的0.13%/mm Hg

非线性 ≤1%F·S(25℃) ≤1%F·S(25℃) ≤1%F·S(25℃)

 二氧化碳及其它传感器系列

JQAW-5JQAW-3

JQAW-8 JQAW-12

JQAW-3xx-B

JQAW-12xx-B

环境监测 水浸变送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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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粉尘变送器 照度变送器

测量范围
粉尘粒子浓度:0千粒/升～8.8千粒/升
空气洁净度等级:7.1级～9级
(参照ISO14644-1标准)

0lux～2000lux（分辨率为1lux）
0lux～20000lux（分辨率为1lux）
0lux～200000lux（分辨率为100lux）

准 确 度 ±10% ±5%F.S

工作环境
温度:0℃～50℃
湿度:0%RH～95%RH

温度:0℃～50℃
湿度:0%RH～95%RH（非结露）

供电电压 DC 24V（22V～26V）
电流输出:DC 24V（22V～26V）
电压输出:DC 24V（12V～24V）
网络输出:DC 24V（12V～24V）

输出形式
电流输出:三线4mA～20mA
电压输出:0V～5V或0V～10V
网络输出:RS485

电流输出:三线4mA～20mA
电压输出:三线0V～5V（盲区为30mV） 
网络输出:RS-485/RS-232  

数据采集器系列

JQBW-8 ZD-6

 

技术参数 数据采集器（壁挂型） 数据采集器（1U型） 以太网数据采集控制器
精    度 模拟量采集精度：±0.5% 模拟量采集精度：±0.5% 模拟量采集精度：±0.1％

工作环境 温度：-20℃～80℃；湿度：5％RH～95%RH 温度：-20℃～80℃；湿度：5％RH～95%RH 温度：-10℃～50℃; 湿度：5％RH～95%RH

供电电压
DC -48V（-36V～-72V）
AC 220V（85V～265V）

DC -48V（-36V～-72V）
AC 220V（85V～265V）

AC 220V（±20%）

输入形式
模拟量：4mA～20mA或0V～5V
开关量：TTL电平或干接点信号

模拟量：4mA～20mA或0V～5V
开关量：TTL电平或干接点信号

模拟量：4mA～20mA
开关量：TTL电平或干接点信号

输出形式 继电器输出（触点容值：AC 220V/2A） 继电器输出（触点容值：AC 220V/2A）
继电器输出：（触点容值：DC 30V/1A)
模拟量输出：4mA～20mA

通讯协议 专用协议 MODBUS RTU 专用协议 MODBUS RTU MODBUS RTU

通讯方式 RS-232、RS-485、以太网 RS-232、RS-485、以太网 RS-232、RS-485、以太网

通讯接口 DB9（孔），以太网口 DB9（孔），以太网口 DB9（针），以太网口

KL-W8000 KL-S KL-S

 

技术参数 基于串口通讯的数据采集模块 基于串口通讯的开关量采集模块 基于串口通讯的控制模块
精    度 采集精度：±0.1%

工作环境 温度：-30℃～60℃ 湿度：5％RH～95％RH 温度：-30℃～60℃ 湿度：5％RH～95％RH 温度：-30℃～60℃ 湿度：5％RH～95％RH

供电电压 DC 18V～30V DC 18V～30V DC 18V～30V

输入/输出形式
0mA～20mA、0mA～10mA
0V～10V、0V～5V等模拟信号输入

开关量输入 继电器输出

通讯协议 MODBUS RTU MODBUS RTU MODBUS RTU

通讯方式 RS-232，RS-485 RS-232，RS-485 RS-232，RS-485

通讯接口 DB9（孔），端子3.81mm DB9（孔），端子3.81mm DB9（孔），端子3.81mm

KL-N411x/KL-N412x KL-N4148 KL-N4214

环境监测 二氧化碳及其它传感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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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无线传感器 无线传感器 无线传感器
量    程 温度：-20℃～60℃ 湿度：0％RH～100％RH 0Lux～50000Lux -20℃～60℃

准 确 度
温度: ±0.5℃(25℃）
湿度：±3％RH（5％RH～95％RH,25℃）

照度：±5%F·S 土壤温度：±0.5℃(25℃）

工作环境 -20℃～60℃；5％RH～95％RH（非结露） -20℃～60℃；5％RH～95％RH（非结露） -20℃～60℃；5％RH～95％RH（非结露）

供电电源
DC 12V（9V～28V）
或电池供电（1#锂离子电池3.6V）

DC 12V（9V～28V）
或电池供电（1#锂离子电池3.6V）

DC 12V（9V～28V）
或电池供电（1#锂离子电池3.6V）

通讯距离 ≥800m(空旷环境) ≥800m(空旷环境) ≥800m(空旷环境)

信道数量 16个（0x00～0x0F） 16个（0x00～0x0F） 16个（0x00～0x0F）

网络/网络ID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技术参数 无线传感器 无线传感器 无线传感器
量    程 0％～100％ 环境温度：-20℃～60℃ 0％～25％  最大0％～30％ （O2 ）

准 确 度 土壤水分：±3%（0％～50％） 温度: ±0.5℃(25℃） 氧气：±1％(1个标准大气压下，50％RH，20℃)

工作环境 -20℃～60℃；5％RH～95％RH（非结露） -20℃～60℃；5％RH～95％RH（非结露） 0℃～50℃；0％RH～95％RH（非结露）

供电电源
DC 12V（9V～28V）
或电池供电（1#锂离子电池3.6V）

DC 12V（9V～28V）
或电池供电（1#锂离子电池3.6V）

DC 12V（9V～28V）
或电池供电（1#锂离子电池3.6V）

通讯距离 ≥800m(空旷环境) ≥800m(空旷环境) ≥800m(空旷环境)

信道数量 16个（0x00～0x0F） 16个（0x00～0x0F） 16个（0x00～0x0F）

网络/网络ID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技术参数 无线传感器 无线传感器 无线传感器

量    程
0ppm～5000ppm（0ppm～2000ppm，0ppm～
10000ppm可选）

温度: -20℃～60℃
湿度：0％RH～100％RH
照度：0Lux～50000Lux

温度: -20℃～60℃
湿度：0％RH～100％RH
土壤温度：-20℃～60℃

准 确 度 二氧化碳：±(40ppm+3%F·S)（25℃）
温度: ±0.5℃(25℃） 照度：±5%F·S
湿度：±3％RH（5％RH～95％RH,25℃）

温度: ±0.5℃(25℃）土壤温度：±0.5℃(25℃）
湿度：±3％RH（5％RH～95％RH,25℃）

工作环境 0℃～50℃；0％RH～95％RH（非结露） -20℃～60℃；5％RH～95％RH（非结露） 0℃～50℃；0％RH～95％RH（非结露）

供电电源 DC 12V（9V～28V）
DC 12V（9V～28V）
或电池供电（1#锂离子电池3.6V）

DC 12V（9V～28V）
或电池供电（1#锂离子电池3.6V）

通讯距离 ≥800m(空旷环境) ≥800m(空旷环境) ≥800m(空旷环境)

信道数量 16个（0x00～0x0F） 16个（0x00～0x0F） 16个（0x00～0x0F）

网络/网络ID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JZH-001

JZH-004

JZH-007

JZH-002

JZH-005

JZH-010

JZH-003

JZH-006

JZH-011

测量介质：

温度
湿度

测量介质：

土壤水分

测量介质：

二氧化碳

测量介质：

照度

测量介质：

温度

测量介质：

温度
湿度
照度

测量介质：

土壤温度

测量介质：

氧气

测量介质：

温度
湿度
土壤温度

无线传感 物联网无线传感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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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介质：

温度
湿度
照度
土壤温度
土壤水分

 

技术参数 无线传感器 无线传感器 无线传感器

量    程
温度: -20℃～60℃ 湿度：0％RH～100％RH
土壤水分：0％～100％

温度: -20℃～60℃ 湿度：0％RH～100％RH
照度：0Lux～50000Lux土壤温度：-20℃～60℃

温度: -20℃～60℃ 湿度：0％RH～100％RH
照度：0Lux～50000Lux土壤水分：0％～100％

准 确 度
温度: ±0.5℃(25℃）
湿度：±3％RH（5％RH～95％RH,25℃）
土壤水分：±3％（0％～50％）

温度: ±0.5℃(25℃）
湿度：±3％RH（5％RH～95％RH,25℃）
照度：±5%F·S  土壤温度:±0.5℃(25℃）

温度: ±0.5℃(25℃） 照度：±5%F·S
湿度：±3％RH（5％RH～95％RH,25℃）
土壤水分：±3％（0％～50％）

工作环境 0℃～50℃；0％RH～95％RH（非结露） -20℃～60℃；5％RH～95％RH（非结露） -20℃～60℃；5％RH～95％RH（非结露）

供电电源 DC 12V（9V～28V） DC 12V（9V～28V）或电池供电（1#锂离子电池3.6V） DC 12V（9V～28V）或电池供电（1#锂离子电池3.6V）

通讯距离 ≥800m(空旷环境) ≥800m(空旷环境) ≥800m(空旷环境)

信道数量 16个（0x00～0x0F） 16个（0x00～0x0F） 16个（0x00～0x0F）

网络/网络ID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技术参数 无线传感器 无线传感器 无线传感器

量    程

温度：-20℃～60℃
湿度：0％RH～100％RH
土壤温度：-20℃～60℃
土壤水分：0％～100％

温度：-20℃～60℃
湿度：0％RH～100％RH
照度：0Lux～50000Lux 土壤温度：-20℃～60℃
土壤水分：0％～100％

温度：-20℃～60℃ 
湿度：0％RH～100％RH
二氧化碳：0ppm～5000ppm（0ppm～
2000ppm，0ppm～10000ppm可选）

准 确 度

温度: ±0.5℃(25℃）
湿度：±3％RH（5％RH～95％RH,25℃）
土壤温度：±0.5℃(25℃）
土壤水分：±3％（0％～50％））

温度: ±0.5℃(25℃） 照度：±5%F·S
湿度：±3％RH（5％RH～95％RH,25℃）
土壤温度：±0.5℃(25℃）
土壤水分：±3％（0％～50％）

温度: ±0.5℃(25℃）
湿度：±3％RH（5％RH～95％RH,25℃）
二氧化碳：±(40ppm+3%F·S)（25℃）

工作环境 -20℃～60℃；5％RH～95％RH（非结露） -20℃～60℃；5％RH～95％RH（非结露） 0℃～50℃；0％RH～95％RH（非结露）

供电电源 DC 12V（9V～28V）或电池供电（1#锂离子电池3.6V） DC 12V（9V～28V）或电池供电（1#锂离子电池3.6V） DC 12V（9V～28V）或电池供电（1#锂离子电池3.6V）

通讯距离 ≥800m(空旷环境) ≥800m(空旷环境) ≥800m(空旷环境)

信道数量 16个（0x00～0x0F） 16个（0x00～0x0F） 16个（0x00～0x0F）

网络/网络ID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技术参数 无线传感器 无线传感器 无线传感器

量    程

温度: -20℃～60℃ 湿度：0％RH～100％RH
照度：0Lux～50000Lux
二氧化碳：0ppm～5000ppm（0ppm～
2000ppm，0ppm～10000ppm可选）

温度: -20℃～60℃ 湿度：0％RH～100％RH
土壤温度：-20℃～60℃
二氧化碳：0ppm～5000ppm（0ppm～
2000ppm，0ppm～10000ppm可选）

温度: -20℃～60℃ 湿度：0％RH～100％RH
土壤水分：0％～100％
二氧化碳：0ppm～5000ppm（0ppm～
2000ppm，0ppm～10000ppm可选）

准 确 度

温度: ±0.5℃(25℃）
湿度：±3％RH（5％RH～95％RH,25℃）
照度：±5%F·S
二氧化碳：±(40ppm+3%F·S)（25℃）

温度: ±0.5℃(25℃）
湿度：±3％RH（5％RH～95％RH,25℃）
土壤温度：±0.5℃(25℃）
二氧化碳：±(40ppm+3%F·S)（25℃）

温度: ±0.5℃(25℃）
湿度：±3％RH（5％RH～95％RH,25℃）
土壤水分：±3%（0％～50％）
二氧化碳：±(40ppm+3%F·S)（25℃）

工作环境 0℃～50℃；0％RH～95％RH（非结露） -20℃～60℃；5％RH～95％RH（非结露） 0℃～50℃；0％RH～95％RH（非结露）

供电电源 DC 12V（9V～28V） DC 12V（9V～28V）或电池供电（1#锂离子电池3.6V） DC 12V（9V～28V）或电池供电（1#锂离子电池3.6V）

通讯距离 ≥800m(空旷环境) ≥800m(空旷环境) ≥800m(空旷环境)

信道数量 16个（0x00～0x0F） 16个（0x00～0x0F） 16个（0x00～0x0F）

网络/网络ID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JZH-012

JZH-015

JZH-021

JZH-013

JZH-016

JZH-022

JZH-014

JZH-020

JZH-023

测量介质：

温度
湿度
土壤水分

测量介质：

温度
湿度
土壤温度
土壤水分

测量介质：

温度
湿度
照度
二氧化碳

测量介质：

温度
湿度
照度
土壤温度

测量介质：

温度
湿度
土壤温度
二氧化碳

测量介质：

温度
湿度
照度
土壤水分

测量介质：

温度
湿度
二氧化碳

测量介质：

温度
湿度
土壤水分
二氧化碳

无线传感 物联网无线传感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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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无线温湿度传感器 无线温湿度传感器 无线温湿度传感器
长期稳定性 湿度：≤1%RH/y   温度：≤0.1℃/y 湿度：≤1%RH/y   温度：≤0.1℃/y 湿度：≤1%RH/y   温度：≤0.1℃/y

准 确 度
湿度:±0.8％RH(0％RH～100％RH,23℃)
温度:±0.1℃(23℃）

湿度:±0.8％RH(0％RH～100％RH,23℃)
温度:±0.1℃(23℃）

湿度:±0.8％RH(0％RH～100％RH,23℃)
温度:±0.1℃(23℃）

工作环境
电路：-20℃～60℃；5％RH～95％RH（非结露）
探头：5％RH～95％RH；-40℃～100℃/-
100℃～200℃，任选

电路：-20℃～60℃；5％RH～95％RH（非结露）
探头：5％RH～95％RH；-40℃～100℃/-
100℃～200℃，任选

电路：-20℃～60℃；5％RH～95％RH（非结露）
探头：5％RH～95％RH；-40℃～100℃/-
100℃～200℃，任选

供电电源
DC 12V（9V～28V）
或电池供电（1#锂离子电池3.6V）

DC 12V（9V～28V）
或电池供电（1#锂离子电池3.6V）

DC 12V（9V～28V）
或电池供电（1#锂离子电池3.6V）

通讯距离 ≥800m(空旷环境) ≥800m(空旷环境) ≥800m(空旷环境)

信道数量 16个（0x00～0x0F） 16个（0x00～0x0F） 16个（0x00～0x0F）

网络/网络ID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技术参数 无线传感器 无线传感器 无线传感器

量    程 温度：-20℃～60℃ 湿度：0%RH～100%RH
温度：-20℃～60℃ 湿度：0%RH～100%RH  
照度:0Lux～50000Lux

温度:-20℃～60℃ 湿度:0%RH～100%RH  
照度:0Lux～50000Lux 土壤温度:-20℃～60℃

准 确 度
温度：±0.5℃（25℃）
湿度：±3%（5%RH～95%RH，25℃）

温度：±0.5℃（25℃） 照度：±5%F.S
湿度：±3%（5%RH～95%RH，25℃）

温度：±0.5℃（25℃） 照度：±5%F.S
湿度：±3%（5%RH～95%RH，25℃）
土壤温度：±0.5℃（25℃）

工作环境 -20℃～60℃   5%RH～95%RH（非结露） -20℃～60℃   5%RH～95%RH（非结露） -20℃～60℃   5%RH～95%RH（非结露）

供电电源 锂电池供电3.6V（2#） 锂电池供电3.6V（2#） 锂电池供电3.6V（2#）

通讯距离 ≧800m（空旷环境） ≧800m（空旷环境） ≧800m（空旷环境）

信道数量 16个（0x00～0x0F） 16个（0x00～0x0F） 16个（0x00～0x0F）

网络/网络ID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技术参数 无线传感器 无线传感器 无线传感器

量    程

温度: -20℃～60℃ 湿度：0％RH～100％RH
照度：0Lux～50000Lux土壤温度：-20℃～60℃ 
二氧化碳：0ppm～5000ppm（0ppm～2000ppm，
0ppm～10000ppm可选）

温度: -20℃～60℃ 湿度：0％RH～100％RH
照度：0Lux～50000Lux 土壤水分：0％～100％
二氧化碳：0ppm～5000ppm（0ppm～2000ppm，
0ppm～10000ppm可选）

温度: -20℃～60℃ 湿度：0％RH～100％RH
土壤温度：-20℃～60℃ 土壤水分：0％～100％  
二氧化碳：0ppm～5000ppm（0ppm～2000ppm，
0ppm～10000ppm可选）

准 确 度

温度: ±0.5℃(25℃） 照度：±5%F·S
湿度：±3％RH（5％RH～95％RH,25℃）
土壤温度：±0.5℃(25℃）
二氧化碳：±(40ppm+3%F·S)（25℃）

温度: ±0.5℃(25℃） 照度：±5%F·S
湿度：±3％RH（5％RH～95％RH,25℃）
土壤水分：±3%（0％～50％）
二氧化碳：±(40ppm+3%F·S)（25℃）

温度: ±0.5℃(25℃） 土壤温度：±0.5℃(25℃）
湿度：±3％RH（5％RH～95％RH,25℃）
土壤水分：±3%（0％～50％）
二氧化碳：±(40ppm+3%F·S)（25℃）

工作环境 0℃～50℃；0％RH～95％RH（非结露） -20℃～60℃；5％RH～95％RH（非结露） -20℃～60℃；5％RH～95％RH（非结露）

供电电源 DC 12V（9V～28V） DC 12V(9V～28V)或电池供电（1#锂离子电池3.6V） DC 12V(9V～28V)或电池供电（1#锂离子电池3.6V）

通讯距离 ≥800m(空旷环境) ≥800m(空旷环境) ≥800m(空旷环境)

信道数量 16个（0x00～0x0F） 16个（0x00～0x0F） 16个（0x00～0x0F）

网络/网络ID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JZH-024

JZH-0H1

JZH-V01-D

JZH-025

JZH-0H2

JZH-V10-D

JZH-026

JZH-0H3

JZH-V13-D

测量介质：
温度
湿度
照度

土壤温度
二氧化碳

测量介质：
温度
湿度

测量介质：
温度
湿度
照度
土壤水分
二氧化碳

测量介质：
温度
湿度
照度

测量介质：
温度
湿度
土壤温度
土壤水分
二氧化碳

测量介质：
温度
湿度
照度
土壤温度

无线传感 物联网无线传感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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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无线温湿度传感器 无线温湿度传感器 无线温湿度传感器
长期稳定性 湿度：≤1%RH/y   温度：≤0.1℃/y 湿度：≤1%RH/y   温度：≤0.1℃/y 湿度：≤1%RH/y   温度：≤0.1℃/y

准 确 度
湿度:±0.8％RH(0％RH～100％RH,23℃)
温度:±0.1℃(23℃）

湿度:±0.8％RH(0％RH～100％RH,23℃)
温度:±0.1℃(23℃）

湿度:±0.8％RH(0％RH～100％RH,23℃)
温度:±0.1℃(23℃）

工作环境
电路：-20℃～60℃；5％RH～95％RH（非结露）
探头：5％RH～95％RH；-40℃～100℃/-
100℃～200℃，任选

电路：-20℃～60℃；5％RH～95％RH（非结露）
探头：5％RH～95％RH；-40℃～100℃/-
100℃～200℃，任选

电路：-20℃～60℃；5％RH～95％RH（非结露）
探头：5％RH～95％RH；-40℃～100℃/-
100℃～200℃，任选

供电电源
DC 12V（9V～28V）
或电池供电（1#锂离子电池3.6V）

DC 12V（9V～28V）
或电池供电（1#锂离子电池3.6V）

DC 12V（9V～28V）
或电池供电（1#锂离子电池3.6V）

通讯距离 ≥800m(空旷环境) ≥800m(空旷环境) ≥800m(空旷环境)

信道数量 16个（0x00～0x0F） 16个（0x00～0x0F） 16个（0x00～0x0F）

网络/网络ID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JZH-0H4 JZH-0H5 JZH-0H6

物联网无线传感系列无线传感

 

 

技术参数 无线温湿度传感器  网络配置器  网络配置器
长期稳定性 湿度：≤1％RH/y   温度：≤0.1℃/y

准 确 度
湿度:±0.8％RH(0％RH～100％RH,23℃)
温度:±0.1℃(23℃）

设备地址 1～247 1～247

休眠时间 1s～65535s 1s～65535s

工作环境
电路：-20℃～60℃；5％RH～95％RH（非结露）
探头：5％RH～95％RH；-40℃～100℃/-
100℃～200℃，任选

0℃～50℃，5％RH～95％RH（非结露） 0℃～50℃，5％RH～95％RH（非结露）

供电电源 DC 12V（9V～28V）或电池供电（1#锂离子电池3.6V） 5节AA电池（5 × 1.5V） 5节AA电池（5 × 1.5V）

通讯距离 ≥800m(空旷环境)

信道数量 16个（0x00～0x0F） 16个（0x00～0x0F） 16个（0x00～0x0F）

网络/网络ID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JZH-0H7 JZH-PZQ ZigBee JZY-PZQ-W ZigBee

 

技术参数 无线温湿度传感器 无线CO2传感器 无线粉尘传感器

量    程 湿度：0％RH～100％RH温度：-20℃～60℃ 0～2000ppm（0～5000ppm，0～10000ppm可选）
浓度：0～8.8 千粒/升
空气洁净度等级：7.1级～9级
（参照ISO14644-1标准）

准 确 度
湿度:±3％RH(5％RH～95％RH,25℃)
温度:±0.5℃(25℃)

±(40ppm+3%F·S)（25℃） ±10%F·S

工作环境 -20℃～60℃；5％RH～95％RH（非结露) 0℃～50℃；5％RH～95％RH（非结露） 0℃～50℃；5％RH～95％RH（非结露）

供电电源
DC 12V（9V～28V）
或电池供电（1#锂离子电池3.6V）

DC 12V（9V～28V） DC 12V（9V～28V）

通讯距离 ≥800m(空旷环境) ≥800m(空旷环境) ≥800m(空旷环境)

信道数量 16个（0x00～0x0F） 16个（0x00～0x0F） 16个（0x00～0x0F）

网络/网络ID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JZH-102JZH-101 JZH-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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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物联网室外防护箱 物联网室外防护箱 物联网室外防护箱
室外防护箱 400mm x 300mm x 140mm 400mm x 300mm x 140mm 500mm x 400mm x 200mm

供电电源 AC 220V输入，12V 1A输出 太阳能供电 太阳能供电

太阳能电池板 20W，多晶硅，转换效率16%以上 35W，多晶硅，转换效率16%以上

胶体蓄电池 12V/12Ah，阀控式免维护胶体蓄电池 12V/24Ah，阀控式免维护胶体蓄电池

太阳能控制器 12V/10A，光控时控智能控制器 12V/10A，光控时控智能控制器

WSF-A型 WSF-B型 WSF-C型

 

技术参数 无线温度变送器 无线控制模块 无线控制模块
量    程 -30℃～100℃

准 确 度 ±0.5℃（25℃）

介质温度 －30℃～100℃

工作环境 －30℃～60℃ -20℃～60℃；5％RH～95％RH（非结露） -20℃～60℃；5％RH～95％RH（非结露）

供电电源 能量型C/ER26500/3.6V/8.5Ah 锂电池 DC 24V（15V～28V） DC 24V（15V～28V）

通讯方式 无线通讯 ZigBee无线网 ZigBee无线网

通讯距离 ≥600m / ≥200m（空旷环境）可选 ≥800m（空旷环境） ≥800m（空旷环境）

通讯接口 RS-232； 波特率：38400bps;  数据格式：8数据位 无校验 1停止位

信道数量 16个（0x00～0x0F） 16个（0x00～0x0F） 16个（0x00～0x0F）

网络/网络ID
65535（0x0000～0xFFFE）/
ZigBee PRO协议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过程连接 M20×1.5螺纹

控制输出 4路高低电平输出(5V或12V) 8路高低电平输出(5V或12V)

 

技术参数 无线小型气象站 无线小型气象站 无线压力变送器

量    程
风速：0m/s～32.4m/s  风向：16个方向（360°）雨量：0mm～1000mm（≤8mm/min）
大气压力：0KPa～110KPa（仅限JZH-502））   

0～35MPa

准 确 度 风速：±1m/s     雨量：±4%
风速：±1m/s     雨量：±4%
大气压力：±0.5%F·S         

A级：±0.2％F.S
B级：±0.5％F.S *

工作环境 -10℃～60℃；5％RH～95％RH（非结露） -10℃～60℃；5％RH～95％RH（非结露）

介质温度 －30℃～85℃

工作环境 －30℃～45℃

供电电源 AC 220V AC 220V 能量型C/ER26500 3.6V/8.5Ah锂电池

通讯距离 ≥800m(空旷环境) ≥800m(空旷环境)

通讯方式 无线通讯

通讯距离 ≥600m/≥200m（空旷环境）可选

信道数量 16个（0x00～0x0F） 16个（0x00～0x0F） 16个（0x00～0x0F）

网络/网络ID ZigBee PRO协议 ZigBee PRO协议
65535（0x0000～0xFFFE）/
ZigBee PRO协议

过程连接 M20×1.5螺纹

防护等级 IP54

JZH-501 JYB-KB-CW2000JZH-502

JWB-CW2000 JZH-201 JZH-202

无线传感 物联网无线传感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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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无线控制模块 无线采集模块 无线采集模块
采集准确度 ±0.1%（25℃） ±0.1%（25℃）

工作环境
温度：-20℃～60℃
湿度：5％RH～95％RH（非结露）

温度：-20℃～60℃
湿度：5％RH～95％RH

温度：-20℃～60℃ 湿度：5％RH～95％RH

供电电源 DC 24V（15V～28V） DC  12V（9V～28V） DC  12V（9V～28V）

通讯距离 ≥800m（空旷环境） ≥800m（空旷环境） ≥800m（空旷环境）

协议/网络ID 支持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支持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支持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通讯接口
RS-232; 波特率：38400bps; 
数据格式：8数据位 无校验 1停止位

RS-232; 波特率：38400bps; 
数据格式：8数据位 无校验 1停止位

RS-232; 波特率：38400bps; 
数据格式：8数据位 无校验 1停止位

信    道 16个（0x00～0x0F） 16个（0x00～0x0F） 16个（0x00～0x0F）

控制输出 4路继电器输出

输入信号 电流 4mA～20mA(4路输入) 电压：0V～5V(4路输入)

JZH-314JZH-211 JZH-324

无线传感

 

技术参数 无线采集模块 无线采集模块 无线采集模块
采集准确度 ±0.1%（25℃） ±0.1%（25℃） ±0.1%（25℃）

工作环境 温度：-20℃～60℃ 湿度：5％RH～95％RH 温度：-20℃～60℃ 湿度：5％RH～95％RH（非结露） 温度：-20℃～60℃ 湿度：5％RH～95％RH

供电电源 DC  12V（9V～28V） DC 3.3V（3V～3.6V） DC  12V（9V～28V）

通讯距离 ≥800m（空旷环境） ≥800m(空旷环境) ≥800m（空旷环境）

协议/网络ID 支持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支持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支持ZigBee PRO协议/0x0000～0xFFFE

通讯接口
RS-232; 波特率：38400bps; 
数据格式：8数据位 无校验 1停止位

TTL电平
RS-232; 波特率：38400bps; 
数据格式：8数据位 无校验 1停止位

信    道 16个（0～0x0F） 16个（0～0x0F） 16个（0～0x0F）

输入信号 0V/5V或0V/12V电平(4路输入)
2路电流4mA～20mA和2路电平0V/5V或
0V/12V(4路输入)

2路电压0V～5V和2路电平0V/5V
或0V/12V(4路输入)

JZH-334 JZH-364 JZH-374

 

技术参数 无线通讯压力变送器  无线手操器 无线通讯温度变送器
量    程 0MPa～100MPa 0℃～100℃

准确度等级 0.2级 ±1℃  

介质温度 -30℃～85℃ -20℃～100℃

工作环境 -30℃～45℃ 0℃～50℃ -30℃～45℃

供电电源 8Ah/3.6V锂电池（一节） 3.6V锂电池 8Ah/3.6V锂电池（一节）

过程连接 M20×1.5 液晶显示，无线通讯 M20×1.5

传输距离 200m（空旷环境下） 200m（空旷环境下）

通讯频段 428MHz～435.5MHz 可设0～16（433MHz） 428MHz～435.5MHz

防护等级 IP54 IP54

防爆等级 ExibⅡCT4 ExibⅡCT4

JYB-KB-CW1000 JYB-KB-CW1000-SCW  JWB-CWPB

物联网无线传感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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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无线传感器发送端 无线通讯接收模块 无线通讯接收模块
工作环境 -20℃～60℃ -20℃～60℃ -20℃～60℃

供电电源 19AH/3.6V锂电池（一节） DC 3V(标配AC 220V转DC 3V适配器)  24V DC

传输距离 200m（空旷环境下） 200m（空旷环境下） 200m（空旷环境下）

通讯频段 428MHz～435.5MHz 428MHz～435.5MHz 428MHz～435.5MHz 

通讯接口 RS485/4mA～20mA/电桥 RS-232（DB9） RS-485

信道数量 16 16

波 特 率 9600bps 9600bps

WST01 NRM01 NRM02

无线传感 物联网无线传感系列

物联网网关及模块系列

 

技术参数 网关控制模块 ZigBee 转串口数据采集模块 串口转 ZigBee 无线通讯模块
工作环境 温度：-20℃～60℃   湿度：5％RH～95％RH

供电电源 DC 20V～30V DC 9V～30V DC 3V～3.6V

通讯距离 与KL-H1200有线连接 ≥800m(空旷环境) ≥800m(空旷环境)

协    议 无 Modbus RTU
标准 Modbus 协议 
(具体参见昆仑海岸标准协议)

通讯接口 3.5mm音频接口
RS-232 DB9(孔)
RS-485 端子(3.81mm)

插针式（2.0mm）

通讯方式 与KL-H1200配合使用 RS-232、RS-485；ZigBee无线网 串口（TTL 电平）

控制输出
2路继电器输出 
(触点容值：DC 30V/5A;AC 125V/7A）

无 无

 

技术参数 ZigBee物联网网关(3G版) ZigBee物联网网关(壁挂版) 模拟量输入物联网网关(3G版)
工作模式 服务器、客户端 服务器、客户端 服务器、客户端

工作环境 温度：-20℃～60℃ 湿度：5%RH～95%RH 温度：-20℃～60℃ 湿度：5%RH～95%RH 温度：-20℃～60℃ 湿度：5%RH～95%RH

供电电源 DC 12V～30V DC 12V～30V DC 12V～30V

通讯距离 ≥800m（空旷环境） ≥800m（空旷环境） 有线连接传感器

协    议 Modbus TCP Modbus TCP Modbus TCP

通讯接口 10M/100M以太网端口/USB2.0端口 10M/100M以太网端口/USB2.0端口 10M/100M以太网端口/USB2.0端口

通讯方式
以太网；WIFI；3G
可与昆仑海岸数据平台相连

以太网；WIFI；3G
可与昆仑海岸数据平台相连

以太网；WIFI；3G
可与昆仑海岸数据平台相连

接    入 与zigBee无线传感器互联 与zigBee无线传感器互联
模拟量输入：4mA～20mA，0V～5V
开关量输入：TTL电平; 干接点信号

KL-H1000

KL-H1200KL-H1100

KL-N4600

KL-H1100

JZO-H-R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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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900M 温度采集端 900M 磁力表贴式温度采集端 900M 锥式温度采集端
测量范围 温度：-20～+75℃ -40℃～100℃ -40℃～120℃

测量精度 温度±0.5℃(-20～60℃) ±0.5(-20℃～60℃) ±0.5(-20℃～60℃)

读取距离 600米可调节(可视距离) 500米(可视距离) 500米(可视距离)

工作环境 -20℃～+60℃ -20℃～70℃ -20℃～70℃

供电方式 内置锂电池 3.6内置锂电池 3.6内置锂电池

采集周期间隔时间 30秒～1小时(可调) 30秒～1小时 30秒～1小时

通道频段 915MHz 915MHz 915MHz

 

技术参数 900M温度采集卡 900M 开关量采集端 900M 电流采集端
测量范围 -20℃～+70℃ 1路开关量 1路 4mA～20mA

测量精度 ±0.5℃（-10～+60℃） ±0.1%

读取距离 100米可调节(可视距离) 400米(可视距离) 400米(可视距离)

工作环境 -20℃～+60℃

供电方式 内置锂电池 3.6V锂电池,(可对外提供18V电压) 3.6V锂电池,(可对外提供18V电压)

采集周期间隔时间 30秒～1小时 实时上报 30秒～1小时

通道频段 915MHz 915MHz 915MHz

 

技术参数 900M 温湿度采集端 900M 管道式温湿度采集端 900M 管道式温度采集端
温度测量范围 温度：-20～+75℃ 湿度：0～100％RH 温度：-20～+75℃ 湿度：0～100％RH 温度：-40℃～120℃

温度测量精度
湿度±3％RH　(5～95％RH,25℃)
温度±0.5℃(-20～60℃)

湿度±3％RH　(5～95％RH,25℃)
温度±0.5℃(-20～60℃)

温度：±0.5(-20℃～60℃)

无线距离 600米可调节(可视距离) 600米可调节(可视距离) 600米(可视距离)

工作环境 -20℃～+60℃ -20℃～+60℃ -20℃～+60℃

供电方式 内置锂电池 内置锂电池 3.6内置锂电池

采集周期间隔时间 30秒～1小时 30秒～1小时 30秒～1小时

通道频段 915MHz 915MHz 915MHz

JRFW-2-22JRFW-2-21 JRFW-2-13

JRFW-2-12

无线采集 900M系列无线温、湿度传感器、记录仪

JRFW-2-14 JRFW-2-15

JRFW-2-11 JRFW-2-31 JRFW-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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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900M 物联网网关 900M 无线多路接收、记录仪 900M 无线多路接收、记录仪带中继版
读取距离 400米可调节（可视距离） 600米可调节（可视距离） 600米可调节（可视距离）

频率范围 915MHz 915MHz 915MHz

工作环境 温度：-20℃～60℃；湿度：5%RH～95%RH 温度:-20℃～+60℃；湿度:5%RH～95%RH 温度:-20℃～+60℃；湿度:5%RH～95%RH

供电方式 DC 12V～30V 3.8V可充电锂电池/220V+适配器 3.8V可充电锂电池/220V+适配器

最大采集端数量 200个 200个 200个

通讯接口 10M/100M以太网/WiFi/3G RS485/RS232/USB RS485/RS232/USB

通讯协议 MODBUS-TCP MODBUS-RTU MODBUS-RTU

SD卡最大容量 无 32G 32G

存储方式 无 TXT文件 TXT文件

下行接入 各900M无线采集端、传感器 各900M无线采集端、传感器 各900M无线采集端、传感器

数据中继 无 无
可通过无线中继方式将下行数据传送给网关
及接收、记录仪

 

技术参数 900M 电压采集端 900M 专用GPRS发送模块 900M 专用GPRS接收模块
测量范围 1路0-5V

测量精度 ±0.1%

读取距离 400米(可视距离)

供电方式 3.6V锂电池,(可对外提供18V电压) 24V 直流 24V 直流

采集周期间隔时间 30秒～1小时 实时上报 实时接收

通道频段 915MHz

通讯方式 RS232/RS485 RS232/RS485

通讯协议 MODBOS-RTU MODBOS-RTU

JRFW-2-51 JRFW-2-61 JRFW-2-62

无线传感 900M系列无线温、湿度传感器、记录仪

JRFR-2-21 JRFR-2-25

 

技术参数 13.56M温度记录卡 13.56M温度记录卡读写器 13.56M 大功率读写器
标签协议 ISO15693 ISO15693 ISO15693

读取距离 ≤5cm 40～50cm

温度测量范围 -20℃～+60℃

温度测量精度 ±0.5℃

温度记录数据最大值 4000条

采集周期间隔时间 30秒～24小时

工作环境 -20℃～+60℃ 温度：-30℃～+70℃ ；湿度：20%RH～80%RH 温度：-20℃～+70℃ ；湿度：5%RH～95%RH

供电方式 内置锂电池 USB供电 工作电压：12V   工作电流：<1A

通讯接口 USB接口 RS232/RS485串口通信

通道频段 13.56MHz 13.56MHz 13.56MHz

通讯协议 MODBUS-RTU 内部通讯协议提供DLL文件

JRFR-1Z JRFR-1DJRFW-1-11

KL-H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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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采集 900M系列无线温、湿度传感器、记录仪

900M 典型应用图

触摸屏

用户端

服务器

GPRS

900M无线多路接收、记录仪

900M 无线多路接
收、记录仪带中继版

900M温度采集卡

900M管道式温湿度采集端

900M温度采集端

900M温湿度采集端

900M磁力表贴式温度采集端

900M开关量采集端

900M模拟量采集端

GPRS模块

1、网络稳健，不掉线！

2、使用简单，免配置！

3、自带显示，方便直观！

RS232/RS485/U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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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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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传    

输    

层

传      

感     

层

服务器

用户开发平台

二次开发接口

3G上网卡
无线3G         （或）

传输介质

传输介质

KL-H1100(3G版) KL-H1100(壁挂版)

ZigBee 无线

ZigBee 无线采集类防护类

……

路由

物联网
室外防护箱

网关
室外防护箱

JZH-3XX
无线采集端

用户可扩展的传感器
变送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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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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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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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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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B-KB-CW1000
无线压力传感器

JZH-000-12
无线中转模块

JZH-000-12
无线中转模块

JZH-101
无线温湿度传感器

JZH-016-D
无线传感器

JYB-KB-CW2000
无线压力传感器

JZH-V13-D
无线传感器

自带防护
专用于农业大棚

终端

终端
终端 终端

路由

路由

路由

终端

物
联
网
架
构
图

JZH-501
无线小型气象站

物联网
室外防护箱

太阳能
电池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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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

昆仑海岸云服务平台

网线 无线上网卡

无线3G         （或） 以太网        （或）       无线WIFI

欢迎使用昆仑海岸物联网云服务平台，登录后即可使用全部功能 登录    注册    联系我们

 应用 数据服务 单机版 

使用流程帮助请进入——>

该服务是由北京昆仑海岸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开发并推出的物联网 B/S 构架软件服务。该
服务可以提供现场的监测点布局地图查看、
现场的实时数据查看和存储以及历史数据查
看和报警、历史数据曲线展示等功能。您可
以在登陆我们的服务平台后，通过该应用方
便的直接查看现场监测数据。

该服务针对需要自建服务器自行开发上位应
用软件的注册会员。您无需直接访问现场的
物理设备，避免复杂的通讯联络机制等物联
网底层开发，即可通过该数据服务直接面向
数据接口编程获取现场数据，用以自行开发
其他上层应用。

您使用单机版软件无需通过物联网云服务数
据平台，即可自行构建独立数据库和上层应
用。该软件安装后，直接将现场物联网传感
器和网关数据采集到您的数据库中，然后直
接针对独立的数据库进行上层应用软件开发
即可。

 关于我们 官方首页 隐私条款 帮助中心

KL-H1101KL-H1200 JRFR-2-21

900M 无线采集类有线模拟量采集控制输出类

无线控制器

中间继电器

电磁阀 风机 加湿器 卷帘门

……

用户的控制设备

路由

有线控制器

900M无线

JRFW-2-15
锥式温度采集端

KL-H1000
控制盒

JZH-2XX
无线控制器

继电器输出

继电器输出

高低电平输出

用户可扩展的传感器
变送器

0
～

5
V
电

压

开
关

量

4
～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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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电

流

3
.5
m
m
音
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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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线

JRFW-2-14
磁力表贴温度采集端

JRFW-2-11
温度采集卡

JRFW-2-22
900M管道式
温湿度采集端

JRFW-2-13
管道式温度采集端

JRFW-2-21
温度采集端

900M无线中继器

900M无线中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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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专业·真诚服务

贴名片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