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湿度变送器系列
适用于通讯机房、办公室、仓库、医院、档案馆、博物馆等良好环境的温湿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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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湿度变送器

传感、变送一体化设计，适用于一般的室内环境的温湿度测量。采用

专用温度补偿电路和线性化处理电路。传感器性能可靠，使用寿命

长，响应速度快。

适用于通讯机房、办公室、仓库、医院、档案馆、博物馆等良好环境

的温湿度测量。

技术参数

I	价格低,低漂移，体积小，响应速度快

I	安装方便，引线可以从壳体侧面										

		或背面两种出线方式						

特　点

概   述

规格型号

JWSL-1系列精巧壁挂型温湿度变送器

I	性能稳定，使用寿命长

I	多种模拟输出信号

I	 CE认证

传感,变送一体化设计，适用于暖通级室内环境的温湿度测量。 技术参数

I	精度高，低漂移，响应速度快

I	体积小，安装方便

I	使用寿命长

I	性能稳定，抗干扰能力强

I	多种模拟信号输出

I	多种型号满足RoHs无铅要求

I	 CE认证

特　点

概   述

规格型号

JWSL-2系列
壁挂型温湿度变送器

注：订购RoHS环保产品，型号会有差异，具体请与我们销售人员沟通。

JWSL-2 通用壁挂型

AT 两线制4mA～20mA输出

VB 0V～5V输出

W1 RS-485输出

W2 RS-232输出

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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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功耗

二线制电流输出 ≤0.96W

电压输出 ≤0.48W

网络输出型 ≤0.48W

量				程
湿度 0％RH～100％RH

温度 0℃～50℃

准	确	度
湿度 ±3％RH(5％RH～95％RH,25℃)

温度 ±0.5℃(25℃）

工作环境 -10℃～60℃；0％RH～100％RH（非结露）

长期稳定性
湿度 ≤1%RH/y

温度 ≤0.1℃/y

响应时间 ≤15s（1m/s风速）

输出信号

电流输出型 两线制4mA～20mA

电压输出型 0V～5V		

网络输出型 RS485/RS232

负载能力
电压输出型 输出阻抗≤250Ω

电流输出型 ≤500Ω

外				壳 ABS白色84mm	×	90mm	×	35mm

供				电
电流输出型 DC	24V	(22V～26V)

电压输出型 DC	24V	(12V～24V)

最大功耗

二线制电流输出 ≤0.96W

三线制电流输出 ≤1.2W

电压输出 ≤0.48W

准	确	度
湿度 ±3%RH	(5%RH～95%RH,25℃)

温度 ±0.5℃	(25℃)

工作环境
温度 -10℃～60℃	

湿度 0%RH～100%RH(非结露)

量				程
温度 0℃～50℃

湿度 0%RH～100%RH

长期稳定性
湿度 ≤1%RH/y

温度 ≤0.1℃/y

响应时间 ≤15s	(1m/s风速)

输出信号
电流输出型 4mA～20mA(两线制，三线制可选)

电压输出型 0V～5V

负载能力
电压输出型 输出阻抗≤250Ω

电流输出型 ≤500Ω

安装方式 壁挂式 螺丝固定墙面

外				壳 ABS白色90mmx65mmx20mm

JWSL-1 精巧壁挂型

AT 两线制4mA～20mA输出

AC 三线制4mA～20mA输出

VB 0V～5V输出



130

温湿度变送器

3
8

外形尺寸

JWSL-3 经济型

AT 两线制4mA～20mA输出

VB 0V～5V输出

AC 三线制4mA～20mA输出

W1 RS-485输出

W2 RS-232输出

注：交流供电限三线4mA～20mA电流输出型

传感、变送一体化设计，适用于一般的室内环境的温湿度测量。采用

专用温度补偿电路和线性化处理电路。传感器性能可靠，使用寿命

长,响应速度快。部分型号满足RoHS无铅化要求。

适用于通讯机房、办公室、仓库、医院、档案馆、博物馆等良好环境

的温湿度测量。

技术参数

I	价格低,低漂移，体积小，响应速度快

I	性能稳定，使用寿命长,安装方便			

I	多种模拟输出信号

特　点概   述

规格型号

JWSL-3系列
经济型温湿度变送器（RoHS）

I	多种型号满足RoHS无	

	 铅要求

I	 CE认证

直流供电

（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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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功耗

二线制电流输出 ≤0.96W

三线制电流输出 ≤1.2W

电压输出 ≤0.48W

网络输出 ≤0.48W

准	确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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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				程
湿度 0%RH～100%RH

温度 0℃～50℃

长期稳定性
湿度 ≤1%RH/y

温度 ≤0.1℃/y

响应时间 ≤15s	(1m/s风速)

输出信号

电流输出型 4mA～20mA

电压输出型 0V～5V

网络输出型 RS-485/RS-232

负载能力
电压输出型 输出阻抗≤250Ω

电流输出型 ≤500Ω

安装方式 壁挂式 葫芦孔挂装或螺丝固定墙面

外壳 ABS白色113mm×72mm×3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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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湿度变送器

外形尺寸

传感、变送一体化设计，适用于暖通级室内环境的温湿度测量。采用

专用温度补偿电路和线性化处理电路。传感器性能可靠，使用寿命

长，响应速度快。

适用于通讯机房、办公室、医院、档案馆、博物馆、宾馆、楼宇自控

等要求美观的场所的温湿度测量。

概   述

JWSL-4系列 
通用埋线式温湿度变送器

技术参数

供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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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功耗

二线制电流输出 ≤0.96W

电压输出 ≤0.48W

网络输出 ≤0.48W

准	确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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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				程
湿度 0%RH～100%RH

温度 0℃～50℃

长期稳定性
湿度 ≤1%RH/y

温度 ≤0.1℃/y

响应时间 ≤15s	(1m/s风速)

输出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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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载能力

电压输出型 输出阻抗≤250Ω

电流输出型 ≤500Ω

继电器输出型 10A/DC30V,	10A/AC220V

安装方式 暗线安装 壁装或吸顶式：带安装架固定墙面

外				壳 ABS白色120mmx70mmx42mm

I	精度高

I	低漂移，响应速度快

I	安装方便、外型美观、引线从壳体的背面走线.适合走暗线

I	性能稳定，使用寿命长

I	抗干扰能力强	

I	多种模拟输出信号

I	 CE认证

特　点

规格型号

JWSL-4 埋线型

AT 两线制4mA～20mA输出

VB 0V～5V输出

S1 温度和湿度上下限报警继电器输出

W1 RS-485输出

W2 RS-232输出

JWL-4S2 温度上下限报警继电器输出

JSL-4S3 湿度上下限报警继电器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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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湿度变送器

传感、变送、显示一体化设计，适用于暖通级室内环境及通风管道的

温湿度测量。

用   途

JWSL-5系列
双显示温湿度变送器

技术参数

I	 LED显示，亮度高，更适合于光线弱的环境

I	两线制远距离输出

I	温湿度显示的分辨率高

I	使用方便，无须用户调节参数

特　点

规格型号

安   装

	JWSL-5AT

Ｗ 壁挂式

Ｄ 管道式（金属管道）

C01 带1m电缆分体安装

Ｅ 数码管双显示	(此项为必选项)

注：数码管双显示背景为灰色；此系列只做双显示。

壁挂式安装

供				电 DC	24V	(22V～26V)

最大功耗 ≤0.96W

量				程
湿度 0%RH～100%RH

温度 0℃～50℃

显示分辨率
湿度 0.1%RH

温度 0.1℃

准	确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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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				程
湿度 0%RH～100%RH

温度 0℃～50℃

长期稳定性
湿度 ≤1%RH/y

温度 ≤0.1℃/y

响应时间 ≤15s	(1m/s风速)

输出信号 两线制4mA～20mA电流输出

负载能力 <260Ω

安装方式 壁挂式 螺丝固定墙面

外				壳 ABS灰色90mmx115mmx55mm（不含探头部分）

外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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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湿度变送器

外形尺寸

JWSL-6 通用防护型

AT 两线制4mA～20mA输出

AC 三线制4mA～20mA输出

VB 0V～5V输出

W1 RS-485输出

W2 RS-232输出

W 壁挂安装

D 管道式

D 带液晶显示(仅网络型可带液晶显示)

注：交流供电限三线4mA～20mA电流输出型

直流供电

（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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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功耗

二线制电流输出 ≤0.96W

三线制电流输出 ≤1.2W

电压输出 ≤0.48W

网络输出 ≤0.6W

准	确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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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				程
湿度 0%RH～100%RH

温度 0℃～50℃

长期稳定性
湿度 ≤1%RH/y

温度 ≤0.1℃/y

响应时间 ≤15s	(1m/s风速)

输出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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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载能力
电压输出型 输出阻抗≤250Ω

电流输出型 ≤500Ω

安装方式
壁挂式 固定墙面

管道式 法兰或螺纹安装（螺纹大小M22x1.5）

外壳 ABS白色117mmx86mmx41mm（不含探头部分）

技术参数

I	价格低，低漂移

I	响应速度快，抗干扰能力强

I	安装方便，使用寿命长

I	多种模拟输出信号

特　点

传感、变送一体化设计，适用于暖通级室内环境或通风管道内的温湿

度测量。采用专用温度补偿电路和线性化处理电路。传感器性能可

靠，使用寿命长，响应速度快。

概   述

适用于通讯机房、办公室、厂矿、车间、仓库、医院、档案馆、博物

馆、楼宇自控等要求防尘,条件较差的场所的温湿度测量。

用   途

规格型号

JWSL-6系列  防护型温湿度变送器

I	独有的过滤网的设计,可以有效的	

	 减小风速对测量的误差，延长探	

	 头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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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湿度变送器

JWSL-7 通用手持型

AT 两线制4mA～20mA输出

VB 0V～5V输出

1
0
0

1
0
0

8
0

85
24

JWSL-9 通用壁挂/埋线型

AT 两线制4mA～20mA输出

VB 0V～5V输出

W1 RS-485输出

W2 RS-232输出

传感、变送一体化设计，适用于暖通级环境的温湿度测量，采用专用

温度补偿电路和线性化处理电路。传感器性能可靠，使用寿命长，响

应速度快。多种型号满足RoHs无铅化要求。

适用于通讯机房、办公室、厂矿、车间、医院、档案馆、博物馆、暖

通空调、楼宇自控等场所的温湿度测量。

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I	精度高

I	性能稳定，使用寿命长

I	低漂移，抗干扰能力强

I	响应速度快

特　点

传感、变送一体化设计，适用于暖通级环境的温湿度测量，可手持或

插入式测量，携带方便。采用专用温度补偿电路和线性化处理电路。

传感器性能可靠，使用寿命长，响应速度快。

适用于通讯机房、办公室、厂矿、车间、仓库、医院、档案馆、博物

馆、楼宇自控等场所的温湿度测量。

概   述

概   述

规格型号

规格型号

JWSL-7系列手持式温湿度变送器

JWSL-9系列
壁挂型温湿度变送器

I	精度高，低漂移

I	响应速度快，使用寿命长

特　点

I	性能稳定，携带方便

I	 CE认证

I	多种模拟信号输出

I	多种型号满足RoHs无铅要求

I	体积小，安装方便

I	 CE认证

供				电
电流输出型 DC	24V	(22V～26V)

电压输出型 DC	24V	(12V～24V)

最大功耗
二线制电流输出 ≤0.96W

电压输出	 ≤0.48W

准	确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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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				程
湿度 0%RH～100%RH

温度 0℃～50℃

长期稳定性
湿度 ≤1%RH/y

温度 ≤0.1℃/y

响应时间 ≤15s	(1m/s风速)

输出信号
电流输出型 两线制	4mA～20mA

电压输出型 0V～5V

负载能力
电压输出型 输出阻抗≤250Ω

电流输出型 ≤500Ω

安装方式 手		持		式 可手持或插入被测量容器

外				壳 ABS灰色

供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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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功耗

二线制电流输出 ≤0.96W

电压输出 ≤0.48W

网络输出 ≤0.48W

准	确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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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				程
湿度 0%RH～100%RH

温度 0℃～50℃

长期稳定性
湿度 ≤1%RH/y

温度 ≤0.1℃/y

响应时间 ≤15s	(1m/s风速)

输出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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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载能力
电压输出型 输出阻抗≤250Ω

电流输出型 ≤500Ω

安装方式 壁挂式 螺丝固定墙面

外				壳 ABS白色85mmX100mmX2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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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变送一体化设计，适用于暖通级室内环境的温湿度测量。采用

专用温度补偿电路和线性化处理电路。传感器性能可靠，使用寿命

长,响应速度快。多种型号满足RoHs无铅化要求。

适用于通讯机房、办公室、厂矿、车间、仓库、医院、档案馆、博物

馆、暖通空调、楼宇自控等环境的温湿度测量。

技术参数

I	体积小，精度高，低漂移

I	响应速度快，安装方便

I	性能稳定，使用寿命长

I	抗干扰能力强	

特　点

概   述

规格型号

JWSL-12系列
壁挂型温湿度变送器（RoHS）

I	多种模拟输出信号

I	多种型号满足RoHS无铅要求

I	 CE认证

供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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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功耗

二线制电流输出 ≤0.96W

电压输出 ≤0.48W

网络输出 ≤0.48W

准	确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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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				程
湿度 0%RH～100%RH

温度 0℃～50℃

长期稳定性
湿度 ≤1%RH/y

温度 ≤0.1℃/y

响应时间 ≤15s	(1m/s风速)

输出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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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载能力
电压输出型 输出阻抗≤250Ω

电流输出型 ≤500Ω

安装方式 壁挂式 葫芦孔挂装或螺丝固定墙面

外壳 ABS白色91mm×91mm×30mm（不含探头部分）

JWSL-12 通用壁挂型

AT 两线制4mA～20mA输出

VB 0V～5V输出

W1 RS-485输出

W2 RS-232输出

注：订购RoHS环保产品，型号会有差异，具体请与我们销售人员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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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供　　电 DC	24V	(22V～26V)

最大功耗 ≤0.96W

量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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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温度 0℃～50℃

长期稳定性
湿度 ≤1%RH/y

温度 ≤0.1℃/y

响应时间 ≤15s	(1m/s风速)

输出信号 两线制4mA～20mA电流输出

负载能力 ≤500Ω

关联设备 FB-A安全栅

安装方式 壁挂式 葫芦孔或螺丝固定墙面

防爆等级 Exib	ⅡCT6	Gb

外				壳 ABS白色84mmx90mmx35mm（不含探头部分）

供　　电 DC	24V	(22V～26V)

最大功耗 ≤0.96W

量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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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温度 0℃～50℃

长期稳定性
湿度 ≤1%RH/y

温度 ≤0.1℃/y

响应时间 ≤15s	(1m/s风速)

输出信号 两线制4mA～20mA电流输出

负载能力 ≤500Ω

关联设备 FB-A安全栅

安装方式 壁挂式 葫芦孔或螺丝固定墙面

防爆等级 Exib	ⅡCT6	Gb

外				壳 ABS白色113mmx72mmx38mm

传感、变送一体化设计，用于特殊易爆环境的测量，符合国家防爆标

准并检验合格。带有专用温度补偿电路和线性化处理电路，传感器性

能可靠，使用寿命长，响应速度快，测量范围宽。

传感、变送一体化设计，用于特殊易爆环境的测量，符合国家防爆标

准并检验合格。带有专用温度补偿电路和线性化处理电路，传感器性

能可靠，使用寿命长，响应速度快，测量范围宽。

适用于武器弹药库、药厂、电厂、粉尘厂房、仓库、档案馆、楼宇自

控等易爆环境的温湿度测量。

适用于武器弹药库、药厂、电厂、粉尘厂房、仓库、档案馆、楼宇自

控等易爆环境的温湿度测量。

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I	精度高

I	低漂移

I	响应速度快

I	精度高

I	低漂移

I	响应速度快

特　点

特　点

概   述

概   述

用   途

用   途

JWSM-2AT
防爆型温湿度变送器

JWSM-3AT 
防爆型温湿度变送器

I	体积小

I	安装方便

I	性能稳定

I	体积小

I	安装方便

I	性能稳定

I	使用寿命长

I	抗干扰能力强

I	使用寿命长

I	抗干扰能力强

防爆级别：EXib II CT6

防爆级别：EXib II C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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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电 DC	24V	(22V～26V)

最大功耗 ≤0.96W

量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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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温度 0℃～50℃

长期稳定性
湿度 ≤1%RH/y

温度 ≤0.1℃/y

响应时间 ≤15s	(1m/s风速)

输出信号 两线制4mA～20mA电流输出

负载能力 ≤500Ω

关联设备 FB-A安全栅

安装方式

壁挂式 固定墙面

管道式 法兰或螺纹安装（螺纹大小M22×1.5）

分体式 法兰或螺纹安装（螺纹大小M22×1.5）

防爆级别 	Exib	ⅡCT6	Gb

外				壳 ABS白色117mm×86mm×41mm（不含探头部分）

JWSM-6AT

W 壁挂安装

D 管道式

C01 带1m电缆分体安装

FB-A安全栅

1

2

1

2

1

2

1

2

系列防爆型温湿度变送器

非本安端 本安端

ＪＷＳM

FB-A安全栅

FB-A	安全栅接线图

外形尺寸图

多种结构设计，用于特殊易爆环境的测量，符合国家防爆标准并检验

合格。带有专用温度补偿电路和线性化处理电路，传感器性能可靠，

使用寿命长，响应速度快，测量范围宽。

适用于武器弹药库、药厂、电厂、粉尘厂房、仓库、档案馆、楼宇自

控等易爆环境的温湿度测量。

技术参数

I	精度高

I	低漂移

I	响应速度快

特　点

规格型号

概   述

外形尺寸与接线

用   途

JWSM-6AT系列
防爆型温湿度变送器

I	体积小

I	安装方便

I	性能稳定

I	使用寿命长

I	抗干扰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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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电 DC	24V（22V～24V）

量				程
湿度							 0%RH～100%RH

温度						 -40℃～120℃（根据产品标签而定）

准	确	度
湿度							 ±3%（25℃，5%RH～95%RH）

温度						 ±0.5℃(25℃)

电路工作温度 -20℃～60℃

探头工作温度 -40℃～120℃

长期稳定性
湿度				 ≤1%/y	

温度				 ≤0.1C/y

响应时间
湿度				 ≤4s	（1m/s风速）

温度				 ≤15s（1m/s风速）

输出信号 继电器输出温度高、低报警；湿度高、低报警(任意设置报警点)

负载能力 继电器输出型		AC：220V/5A，120V/10A				

JWSK-5 温湿度变送器

2S 2路继电器（常开点或常闭点任意）

4S 4路继电器（常开点或常闭点任意）

JWK-5 温度控制器

1S 1路继电器（常开点或常闭点任意）

2S 2路继电器（常开点或常闭点任意）

JSK-5 湿度控制器

1S 1路继电器（常开点或常闭点任意）

2S 2路继电器（常开点或常闭点任意）

W 壁挂式（最大量程-20℃～60℃）

D 管道式（最大量程-40℃～80℃	变送部分-20℃～60℃）

C05 带5m电缆分体安装（最大量程-40℃～120℃	变送部分-20℃～60℃）

C02 带2m电缆分体安装（最大量程-40℃～120℃	变送部分-20℃～60℃）

C01 带1m电缆分体安装（最大量程-40℃～120℃	变送部分-20℃～60℃）

注：1路或2路继电器任选温度或湿度报警。

5号防护型壳体

广泛用于通讯机房、智能楼宇、地铁、商场、图书馆、过程控制等。

特别用于需要高精度和高温的测量场合。特别针对高温，防尘要求的

工业应用场合。

技术参数

I	 2行16字符液晶显示温湿度，报警状态显示

I	薄膜按键零点修正功能

I	在量程内可任意设置温、湿度报警点，并且继电器输出

I	探头具有防结露功能

I	响应时间快

I	多种安装形式可选：壁挂式、管道式和分体式，可选配安装螺纹或	

	 法兰

特　点

规格型号

用   途

外形尺寸

JWSK-5系列温湿度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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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带显示最大电流增加10mA。		

供				电

电流输出型 DC	24V（22V～26V）

电压输出型 DC	24V（12V～24V）

网路输出型 DC	24V（12V～24V）

最大功耗

电流输出 ≤1.2W

电压输出 ≤0.48W

网络输出 ≤0.48W

准	确	度
温度 ±0.5℃（25℃）（5%RH～95%RH）

湿度 ±3%RH（0%RH～100%RH，25℃）

响应时间
湿度 ≤4s	（1m/s风速）

温度 ≤15s（1m/s风速）

电路工作条件
湿度 5%RH～95%RH

温度 -20℃～60℃

量				程
湿度 0%RH	～100%RH

温度 -40℃～120℃（根据产品标签而定）

模拟输出
0V～5V或0V～10V或4mA～20mA（根据产品标签

而定）

网络输出 RS-485或RS-232（根据产品标签而定）

液晶显示 温度℃，湿度%RH，露点℃

显示分辨力 0.1%RH，0.1℃

负				载 电压输出阻抗≤250Ω，电流输出≤500Ω

传感器特性
重复性≤0.5%RH，≤0.1℃；年漂移≤1%RH，

≤0.1℃

安装方式 壁挂式或管道式

外壳尺寸 125mm×70mm×41mm（不包含探头部分）

产品重量 壁挂型	约	305	g

JWSK-5系列温湿度变送器产品的自身定位为工业级产品。可对

-40℃～120℃范围内的温湿度测量。 技术参数

I	多种模拟输出0V～5V或0V～10V或4mA～20mA	

I	 128	×	64大液晶显示温湿度

I	零点修正功能	

I	探头最大工作温度范围-40℃～120℃	

I	可从温度、湿度切换到温度、露点显示	

I	可选网络RS-485或RS-232输出

特　点

规格型号

概　述

外形尺寸

JWSK-5系列温湿度变送器

JWSK-5 温湿度变送器

AC 三线制4mA～20mA电流输出

VB 0V～5V电压输出

VC 0V～10V电压输出

W1 RS-485网络总线输出

W2 RS-232网络总线输出

W ABS塑料壁挂式（最大量程-20℃～60℃）

W6 金属壁挂式（最大量程-20℃～60℃）

D
ABS塑料法兰管道式（最大量程-40℃～
80℃	变送部分-20℃～60℃）

D5
金属法兰管道式（最大量程-40℃～80℃	
变送部分-20℃～60℃）

D6
金属螺纹管道式（最大量程-40℃～80℃	
变送部分-20℃～60℃）

C10 带10米电缆分体安装

C05 带5米电缆分体安装

C02 带2米电缆分体安装

C01 带1米电缆分体安装

D 带液晶显示

（最大量程-40℃
～120℃	 变送部分
-20℃～60℃，带*
米电缆的分体式）

塑料管道式
分体式

塑料壁挂式

金属壁挂式

金属管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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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挂式：固定墙面

分体式：法兰或螺纹安装（螺纹大小M22X1.5）

管道式：法兰

直流供电

（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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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功耗

电流输出 ≤1.2W

电压输出 ≤0.48W

网络输出 ≤0.48W

A

级			
准确度

湿度 ±2%RH	(5%RH～95%RH,25℃)

温度 ±0.5℃	(25℃)

B

级			
准确度

湿度 ±3%RH	(5%RH～95%RH,25℃)

温度 ±0.5℃	(25℃)

变送电路工作温度 -20℃～60℃

探头工作温度 -40℃～120℃

长期稳定性
湿度 ≤1%RH/y

温度 ≤0.1℃/y

响应时间
湿度 ≤4s		(1m/s风速)

温度 ≤15s	(1m/s风速)

输出信号

电流输出型 4mA～20mA

电压输出型 0V～5V

网络输出型 RS-485/RS-232

负载能力
电压输出型 输出阻抗≤250Ω

电流输出型 ≤500Ω

JWSK-6 温湿度变送器

AC 三线制4mA～20mA电流输出

VB 0V～5V电压输出

VC 0V～10V电压输出

W1 RS-485网络总线输出

W2 RS-232网络总线输出

W ABS塑料壁挂式(最大量程-20℃～60℃）

W6 金属壁挂式(最大量程-20℃～60℃）

D
ABS塑料法兰管道式（最大量程-40℃～
80℃	变送部分-20℃～60℃）	

D5
金属法兰管道式（最大量程-40℃～80℃	变
送部分-20℃～60℃）	

D6
金属螺纹管道式（最大量程-40℃～80℃	变
送部分-20℃～60℃）	

C10 带10m电缆分体安装 （最大量程-40℃
～120℃	变送部分

-20℃～60℃，带*米
电缆的分体式）

C05 带5m电缆分体安装

C02 带2m电缆分体安装

C01 带1m电缆分体安装

D 带液晶显示

A 精度等级为A级

B 精度等级为B级

本系列产品为工业级产品。可以针对-40℃～120℃范围内的温湿度进

行测量。传感器性能可靠，使用寿命长，响应速度快，湿度测量的温

度范围宽。具有同类产品中低价格和高精度的特点。探头抗结露。

用于需要高精度和高温的测量场合。特别针对高温、防尘要求的工业

应用场合。
技术参数

安装方式

I	传感器工作的温度范围宽	 	

	 (-40℃～120℃）

I	精度高，低漂移，响应速度快

I	体积小，安装方便，性能稳定

I	使用寿命长，抗干扰能力强

特　点

规格型号

概　述

用   途

外形尺寸

JWSK-6系列
工业级宽温型温湿度变送器

I	独有的过滤网的设计,可以有效	

	 的减小风速对测量的误差,延长	

	 探头的使用寿命

I	 CE认证

壁挂式

管道式

分体式

注：带显示最大电流增加5mA。		

塑料壁挂式 金属壁挂式

塑料管道式

金属管道式

分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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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WSKE-6 增强型温湿度变送器

AC 三线制4mA～20mA电流输出

VB 0V～5V电压输出

VC 0V～10V电压输出

W1 RS-485网络输出

W2 RS-232网络输出

W 壁挂式	最大量程-20℃～60℃

D 管道式	最大量程-40℃～80℃	变送部分-20℃～60℃

C01 带1m电缆分体式	最大量程-40℃～120℃变送部分-20℃～60℃

C02 带2m电缆分体式	最大量程-40℃～120℃变送部分-20℃～60℃

C05 带5m电缆分体式	最大量程-40℃～120℃变送部分-20℃～60℃

C10 带10m电缆分体式	最大量程-40℃～120℃变送部分-20℃～60℃

D 带液晶显示

用于需要高精度和高温度的测量场合，特别要求高温、防尘、电磁环

境复杂的工业场合。

供				电 DC	24V（22V～26V）

最大功耗

电流输出 ≤1.2W

电压输出 ≤0.48W

网络输出 ≤0.48W

量				程
湿度 0％RH～100％RH

温度 -40℃～120℃

	准	确	度
湿度 ±3％RH（5％RH～95％RH,25℃)

温度 ±0.5℃（25℃）
变送电路
工作温度

-20℃～60℃

探头工作温度 -40℃～120℃

长期稳定性
湿度 ≤1%RH/y

温度 ≤0.1℃/y

响应时间
湿度 ≤4s（1m/s风速）

温度 ≤15s（1m/s风速）

输出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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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载能力
电流输出型 ≤500Ω

电压输出型 输出阻抗≤250Ω

安装方式

壁挂式 固定墙面

管道式 法兰

分体式 法兰或螺纹安装

外			壳 ABS白色86mm×117mm×41mm	(不包含探头部分)

技术参数

I	传感器工作的温度范围宽-40℃～120℃

I	精度高，响应速度快	

I	体积小，安装方便，使用寿命长	

I	低温漂，性能稳定，抗干扰能力强

I	传感器保护网设计有效减小风速对测量的影响延长传感器寿命	

特　点

规格型号

本系列产品为工业级产品，面向强电磁干扰环境，针对快速瞬变脉冲

群、静电放电、以及耐压做出特别设计，传感器可以对-40℃～120℃

及0～100％RH范围之内的温湿度进行精确测量，电路使用温度补偿，

产品工作稳定可靠。

概　述

用   途

外形尺寸

JWSKE-6系列增强型温湿度变送器

壁挂式

管道式 分体式

注：带显示最大电流增加5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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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湿度变送器

壁挂型 分体型 管道型

供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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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	确	度
湿度 ±3%RH（0%RH～100%RH,25℃）

温度 ±0.5℃（25℃）

电路工作温度
湿度 5%RH～95%RH

温度 -20℃～60℃

量				程

湿度 0%RH～100%RH

温度 -40℃～120℃（根据产品标签而定）

露点 -50℃～100℃（无显示，无此功能）

长期稳定性
湿度 ≤1%RH/y

温度 ≤0.1℃RH/y

重	复	性
湿度 ≤0.5%RH

温度 ≤0.1℃RH/y

响应时间 ≤15s（1m/s风速）

输出信号

电流输出型 4mA～20mA

电压输出型 0V～5V

网络输出型 RS-485/RS-232（根据产品标签而定）

继电器输出型 继电器常开、常闭触点

液晶显示 温度℃，湿度%RH，露点℃，报警提示H/L

显示分辨力 0.1%RH，0.1℃

负载能力

电流输出型 ≤500Ω

电压输出型 输出阻抗≤250	Ω

继电器输出型 2A/DC	30V，0.4A/AC	250V

安装方式 壁挂式或分体式，管道式

外				壳 ABS	180mm×30mm×53mm（不包含探头部分）

技术参数

注：具体温度、湿度、露点的量程和输出见产品标签注：标配产品为JWSK-8ACW1WD

JWSK-8 8号壳温湿度变送器（标准产品必须带液晶显示）

AC 三线制4mA～20mA，公共地线

VB 两路0V～5V

VC 两路0V～10V	

W1 RS-485

W2 RS-232

□ 继电器，不要时省略，触点容量2A/30V	DC，0.4	A/125V	AC

1S 1路继电器输出，温湿度上下限中任意一路	(订货时注明)

2S 2路继电器输出，温湿度上下限中任意两路	(订货时注明)

4S 4路继电器输出，温湿度上下限四路	(订货时注明)

W 一体壁挂式	(最大量程-20℃～60℃)

D 管道式	(最大量程-40℃～80℃	变送部分-20℃～60℃)

C10 10m分体电缆，壁挂式	(最大量程-40℃～120℃	变送部分-20℃～60℃）

C05 5m分体电缆，壁挂式	(最大量程-40℃～120℃	变送部分-20℃～60℃）

C02 2m分体电缆，壁挂式	(最大量程-40℃～120℃	变送部分-20℃～60℃）

C01 1m分体电缆，壁挂式	(最大量程-40℃～120℃	变送部分-20℃～60℃）

D 带液晶显示，

规格型号

JWSK-8系列温湿度变送器产品的自身定位为多功能工业级产品。采用

国外先进传感器，内部电路进行多种线性补偿修正处理，可对-40℃～

120℃范围内的温湿度测量。

适用于通讯机房、办公室、厂矿、车间、仓库、医院、档案馆、博物

馆、暖通空调、楼宇自控等环境的温湿度测量。

I	多种模拟输出0V～5V或0V～10V或4mA～20mA

I	 128	×	64大液晶显示温湿度、报警状态

I	零点修正功能，温湿度报警点任意修改

I	探头最大工作温度-40℃～120℃

I	可从温度、湿度切换到温度、露点显示

I	可选继电器输出、网络RS-485或RS-232输出

I	 CE认证

I	可增加声、光报警功能

特　点

概　述

用   途

外形尺寸

JWSK-8系列多功能温湿度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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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电 DC	24V	（22V～26V）

最大功耗 ≤1.2W

量				程
湿度 0％RH～100％RH

温度 -20℃～60℃

准	确	度
湿度 ±3％RH　(5％RH～95％RH,25℃)

温度 ±0.5℃（25℃）

工作温度 -20℃～60℃

长期稳定性
湿度 ≤1%RH/y

温度 ≤0.1℃/y

响应时间
湿度 ≤4s（1m/s风速）

温度 ≤15s（1m/s风速）

输出信号 电流输出 三线制4mA～20mA

负载能力 电流输出型 ≤500Ω

安装方式

壁挂式 固定墙面

管道式 法兰或螺纹安装

分体式 法兰或螺纹安装

防爆等级 Exib IIC T6

关联设备 FB-A安全栅

外			壳
ABS白色	 125mm×70mm×41mm（不包含探
头部分）

多种结构设计，从不同方面满足客户需要。用于特殊易爆环境的测

量，符合国家防爆标准并检验合格。数字化传感器稳定可靠抗干扰能

力强。使用寿命长，响应速度快，测量范围宽。

适用于武器弹药库、药厂、电厂、粉尘厂房、仓库、档案馆、楼宇自

控等易爆环境的温湿度测量。

技术参数

I	精度高	 I	低漂移

I	响应速度快	 I	体积小，安装方便

I	性能稳定	 I	使用寿命长

I	抗干扰能力强	 I	变送电路密封防护

特　点

JWSK-5AC F JWSK-5ACXXF防爆温湿度变送器

W 壁挂式

D 管道式

C01 带1m电缆分体式

C02 带2m电缆分体式

C05 带5m电缆分体式

C10 带10m电缆分体式

注意：防爆等级	Exib	ⅡC	T6

规格型号

概　述

用    途

外形尺寸

JWSK-5系列防爆温湿度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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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湿度变送器

JWSK-6AC F 防爆温湿度变送器

W 壁挂式

D 管道式

C01 带1m电缆分体式

C02 带2m电缆分体式

C05 带5m电缆分体式

C10 带10m电缆分体式

□ 不带液晶

D 带液晶显示

A 精度等级为A级

B 精度等级为B级

壁挂式

管道式

分体式

适用于武器弹药库、药厂、电厂、粉尘厂房、仓库、档案馆、楼宇自

控等易爆环境的温湿度测量。

I	精度高

I	低漂移

I	响应速度快

I	体积小

I	安装方便

特　点

规格型号

技术参数

多种结构设计，从不同方面满足客户需要。用于特殊易爆环境的测

量，符合国家防爆标准并检验合格。数字化传感器稳定可靠抗干扰能

力强。使用寿命长，响应速度快，测量范围宽。

概　述

用   途

外形尺寸

JWSK-6系列
防爆温湿度变送器

I	性能稳定

I	使用寿命长

I	抗干扰能力强

I	变送电路密封防护

I	液晶显示

供				电 DC	24V	（22V～26V）

最大功耗	 ≤1.2W

量				程
湿度 0％RH～100％RH

温度 -20℃～60℃

							准确度
湿度 ±2%RH	(5%RH～95%RH,25℃)

温度 ±0.5℃	(25℃)

							准确度
湿度 ±3%RH	(5%RH～95%RH,25℃)

温度 ±0.5℃	(25℃)

工作温度 -20℃～60℃

长期稳定性
湿度 ≤1%RH/y

温度 ≤0.1℃/y

响应时间
湿度 ≤4s（1m/s风速）

温度 ≤15s（1m/s风速）

输出信号 三线制4mA～20mA电流输出

负载能力 ≤500Ω

安装方式

壁挂式 固定墙面

管道式 法兰或螺纹安装

分体式 法兰或螺纹安装

防爆等级 Exib IIC T6

关联设备 FB-A安全栅

外			壳
ABS彩色	86mm×117mm×41mm

（不包含探头部分）

A级

B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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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尺寸

JWSH-5系列温湿度变送器

技术参数

规格型号

JWSH-5 高精度5号壳温湿度变送器

15S-
壁挂式，0℃～50℃，含新HC2-S探

头

17S-
管道式，-40℃～80℃，新HC2-S探

头，管道长度140mm，配安装法兰

18S-
管道式，-40℃～80℃，新HC2-S探

头，管道长度251mm，配安装法兰

20S-
分体式，-40℃～100℃，含2米延长线

和新HC2-S探头，安装件AC1303-M

21S-
分体式，-40℃～100℃，含5米延长线

和新HC2-S探头，安装件AC1303-M

30C1-

包括自带2m电缆的HC2-IC102探头，

-100℃～200℃，送烧结过滤器和安装

件AC1303-M

30C-

包括自带2m电缆的HC2-IC302探头，

-100℃～200℃，送烧结过滤器和安装

件AC1303-M

30M-

包括自带2m电缆的HC2-IM302不锈钢

探头，-100℃～200℃，送烧结过滤器

和安装件AC1303-M

30E-
包括自带2m电缆的HC2-IE1M02耐压

探头，-100℃～200℃

AC 两路4mA～20mA，公共地线

VB 两路0V～5V

VC 两路0V～10V

W1 RS-485

W2 RS-232

D 带液晶显示

注：标配产品型号为：JWSH-515S-ACD

注：尺寸以壁挂型和管道型为例，具体见实物产品。

JWSH-5	系列温湿度变送器产品的自身定位为工业级产品。对于

-100℃～200℃范围内的温湿度测量，利用瑞士	Rotronic	公司的多

种高精度探头资源。

I	 显示准确度为：±0.8%RH，±0.1℃（23℃，0%RH～100%RH），

	 带温度补偿

I	 多种模拟输出	0～5V	或	0～10V	或	4～20mA

I	 128	×	64	大液晶显示温湿度,零点修正功能

I	 探头最大工作温度范围-100℃～200℃

I	 可从温度、湿度切换到温度、露点显示

I	 可选网络	RS485/RS232	输出

特　点

概　述

供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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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功耗

电流输出 ≤1.44W

电压输出 ≤0.72W

网络输出 ≤0.72W

显示准确度
温度 ±0.1℃（23℃）

湿度 ±0.8%RH（0%RH～100%RH，23℃）

输出准确度
温度 ±0.3℃或±0.5%F.S,两者取大

湿度 ±1.5%RH（0%RH～100%RH，23℃）

电路工作条件
温度 -20℃～60℃

湿度 5%RH～95%RH

探头工作条件
温度 -40℃～100℃/-100℃～200℃任选

湿度 0%RH～100%RH

长期稳定性
温度 ≤0.1℃/y

湿度 ≤1%RH/y

重	复	性
温度 ≤0.5℃/y

湿度 ≤1%RH/y

响应时间 ≤15s(1m/s风速)

液晶显示 温度℃，湿度%RH	/	温度℃，露点℃

输出信号

电流输出型 4mA～20mA

电压输出型 0V～5V/0V～10V

网络输出型 RS485/RS232

负载能力
电流输出型 ≤500Ω

电压输出型 输出阻抗≤250Ω

安装方式 壁挂式、管道式或分体式

外壳尺寸 125mm×70mm×40mm(不含探头部分)

产品重量 壁挂式	约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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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湿度变送器

注：标配产品型号为JWSH-815S-ACW1D

注：图片不包括探头部分。

JWSH-8 高精度8号壳温湿度变送器

15S- 壁挂式，0℃～50℃，含HC2-S探头，黑色

20S- 分体式，-40℃～100℃，含2m延长线和HC2-S探头，安装件AC1303-M

21S- 分体式，-40℃～100℃，含5m延长线和HC2-S探头，安装件AC1303-M

30C1-
包括自带2米电缆的HC2-IC102探头（探头长度100mm），-100℃～200℃，送烧结过滤

器和安装件AC1303-M

30C-
包括自带2m电缆的HC2-IC302探头（探头长度250mm），-100℃～200℃，送烧结过

滤器和安装件AC1303-M

30M-
包括自带2m电缆的HC2-IM302不锈钢探头（探头长度280mm），-100℃～200℃，送

烧结过滤器和安装件AC1303-M

30E- 包括自带2m电缆的HC2-IE1M02耐压探头，-100℃～200℃，送烧结过滤器，G1/2’螺纹

AC 三线制	4mA～20mA，公共地线

VB 两路0V～5V

VC 两路0V～10V

W1 RS-485

W2 RS-232

□ 继电器，不要求时省略，触点容量2A/30V	DC，0.4A/125V	AC

1S 1路继电器输出，温湿度上下限任意一个

2S 2路继电器输出，温湿度上下限任意两个

4S 4路继电器输出，温湿度上下限

D 带液晶显示

规格型号

供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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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准确度
湿度 ±0.8%RH	(0%RH～100%RH,23℃)

温度 ±0.1℃(23℃)

输出准确度
湿度 ±1.5%RH	(0%RH～100%RH,23℃)

温度 ±0.3℃或±0.5%F.S两者取大

电路工作条件
湿度 5%RH～95%RH

温度 -20℃～60℃

探头工作条件
湿度 0%RH～100%RH

温度 -40℃～100℃/-100℃～200℃任选

长期稳定性
湿度 ≤1%RH/y

温度 ≤0.1℃/y

重	复	性
湿度 ≤0.5%RH

温度 ≤0.1℃/y

响应时间 ≤15s	(1m/s风速)

输出信号

电流输出型 4mA～20mA

电压输出型 0V～5V，0V～10V

网络输出型 RS-485/RS-232

继电器输出型 继电器常开、常闭触点

负载能力

电压输出型 输出阻抗≤250Ω

电流输出型 ≤500Ω

继电器输出型 2A/DC	30V,	0.4A/AC	250V

安装方式 壁挂式或分体式

外				壳 ABS	180mm×130mm×53mm（不包含探头部分）

技术参数

I	显示精度为：±0.8%RH，±0.1℃（23℃），带温度补偿

I	多种模拟输出0V～5V或0V～10V或4mA～20mA

I	 128×64大液晶显示温湿度、报警状态

I	零点修正功能，温湿度报警点任意修改

I	探头最大工作温度-100℃～200℃

I	可选继电器输出

I	可选网络RS-485/RS-232输出

I	具有测量露点功能

特　点

JWSH-8系列温湿度变送器产品的自身定位为工业级产品。对于

-100℃～200℃范围的温湿度测量，采用瑞士Rotronic公司的多种高

精度探头。

概　述

JWSH-8系列高精度温湿度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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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湿度变送器

JWST-10系列
大屏显示数字化温湿度变送器

技术参数

传感、变送一体化设计，大屏显示适用于暖通级室内环境温湿度测

量。采用专用温度补偿电路和线性化处理电路。传感器性能可靠，使

用寿命长、响应速度快。多种型号满足RoHs无铅化要求

适用于通讯机房、办公室、厂矿、车间、医院、档案馆、博物馆、暖

通空调、楼宇自控等环境的温湿度测量。

I	精度高，低漂移，响应速度快

I	使用寿命长，抗干扰能力强

I	多种网络输出

I	大屏显示

特　点

规格型号

概　述

用   途

JWST-10 温湿度变送器

W1 RS-485

W2 RS-232

供				电 直流 24V	(12V～24V)

最大功耗 ≤0.96W

准	确	度
湿度 ±3%RH	(5%RH～95%RH,25℃)

温度 ±0.5℃	(25℃)

显示分辨率
湿度 0.1%RH

温度 0.1℃

工作温度 -10℃～60℃

长期稳定性
湿度 ≤1%RH/y

温度 ≤0.1℃/y

响应时间 ≤15s	(1m/s风速)

输出信号 网络输出 RS-485/RS-232

量				程
湿度 0%RH～95%RH

温度 0℃～50℃

安装方式 壁挂式 螺丝固定墙面

外				壳 ABS白色104mm	x	87mm	x	31mm

I	多种型号满足RoHs无铅要求

I	性能稳定，安装方便

I	 CE认证

JWST-20系列智能型温湿度变送器

I	标准86接线盒安装方式		 I	内置多级参数菜单可调上下限设置

I	工业电磁兼容设计	 	 	 I	标准RS485或RS232通讯接口

I	 4.3英寸大屏全角度液晶		 I	内置仪表信息便于设备管理

特　点

智能型温湿度变送器的传感器采用进口产品，探测范围宽，可对温湿

度进行精确测量，使用温度补偿电路，产品工作稳定可靠。

概　述

应用于办公室，机房，	 仓库，医院，档案馆，博物馆，智能楼宇等

室内环境的温湿度测量。

用   途

技术参数

供				电 DC	24V（12V～28V）

最大功耗 ≤0.96W

量				程
湿度:	0％RH～100％RH			

温度:-20℃～60℃		

准	确	度
湿度±3％RH　(5％RH～95％RH,25℃)

温度±0.5℃（25℃）

工作环境 -20℃～60℃

长期稳定性
湿度:≤1%RH/y

温度:≤0.1℃/y

输出信号 网络输出型：RS232，RS485

响应时间 ≤15s（1m/s风速）

安装方式 固定墙面

外				壳 ABS白色106mm×95mm×29mm

规格型号

JWST-20 智能型温湿度变送器

W1 RS485

W2 RS232

-A 插针式

-B 端子式

1 面板按键设置（通讯参数）

2 拨码开关设置（通讯参数）

95 29

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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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湿度变送器

NWSF-1AT
低成本温湿度变送器

技术参数

传感、变送一体化设计，适用于一般的室内环境的温湿度测量。采用

专用温度补偿电路和线性化处理电路。传感器性能可靠，使用寿命

长，响应速度快。

适用于通讯机房、办公室、仓库、医院、档案馆、博物馆等良好环境

的温湿度测量。

I	价格低，性能稳定，使用寿命长

I	低漂移，响应速度快　

I	体积小，安装方便

特　点

概　述

用   途

I	引线可以从壳体侧面或背面	

	 两种出线方式

I	 CE认证

供				电 DC	24V（22V～26V）	

量				程
湿度 0％RH～100％RH（非结露）

温度 0℃～50℃

准	确	度
湿度 ±5％RH(20％RH～85％RH,25℃)

温度 ±1℃(25℃）

工作环境 0℃～50℃；10％RH～85％RH（非结露）

长期稳定性
湿度 ≤1%RH/y

温度 ≤0.1℃/y

响应时间 ≤15s（1m/s风速）

输出信号 两线制4mA～20mA

负载能力 ≤500Ω

安装方式 壁挂式 螺丝固定墙面

外				壳 ABS白色90mm	x	65mm	x	20mm

工作范围 -30℃～60℃

材				质 PC塑料

颜				色 白色	

VS-6 自然通风防护罩

技术参数

配合分体式温湿度变送器在室外使用，在恶劣天气中给变送器

提供最好的保护，抗风，挡雨。一般在气象中应用。

配合分体式温湿度变送器在室外使用，在恶劣天气中给变送器提供最

好的保护，抗风，挡雨。一般在气象中应用。

I	容易安装

I	特殊材质设计，防止阳光辐射

I	可随意增减高度（6片～20片）

特　点

概　述

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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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湿度变送器温湿度双显控制仪

模拟输入 数字输入

基本误差 <±0.2%F·S	 零误差

测量周期 200ms 700ms

分	辨	率 0.1%RH/0.1℃

示	范	围
-99.9℃～999.9℃，

0.0%RH～100.0%RH

报警设定
报警方式，报警灵敏度可设置，

报警点和显示值没有相对误差

报警输出
继电器输出触点容量

AC	250V/2A,阻性负载

使用环境 0℃～50℃，20％RH～90％RH

内	容	
代码 说明

KL105 						 横式160X80X125,双数码管显示

输	入

I 4mA～20mA,0mA～10mA,0mA～20mA电流型温湿度变送器

V 0V～1V,0V～5V,1V～5V,0V～10V电压型温湿度变送器

H 数字型温湿度传感器

控	制 T□
T0无控制输出可省略

T1～T4:1～4个继电器输出

双路变送输出，

仅用于KL105-H型

量程最大-50℃～+200℃

订货指定对应关系

A0 无需变送输出，可以省略

A1 输出4mA～20mA（或1V～5V)

A2 输出0mA～10mA

A3 输出0mA～20mA（或0V～5V)

外供电源 B1 DC	24V(60mA)必选件

通讯接口

S0 无通讯口，可以省略

S1 RS-232接口

S2 RS-485接口

仪表电源
V0 AC	220V,可省略		AC187V～AC242V	功耗约5W

V1 DC	24V,DC	24V(20V～28V)	功耗约5W

接		线
C24 24个端子

CC 连接件

规格型号

温湿度双显控制仪

技术参数
这是一款专门针对温湿度双路输入、双路显示、通讯，继电器控制等

功能的专用盘装表。

I	通讯功能，可以和计算机直接通讯，选择RS-232口输出型号

I	修正功能，可以对传感器进行适当调整，以减轻校准负担

I	控制功能，最多驱动4个继电器，实现温湿度控制，继电器的控制	

	 逻辑可以软件设定

I	变送输出功能，可以提供0V～5V或者4mA～20mA输出

I	除了端子接线外，还可以选择金属机箱，传感器通过连接件直接插

　拔的方式

特　点

概　述



150

温湿度变送器温湿度双显控制仪

端子图：根据订货型号的功能可以有如下的接线组合

传感器连接实例

外形尺寸图 开孔图

　输		入　　　　　　　电					压　　　　　　　　　电流两线制　　　　　　　　　　电流三线制　　　　　　　　　数	字	口

传	感	器

选			型

特		点

接线图

电压输出如0V～5V温湿度变

送器，传送距离短，推荐20

米以内

远距离传送 共地电流变送器，同样可

以远距离传送

距离5米以内

数字传输无引线误差

JWSL-1VB		JWSL-2VB

JWSL-3VB		JWSL-4VB

JWSL-6VB		JWSL-7VB

JWSK-6VB□□		

JWSK-5VB□□

JWSH-5□VB□□

JWSH-８□VB□□

JWSL-1AT		JWSL-2AT

JWSL-3AT		JWSL-4AT

JWSL-6AT		JWSL-7AT

JWSL-5AT□E

JWSH-5□AC□□

JWSL-3AC		JWSL-6AC

JWSK-6AC□□

JWSK-5AC□□

JWSH-8□AC□□

HygroClip	 S或其他数字化探

头配套1,2,5米电缆

MOK-0□-XX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