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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浸变送器系列
应用于通讯基站、精密机房、宾馆、饭店、图书馆、仓库以及其他需要报警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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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浸变送器

JS-DW主要用于监测现场某处单点浸水定位检测报警仪，可检测到

电缆上沿线任何位置有水的情况，一旦检测到线缆某处漏水，会立即

定位浸水位置并报警（LED指示报警和继电器输出报警），并将浸水

位置信息显示在LCD上。其工作原理是通过对水浸线缆中电流信号进

行监控并取样，由变送器专用MCU对取样信号进行放大、计算、分析

得出浸水定位信息。

浸水定位信息可通过网络RS485进行远传。

广泛用于数据中心底层地板、电信室、暖通空调设备区、管道、电力

室、贮存区、大水槽与屋顶等需要检测漏水的场合。

I	双电源供电：报警仪供电方式可由用户选择为DC	24V(22.5V～	

	 27V))或AC220V，满足用户对设备供电的多方面要求；

I	 LCD显示及按键输入：LCD显示模块可将浸水位置信息及通信参数	

	 信息通过LCD液晶直观地显示出来；通过外置按键可对设备参数进	

	 行方便设置；

I	报警输出：通过LED报警输出和继电器报警输出；

I	通信参数设置：当多台设备同时在线时，通信参数（端口和波特	

	 率）可通过按键实现独立设置；

I	数据远传：提供RS-485标准通信接口，将浸水位置信息进行远	

	 传，最大传输距离1000m，同时保证了通迅方式的通用性。

I	隔离性高：电源、输入、输出三端隔离技术，极大程度提高电气兼	

	 容性和系统可靠性；输出的光电隔离和线圈隔离保护，有效的保证	

	 产品的可靠性和寿命。

I	使用特点：	水浸线缆紧贴地面安装,无方向极性要求，防氧化，防	

	 极化，防腐蚀设计;

概　述

用　途

特   点

水浸定位报警仪

技术参数

规格型号

供电电压
DC	24V	(22.5V～27V)	

AC220V

工作温度 0℃～50℃

工作湿度 20%RH～100%RH

测量精度 线缆最大长度的±0.5米

输出形式 继电器(	负载电流100mA)

隔离强度 DC	1500V

带负载能力 固态继电器		≤100mA

静态功耗 0.5W

报警功耗最大 1.2W

通信接口 RS-485	标准通信接口	

通信协议 MODBUS	TM

JS-DW- 水浸定位报警仪

W1 网络输出（RS-485）

普通型

O 开路警告

C 闭路警告

5 水浸线缆长5m

10 水浸线缆长10m

20 水浸线缆长20m

40 水浸线缆长40m

60 水浸线缆长60m

80 水浸线缆长8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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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浸变送器

JS-DX系列水浸变送器是一款配合检测线缆使用的分体式导轨安装

的新型变送器，主要用于监测现场某处或连续多处是否有积水险情，

其原理是变送器调幅激励线缆，一旦检测线缆所在位置某处有水，激

励信号变化反馈给变送器，由变送器专用芯片对其进行放大、整形、

比较、输出高低电平或继电器告警。该系列产品使用电源，输入，输

出三端隔离技术，极大程度提高电气兼容性和系统可靠性；输入的防

氧化、防极化、防腐蚀设计；输出的光电隔离和线圈隔离保护，有效

的保证产品的可靠性和寿命。

适用于通讯基站、精密机房、图书馆、宾馆、饭店、仓库等一些需要

对有积水状况进行告警的场所。

高电平输出12V时，供电电压应高于16V。

I	隔离性高：电源，输入，输出三端隔离设计；

I	四档灵敏度：可根据现场情况可调变送器灵敏度的档位；

I	分体设计：变送器标准导轨式安装；传感器与变送器分体式设计；	

I	专利技术：传感器使用内置金属导体的导电橡胶线缆通过双绞连接	

	 方式固定在软线支架上设计；

I	使用特点：水浸传感器需紧贴地面安装，无方向极性要求，防氧	

	 化，防极化，防腐蚀设计；

I	适用场合广：根据现场检测范围大小可定制相应长度的水浸传感器	

（最长50m）。

特   点

概　述

用   途

线缆式水浸变送器

注意事项

使用说明

技术参数

测量介质 一般介质

误	报	率 ＜100ppm

工作温度 0℃～50℃

带载能力 固态继电器：≤100mA；高低电平：≥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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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敏度

档位1：0kΩ～5kΩ；档位2：0kΩ～100kΩ；

档位3：0MΩ～1MΩ;

档位4：0MΩ～5MΩ（高灵敏档，遇极少水即可报警）

隔离强度 DC	2000V

供电电压 DC	24V（9VDC～32VDC）

抗干扰等级 国标3级

工作湿度 20%RH～100%RH

静态功耗 0.5W

报警功耗最大 1.2W

水浸传感器剖面图

黑色线缆

（检测端）

黑色线缆

（检测端）

白色线缆

（绝缘层）

白色线缆

（绝缘层）

规格型号

JS-DX- 水浸变送器

1- 高低电平输出

2- 继电器输出

O 开路警告或高电平告警

C 闭路告警或低电平告警

5 水浸传感器长5m

10 水浸传感器长10m

15 水浸传感器长15m

20 水浸传感器长20m

30 水浸传感器长30m

40 水浸传感器长40m

50 水浸传感器长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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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浸变送器

技术参数

供电电压 DC	24V	(9V～36V)

工作温度 0℃～50℃

工作湿度 20%RH～100%RH

误	报	率 ＜100ppm

静态功耗 0.5W

报警功耗最大 1.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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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载能力 固态继电器≤100mA(大电流可以达到1A,需定做）

高低电平 ≥3k

注：高电平输出12V时，供电电压应高于16V

规格型号

示例：JS-DP-**探头和变送器是分体的，对应一路水浸变送器配送

　　　一路对应探头,	如需增加探头，订货另附声明，价格另计

JS-DP- 导轨式安装普通探头水浸变送器

1- 高低电平输出

2- 继电器输出

O 开路告警或高电平告警

C 闭路告警或低电平告警

1-10 变送器接的探头的个数

JS-DP系列水浸变送器是一款分体式导轨安装普通探头的水浸变送

器，探头遇水，探头两极之间阻抗发生变化，参考灵敏度设置，给出

告警。产品使用电源、输入、输出三端隔离技术，极大程度提高电气

兼容性和系统可靠性；输入的防极化设计，输出的光电隔离和线圈隔

离保护有效的保证产品的可靠性和寿命。

对普通探头所在的点进行水浸报警，防直流极化设计；灵敏度可调；

电源、输入、输出三端隔离；变送器可固定在标准35mm凹型DIN导轨

槽；可靠性高。

特   点

概　述

通讯基站、宾馆、饭店、精密机房、图书馆、仓库以及其他在积水需

要报警的场所。

用   途

普通探头水浸变送器

JS-G全密封型水浸变送器根据探测电极浸水后阻抗发生变化，通过

专用集成芯片对水浸输入信号进行信号放大、整形、比较，输出干接

点或高低电平变化信号，指示变送器所在位置是否有水；结构采用一

体化全密封塑料外壳设计，保证了产品的高可靠性。

一体化全密封设计；电源、输入、输出全隔离；高可靠性；抗干扰性

强。

特   点

概　述

通讯基站、宾馆、饭店、精密机房、图书馆、仓库以及其他在积水需

要报警的场所。

用   途

全隔离密封型水浸变送器

技术参数

供电电压 DC	24V	(9V～36V)

工作温度 0℃～50℃

工作湿度 20%RH～100%RH

误	报	率 ＜100ppm

静态功耗 0.5W

报警功耗最大 1.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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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载能力 固态继电器≤100mA(大电流可以达到1A,需定做）

高低电平 ≥3k

注：高电平输出12V时，供电电压应高于16V

规格型号

示例：JS-HG-xx：	探头和变送器是一体的

JS-G- 密封隔离水浸变送器

1- 高低电平输出

2- 继电器输出

O 开路告警或高电平告警

C 闭路告警或低电平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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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浸变送器

根据电极浸水阻值(水浸阻值）变化原理，由专用集成芯片进行信号放

大、整形、比较、输出高低电平或继电器报警信号的专用模块。产品

中线路设计采用光电隔离、线圈隔离、继电器隔离等多种安全措施。

成本低、高可靠。

特   点

概　述

通讯基站、精密机房、宾馆、饭店、图书馆、仓库以及其他需要报警

的场所。

用   途

壁挂式安装普通探头浸水变送器

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供电电压 DC	24V	(9V～36V)

工作温度 0℃～50℃

工作湿度 20%RH～100%RH

误	报	率 ＜100ppm

静态功耗 0.5W

报警功耗最大 1.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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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载能力 固态继电器≤100mA(大电流可以达到1A,需定做）

高低电平 ≥3k

注：高电平输出12V时，供电电压应高于16V

规格型号

规格型号

示例：JS-HP-**	探头和变送器是一体的。

JS-HP- 支架式安装针式探头水浸变送器

1- 高低电平输出

2- 继电器输出

O 开路告警或高电平告警

C 闭路告警或低电平告警

JS-HP系列水浸变送器是一款探针与变送器合为一体的变送器，其

工作原理是：针式探头的电极浸水后阻值变化，由专用集成芯片进行

信号放大、整形、比较，输出高低电平或继电器报警信号的专用模

块。产品中线路设计采用光电隔离，线圈隔离，继电器隔离等多种安

全措施。

传感器与变送器是一体的，低成本，高可靠。

特   点

概　述

通讯基站、宾馆、饭店、精密机房、图书馆、仓库以及其他在积水需

要报警的场所。

用   途

针式探头水浸变送器

注：探头可多个并联使用，同时测量多点。此型号对应于原来型号的JS-1/4-A/BP

供电电压 DC	24V	(9V～36V)

工作温度 0℃～50℃

工作湿度 20%RH～100%RH

误	报	率 ＜100ppm

静态功耗 0.5W

报警功耗最大
1.2W

继电器(负载电流100mA)

输出形式
高低电平输出：VL为	0V（+0.5V）

VH为5V或12V(±0.5V)

带载能力 固态继电器≤100mA(大电流可以达到1A,需定做）

高低电平 ≥3k

注：高电平输出12V时，供电电压应高于16V

JS-BP- 壁挂式安装普通探头浸水变送器

1- 高低电平输出

2- 继电器输出

O 开路告警或高电平告警

C 闭路告警或低电平告警

1-10 变送器接的探头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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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S系列数据采集器 ------------------------- 190

KL-N4000系列基于串口通讯的数据采集模块 - 193

KL-W8000系列以太网数据采集控制器 ------- 196

网由® 数据采集系列
适用于传感器信号的采集及与上位机之间的通讯传输，可满足构建不同行业监控系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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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器

壁挂式 1U机架式

供电电压
DC	-48V（-36V～-72V）

AC	220V（162V～265V）

输				入
模拟量4mA～20mA或0V～5V标准信号输入

开关量或电平量输入

输				出 继电器输出

数据和报警

刷新周期
小于0.5s

通讯方式 以太网口或RS-232或RS-485串行通讯接口				支持双协议，专用通讯协议及MODBUS	RTU通讯协议

外观尺寸 壁挂式：270mm×370mm×72mm；1U机架式：482.6mm×44mm×200mm	

工作条件 温度：-20℃～80℃				湿度：5％～95%

精				度 模拟量采集精度：0.5%

KL-S系列数据采集器通过采集模拟量和开关量来实时监测现场的设

备运行情况和环境状况。产品通过标准的RS-232或RS-485或以太网

通讯接口将设备数据远传至监控中心，使监控人员直接在监控机房通

过上位机观察现场的数据并控制现场的设备，从而使现场的仪器设备

能够正常运行无异常情况发生。支持双协议（专用协议及MODBUS	

RTU协议）可与任何工控组态软件配合使用。

电信机房、设备机房、计算机房、仓储业、图书馆、银行、邮局、文

件档案室、文物收藏以及对室内环境状态有监控要求的单位和部门。

用   途概　述

KL-S 系列 数据采集器

规格型号

技术参数

I	对模拟量的测量提供4级报警限值，可以根据设定的上下限和上上	

	 限、下下限值产生上下限、上上限、下下限报警，其报警限值参数	

	 可以通过本机键盘或监控中心进行近端或远端设置和修改。

I	提供RS-232或RS-485或以太网标准通讯接口，保证通讯方式的

通用性。

I	采用2×16字符液晶显示，4个按键控制，4个LED指示灯指示通讯

和报警等工作状态，人机界面友好，易于操作。

I	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减少了分立元件的数量，模块化电源设计，

并采用了防过压和雷击技术。

I	内嵌单片机系统从硬件和软件上均采取先进的抗干扰措施，从而保

障监控系统长期稳定运行。

I	系列产品内每种型号都提供壁挂式和1U机架式两款机箱,供用户选择。

I	支持继电器与通道报警联动。

特   点
KL-S XXX -X -XXX -XX

通道选型

4路模拟输入8路数字输入4路继电器输出 121

8路模拟输入8路数字输入8路继电器输出 222

12路模拟输入16路数字输入8路继电器输出 342

16路模拟输入16路数字输入8路继电器输出 442

机箱选型

壁挂式机箱 -B

1U机架式 -U

通讯机制选型

RS232通讯 -232

RS485通讯 -485

以太网通讯 -N

电源选型

AC	220V供电 -AC

DC-48V供电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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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器

应用样例

外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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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模块

　　“网由®”系列产品由昆仑海岸公司推出，是将现场任意节点的传感器信号无

缝地接入以太网的集线终端。传感器信号可以直达INTERNET公网、局域网及其

它类型以太网中服务器节点，传输协议为MODBUS	 RTU，任何支持该协议的通

用型监控软件均可直接访问任意现场节点的数据。

网由® 系列产品主旨——将现场传感器信号有效过渡到网络。

★	集成采集和无线数据传输

			直接将现场传感器信号远传至监控中心

★	丰富的配套软件

			50台以下～500台以上系统软件丰富

★	支持MODBUS	RTU协议

			工业组态软件可以直接使用

★	提供动态链接库DLL

			方便客户自行开发软件

★	登陆和下线时间周期参数可控制

			方便的参数配置向导

★	对没有固定公网IP地址的中小客户提供数据	

	 转发服务

网络互联　自由监控

1.集成数据采集和网络传输功能，将现

场数据直接接入到以太网中

2.支持MODBUS	 RTU协议，工业组态

软件可直接使用

3.随机配送丰富的应用软件

4.提供动态连接库，方便用户自行开发

软件

5.对没有公网IP地址的中小用户提供数

据代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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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模块

　　KL-N4000系列采集模块采用小型化设计，外观小巧，其外观

及尺寸图如图所示：

模块尺寸(长×宽×高)：121mm×70mm×26mm

KL-N4118-20mA-232

8路直流电流采集，信号采集范围为0mA～20mA，RS-232

串口通讯。

KL-N4 产品系列代号

1 采集模块

1 直流电流信号采集

2 直流电压信号采集

4 4路采集通道

8 8路采集通道

-10mA 采集0mA～10mA电流信号

-20mA 采集0mA～20mA电流信号

-5V 采集0V～5V电压信号

-10V 采集0V～10V电压信号

-232 RS-232通讯

-485 RS-485通讯

选型举例：

供电电压 DC	18V～30V

供电隔离电压 DC	1500V

平均功耗 约1.2W

系统速度
通讯周期 100mS（9600bps）

数据更新

周期
5次/s（默认）

采集信号类型
0mA～20mA、0mA～10mA、0V～

10V、0V～5V等

采集精度 ±0.1%

通讯方式 RS-232、RS-485

通讯协议 MODBUS	RTU

通讯波特率

1200b p s、2400b p s、4800b p s、

9600b p s、19200b p s、38400b p s、

57600bps、115200bps

通讯帧格式

8个数据位、偶校验、1个停止位（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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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接口
RS-232 DB9（孔）

RS-485 端子（3.81mm）

通讯隔离电压
RS-232 DC	2500V

RS-485 DC	2500V

通讯ESD保

护电压

RS-232
±8KV（接触放电）

±15KV（气隙放电）

RS-485 ±2KV

工作环境温度 -30℃～60℃

工作环境湿度 5％RH～95％RH

产品尺寸 121mm×70mm×26mm

安装方式 滑轨式

产品重量 约100g

KL-N411x、KL-N412x系列产品是集采集、通讯为一体的模拟量采

集模块，可采集0mA～20mA、0mA～10mA、0V～10V、0V～5V的

直流信号，通讯可选RS-232或RS-485接口。关键器件均选用高精度

器件，保证了模块的高精度和良好的线性；在电源、通讯以及输入部

分均做了完备的保护措施，使得模块在应用中更加安全、稳定；产品

协议为MODBUS	 RTU通讯协议，使模块具有良好的通用性。模块结

构设计合理，便于现场安装和调试,适用于传感器信号的采集及与上

位机之间的通讯传输，可满足构建不同行业的监控系统的需求。

概　述

KL-N411x / KL-N412x系列

KL-N4000 系列
基于串口通讯的数据采集模块

规格型号

外形尺寸

技术参数



194

数据采集模块

KL-N4148是集采集、通讯为一体的开关量采集模块，可采集干接点

和TTL电平信号，通讯可选RS-232或RS-485接口。关键器件均选

用高精度器件，保证了模块的高精度和良好的线性；在电源、通讯以

及输入部分均做了完备的保护措施，使得模块在应用中更加安全、稳

定；产品协议为MODBUS	 RTU通讯协议，使模块具有良好的通用

性。模块结构设计合理，便于现场安装和调试,适用于传感器信号的

采集及与上位机之间的通讯传输，可满足构建不同行业的监控系统的

需求。

技术参数

供电电压 DC	18V～30V

供电隔离电压 DC	1500V

平均功耗 约1.2W

系统速度
通讯周期 100mS（9600bps）

数据更新周期 10次/s（8通道）

采集信号类型 干接点、TTL电平

通讯方式 RS-232、RS-485

通讯协议 MODBUS	RTU

通讯波特率 1200bps、2400bps、4800bps、9600bps、19200bps、38400bps、57600bps、115200bps

通讯帧格式

8个数据位、偶校验、1个停止位（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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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接口
RS-232 DB9（孔）

RS-485 端子（3.81mm）

通讯隔离电压
RS-232 DC	2500V

RS-485 DC	2500V

ESD保护电压
RS-232 ±8KV（接触放电）　　±15KV（气隙放电）

RS-485 ±2KV

工作环境温度 -30℃～60℃

工作环境湿度 5％RH～95％RH

产品尺寸 121mm×70mm×26mm

安装方式 滑轨式

产品重量 约100g

KL-N4 产品系列代号

1 采集模块

4 开关量信号采集

8 8路采集通道

-232 RS-232通讯

-485 RS-485通讯

KL-N4148-232

8路开关量采集，RS-232串口通讯。

选型举例

规格型号概　述

KL-N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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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模块

KL-N4214是集输出、通讯为一体的继电器输出模块，通讯可选RS-

232或RS-485接口。关键器件均选用高精度器件，保证了模块的高

精度和良好的线性；在电源、通讯以及输出部分均做了完备的保护措

施，使得模块在应用中更加安全、稳定；产品协议为MODBUS	 RTU

通讯协议，使模块具有良好的通用性。模块结构设计合理，便于现场

安装和调试，适用于设备控制及与上位机之间的通讯传输，可满足构

建不同行业的监控系统的需求。

技术参数

KL-N4 产品系列代号

2 输出模块

1 继电器输出

4 4路通道

-232 RS-232通讯

-485 RS-485通讯

KL-N4214-232

4路继电器输出模块，RS-232串口通讯。

选型举例

供电电压 DC	18V～30V

供电隔离电压 DC	1500V

静态功耗 约1W

最大功耗 约2W

系统速度
通讯周期 100mS（9600bps）

数据更新周期 10次/s

继电器触点容值
1A		120VAC

1A			24VDC

通讯方式 RS-232、RS-485

通讯协议 MODBUS	RTU

通讯波特率 1200bps、2400bps、4800bps、9600bps、19200bps、38400bps、57600bps、115200bps

通讯帧格式

8个数据位、偶校验、1个停止位（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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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接口
RS-232 DB9（孔）

RS-485 端子（3.81mm）

通讯隔离电压
RS-232 DC	2500V

RS-485 DC	2500V

ESD保护电压
RS-232 ±8KV（接触放电）　　±15KV（气隙放电）

RS-485 ±2KV

工作环境温度 -30℃～60℃

工作环境湿度 5％RH～95％RH

产品尺寸 121mm×70mm×26mm

安装方式 滑轨式

产品重量 约100g

规格型号

KL-N4214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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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模块

1U机架式机箱

供电电压 AC	220V（±20%）

功				耗 空载静态功率小于5W，最大消耗功率10W

系统速度 平均通讯响应时间100ms；最小通讯周期800ms

输			入	
8路、16路、32路4mA～20mA模拟信号输入

8路、16路、32路TTL电平或干接点信号输入

输			出
4路、8路继电器输出

2路4mA～20mA电流信号输出

准确度等级 0.1％

通讯接口
网			口 1个10M/100M	bps以太网口（RJ45）

串			口 2个标准RS-232/RS-485串口（DB9）

通讯方式 UDP

通讯协议 MODBUS	RTU

安装结构
1U机架式

（标准）
长×宽×高：482.6mm×200mm×44mm

工作环境温度 -10℃～50℃

工作环境湿度 5%RH～95%RH

功能 KL-W8442 KL-W8821 KL-W8281 KL-W8441B

通讯接口 1个10/100M以太网接口（RJ-45），2个隔离的RS-232或RS-485通讯接口（DB9）

模拟量输入 16 32 8 16

开关量输入 16 8 32 16

继电器输出 8 4 4 4

模拟量输出 0 0 0 2

技术参数

KL-W8000以太网数据采集控制器可以将多通道传感器信号无缝的过

渡到各类型以太网中，采用标准MODBUS	 RTU协议，服务器端可以

通过任何支持该协议的软件与远端的任意节点的现场传感器信号进行

数据交流。同时设备具有２个扩展智能串口，可以方便的配接智能串

口设备，实现网络服务器与远端串口设备的数据交换。

电信机房、计算机机房、设备机房、仓储、图书馆、银行、邮局、文

件档案室、文物收藏以及对室内环境状态有监控要求的单位和部门。

I	多通道模拟量/数字量采集

I	模拟量/继电器输出

I	设备集成1个10/100M以太网口（RJ45）和2个RS-232或RS-485

串口（DB9）

I	以太网口和真实串口通过虚拟串口工具软件设置透传功能

I	采用标准MODBUS	RTU协议，方便使用各家组态软件，不须定制

驱动

I	提供动态链接库DLL，方便客户自行开发编程

I	 1U机架安装方式

I	以太网10/100M自适应，RS-232或RS-485通讯波特率9600～

115200bps可设置

I	一次透传数据长度<3500字节，透传时系统响应时间<1S

I	可将多通道传感器信号无缝的连接到各类型以太网中

规格型号

KL-W8000 系列
以太网数据采集控制器

概　述

应用场合

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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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QAW-3系列二氧化碳变送器 ----------------198

JQAW-5系列管道型二氧化碳变送器 ---------199

JQAW-8系列二氧化碳变送器 ----------------200

JQAW-12系列二氧化碳变送器 --------------201

JQBW-8系列粉尘变送器 --------------------202

明火探测器（FS-2000E） -------------------203

ZD-6照度变送器 ----------------------------204

其它传感器
应用于商用楼宇控制、空调管理、居室智能化住宅、办公楼、学校、会议室、商场、
饭店、宾馆大厅、体育馆、电影院、机场、车站、电影、院商场、网吧、KTV、工厂
作业环境监控、酿造、食品加工、温室农业大棚、地下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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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二氧化碳变送器

JQAW-3系列二氧化碳变送器

技术参数
JQAW-3系列二氧化碳变送器采用美国GE双通道高品质CO2模块设

计，双通道非分光红外原理（NDIR），镀金光学元件，长时间工作保证

CO2测量的稳定性与可靠性。是一款具有4mA～20mA电流输出和0V～

5V、0V～10V电压输出的室内环境测量变送器。

I	GE双通道CO2模块，自校准功能

I	外型美观，安装简单

I	性能稳定，使用寿命长

特   点

概　述

适用于室内环境的二氧化碳测量。也可适用于长期在高浓度的场合。

用   途

规格型号

JQAW-3 CO2变送器

AC 4mA～20mA
VB1 0V～5V

VB2 0V～10V	

注：黑体部分为标配；型号为：JQAW-3AC

供				电 DC	24V（22V～26V）

最大电流 80mA	(DC	2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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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	确	度 ±	(40	ppm	+3%F·S)(22℃)

温度漂移 ±0.2F·S/℃

稳	定	性 ≤2%F·S

非	线	性 ≤1%F·S(22℃)

压力漂移 读数的0.13%/mm	Hg

信号刷新时间 4s

响应时间 ≤2min	达到变化的90%,

预热时间 ≤2min(恒定输出)；≤10min（最大准确度）

工作环境 0℃～50℃；0%RH～95%RH（无结露）

输出信号
电压输出型：0V～5V；0V～10V（盲区为30mV）

电流输出型：4mA～2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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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孔或螺丝固定墙面

外				壳 ABS白色113mm×72mm×38mm

外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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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QAW-5 管道型CO2变送器

AC 4mA～20mA
VB1 0V～5V

VB2 0V～10V	

注：黑体部分为标配；型号为：JQAW-5AC

JQAW-5系列管道型二氧化碳变送器

技术参数

外形尺寸

JQAW-5系列管道型二氧化碳变送器是专门为通风管道应用设计的变

送器，传感器是一项吸收镀金反射导光管或波导扩散气体腔室上光线

的技术。光线吸收与二氧化碳浓度成正比例。测量剩余光线并将其转

化为一个模拟量信号。

概　述

二氧化碳变送器具有广泛的应用范围，包括建筑物内的空气质量检

测。检测建筑物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可推动通风控制策略的实施。

用   途

规格型号

I	管道安装、安装简单

I	特别适合大型HVAC回风管道

I	提供标准0V～5V、0V～10V或4mA～20mA输出

I	专利吸收红外/气体传感引擎具有较高的精度，包装紧凑价格低廉

I	专利ABC	LogicTM自校系统为大多数的应用免去了手动校准的需要

特   点

供				电 DC	24V（22V～26V）

最大电流 80mA	(DC	24V)

量				程 0ppm～2000ppm

准	确	度 ±	(40	ppm	+3%F·S)(22℃)

温度漂移 ±0.2F·S/℃

稳	定	性 ≤2%F·S

非	线	性 ≤1%F·S(22℃)

压力漂移 读数的0.13%/mm	Hg

管道风速 0～1500ft/min(0～450meter/min)

信号刷新时间 2s

响应时间 ≤3min	达到变化的90%，低管道输送速度

预热时间 ≤2min(可以操作)；≤10min（最大精度）

工作环境 0℃～50℃；0%RH～95%RH（无结露）

输出信号
电压输出型：0V～5V；0V～10V

电流输出型：4mA～20mA

负载能力
电压输出型：输出阻抗250Ω

电流输出型：≤500Ω

安装方式 管道安装

2
9

1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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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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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φ
3
1

φ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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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变送器

供				电 DC	24V（22V～26V）

最大电流 100mA	(DC	24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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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	确	度 ±	(40	ppm	+3%F·S)(25℃)

测量原理 	非分光红外（NDIR）原理

温度漂移 ±0.2F·S/℃

稳	定	性 ≤2%F·S

非	线	性 ≤1%F·S(25℃)

压力漂移 读数的0.13%/mm	Hg

信号刷新时间 4s

响应时间 ≤2min	达到变化的90%

预热时间
≤2min(可以操作)

≤10min（最大准确度）

工作环境 0℃～50℃；0%RH～95%RH（无结露）

输出信号

电压输出型：0V～5V；0V～10V

电流输出型：4mA～20mA

网络输出型：RS485/RS232

继电器输出 N/O或N/C,DC	2A/30V，AC	0.4A/125V	

负载能力
电压输出型：输出阻抗≤250Ω

电流输出型：≤500Ω

视窗尺寸 54mm	×45mm（128×64点LCD）

外				壳 180mm	×130mm	×	53mm

180

1
3
0

177

180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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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QAW-8系列二氧化碳变送器

技术参数

外形尺寸

JQAW-8系列多功能二氧化碳变送器采用美国GE双通道高品质CO2

模块设计，双通道非分光红外原理（ND IR），镀金光学元件，长时

间工作保证CO2测量的稳定性与可靠性。是一款具有液晶显示、并有

多种输出同时并存和菜单设置功能的智能型变送器。采用非分光红外

（NDIR）原理测量。

概　述

适用于室内环境的二氧化碳测量。也可适用于长期在高浓度的场合。

用   途

JQAW-8 高精度8号壳二氧化碳变送器

VB 0V～5V

VC 0V～10V

AC 4mA～20mA

W1 RS-485

W2 RS-232

□
继电器，不要时省略，触点容量

2A/30VDC,0.4A/125VAC

1S
1路继电器输出，CO2浓度上限、上上限中

任意一个

2S 2路继电器输出，CO2浓度上限、上上限

D 带液晶显示

规格型号

I	友好的人机界面，操作方便

I	GE双通道CO2模块，自校准功能

I	外型美观,安装简单

特   点
I	大点阵液晶显示

I	具有模拟输出、继电器输出、

	 通讯接口

I	性能稳定，使用寿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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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QAW-12 二氧化碳变送器

AC 4mA～20mA
VB1 0V～5V

VB2 0V～10V

注：黑体部分为标配；型号为：JQAW-12AC

供				电 DC	24V（22V～26V）

最大电流 80mA	(DC	24V)

量				程
0ppm～2000ppm、0ppm～5000ppm

(可定制0ppm～10000ppm，0ppm～50000ppm）

准	确	度 ±	(40	ppm	+3%F·S)(22℃)

温度漂移 ±0.2F·S/℃

稳	定	性 ≤2%F·S

非	线	性 ≤1%F·S(22℃)

压力漂移 读数的0.13%/mm	Hg

信号刷新时间 4s

响应时间 ≤2min	达到变化的90%,

预热时间 ≤2min(恒定输出)；≤10min（最大准确度）

工作环境 0℃～50℃；0%RH～95%RH（无结露）

输出信号
电压输出型：0V～5V；0V～10V（盲区为30mV）

电流输出型：4mA～2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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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盒安装、葫芦孔或螺丝固定墙面

外				壳 ABS白色91mm×91mm×30mm

JQAW-12系列二氧化碳变送器

技术参数

JQAW-12系列二氧化碳变送器采用美国GE双通道高品质CO2模块设

计，双通道非分光红外原理（NDIR），镀金光学元件，长时间工作保证

CO2测量的稳定性与可靠性。变送器可是一款具有4mA~20mA电流输出

和0V~5V、0V~10V电压输出的精巧型室内环境测量。

I	适用于86接线盒安装

I	外型美观,引线从壳体背面走线,适合走暗线.

I	性能稳定，使用寿命长

I	GE双通道CO2模块，自校准功能

特   点

概　述

传感，变送一体化设计，适用于室内环境的二氧化碳测量。也可适用于

长期在高浓度的场合。

用   途

规格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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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变送器

测量对象 气体中的固体粒子（内置加热器自动吸入空气）

测量原理 粒子计数原理

粒子粒径 1μm以上/2μm以上/2.5μm以上（跳线可选）

稳定时间 接通电源后约1分钟

量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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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度 ±10%

供电电压 DC	24V（22V～26V）

输出信号

电流输出 三线4mA～20mA

电压输出 0V～5V或0V～10V

网络输出 RS485

继电器输出 N/0或N/C，2A/30V	DC，0.4A/125V	AC

负载能力
电流输出型 ≤500Ω

电压输出型 输出阻抗≤250Ω

最大电流 60mA（继电器未打开）（DC	24V）

工作温度 0℃～50℃

工作湿度 0%RH～95%RH

存储环境 -20℃～60℃，5%RH～95%RH

视窗尺寸 54mmx45mm（128x64点LCD）

JQBW-8 高精度8号壳粉尘变送器

VB 0V～5V

VC 0V～10V

AC 4mA～20mA

□
继 电 器 ， 不 要 时 省 略 ， 触 点 容 量

2A/30VDC,0.4A/125VAC

1S
1路继电器输出，粉尘浓度上限，上上

限中任意一个

2S 2路继电器输出，粉尘浓度上限，上上限

W 壁挂安装

口 网络输出信号，不要求时省略

W1 RS-485

D 带液晶显示					

粉尘变送器，是一款具有液晶显示、三线制4mA～20mA输出和菜

单设置功能的智能型仪表。该产品标配128×64分辨率的大点阵液晶

高精度显示现场数据，即时准确了解现场的粉尘浓度，还有4mA～

20mA模拟信号输出，检测粉尘浓度趋势变化，实现远距离传输，还

可以与各种标准的4mA～20mA输入的二次仪表连接。

I	低功耗

I	性能稳定

I	大点阵液晶显示

I	友好的人机界面，操作方便

I	安装方便

I	具有模拟输出，继电器输出，通讯接口

特   点

概　述

主要应用于电子、制药、空调净化、食品卫生、医院、空气清新等领域。

用   途

JQBW-8系列粉尘变送器

技术参数

规格型号

电源和信号接口 180

1
3
0

177

180

5
3

4
7

外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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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火探测器

明火探测报警。 I	可探测到火焰中的紫外线，并予以警报。

I	不仅可以通过声音报警，它还装备有C(C/N——N/O)输出。

I	LED记忆能使您从一系列传感器中找到最初报警的传感器。

I	区域调整装置使得预警区域角度更加宽阔。

I	传感器和基座的快速分离使安装和维修变得简单轻松。

特   点用   途

明火探测器（FS-2000E）

技术参数

1与2号端子接电源：3、4与5号端子接报警输出；6与7号端子接防拆卸报警

探测系统 紫外线探测（探测波长185nm到260nm）

探测区域

长度 33英尺（10m）[2.75"（7cm）面前的打火机火焰

角度 大约为120°圆锥型

调整

角度
水平25°通过底座垂直30°（分4步）通过探头

灵敏度调整 探测记时器（4种设置0.2s、1s、6s和30s）

电			源 DC	10V到DC	30V（无正负极）

电			耗
静止时：少于25mA	

报警时：少于75	mA（警铃开）少于40	mA（警铃关）

报警输出

Form	 C干接触延迟（报警：开/关）接触反映:延迟(约

2s);

接触容量：30V/0.3A；保护电阻3.3ohms

报警记忆

自动重新设置功能（可选择开/关设置）记忆LED闪烁3

分

钟，然后亮47min

LED
报警LED（红色）：亮灯延迟10s

记忆LED（黄色）：记忆指示时灯亮，电源接通时闪烁

报警声 报警：在延迟10s内，每0.2s间歇发声

（蜂鸣声）
音量：80	 dB或更高	 3.3英尺（1m）（可选择无声设

置）

反射器输出
Form	B（N/C)	干接触	反映：当传感器被分离时打开

容量：30V/0.25A

电			线 端子

周围环境

温度值
-10℃～60℃无凝结

安			装 室内安装（顶棚或墙壁安装）

重			量 大约150g（5.25oz）

外			型 ABS树脂

附			件 钉子Φ4×25，2	pcs.;	传感器固定螺丝Φ3×6pce

选			装 顶棚安装附件（BCW-401）

安装底座

安装说明

1）将底座放在此位置上，在180°的两点作好标记。

2）将附件中的钉子钉进去，留5mm在墙外。

3）通过转动底座来调整传感器的方向（调整范围	25°)

4）拧紧螺丝。

接线端子排列图

①	确定安装位置。

②	拧动螺丝杆将传感器分开。

③	用随机带的螺丝将底座固定。将电线的内芯剥出来，把电线插入

　	线槽。

④	将电线与底座的端子连接起来。

⑤	设定探测时间，警铃以及警报记忆。

⑥	将传感器与底座连接起来。

　	⑴	将传感器和底座的前标志对齐。

　	⑵	将传感器放入底座。

　	⑶	拧动传感器直到螺丝被拧紧。

⑦	检查操作和区域（探头可以分做4步调整）。

⑧	将传感器分开，向右旋转区域固定螺丝，固定好探头。

⑨	将传感器与底座连接起来。

·当传感器与底座分开时,用手掌托住并拧动螺丝杆。

·要固定住传感器,必须将传感器的固定螺丝插入螺丝孔内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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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度变送器

本产品采用高灵敏度的光敏元件作为传感器，具有测量范围宽，线性

度好，防水性能好，使用方便，便于安装，传输距离远等特点。适用

于农业大棚、城市照明等场所。

适用于农业大棚、城市照明等场所。

测量范围宽；线性度好；多种输出形式；传输距离远。

用   途

特   点

概　述

ZD-6系列照度变送器

技术参数

规格型号

ZD-6 照度变送器

AC 4mA～20mA，公共地线

VB 0V～5V

W1 RS-485

W2 RS-232

L 0lux～2000lux

M 0lux～20000lux

H 0lux～200000lux

外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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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电流

电流输出 30mA（DC	24V）

电压输出 20mA（DC	24V）

网络输出 20mA（DC	24V）

测量范围

0lux～2000lux（分辨率为1lux）

0lux～20000lux（分辨率为10lux）

0lux～200000lux（分辨率为100lux）

输出形式

电流 三线4mA～20mA

电压 三线0V～5V（盲区为30mV）	

网络
RS-485

RS-232		

准	确	度

±5%F·S（0lux～2000lux）

±5%F·S（0lux～20000lux）

±5%F·S（0lux～200000lux）

重复测试 ±4%F·S

温度特性 ±0.3%F·S/℃

波长测量范围 380nm～730nm

使用环境 0℃～50℃、5%RH～95%RH（非结露）

存储环境 0℃～50℃、5%RH～95%RH（非结露）

大气压力 80kPa～110kPa
注：标配型号为：ZD-6A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