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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海岸天然气仪表
（专注于 LNG、CNG、NG）

实时现场管理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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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昆仑海岸传感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是经北京市
科委、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国税局、北京市地税局共同认证的高
新技术企业，总部设于北京市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区核心区。无锡
昆仑海岸物联科技有限公司是北京昆仑海岸传感技术有限公司在无
锡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为国内外物联网和云计算企业提供感知
层的传感器、网关产品和服务。

昆仑海岸于 2000 年通过了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现在同
时还具备 GJB 国军标体系认证、ISO14000 环境质量体系认证、船
级社质量体系等行业质量体系认证。  十余年来，质量保证体系运
营稳定，使昆仑海岸具备了严格的产品生产质量控制能力；完善的
环境老化试验室、电磁兼容试验室等各种标准试验设施，皆在为产
品可靠性设计和质量控制能力保驾护航。 

昆仑海岸拥有员工 200 多人，其中中级以上技术人员占员工
总数的 70% 以上，目前已在上海、南京、武汉、深圳、沈阳、西安、
济南、广州、成都等大中城市均设立了办事处和分公司，负责产品
的售前售后技术支持和服务。

昆仑海岸是《超声波物位计》中国国家标准的主要起草人；是
《物联网温度变送器规范》中国国家标准的主要起草人；是“蛟龙
号”7000 米载人潜水器的参研参试单位，2010 年承担了北京市科
委的“高精度大气压力传感器产业化关键技术攻关”国家级科技项
目。 

昆仑海岸在北京和无锡分设有两个生产基地，其中，北京生
产厂主要生产的产品为：压力、液位传感器、变送器；超声波物位
传感器、变送器；安全栅、隔离模块、数据采集器、专用仪表；
Zigbee 无线传感器、900M 无线记录仪、温度记录仪等。无锡生
产厂主要生产的产品为：温湿度传感器、变送器；水浸、二氧化碳、
照度传感器；电磁流量计等。

昆仑海岸为填补自身高端产品的不足，同时还代理了瑞士
ROTRONIC 公司温湿度产品；英国 MICHELL 公司露点仪产品；
美国 GE 公司温湿度、二氧化碳产品，为用户提供更加完整的解决
方案。

体系认证
昆仑海岸连续通过了一系列质量体系认证

2000 年取得国际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
2004 年取得船用压力液位产品的船级社产品认可证
2006 年在行业内率先取得 IS014001 环境体系认证
2006 年建立 RoHS 环保产品指令系统，可以生产符合欧盟 RoHS
要求的环保产品
2007 年取得国军标 GJB9001B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2008 年取得压力、液位系列，温湿度系列的 CE 认证。
2009 年取得船级社质量体系认证
2012 年质量、环境体系认证、船级社体系认证换证完成
2012 年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审核通过

营销网络

公司简介

新疆服务站

☆   北京公司、☆  无锡公司
 •   沈阳、济南、西安、成都、新疆、上海、南京、
  深圳、武汉、杭州、广州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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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围产品目录

智能压力 / 差压变送器

扩散硅压力 / 表压传感器 / 变送器

高精度数字压力传感器 / 变送器

电动单法兰 / 差压 / 高静压变送器

电动液位差压 / 微差压 / 电容式差压变送器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

……

中国石油、中国石化 一级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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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B-P 系列防爆型直连式压力液位变送器
概   述

JYB-P 系列直连式压力变送器是一款高精度、高稳定性、多参数、5
位 LCD 显示的智能压力测量产品，该产品采用全激光焊接结构，具有多
种防爆认证，采用 HART 现场总线技术，内置产品详细信息，便于用户
现场查询和远程参数管理，并选用钛 / 硅 - 蓝宝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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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石油、石化、LNG、
CNG、天然气长输管线、加气站、加液站、门站站控及燃气 SCADA 系
统中广泛使用，且是中国石油一级准入产品。

特   点

■  钛 / 硅 - 蓝宝石或进口扩散硅芯体，适合不同介质和不同温度压力液
  位的精密测量；
■  316L 连接件，不锈钢激光焊接，防腐、防震、防泄漏；
■  电压、电流、网络、HART 等多种信号输出形式；
■  表压、绝压、负压各种不同高中低量程的压力测量；
■  过压过流反向极性保护，可靠性高；
■  符合工业抗干扰 EMC 三级；
■  本质安全防爆、隔爆认证。

适用行业及领域

■  工业现场过程压力控制
■  LNG、CNG、长输管道等天然气的压力控制
■  钢厂、电厂、水利、水电、风电等压力控制
■  石油、化工、汽车、船舶制造、运输、挖掘等
■  液氧、液氮、液氩等低温深冷行业应用
■  锅炉、供暖、炼厂等高温行业应用

选型

技术参数

量程 0MPa ～ 100MPa 内任意指定量程，
最小量程为 0-5kPa

测量介质 LNG、CNG、NG、LO2、LAr 及其他与 316 不锈钢
兼容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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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形式

两线制 4mA ～ 20mA（可选显示） 
三线制 0mA ～ 10mA                
三线制 0V ～ 5V 
网络输出 RS485/RS-232 
HART 通讯叠加 4mA ～ 20mA（可选显示）

介质温度
T1: － 30℃～ 85℃  
T2: － 165℃～ 85℃（配引压管）
T3：-200℃～ 150℃（配引压管）

环境温度 － 30℃～ 85℃
供电电压 DC 24V（12V ～ 32V）
负载能力 电流输出型≤ 500Ω，电压型≥ 3KΩ
非 线 性 ±0.1％ F.S
迟滞性与可重复性 ±0.1％ F.S
年长期稳定性 ±0.1％ F.S
热力零点每度漂移 ±0.02％ F.S
响应时间 ≤ 50ms
最大工作压力 2 倍量程
电气连接 接线端子等
过程连接 压力接口： M20×1.5 外螺纹 / 用户指定

压力接口： DN25 法兰 / 用户指定
压力接口材料 316L 不锈钢 / 用户指定
壳体材料 铸铝外壳
防护等级 IP 65

本质安全防爆 Exia Ⅱ CT6 Ga 防爆编号：CNEx 13.4017
配套安全栅 FB-A，FBE

隔爆 Exd II CT6 Gb 隔爆编号：CE13.1331
认证 CE 认证、CMC 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认证

JYB- 产品规格代号 产品规格代号
KRG- 隔爆型
KRB- 防爆型

P 防护型铸铝外壳

A 4-20mA 电流输出 两线制
（LED\LCD\ 指针 显示可选）

A1 0-10mA 电流输出 三线制
V 0-5V 电压输出 三线制

W1 网络输出 RS485
W2 网络输出 RS232

H HART 通讯协议 4mA ～ 20mA
（带 LCD 显示）

G- 表压
A- 绝压

G M20*1.5 外螺纹压力接口，端面密封
G1 1/2NPT 内螺纹压力接口
G2 1/2NPT 外螺纹压力接口
G3 用户指定螺纹类型

F 法兰安装
（口径根据客户指定，默认 DN25）

NGK 扩散硅压力传感器（默认）
NGL 蓝宝石压力传感器（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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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B-H 系列防爆型精巧式压力液位变送器

概   述

JYB-H  系列精巧型压力变送器是一款采用进口扩散硅芯体（硅 - 蓝
宝石芯体可选），采用全 316L 不锈钢外壳工艺制造，具备防爆认证、CE
认证、CMC 认证、国军标认证、船级社认证等，产品提供最高 IP68 的
防护等级，适合不同介质和不同温度状况下的压力液位精密测量，隔爆型
及本安型设计满足有甲烷和煤尘爆炸危险的压力测量，且适用于高纯度氢
气及含氢量较高的混合气体测量。产品本身自带反相极性过压保护，具有
精度高、误差极小、可靠性高、尺寸小、重量轻、类型齐全等特点。目前
在石油、石化、CNG 压缩机、LNG 液化流程等空间较小的整体撬装设备
中受到行业欢迎及好评，是中国石油一级准入产品。

特   点

■  钛 \ 硅蓝宝石或进口扩散硅芯体，适合不同介质和温度状况下的压力
  液位精密测量
■  过流、过压、防浪涌电压和反极性保护，安全可靠
■  抗过载冲击、抗干扰、耐腐蚀、军品级器件
■  数字化智能芯片、全温度线性、激光调阻温度补偿，使用温域宽，测
  量准确度高
■  通过 I 类电气设备的热稳定和湿热实验
■  本安防爆认证、隔爆认证

适用行业及领域

技术参数

量程 0MPa ～ 100MPa 内任意指定量程，
最小量程为 0-5kPa

测量介质 LNG、CNG、NG、LO2、LAr、甲烷 H2、煤尘爆炸
性气体及粉尘等与 316 不锈钢兼容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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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形式

两线制 4mA ～ 20mA 
三线制 0mA ～ 10mA 
三线制 0V ～ 5V
网络输出 RS485/RS232

介质温度
T1: － 30℃～ 85℃  
T2: － 165℃～ 85℃（配引压管）
T3：-200℃～ 150℃（配引压管）

环境温度 － 30℃～ 85℃
供电电压 DC 24V（12V ～ 32V）
负载能力 电流输出型≤ 500Ω，电压≤ 3KΩ
非 线 性 ±0.1％ F.S
迟滞性与可重复性 ±0.2％ F.S
年长期稳定性 ±0.1％ F.S
热力零点每度漂移 ±0.02％ F.S
响应时间 ≤ 50ms
最大工作压力 2 倍量程
电气连接 军用航空插头 / 电缆连接等
过程连接 M20×1.5 外螺纹 / 用户指定
壳体材料 316L 不锈钢 / 用户指定
防护等级 IP 65 / IP 68

本质安全防爆 Exia Ⅱ CT6 Ga  防爆编号：CNEx 13.4017
 配套安全栅 FB-A，FBE

隔爆 ExdI Mb 隔爆编号：CNEx13.2772

认证 CE 认证、CMC、GJB 国军标体系认证、9001 质量体
系认证等

选型

■  工业现场过程压力控制
■  LNG、CNG、长输管道等天然气的压力控制
■  钢厂、电厂、水利、水电、风电等压力控制
■  石油、化工、汽车、船舶制造、运输、挖掘、军工等
■  液氧、液氮、液氩等低温深冷行业应用
■  锅炉、供暖、炼厂等高温行业应用
■  适用于需要小空间安装的工业环境，如：撬装压缩机、液化设备、
  运输设备等

JYB- 　产品规格代码 说  明
KRB- 防爆型
KRG- I 类隔爆型
JRO- 军用型

H 精巧型不锈钢外壳

A
4-20mA 电流输出（两线制）（本安
型可选配套安全栅 FB-A，FBE）

V 0-5V 电压输出
G- 表压
A- 绝压

G M20*1.5 外螺纹压力接口，端面密封
G1 1/2NPT 外螺纹压力接口
G2 用户指定螺纹类型

NGK 扩散硅传感器（默认 )
NGL 蓝宝石压力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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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用型 (CCS) 压力液位变送器

用   途

专为船舶行业设计，适用于各种船舱压力、液位的测量，中国船级
社 CCS 认证产品。

适用于目前内陆船改 LNG 动力系统中，各种压力点的监测。
适用于船舶压力监控、液位变化、油压、蒸汽压的监测。

特   点

■  独特的防结露防水设计
■  抗过载抗腐蚀性能优良
■  过压过流保护电路
■  防浪涌电压
■  反向极性保护
■  稳定性高
■  抗干扰能力强
■  实用性广
■  安装简便
■  通过中国船级社 CCS 认证

选型

　产品规格代码 说  明
JYB-K CCS 船用型压力、液位变送器

B- 　 　 　 　 防爆型
H 　 　 　 316 不锈钢外壳 霍斯曼接头
L 　 　 　 液位通气电缆连接

A 　 　 4-20mA
G 　 表压

JYB-KB-H系列

船用压力变送器

JYB-KB-L系列

船用液位变送器

技术参数

量    程
液位测量:0m～300m内各量程，最小量程：0.5m
压力测量:0MPa～60MPa内各量程，最小量程：5kPa

介质温度 －20℃～70℃
环境温度 －20℃～60℃
供电电压 DC 24V(12V～32V)
负载特性 电流输出型≤500Ω（DC 24V供电时）

测量精度（参考条件
指温度在23±2℃和一

个标准大气压）

A级 ±0.2%F.S

B级 ±0.5%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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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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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
过程连接 M20×1.5外螺纹（L型除外）
壳体材料 316L不锈钢
测量介质 油、水、气体及其他与316不锈钢兼容介质
防护等级 IP 68/ IP 54

本质安全防爆 Exia Ⅱ CT6 Ga 防爆编号：CNEx 13.4017
配套安全栅 FB-A，F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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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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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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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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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YB-3151R 系列防爆型差压式压力液位变送器

概   述

JYB-3151R 系列差压变送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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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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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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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能指标、技术参数

-  湿       度：0% ～ 100% 相对湿度。
-  启动时间：在最小阻尼时，最多 20s。
-  容积吸取量：小于 0.16c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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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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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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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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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振动影响：频率为 0 ～ 200Hz, 任意方向上每个 g 为 ±0.05% 上限值。
-  电源影响：小于标定量程 0.005%/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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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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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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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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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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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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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型 附件及材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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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防爆标志：ExdⅡCT6 Gb

JYB-
3151R □ □ □ □ F Exd II CT6 Gb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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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差压  静压 40MPa

0 0kPa-0.06kPa ～ 0.3kPa

1 0kPa-0.25kPa ～ 1.5kPa

2 0kPa-1.2kPa ～ 10kPa

3 0kPa-6kPa ～ 40kPa

4 0kPa-30kPa ～ 180kPa

5 0kPa-160kPa ～ 1000kPa

6 0kPa-400kPa ～ 2500kPa

7 0kPa-1600kPa ～ 8000kPa

8 0kPa-4000kPa ～ 25000kPa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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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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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篇

输入 设计
测量范围 0.3m～8m 材料

输出 外    壳 铸铝
电    流 两路4mA～20mA 传 感 器 聚四氟乙烯

最大负载 500Ω  (24V) 电缆入口 2个
LCD 128×64字符汉字液晶显示 工艺连接

供电 螺    纹 外直管螺纹  G2 
供电电压 DC（18V～30V） 法    兰 选配

最大电能消耗 3W(125mA，DC 24V) 其    他 用户提供的安装支架
精度 显示和控制

准确度等级 ±0.5%F.S 界    面 128×64汉字LCD显示
操作设置 按键

额定操作条件
环境条件 相对湿度 30%～95％

位    置 室内/室外 防护等级 IP65
传感器温度 －40℃～150℃ 防爆等级 Exib II CT6

电子单元温度 －30℃～70℃ 测量介面 双界面(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多界面)
环境温度 －30℃～70℃ 防腐等级 ——

1
4

JDR油、水界面变送器——双界面(单界面)

应   用

JDR 油、水双界面液位仪，采用多段微电容串联组合测量方法，微
电容检测和单片机智能控制相结合，它突破了传统测量方法，解决了外界
对测量精度的干扰，实现多界面液位测量。探极采用聚四氟乙烯防护，与
多电容串联组合设计使产品能够适应各种液体、浆体、粉末、颗粒，并不
受挂料、压力、密度、温度甚至化学特性变化的影响，而只取决于不同物
质之间介电常数的区别。在测量精度和使用环境上都突出于其他测量产
品。独特的测量技术能够应用于每一工业环节，如冶金、石化、电力、煤
炭、水泥、水处理、制药、造纸等。多种类型、规格的选择，使这一技术
从一般应用到危险场所都能可靠运行。

本产品通过了国家防爆安全认证，可用于易燃、易爆危险场所。

特   点

■  安装方便，可带料安装，无须标定；
■  被测介质自动校正，更换被测介质，产品不需要重新设定；
■  环境温度自动补偿，环境温度变化，产品不需要重新设定；
■  智能信号处理技术，可适应多种工作环境；
■  电流输出零点及满度调整功能；
■  迁移量设置功能；
■  高亮、高清晰、低功耗液晶汉字显示；
■  按键设置，人机界面友好，易于操作；
■  过压及防雷保护设计，提高了设备的抗干扰能力；
■  传感器内管采用 PTFE 管，经久耐用；
■  直管螺纹结构，安装连接方便。

选   型

技术参数

　产品规格代码 说   明
JDR- F 防爆型产品系列代码

□ □  两位数字（单位 1M）
S 表示双界面
D 表示单界面

DX 表示单界面最小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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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篇

JYB/24ln/25ln 系列防爆型一体化智能温度变送器（含船用 CCS）

概   述

JWB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传感器是一种接触式温度测量仪表，良好
的电磁兼容、抗干扰性能和输出保护功能，与二次仪表或计算机采集测量
系统配套使用，可准确测量 -200℃～ 500℃各种介质或物体的温度。

本系列产品参照并符合相关 GB 标准、CCS 规范、JJG 规程和 IEC
相关文件标准，并参考国内外同类产品的优点进行优化设计，使整个产品
更加可靠、精确，非常适合各种现场环境的温度测量。

广泛用于 LNG、CNG、LN2、LO2、LAr2 等深冷行业、船舶行业、
燃气行业，以及传输管线、设备管道。

性能特点

输出性能：

JWB/241n 和 JWB/251n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传感器需与保护套管配
合使用，可靠、维护方便。
产品的连接装置由活动螺纹 (M20*1.5)、弹簧、小法兰组成，与保护
套管连接可靠、紧密。
采用直径 6mm 铠装铂热电阻传感器，( 尾长与套管插深相同 )

■ ■

■■

■

L（
尾

长
）

L（
插

深
）

L（
插

深
）

L（
插

深
）

JWB/24/ln/ □ JWB/25/ln/ □ /HT /LT /LZ

代 号 输    出 准  确  度 供 电 负 载
A 4 ～ 20mA DC   两线制 0.5%     0.2% * 24V DC ≥ 500Ω
H HART 智能 4 ～ 20mA  LCD 显示 0.5%     0.1% * 24V DC ≥ 500Ω
D RS485 通讯  (MODBUS RTU) 0.5%     0.2% * 12V DC 64 点

P Pt100 热电阻
B 级  ±0.30+0.005.|t|
A 级  ±0.15+0.002.|t|

变送模块相关性能   
供电：12 ～ 32VDC                               准确度：0.2%     0.05%  *                 电路温漂：±0.005%/℃ 
使用环境温度：-30℃～ 75℃                  使用相对湿度 5%RH ～ 85%RH
极性保护，防过流、防过压                      防浪涌、抗电磁干扰                          本安型 Ex iaIICT6 Ga   
输出保护、传感器异常判断功能： 传感器开路时输出 ＞ 22 mA ＜ 24mA， 传感器短路时输出 ≤ 3.8mA
电路整体注封固化：适应潮湿、盐雾、粉尘、腐蚀、震动环境

HT 和 LT 保护套管具有抗流体冲击、耐压功能，材质根据耐温、化学特
性的功能需求选择。
本安型 Ex  ia Ⅱ CT6  Ga  ，隔爆型 Ex  d Ⅱ BT4  Gb  ，防护等级 IP65，
电气接口 M20*1.5( 可 1/2N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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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篇

JWB/241n 隔爆型一体化温度变送器、传感器（无显示  Ex d Ⅱ BT4 Gb）
JWB/251n 显示防爆型一体化温度变送器（隔爆 Ex d Ⅱ BT4 Gb 、本安 Ex ia Ⅱ CT6 Ga）

输出

 /A 4 ～ 20mA DC   两线制
 /D 通讯、显示型  ( RS485 MODBUS RTU)
 /H HART 智能、显示型 （两线制 4 ～ 20mA  LCD 显示）
 /P Pt100 热电阻传感器  ( 无显示功能 , 只用于 JWB/241n 型号 )

/HTa

n M20*1.5 焊接式

D 24mm 锥形整体钻孔

保护套管选择 d 7mm

使用可靠

/HTe

n M20*1.5 应用特点：

维护方便 D 18mm 耐流体冲击

d 7mm 耐高压

内螺纹连接

/LTa

M M27*2 螺纹式

n=M20*1.5 D 24mm 锥形整体钻孔

d 7mm

/LTe

M M20*1.5 应用特点：

L 表示插深 D 18mm 耐流体冲击

( 套管插深与变送器尾长相同 ) d 7mm 耐高压

/LTg

M 1/2NPT

D 16mm

d 7mm

/LZa

M M27*2 螺纹式

D 16mm 直管焊接

d 13mm

/LZe

M M20*1.5 应用特点：

D 12mm 不耐冲击

d 8mm 耐压 2.0MPa

/LZg

M 1/2NPT

D 12mm

d 18mm

套管材质
( 根据设备焊接性能或被测介质特性选择 )

/B2 304 不锈钢
/C1 碳钢
/B4 316 不锈钢
/B9 根据用户要求选择

定货事项 ：    
1、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输出信号、功能、性能）。
2、量程（4 ～ 20mA 输出信号对应的温度范围，量程一般是工作温度的 1.5 ～ 3 倍）。
3、产品规格 （插深或尾长的尺寸，L=***mm 表示，注意保护套管的型号与性能）。
4、JWB/251 产品有本安、隔爆和综合防爆功能，需明确。
5、产品按 0.5% 准确度或 B 级供货，需要 0.2% 准确度或 A 级的产品定货时注明。
6、船用产品订购，尾号需加 CCS 标号，会对产品做特殊工艺处理。

选型

L(100mm ～ 750mm)

L(100mm ～ 250mm)

L(100mm ～ 750mm)

L(50mm ～ 250mm)

L(50mm ～ 250mm)

L(50mm ～ 1650mm)

L(50mm ～ 1150mm)

L(50mm ～ 1150mm)

d
d

d

d
d

d

dD
D

D
D

D

D
D

D

M
M

M

M
M

M

n
n

n
n

n
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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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装

接  线

例：管道安装

焊接套管 (HT) 螺纹套管 (LT)

加长焊接套管 (HT)
优点：
便于选购传感器
长度一致备件互换
热源与电路的距离增加
保护、保温层施工方便

1、振动、高流速、高温环境，应加强结构或改变安装方法。   
2、压力环境要按相关要求试验后使用。
3、插入长度要能到达温度场中心位置（应大于传感器护管直径 10 倍，特殊产品例外 ）。
4、本质安全产品安装使用，必须区分危险区和安全区，关联设备安全栅要匹配。
5、在防爆要求的场合，安装使用时不能有冲击或摩擦，避免产生火花。
6、在防爆要求的使用现场，必须断电后开盖和接线；
7、确认接线正确，确认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确；避免导线短路或高电压产生火花。
8、产品如同时采用隔爆和本安结构及工艺，产品就同样具有隔爆和本安功能。
9、智能通讯产品的操作器或数据线另外单独购买。
10、船用产品需要做特殊的高低温、防盐雾等工艺，订购前需要注明。

安全栅参数：Um:250VAC/DC; Uo:28VDC; Co:0.08μF; Lo:4mH; Io:93mA;Po:0.65W

本安防爆产品接线

现场显示型 RS485 通讯

通道 1 3 * * *2

现场显示型 4~20mA

危险区 安全区 电流表

24V
电源

24V
直流电源

变送器 4 ～ 20mA

485/232
转换器

仪表

PC

mA

mA

热电阻

B
A
-
+

+

-

-
+

+           -

+           -

+                -

+                -+            -

+      - +           -

-              +

W W

显示（二次仪表）
或控制系统

应用事项：

安
全
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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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湿度篇

JWSM-2AT-K 防爆型两线制温湿度变送器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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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途

适用于易燃易爆领域，如燃气调压箱内部温湿度测量、天然气撬装
设备内部温湿度测量、武器弹药库、药厂、电厂、粉尘厂房、仓库、档案
馆、楼宇自控等。

特   点

■  精度高  ■  低漂移   ■  响应速度快
■  体积小  ■  安装方便  ■  使用寿命长
■  性能稳定  ■  抗干扰能力强

外形尺寸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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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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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爆级别：EXib II CT6

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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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湿度篇

JWSK-5ACXXF 防爆型三线制温湿度变送器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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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途

适用于易燃易爆领域，如燃气调压箱内部温湿度测量、天然气撬装
设备内部温湿度测量、武器弹药库、药厂、电厂、粉尘厂房、仓库、档案
馆、楼宇自控等。

特   点

■  精度高  ■  低漂移   ■  响应速度快
■  体积小  ■  安装方便  ■  使用寿命长
■  性能稳定  ■  抗干扰能力强  ■  变送电路密封防护

外形尺寸

选   型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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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E安全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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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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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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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湿度篇

外形尺寸

JWSK-6ACXXF 防爆型三线制温湿度变送器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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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途

适用于易燃易爆领域，如燃气调压箱内部温湿度测量、天然气撬装
设备内部温湿度测量、武器弹药库、药厂、电厂、粉尘厂房、仓库、档案
馆、楼宇自控等。

特   点

■  精度高  ■  低漂移   ■  响应速度快
■  体积小  ■  安装方便  ■  使用寿命长
■  性能稳定  ■  抗干扰能力强  ■  变送电路密封防护
■  液晶显示

选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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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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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E安全栅

外       壳 ABS彩色 86mm×117mm×41mm
（不包含探头部分）

A级

B级

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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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篇

特   点

■  电池供电，无需现场布线方便使用
■  超低功耗设计，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  ZigBee 无线通讯协议，抗干扰和组网能力强
■  金属外壳，全密封设计，保证全天候无忧作业
■  段式液晶显示现场数据
■  具有本质安全防爆认证、CE 认证等 

JYB-KB-CW2000 无线压力变送器

在华北油田的应用

概   述

JYB-KB-CW2000 是一款电池供电，基于 ZigBee 无线通讯协议的
高精度无线通讯压力变送器。无线通讯采用 2.4G  ZigBee 通讯协议，抗
干扰能力强；16 物理信道可选，65535 个网络 ID 可设，组网能力强。

本产品主要应用领域是针对野外或配套供电环境不便的场合，如输
油、气井、天然气、供暖等输送能源管道及场站进行压力监测。

应用领域

■  工业现场过程压力控制
■  LNG、CNG、长输管道等天然气的压力控制
■  钢厂、电厂、水利、水电、风电等压力控制
■  石油、化工、汽车、船舶制造、运输、挖掘等
■  液氧、液氮、液氩等低温深冷行业应用
■  锅炉、供暖、炼厂等高温行业应用
■  适用于工业现场供电不方便、布线不方便、配套设施不方便的应用领域

应用案例

选   型

JYB-KB-CW2000 无线压力变送器
□ 600m（空旷环境）
-1 200m（空旷环境）

技术参数

量程 0MPa ～ 35MPa 内任意指定量程，最小量程为 0-5kPa

测量介质 LNG、CNG、NG、LO2、LAr、甲烷 H2 等与 316 不
锈钢兼容介质

测量精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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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kPa ～ 5MPa 内）
0.5 级（满量程在 5kPa ～ 70kPa 内）
0.5 级（满量程在 5MPa ～ 35MPa 内）

输出形式 2.4G Zigbee 通讯协议

介质温度 － 20℃～ 60℃  （通过引压管等连接方式测量介质温
度可达－ 200℃～ 500℃）

环境温度 － 20℃～ 60℃
供电电池 能量型 C/ER26500/3.6V/8.5Ah 锂电池 

功耗 最大电流≤ 100mA（600m）/45mA（200m
休眠电流≤ 3uA（200m）

视窗尺寸 58mm×32mm（段式液晶）
参数设置 JZY-PZQ-W ZigBee 网线配置器
通讯频段 2.4GHz
传输距离 ≥ 600m/ ≥ 200m（空旷环境）可选
通讯信道 16 个（00-0F）
网络 ID 65535（0x0000 ～ 0xFFFE）
最大工作压力 2 倍量程
过程连接 M20×1.5 外螺纹 / 用户指定
外部零 件材料 普通不锈钢 /316L 不锈钢 / 用户指定
壳体材料 铸铝
防护等级 IP 54
本质安全防爆 Exia Ⅱ CT4
认证 CE 认证、CMC、防爆认证、9001 质量体系认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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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篇

特   点

■  电池供电，无需现场布线方便使用
■  超低功耗设计，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  ZigBee 无线通讯协议，抗干扰和组网能力强
■  金属外壳，全密封设计，保证全天候无忧作业
■  段式液晶显示现场数据
■  具有本质安全防爆认证、CE 认证等 

JWB-CW2000 无线温度变送器

概   述

JWB-KB-CW2000 是一款电池供电，基于 ZigBee 无线通讯协议的
高精度无线通讯压力变送器。无线通讯采用 2.4G  ZigBee 通讯协议，抗
干扰能力强；16 物理信道可选，65535 个网络 ID 可设，组网能力强。

本产品主要应用领域是针对野外或配套供电环境不便的场合，如输
油、气井、天然气、供暖等输送能源管道及场站进行温度监测。

应用领域

■  工业现场过程压力控制
■  LNG、CNG、长输管道等天然气的压力控制
■  钢厂、电厂、水利、水电、风电等压力控制
■  石油、化工、汽车、船舶制造、运输、挖掘等
■  液氧、液氮、液氩等低温深冷行业应用
■  锅炉、供暖、炼厂等高温行业应用
■  适用于工业现场供电不方便、布线不方便、配套设施不方便的应用领域

选   型

JYB-CW2000 无线温度变送器
600m（空旷环境）

-1 200m（空旷环境）

技术参数

无线小贴士

测量介质 LNG、CNG、NG、LO2、LAr、甲烷 H2 等与 316 不
锈钢兼容介质

介质温度 － 30℃～ 100℃  
环境温度 － 20℃～ 60℃
供电电池 能量型 C/ER26500/3.6V/8.5Ah 锂电池 

功耗 最大电流≤ 100mA（600m）/45mA（200m
休眠电流≤ 3uA（200m）

视窗尺寸 58mm×32mm（段式液晶）
参数设置 JZY-PZQ-W ZigBee 网线配置器
通讯频段 2.4GHz
传输距离 ≥ 600m/ ≥ 200m（空旷环境）可选
通讯信道 16 个（00-0F）
网络 ID 65535（0x0000 ～ 0xFFFE）
过程连接 M20×1.5 外螺纹 / 用户指定
外部零 件材料 普通不锈钢 /316L 不锈钢 / 非标定制
壳体材料 铸铝
防护等级 IP 54
本质安全防爆 Exia Ⅱ CT4
认证 CE 认证、CMC、防爆认证、9001 质量体系认证等

无线抗干扰
无线传感器网络用 2.4G 频段工作，与现场其他无线电器设备（如对

讲机）的通用工作频段不会形成相互干扰，同时，传感器网络建立时，会
自动对所处环境网络状况进行分析，选择最适合的信号传输通道（最多提
供 12 个通道选择）建立传输网络连接。

同时在软件的处理上，我们提供有效的数据校验重发机制，确保数
据传输的绝对准确。数据采集频率以秒为单位进行设置，有效保证数据的
准备性以及实时性。

无线防爆
无线电波无处不在，作为无线电波本身是不会成为爆炸环境中的爆

炸源，往往无线接收设备由于内部电路的老化、电路连接、电池接触不可
靠，当工作电流达到一定程度时，产生火花，成为爆炸源。

国家规定在潜在爆炸环境如加油站无线设备的禁用是以２０瓦特功
率为标准制定，且主要是针对手机等具有按键操作而容易产生电子摩擦的
电子设备。

CW2000 传感器终端电路低功耗设计，同时提供任何线路短路故障
保护功能，彻底排出电路产生火花的可能。同时，传感器外壳防爆等级的
全密封封装，进一步保障了设备的防爆性能。在安装及测试过程中，现场
设备无任何的电子机械动作或操作，与其他设备无任何电缆连接，从而排
除设备操作原因引发爆炸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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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篇

JZY-PZQ-W ZigBee 网络配置器

概   述

本设备与 JWB-CW2000、JYB-KB-CW2000 无线变送器配套使用，
通过 ZigBee 无线对变送器基本参数进行设置。

特   点

■  具有“一键设置”功能，方便大量设置传感器
■  可现场免拆卸设置传感器的基本参数
■  有两种参数设置方式
■  功耗低，使用寿命长
■  具有电池欠电提示功能
■  产品界面清晰，操作方便

应用框架图

供    电 5 节 AA 电池（5 × 1.5V）
信道范围 0 ～ 0x0F
网络 ID 范围 0 ～ 0xFFFE
设备地址范围 1 ～ 247
休眠时间范围 1s ～ 65535s
工作环境 0℃～ 50℃，5％ RH ～ 95％ RH（非结露）
存储环境 0℃～ 50℃，5％ RH ～ 95％ RH（非结露）
产品重量 ≤ 300 g
外壳尺寸 204mm×100mm×36mm

技术参数

100

36

20
4 20

4

性能对比

比较项目 CW2000 数采系统 其他数采系统
使用方便性 无线连接，安装部署方便快捷 有线连接，安装部署工作量大
维护方便性 设备独立，维护方便 设备关联性强，维护工作量大

运行稳定性 避免线缆连接带来的各种不稳
定因素

信号连接是现场环境重要的不
稳定因素

测量准确性 测量精度高 测量精度高
系统扩展性 系统配置灵活，扩展性能强 设备连接固定，扩展性能较差
系统性价比 高 较高

云
服
务
平
台

KL-H11XX
无线网关

JZH-3XX 
无线采集器

JWB-CW2000 无线温度变送器

JYB-P 型压力变送器

JYB-KB-CW2000 无线压力变送器

JYB-3151 差压变送器

JYB-H 型压力变送器

JWB-24\25\44\45
温度变送器

KL-H1XXX
有线数据采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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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篇

FB-A
防爆标志 [Ex ib Gb] IIC
供电电压 24VDC
开路电压 22VDC
工作电流 ≤ 20mA
最高输出电压 28V
最大输出电流 93mA
允许分布电容 ≤ 0.78μF
允许分布电感 ≤ 4mH
使用温度 -10℃～ 50℃
储存温度 -10℃～ 70℃
环境要求 安装于安全区，避免强电磁波
外型要求 105mm×75mm×22mm
重量 100g
防爆标志 [Exib Gb] II C
防爆证号 CE14.2156

FB-A 型安全栅 
概   述

齐纳式安全栅具有一体化结构，体积小、重量轻，轨道式安装，专用
集成芯片电路，使安全性更加可靠。

一个电源回路，两个信号通路；适用于两线制、三线制、四线制输出
变送器；过压、过流指示并保护；断电后可自动恢复正常工作；雪崩降压、
限流。拥有 [Ex ib Gb] IIC 类防爆证书。

此安全栅是我公司专门为石油、化工、天然气等易燃、易爆场所使用
的分散集中控制系统配套研发的安全限能器。

FB-A 安全栅经国家级防爆检验站审查，防爆安全性能符合 GB3836.1-
2010 和 GB3836.4-2010 国家标准的有关要求。

技术参数

选型流程

接线图

现场为本安仪表？ 可选择隔离

需选择安全栅

可靠性要求高 可靠性要求不高
价格要求低

FB-E 隔离式安全栅 FB-A 齐纳式安全栅

安全区 危险区

12-40V
直流电源

4-20mA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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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篇

结构：卡装式构造；模块化表芯；ABS 材质机壳；拔插式端子。

1  输入接线端：蓝色标识，连接至现场设备。
2  电源指示灯：仪表通电或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时灯亮。
3  输出接线端：绿色标识，连接至控制系统或其它单
  元组合仪表。
4  左侧机壳盖：与仪表右面机壳紧密扣合，用合适工
  具可撬开。
5  电源接线端：2孔 3mm 供电电源接线(13-/14+)。
6  透气散热孔：密集散热孔，通风对流设计。
7  产品标签粘贴部位：PET耐热材质标签，标注产品
  型号代码及相关重要参数。
8  右侧机壳：为主体机壳构件，与左机壳盖扣合。
9  安装卡口：35mm 标准 DIN 导轨卡式安装。

垂直安装示意图

导轨

（俯视）

（正前视） （右前视）

产品结构立体图示

外形及尺寸

　　FBE系列隔离式安全栅是依据国家标准：GB3836.1-2010《爆炸性气
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和GB3836.4-2010《爆炸性气体
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四部分：本质安全型“i”》设计的产品。是控制室仪表
与现场仪表之间的本质安全关联设备。可广泛应用与工业过程控制中需要
本质安全防爆的场合。

FBE 系列隔离式安全栅通用技术规格

■  供电电源—输入回路—输出回路之间电磁隔离。
■  全模块化设计，小体积，低功耗。
■  上电稳定时间3s～5s。
■  无需零点和满度调校。
■  薄型卡装式结构，耐燃性材质机壳，厚度仅为16mm，可密集安装，组
  合、拆卸十分方便。
■  拔插式接线端子，独立的电源接线端，可带电拔插，安装、接线、
  维护简便易行。
■  通过安全认证。

综合特点

工作电源 独立的电源接线端子连接，电源：20VDC～30VDC
最高防爆电压

Um 250V

隔离强度 输入回路/输出回路/供电电源/仪表外壳（以及接线端
子）之间 1500V～2500V AC/1分钟 50Hz

接线端子
拔插式接线端子

端子标号
输入接线端 1、2、3、4、5、6
输出接线端 7、8、9、10、11、12
供电电源接线端 13－、14＋

适合截面积不超过 2.5mm2 的多股或单股电缆。

安装及所处区域 35mm标准导轨卡式安装；建议采用垂直安装形式(见垂
直安装图示)。FB系列隔离式安全栅安装在安全区。

环境
温度湿度限制

工作运行温度 0℃～60℃
运输储藏温度 －20℃～80℃
相对湿度 5％RH～95％RH

外形尺寸 宽（厚）×高×深＝W16mm×H116mm×D110mm
整机重量 约110g～120g

性能指标

标准精度 ±0.1%FS
温度漂移 ±0.015%/℃
响应时间 ≤1s（0 → 90%）
稳定时间 ≤3s
电源电压
变动影响 ±0.1%（允许电压范围）

负载电阻
变化影响 ±0.1%/250Ω

通道隔离 输入－输出－电源之间隔离
绝缘电阻 ≥100MΩ/500V DC（AC）
隔离能力 1500VAC/1 分钟  50Hz

负载能力
≤500Ω(电流输出4mA～20mA、0mA～
20mA)
≥3KΩ(电压输出0V～5V、0V～10V)

最高防爆电压 250VAC
抗电磁兼容性 符合 IEC 61000 相关抗电磁标准

安全防爆认证
参数

防爆等级标志 [Exia]IIC 防爆证编号：CNEx12.1403

安全认证参数
Um：250V  Uo：28V  Io：93mA
Po：0.65W  Ro：300Ω Lo：2.4mH
Co：0.05uF

通用技术规格

安装方式

产品结构

FBE 型安全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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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篇

现场电源配电信号输入隔离式安全栅

　　现场电源配电信号输入隔离式安全栅，向现场危险区域的变送器提供
隔离的本安电源电压，并将变送器产生的4mA～20mA信号隔离转换后传
送至安全区控制系统或其他智能仪表。
　　本隔离式安全栅需要独立供电，供电电源－输入回路－输出回路之间
电磁隔离。

描　述

■  给变送器提供配电电压16.5V～28V。
■  将变送器4mA～20mA信号隔离传送。
■  可选择4mA～20mA或1V～5V信号输出，或其他所需的直流信号。
■  模块化表芯设计，无需零点和满度调节。
■  带有工作电源指示灯。
■  [Exia]IIC，输入回路过流保护。
■  即插即拔式接线端子，DIN导轨卡式安装。

特　性

典型应用

1  向现场变送器提供配电电压并将输入信号隔离转换。
2  连接至现场的设备 ：两线制或三线制变送器。
3  现场设备所处区域：0区、1区、2区；IIA区、IIB区、IIC区；T4～T6危
  险区。
4  安全栅连接至控制系统（或其它单元组合仪表）：各款DCS/PLC的AI
  卡，接收电流或电压信号。

选型、订货代码：一入一出选型参考

订货须知

选型、订货代码：二入二出选型参考选型、订货代码：一入二出选型参考
FBE044   -   I - II- III- IV

产品型号

第一路输入通道(Ex)    输入信号

4mA～20mA ……………………………… P

第二路输入通道(Ex)    输入信号

4mA～20mA ……………………………… P

第一路输出通道    信号输出

4mA～20mA …… A 1V～5V ………… 1

0mA～20mA …… B 0V～5V ………… 2

0mA～10mA …… C 0V～10V ……… 3

指定电流量程…… Z 指定电压量程 … 9

第二路输出通道    信号输出

4mA～20mA …… A 1V～5V ………… 1

0mA～20mA …… B 0V～5V ………… 2

0mA～10mA …… C 0V～10V ……… 3

指定电流量程…… Z 指定电压量程 … 9

1、参照选型举例，正确规范书写订货型号代码。
   举例1 输入: 1路、2路 变送器4mA～20mA   
    输出: 1路4mA～20mA; 2路4mA～20mA
    订货代码为: FBE044-PPAA
   举例2 输入: 1路、2路 变送器4mA～20mA   
    输出; 1路4mA～20mA; 2路0V～5V
    订货代码为: FBE044-PPA2

1、参照选型举例，正确规范书写订货型号代码。
   举例1  输入：变送器4mA～20mA   
    输出：1路4mA～20mA; 2路4mA～20mA
    订货代码为: FBE043-PAA
   举例2  输入: 变送器4mA～20mA   
    输出: 1路4mA～20mA; 2路0V～5V
    订货代码为: FBE043-PA2

订货须知订货须知

产品型号

输入通道(Ex)    输入信号

4mA～20mA ……………………………………P

输出通道    信号输出

4mA～20mA ………… A 1V～5V …………1

0mA～20mA ………… B 0V～5V …………2

0mA～10mA ………… C 0V～10V ………3

指定电流量程………… Z 指定电压量程 …9

FBE041    -    I    -    II

1、参照选型举例，正确规范书写订货型号代码。
   举例1  输入: 变送器4mA～20mA  输出: 4mA～20mA 
    订货代码为：FBE041-PA
   举例2  输入: 变送器4mA～20mA  输出: 0V～5V
    订货代码为: FBE041-P2

产品型号

输入通道(Ex)    输入信号

4mA～20mA ……………………………… P

第一路输出通道    信号输出

4mA～20mA …… A 1V～5V ………… 1

0mA～20mA …… B 0V～5V ………… 2

0mA～10mA …… C 0V～10V ……… 3

指定电流量程…… Z 指定电压量程 … 9

第二路输出通道    信号输出

4mA～20mA …… A 1V～5V ………… 1

0mA～20mA …… B 0V～5V ………… 2

0mA～10mA …… C 0V～10V ……… 3

指定电流量程…… Z 指定电压量程 … 9

FBE043  -   I - II -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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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篇

FBE900 现场电源配电信号输入（HART）
隔离式安全栅（一入一出）

　　FBE900现场电源配电信号输入（HART）隔离式安全栅，向现场危
险区域的两线制智能变送器提供隔离的本安电源电压，并将变送器产生的
4mA～20mA信号隔离转换后传送至安全区控制系统或其他智能仪表。该
产品支持HART数字信号双向通讯。同时兼容非智能变送器。
　　本隔离式安全栅需要独立供电，供电电源－输入回路－输出回路之间
电磁隔离。

描　述

■  接现场两线制智能变送器。
■  给变送器提供配电电压16.5V～28V。
■  将变送器4mA～20mA信号隔离传送。
■  可选择4mA～20mA或1V～5V信号输出，或其他所需的直流信号。
■  模块化表芯设计，无需零点和满度调节。
■  带有工作电源指示灯。
■  单通道，一入一出，输入回路过流保护。
■  即插即拔式接线端子，DIN导轨卡式安装。

特　性

典型应用

1  向现场变送器提供配电电压并将输入信号隔离传送。支持HART数字信号。
2  连接至现场的设备：两线制智能（HART）变送器。
3  现场设备所处区域：0区、1区、2区；IIA区、IIB区、IIC区；T4～T6危
  险区。
4  安全栅连接至控制系统（或其它单元组合仪表）：各款DCS/PLC的AI卡，
  接收有源4mA～20mA电流信号。

选型、订货代码：

订货须知

1、参照选型举例，正确规范书写订货型号代码。
   举例1  输入: 变送器4mA～20mA（带配电）   输出: 4mA～20mA
    订货代码为: FBE900-PA
   举例2  输入: 变送器4mA～20mA（带配电）  输出: 0mA～20mA
    订货代码为: FBE900-PB

FBE900  -   I   -   II

产品型号

输入通道(Ex)    输入信号

4mA～20mA(带配电) …………………… P

输出通道    信号输出

4mA～20mA ……………………………… A

0mA～20mA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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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篇

FBE051  -   I   -  II

产品型号

输入通道    输入信号

4mA～20mA ………A 1V～5V ………… 1

0mA～20mA ………B 0V～5V ………… 2

0mA～10mA ………C 0V～10V ………… 3

指定电流量程………Z 指定电压量程 …… 9

输出通道    信号输出

4mA～20mA ………A 1V～5V ………… 1

0mA～20mA ………B 0V～5V ………… 2

0mA～10mA ………C 0V～10V ………… 3

指定电流量程………Z 指定电压量程 …… 9

FBE053   -    I    -   II  -  III
产品型号

输入通道   输入信号

4mA～20mA ………A 1V～5V ………… 1

0mA～20mA ………B 0V～5V ………… 2

0mA～10mA ………C 0V～10V ………… 3

指定电流量程………Z 指定电压量程 …… 9

第一路输出通道   信号输出

4mA～20mA ………A 1V～5V ………… 1

0mA～20mA ………B 0V～5V ………… 2

0mA～10mA ………C 0V～10V ………… 3

指定电流量程………Z 指定电压量程 …… 9

第二路输出通道   信号输出

4mA～20mA ………A 1V～5V ………… 1

0mA～20mA ………B 0V～5V ………… 2

0mA～10mA ………C 0V～10V ………… 3

指定电流量程………Z 指定电压量程 …… 9

FBE054 -    I   -  I I  -   III  - IV
产品型号

第一路输入通道   输入信号

4mA～20mA ………A 1V～5V ………… 1

0mA～20mA ………B 0V～5V ………… 2

0mA～10mA ………C 0V～10V ………… 3

指定电流量程………Z 指定电压量程 …… 9

第二路输入通道   输入信号

4mA～20mA ………A 1V～5V ………… 1

0mA～20mA ………B 0V～5V ………… 2

0mA～10mA ………C 0V～10V ………… 3

指定电流量程………Z 指定电压量程 …… 9

第一路输出通道   信号输出

4mA～20mA ………A 1V～5V ………… 1

0mA～20mA ………B 0V～5V ………… 2

0mA～10mA ………C 0V～10V ………… 3

指定电流量程………Z 指定电压量程 …… 9

第二路输出通道   信号输出

4mA～20mA ………A 1V～5V ………… 1

0mA～20mA ………B 0V～5V ………… 2

0mA～10mA ………C 0V～10V ………… 3

指定电流量程………Z 指定电压量程 …… 9

直流信号输入隔离式安全栅

　　直流信号输入隔离式安全栅，是对连接到危险场合的直流信号输入，
经安全栅隔离限能处理，转换成标准过程信号输出至安全区的控制系统或
其他智能仪表。
　　本隔离式安全栅需要独立供电，供电电源－输入回路－输出回路之间
电磁隔离。

描　述

■  危险现场的各种本安设备的直流信号输入。
■  标准模拟信号电隔离。
■  可选择4mA～20mA或1V～5V信号输出，或其他所需的直流信号。
■  模块化表芯设计，无需零点和满度调节。
■  带有工作电源指示灯。
■  本安输入回路[Exia] IIC，输入回路过流保护。
■  即插即拔式接线端子，DIN导轨卡式安装。

特　性

典型应用

1  用于现场设备直流信号的电气隔离。
2  连接至现场的设备: 直流电流或电压信号。
3  现场设备所处区域：0区、1区、2区；IIA区、IIB区、IIC区；T4～T6危
  险区。
4  安全栅连接至控制系统（或其它单元组合仪表）：各款DCS/PLC的AI
  卡，接收有源电流或电压信号。

选型、订货代码：一入一出选型参考

订货须知

选型、订货代码：二入二出选型参考选型、订货代码：二入二出选型参考

1、参照选型举例，正确规范书写订货型号代码。
    举例1 输入：1路4mA～20mA；2路4mA～20mA  
    输出：1路4mA～20mA；2路0V～5V
    订货代码为: FBE054-AAA2

1、参照选型举例，正确规范书写订货型号代码。
   举例1  输入: 4mA～20mA   
    输出: 1路4mA～20mA; 2路4mA～20mA
    订货代码为：FBE053-AAA
   举例2  输入: 4mA～20mA   
    输出: 1路4～20mA; 2路0V～5V
    订货代码为：FBE053-AA2

订货须知

订货须知

1、参照选型举例，正确规范书写订货型号代码。
   举例1  输入: 4mA～20mA  输出: 4mA～20mA 
    订货代码为: FBE051-AA
   举例2  输入: 4mA～20mA  输出: 0V～5V
    订货代码为: FBE051-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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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篇

直流信号输出隔离式安全栅

　　直流信号输出隔离式安全栅，接收来自处于安全区调节器或操作器的
4mA～20mA信号，经本隔离式安全栅隔离传送，重现并驱动处于危险现场
的电气（I/P）转换器、阀门定位器各种线性执行器、显示设备等本安仪表。
　　本隔离式安全栅需要独立供电，供电电源－输入回路－输出回路之间电
磁隔离。

描　述 选型、订货代码：一入一出选型参考

1、参照选型举例，正确规范书写订货型号代码。
   举例1:输入: 4mA～20mA   
    输出: 4mA～20mA 
    订货代码为：FBE045-AA

订货须知

■  驱动危险现场本安设备，负载可高达750Ω。
■  4mA～20mA输入，隔离输出4mA～20mA。
■  模块化表芯设计，无需零点和满度调节。
■  带有工作电源指示灯。
■  本安输入回路[Exia] IIC，输入回路过流保护。
■  即插即拔式接线端子，DIN导轨卡式安装

特　性

典型应用

1 模拟量电流信号的隔离输出，驱动现场本安设备。
2 连接至现场的设备:阀门定位器、电气转换器以及其他本安显示设备。
3 现场设备所处区域：0区、1区、2区；IIA区、IIB区、IIC区；T4～T6危
  险区。
4 安全栅连接至控制系统（或其它单元组合仪表）：各款DCS/PLC的AO
  卡，输出电流或电压信号。

　　直流信号输出隔离式安全栅，接收来自处于安全区调节器或操作器的
4mA～20mA信号，经本隔离式安全栅隔离传送，重现并驱动处于危险现场
的电气（I/P）转换器、阀门定位器各种线性执行器、显示设备等本安仪表。
　　本隔离式安全栅需要独立供电，供电电源－输入回路－输出回路之间电
磁隔离。

描　述 选型、订货代码：二入二出选型参考

1、参照选型举例，正确规范书写订货型号代码。
   举例1：输入: 1路4mA～20mA; 2路4mA～20mA   
       输出: 1路4mA～20mA; 2路4mA～20mA
       订货代码为：FBE049-AA AA

订货须知

■  驱动危险现场本安设备，负载可高达750Ω。
■  4mA～20mA输入，隔离输出4mA～20mA。
■  模块化表芯设计，无需零点和满度调节。
■  带有工作电源指示灯。
■  本安输入回路[Exia] IIC，输入回路过流保护。
■  即插即拔式接线端子，DIN导轨卡式安装。

特　性

产品型号

  FBE049    -    I   -   II -  III -  IV

第二路输出通道(Ex)    信号输出

4mA～20mA ……………………………… A

第一路输出通道(Ex)    信号输出

4mA～20mA ……………………………… A

第二路输入通道    输入信号

4mA～20mA ……………………………… A

第一路输入通道    输入信号

4mA～20mA ……………………………… A

典型应用

1 模拟量电流信号的隔离输出，驱动现场本安设备。
2  连接至现场的设备:阀门定位器、电气转换器以及其他本安显示设备。
3  现场设备所处区域：0区、1区、2区；IIA区、IIB区、IIC区；T4～T6危
  险区。
4  安全栅连接至控制系统（或其它单元组合仪表）：各款DCS/PLC的AO
  卡，输出电流或电压信号。

产品型号

FBE045    -     I    -   II

输出通道(Ex)    信号输出

4mA～20mA ……………………………………… A

输入通道    输入信号

4mA～20mA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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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篇

压力液位计量证 压力，液位计量器具型式
批准证书

压力，液位计量器具型式
批准证书副本

电磁流量计计量器具型式
批准证书

压力、液位变送器
计量器具许可证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压力 CE 认证 温度 CE 认证 压力船级社认证 温度船级社认证中石油物资采购
准入证

GJB9001B
质量管理体系

ISO9001
质量体系

企业资质认证

行业资质认证
安全栅类

温湿度类 压力液位类

温度类

物位测量类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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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篇

昆仑海岸产品在现场的应用

②

④

⑥ ⑦

① JYB-P 型压力变送器在 LNG 小型气化撬的应用

② JWB-25 型温度变送器在 LNG 水浴汽化器上的应用

③ JYB-3151 型产品在燃气现场应用

④ JWB 温度在水浴换热器的应用

⑤ JYB-P 型压力在 LNG 液相管道监控

⑥昆仑海岸产品在 LNG 移动加注撬上的应用

⑦ JWB 型温度在 LNG 液相温度监控

① ③

⑤

天然气行业应用及合作伙伴

新兴能源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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