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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WD101 温度变送器温度变送器温度变送器温度变送器 

应用领域应用领域应用领域应用领域：：：： 
广泛应用于各种需要进行温度测量的领域广泛应用于各种需要进行温度测量的领域广泛应用于各种需要进行温度测量的领域广泛应用于各种需要进行温度测量的领域，，，，与温度传感器配套使用与温度传感器配套使用与温度传感器配套使用与温度传感器配套使用。。。。 
 

一一一一、、、、工作原理工作原理工作原理工作原理 
温度变送器是温度仪表中的可以用于现场安装的温度变送器单元。它采用二线制 (两根

导线作为电源输入,信号输出的公用传输线)或者四线制传送方式。将热电偶、热电阻信号变

换与输入信号或与温度信号成线性的 4～20mADC 输出信号。下图就以 Pt100 为例： 

 

由 Pt100 （二、三或四线制）测得的信号在输入级被放大。此电压与输入变量成正比，

再经模/数转换器（1）转换为数字信号，这些信号又在微处理器（2）中按传感器特性及其

它参量（阻尼、线路电阻等）加以转换。这样得到的信号又在数/模转换器（3）中转换为与

负载无关的 4-20mA 的直流电流。电源（4）位于输出信号电路中。 

变送器可以安装于热电偶、热电阻的接线盒内与之形成一体化结构。它作为新一代测

温仪表可广泛应用于冶金，石油，化工，电力，轻工，纺织，食品，国防以及科研等工业部

门。 

二二二二、、、、产品产品产品产品特点特点特点特点 
� 将热电偶或热电阻信号转换为与所测量温度成线性关系的标准信号； 

� 本安防爆型仪表.其标志为(ib)ⅡCT6； 

� 可以节省价格昂贵的补偿导线,和提高了信号长距离传送过程中抗干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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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理想的线性化校正和冷端补偿功能； 

� 采用高性能固定模块,结构紧凑,体积小,重量轻； 

� 采用树脂浇注工艺，防震、防潮； 

� 电源极性反接保护电路； 

� 输入、输出、电源三端隔离（导轨式变送器）。 

三三三三、、、、技术技术技术技术参数参数参数参数 
 1.分度号及测量范围分度号及测量范围分度号及测量范围分度号及测量范围 
  ⑴热电阻 

热电阻类别 测温范围 精度等级 允许偏差 

Cu -50～+100  ±(0.30+0.006)ltl 

Pt -200～+500 
A 级 ±(0.15+0.002)ltl 
B 级 ±(0.30+0.005)ltl 

注：表中 t 为被测温度的绝对值，℃。 

⑵.热电偶 

分度号 

允差等级 

Ⅰ Ⅱ 

允差值 测温范围℃ 允差值 测温范围℃ 

K 
±1.5℃ -40～+375 ±2.5℃ -40～+333 

±0.004|t| 375～1000 ±0.0075|t| 333～1200 

E 
±1.5℃ -40～+375 ±2.5℃ -40～+333 

±0.004|t| 375～800 ±0.0075|t| 333～900 

S 
±1℃ 0～+1100 ±1.5℃ 0～600 

±[1+0.003(t-1100)] 1100～1600 ±0.0025|t| 600～1600 

B 
― ― ― ― 

― ― ±0.0025|t| 600～1700 

注：t 为实际温度，允许可用温度度数表示，也可用实际温度的百分数表示，取其大者。 

2.常用输出信号常用输出信号常用输出信号常用输出信号 
输出信号：DC 4～20mA；0～10mA；0～5V；0～10V 

3. 输入输入输入输入 

热电阻 Pt100、Pt1000、Cu50 、Cu100 

热电偶 K、E、S、B、T、J、N 

4. 供电电压供电电压供电电压供电电压 

12~45VDC，最好为 DC 24V 

*量程可调式变送器量程可调式变送器量程可调式变送器量程可调式变送器，，，，改变量程时零点与满度需反复调试改变量程时零点与满度需反复调试改变量程时零点与满度需反复调试改变量程时零点与满度需反复调试；；；；电偶型变送器在调试前须预热电偶型变送器在调试前须预热电偶型变送器在调试前须预热电偶型变送器在调试前须预热 
30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四四四四、、、、仪表仪表仪表仪表选型选型选型选型 
仪表种类 

说明 
JA-WD101 -□ /□ /□ /□ /□ /□ 

仪表类型 
C 

     
常规型 

I 智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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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挂壁型 

G 导轨型 

感温元件材质 

P Pt100 

C Cu50 

K K 型热电偶（镍铬－镍硅） 

E E 型热电偶（镍铬－康铜） 

S S 型热电偶（铂铑 10－铂） 

B B 型热电偶（铂铑 30－铂铑 6） 

R R 型热电偶（铂铑 13－铂） 

N N 型热电偶（镍铬硅－镍硅镁） 

J J 型热电偶（铁－康铜） 

T T 型热电偶（铜－康铜） 

精度等级 

A 0.1%FS 

B 0.2%FS 

C 0.5%FS 

输出信号 

1 4~20mA 

2 0~10mA 

3 0~5V 

4 0~10V 

5 4~20mA +现场显示 

6 4~20mA +Hart 

7 4~20mA +现场显示+Hart 

输入形式 

02 2 线制输入 

03 3 线制输入 

04 4 线制输入 

供电电源 A DC 24V 

注注注注：：：：如订购导轨式温度变送器如订购导轨式温度变送器如订购导轨式温度变送器如订购导轨式温度变送器，，，，还需注明几路输入还需注明几路输入还需注明几路输入还需注明几路输入，，，，几路输出几路输出几路输出几路输出。。。。 
选型举例：JA-WD101-PC-102A------JA-WD101 常规型温度变送器，感温元件为热电阻

Pt100，0.5 级精度，2 线制输入，4~20mA 输出，DC24V 供电。 

五五五五、、、、外形外形外形外形尺寸尺寸尺寸尺寸 
 1.常规型、智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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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导轨型 

 
六六六六、、、、安装及使用安装及使用安装及使用安装及使用 
1. 环境条件 

.⑴环境温度:-25～80                    ℃  

.⑵相对湿度:5﹪～95%                     

.⑶机械振动: f≤55Hz,振幅<0.15mm         

.⑷周围空气中不含有引起热电偶、热电阻腐蚀的介质 

2 .安装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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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避免在炉门或加热物体过紧之处安装,接线盒不可碰触被测介质的容器壁。安装地点尽量

避免强烈震动。 

3 .安装套管的安装 

安装套管是设备制造中预装的，所以在设计设备时应根据设备内被测介质的温度、压力、

流速等因素选择套管的形式及材质，选择的要点是套管的结构强度要不低于设备本身，甚至

应高出设备。 

4 .接线 

⑴导线的选择 

a. 热电阻的连接导线一般选用铜芯导线，根据距离远近选择导线的截面积的大小，根据

环境选择导线的绝缘材料及不同的防护性能；   

 b. 热电偶的连接导线应使用与热电偶分度号相匹配的补偿导线，应根据距离远近，环

境温度及有关防护要求选择不同型号，不同截面积的补偿导线； 

.⑵模块式温度变送器接线方法 

 

 

.⑶导轨式温度变送器接线方法 

  .①热电阻（一入一出） 

 
 .②热电阻（一入两出） 

端子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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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热电偶（一入一出） 

 
.④热电偶（两入两出） 

端子接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