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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介绍 
1.1 产品概述 

该变送器标准86*86mm尺寸，可方便的嵌入现场接线盒，带有大屏液晶显示直观，探

头内置型安装简单美观，探头外置型可用于特殊场合温度检测。产品广泛适用于通信机房、

配电柜、仓库楼宇、工业控制现场等需要温度检测的场合。 

1.2 功能特点 
采用美国进口的测温单元，测量精准。采用专用的模拟量电路，使用温度范围宽。10~30V

宽电压范围供电，规格齐全，安装方便。可同时适用于四线制与三线制接法。 
1.3 主要技术指标 

直流供电（默认）  10~30V DC 

 

最大功耗 

电流输出 0.8W 

电压输出 0.8W 

默认精度 温度 ±0.5℃（25℃） 

宽量程精度 温度 ±1℃（25℃） 

   变送器电路工作温度 -20℃~+60℃，0%RH~80%RH 

探头工作温度 -40℃~+120℃（定做），默认量程范围：-40℃~+80℃ 

探头工作湿度 0~100%RH 

长期稳定性 温度 ≤0.1℃/y 

响应时间 温度 ≤10s(1m/s 风速) 

输出信号 电流输出 4~20mA 

电压输出 0~5V/0~10V 可选 

负载能力 电压输出 输出电阻≤250Ω 

电流输出 ≤600Ω 

开孔尺寸 6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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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品选型 
KR-  公司代号 
 WD1  单温度变送、传感器  86 液晶壳 

 I20-  4~20mA 电流输出 
V05-  0~5V 电压输出 

V10-  0~10V 电压输出 
 1 外置圆形不锈钢探头 

2 外置磁吸式探头 
3 外置扁形不锈钢探头 

4 外置 4 分管螺纹探头 

3H 外置扁高温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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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备安装说明 
3.1 设备安装前检查 
设备清单： 

 变送器设备 1 台 

 12V/1A 电源 1 台（选配） 

 安装膨胀塞及螺钉 2 个 

 合格证、保修卡、校准报告（选配）等 

3.2 设备接线及显示 
3.2.1 电源接线 

宽电压电源输入 10~30V 均可。针对 0~10V 型输出，只能用 24V 供电。 

3.2.2 输出接口接线 

设备标配是具有 1 路模拟量输出。可同时适应三线制与四线制。 

3.2.3 液晶显示 

 

序号 说明 

1 实时温度显示 

2 设备功能按键，此型号设备按键不可用 

3 设备电源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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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具体型号接线   

 
序号 说明 序号 说明 

1 电源正（10~30V DC） 5 温度信号正 

2 电源负 6 温度信号负 
3 传感器黄色线 7 空 

4 传感器棕色线 8 传感器蓝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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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接线方式举例 

 
四线制接法示意图 

 

 
三线制接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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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液晶壳安装步骤 

 

4. 温湿度的计算方法 
4.1 电流型输出信号的转换计算 

例如：量程-40～80℃，4～20mA 输出，当输出信号为 10mA 时，计算当前的温度值。

此温度量程的跨度为 120℃，用 16mA 的电流信号来表达，120℃/16mA=7.5℃/mA，即电流

1mA 代表温度变化 7.5℃，测量值 10mA-4mA=6mA，6mA*7.5℃=45℃。45+（-40）=5℃，

所以当前温度为 5℃。 

4.2 电压型输出信号的转换计算 
例如：量程-40～80℃，0-10V 输出，当输出信号为 5V 时，计算当前的温度值。此温

度量程的跨度为 120℃，用 10V 的电压信号来表达，120℃/10V=12℃/V，即电压 1V 代表温

度变化 12℃，测量值 5V-0=5V，5V*12℃=60℃。60+0=60℃，所以当前温度为 60℃。 

5.常见问题及解决办法 
5.1 无输出或输出错误 



                                   单温度变送器使用说明书（模拟量型）V2.0 

北京中科昆锐科技有限公司           www.krckcn.com 
 

9 

可能的原因： 

1)量程对应错误导致 PLC 计算错误，本公司产品测温范围默认均为-40℃~80℃。 

2)接线方式不对或者接线顺序错误。 

3)供电电压不对（针对 0~10V 型均为 24V 供电）。 

4)变送器与采集器之间距离过长，造成信号紊乱。 

5) PLC 采集口损坏。 

6)设备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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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联系方式 
北京中科昆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东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冶金路口东 300 米 518 号 

邮编：065201 

电话：（86）010-51285883 

传真：（86）010-80841171 

网址：www.krckcn.com  

 
 

7. 文档历史 
V2.0     文档建立 

http://www.jnrsmc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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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壳体尺寸 

86×86×2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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