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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向您介绍了Dpharp EJX和EJA-E系列

BRAIN & HART协议变送器的安装及接线基本

操作规程，产品安装手册信息见表1.1。本手册

不包含FF、Profibus和Modbus协议的技术规

格、操作、维护及故障信息。

EJXC 40A电子远传变送器参考其专用说明书。

为了确保正确和安全使用仪表，操作前请仔细

阅读表1.1中所列安装手册。

备注：选型代码或附加规格代码为“Z”时可能有专用使用

      手册，请与标准手册一起阅读。

安装手册包括用户手册和通讯手册。硬件手册

介绍产品的安装、接线、操作、维护及详细的

型号规格信息；通讯手册介绍各种通讯协议类

型，包括用于安全仪表系统的安全手册。

警告

1.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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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安装手册

本用户手册的内容变更，不会预先通知。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本安装手册的任何部

分不能以任何形式被复制。

对于本用户手册，横河川仪不做任何保证，

包括但不限于商业性以及特定用途的默示保

证。

本用户手册如有任何错误或信息遗漏，请与

横河川仪联系。

表 1.1 PDF 用户手册清单和适用模式代码

[EJX 系列用户手册]

EJAC80E&EJAC50E IM01C25W01-EN

S1,S2

S1,S2

S1,S2
S1,S2

S1,S2

&

&
&

[EJA-E 系列用户手册]

[EJA-E 系列通讯手册]

[EJX 系列通讯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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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警告

警示

警示

重要

注意

本用户手册涵盖的规格仅适用于规格型号中

的标准型，不适用于用户特殊订货。

请注意仪表的规格、结构或零部件变更后，手

册可能未及时更改。但从功能与性能角度，修

订版本的滞后不会给客户带来不便。

横河川仪对本说明书以外的产品不承担责任。

如果用户或其它第三方在使用产品时，由于

不可断定的缺陷或间接伤害，横河川仪不承

担责任。

本用户手册描述的型号如EJ□110□，表示

能同时用于EJX110A和EJA110E，同样的描

述也适用于其它型号。

本用户手册使用以下安全符号：

仪表必须由专业工程师或技术人员安装。

若遇高温测量介质，小心不能触摸仪表本体

或外壳，避免烫伤。

仪表使用过程中，切勿松开过程接头螺母，

会导致过程流体的突然喷射。

从测压部排放残留物时，请特别注意，避免

吸入有害蒸汽，或者皮肤、眼睛接触有毒的

过程流体。

从危险场所拆除仪表时，避免接触流体和仪

表的内部。

所有安装应符合当地安装要求和电气规范。

仪表必须由专业工程师或技术人员安装。

仪表连接电源线之前，请确认电源关闭，电

线中无电流通过。

表示如不避免，潜在危险状态会导致生命危险

或严重伤害。

表示如不避免，潜在的危险状态会导致中轻度

伤害，也用于警告非安全操作。

表示该操作会导致硬件或软件损坏或系统出错。

提请注意与操作和性能有关的重要信息。

带有此符号的操作需参考用户手册，避免造

成人身伤害或仪表损坏。

为了保证操作员和仪表系统的安全，请仔细阅

读使用注意事项，严格按照安全规则操作，对

用户违反操作则而造成的一切损失，本公司概

不负责。请注意以下事项：

(a)   安装

(b)   接线

接线

1.1 安全使用产品

2 <1. 简介>



警告

警告

警告

警告

断电5分钟后，再开盖 。 

不要在潮湿的天气或环境中打开盖子。否则

外壳防护失效。

请按本安装手册描述的项目进行维护。如有

其他需要，请联系横河川仪售后服务部门。

维护时避免结构变动，注意防止灰尘或其它

异物停留在显示屏和铭牌上，用柔软的干布

清洁表面。

防爆型仪表的用户，请先阅读本手册2.4节

（防爆型仪表的安装）。

对于TIIS防爆型仪表，请阅读“TIIS防爆型

仪表的安装及操作注意事项”。

本仪表仅限于受过培训的人员使用。

在危险区域操作仪表或周边设备时，小心不

要产生火花。

用户自行更改仪表引起的故障或损失，横河

川仪公司概不负责。

仪表应按照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或法规处置。

关于CE标志,本产品在EEA(欧洲经济区)的

授权代表是：

Yokogawa Europe B.V. 

Euroweg 2, 3825 HD Amersfoort,The 

Netherland

(c)   操作

(d)   维护

(e)   防爆型仪表

(f)   更改

(g)   产品处置

(h)   EEA授权

3<1.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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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不正确或不适当的维护。

仪表未按设计要求正确操作、使用或保管

导致的故障或损坏。

仪表使用场所与横河川仪指定的标准不符，

或安装场所不正确。 

由非横河川仪或非指定的维修单位进行的

修改或维护引起的故障或损坏。

质保期为购买时合同所指的期限，质保期内

发生的质量故障，原则上免费维修。

仪表发生任何故障，请与仪表销售商或横河

川仪公司联系。

仪表出现故障时，请告知故障现象和故障发

生时的环境情况，包括型号规格和序列号，

也可提供图例、数据和其它信息。

由于以下原因发生故障，即使在质保期内，

用户也需承担维修费用。

1.2 质保

由于错误安装仪表引起的故障或损坏。

由不可抗力引起的损坏。如火灾、地震、

暴雨、洪水、雷电/闪电或其它自然灾害

，暴乱、战争或放射性污染。

Dpharp、EJX、EJA、FieldMate和BRAIN手

操器是横河电机株式会社的注册商标。本手

册中使用的公司和产品名称均为各自所有者

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本手册中的商标或注册商标均未标记TM或

商标

(i)   产品有害物质限制管理

根据中国《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而提供的。

 

环保使用

 

期限： 

该标识

 

注）该

 

识适用于 SJ /T

该年数为“环保

T11364 中所述

保使用期限”

述，在中华人

，并非产品

民共和国销售

的质量保证期

售的电子电气

期。 

气产品的环保使使用期限。

型

EJX/E
EJA/EJA
差压/压

FVX
现场总线网

○：表

×：表

 

型号 

EJA-E/
A-A Series 
压力变送器 

X110 
网段指示器 

表示该部件的所

表示至少该部件

部件名称

壳体 

膜盒组件

基板组件

电源连接线

壳体 

基板组件

电源连接线

所有均质材料

件的某些均质

称 铅

（P

×

件 ×

件 ×

线 ×

×

件 ×

线 ×

料中的有害物质

质材料中的有害

铅 

b） 

汞

（Hg

× ○

× ○

× ○

× ○

× ○

× ○

× ○

质的含量均在

害物质的含量

有

汞 

g） 

镉

（Cd）

 ○

 ○

 ○

 ○

 ○

 ○

 ○

在 GB/T26572 

量均在 GB/T26

有害物质 

） 

六价铬

（Cr(VI)

○ 

○ 

× 

○ 

○ 

× 

○ 

标准中所规

6572 标准中

铬 

)） 

多溴联苯

（PBB）

○ 

○ 

○ 

○ 

○ 

○ 

○ 

规定的限量以下

所规定的限量

苯 

 

多溴二苯醚

（PBDE）

○ 

○ 

○ 

○ 

○ 

○ 

○ 

下。 

量以上。 

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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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TEX文件

仅适用于欧盟国家。

5<1. 简介>

简
介



2. 使用注意事项

变送器到货后，请检查外观是否有损伤，同时确

认图2.1 所示变送器安装零部件是否齐全。如果

订货时未指定安装支架或过程接头，则不附带安

装零部件。

图 2.1  变送器安装部件

6 <2. 使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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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

警告

请尽量避免温度变化大或者明显梯级温度的

位置。如果该场所暴露于厂区设备的热辐射

下，请采取隔热和通风措施

请勿将变送器安装在腐蚀性环境中。如果不

可避免，必须采取措施通风，并防止雨水渗

入电缆线内。

虽然变送器在设计上是耐冲击、抗振动的，

也应尽量安装在冲击少和振动小的场所。 

防爆型变送器安装在含有爆炸性气体的危险

场所。参阅2.4节“防爆型变送器的安装”。

为了安全操作变送器，必须遵守以下注意事项：

2.4 防爆型变送器的安装

对于本安或隔爆设备，由于用户维修或变更后，

仪表未能恢复到其初始状态，本安或防爆结构可

能被破坏，操作时会有危险。仪表维修或变更

前，请与横河川仪公司联系。

仪表已通过本安或防爆测试认证。请注意仪表的

结构、安装、外接线、维护或维修，必须严格遵

守相关规定，违反规定将导致危险操作。

防爆型仪表在安装、接线和配管时，需特别注

意其安全性。维护和维修也有严格的安全要求

限制，请仔细阅读以下章节。

2.1 型号规格确认

仪表的型号和规格，刻印在壳体外侧的铭牌上。

2.3 压力连接

警告

仪表在工作状态时，切勿松开过程连接螺

栓，以免流体突然喷出，发生危险。

从测压部排放有毒残留物时，应采取适当

措施，防止残留液接触到皮肤、眼睛，或

吸入蒸汽。

图 2.2  铭牌

2.2 安装位置选择

(a) 环境温度

(b) 空气条件

(c) 冲击与振动

(d) 防爆型变送器的安装

(a) 确认所有过程连接螺栓已紧固。

(b) 确认导压配管无泄漏。

(c) 绝不施加超过指定的最大工作压力。

即使在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变送器也能正常工

作。为了确保长期稳定性和精确性，选择安装

场所时，请遵守以下几点。

使
用
注
意
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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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重要

对于联合认证型变送器，一旦安装了联合认证型

变送器，就不能安装其它认证的变送器。在变送

器的标签上，用一个永久的标记注明选定的认证

类型，以区别于其它认证。

注1.附加规格代码/NF2的EJX/EJA-E系列差

    压、压力和绝对压力变送器适用于危险场所：

注2.接线

警告

除P或S外的输出信号代码

断电后5分钟再打开外壳。

输出信号代码P或S

断电后10分钟再打开外壳。

当环境温度≥ 65℃时，使用耐热90℃以上

的电缆和电缆接头。

在危险场所使用仪器和外围设备时，请注

意避免产生机械火花。

注3.操作

危险区域不能使用量程设置开关。

2.4.1 NEPSI 认证

a.    NEPSI隔爆型

    NEPSI隔爆型注意

认证号：GYJ18.1010X

GYJ13.1043X(有效期到2018年3月28日）

适用标准：GB3836.1-2010、

GB3836.2-2010

防护类型和标记代码：

Ex d IIC T4～T6 Gb

防护等级：IP66/IP67

最大过程温度：120℃（T4）、

100℃（T5）、85℃（T6）

环境温度：-50～75℃（T4）、

-50～80℃（T5）、-50～75℃（T6）

电源电压：最大42 V dc

最大32 V dc（FOUNDATION Fieldbus

和PROFIBUS PA）

9～28 V dc，27 mW（低功耗）

9～30 V dc，250 mW（RS485 Modbus）

最大7.14 V dc，20 mW（从模块型）

输出信号：4～20 mA dc

15mA（FOUNDATION Fieldbus和

PROFIBUS PA）

1～5 V（低功耗）

RS485 Modbus（RS485 Modbus）

在危险场所，电缆入口设备应为经过认证

的防爆型，适合使用条件并正确安装。

（参照注5）

未使用的孔应通过合适的防爆认证的盲塞

封闭。（附带的插头作为本设备的一部分

认证，防护等级IP66 / IP67）（参见注5）

使用ANSI 1/2 NPT盲塞时，请使用ANSI

六角扳手拧紧。

外部接地设备应可靠连接。

禁止由横河电机株式会社授权代表以外的

人员修改仪器或更换部件，否则将使

NEPSI认证失效。（参照注6）

电气连接

指示电气连接类型的标记压印在电气连接

端口附近。这些标记如下。

注4.维护和维修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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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静电可能会导致爆炸危险。禁止产生静电

的任何操作，例如用干布擦拭产品的涂层

表面。

火焰路径值与GB3836.2-2010中给出的标

准值不同。只允许制造商或授权代表进行

设备维修。

（认证号后面的后缀“X”表示本产品须

遵守安全使用的特殊条件）。

注6.安全使用的特殊条件

如果电缆入口的螺纹类型为M20×1.5或

1/2-14NPT，在危险场所安装时应使用认

证机构按照GB 3 8 3 6 . 1 - 2 0 1 0和 G B 

3836.2-2010认证为Ex d IIC Gb保护类型

的适配器和盲塞。防护等级应为IP66/ 

IP67，也可用制造商提供的盲塞。如果电

缆入口的螺纹类型为G1/2，则只能使用制

造商提供的电缆接头和盲塞。

禁止用户更改配置，以确保设备的防爆性

能。

安装、使用和维护压力变送器时，请遵守

以下标准：GB3836.13-2013爆炸性环境 -

第13部分：设备修理、检修、修复和回收

、GB3836.15-2000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

设备 第15部分：危险场所电气安装（煤矿

除外）、GB3836.16-2006爆炸性气体环境

用电气设备 第16部分: 电气装置的检查和

维护（煤矿除外）、GB50257-2014电气装

置安装工程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气装置

施工及验收规范。

注5.安全使用条件

注1．EJX/EJA-E系列差压、压力和绝压变送     

    器，附加规格代码NF21，可用于以下危险    

    场所：

b. NEPSI 粉尘隔爆型

NEPSI隔爆型注意

证书编号：GYJ18.1134X

适 用 标 准 ： G B 3 8 3 6 . 1 - 2 0 1 0 ，

GB3836.2-2010，GB12476.1-2013, 

GB12476.5-2013

防护类型与标记代码：Ex d IIC T4～T6 

Gb，Ex tD A21 IP66/IP67 T85℃

防护等级：IP66/IP67

环境温度（气密）：

-50～75℃(T6)，-50～80℃(T5),

-50～75℃ (T4)

过程温度Tp.（气密）：

-50～85℃(T6)，-50～100℃(T5),

-50～120℃(T4)

防尘的最大表面温度：T85℃ (Tamb.: 

-30*～75℃，Tp.: -30*～85℃)

*当指定/HE.时为-15℃

电源电压：最大42 V dc

最大32 V dc. (FOUNDATION现场总线型

和PROFIBUS PA型)

9～28 V dc，27 mW（低功耗型）

9～30 V dc, 250 mW (RS485 Modbus

通讯型)

输出信号：4～20 mA dc

15 mA (FOUNDATION现场总线型和

PROFIBUS PA型)

1～5 V（低功耗型）RS485 Modbus 

(RS485 Modbus通讯型)

从属模块类型，输出信号代码“S”，只需

连接到主模块类型。输出信号代码“P”，

用于电源和通讯的四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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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维护和维修

注5．安全使用特殊条件

未经横河川仪公司授权，禁止对仪表进行

改装和部件更换，避免NEPSI认证失效。

电气连接

电气连接类型标记在电气接口附近，标记

如下：

火焰路径与GB3836.2-2010中的标准值不

同。设备的维修只能由制造商或授权代表

进行。

将变送器外壳固定到传感器膜片的紧固件

等级至少为A*-50。

钛膜片的变送器，应避免由于冲击和摩擦

引起的着火危险。

在危险场所，导线连接件应符合隔爆认证，

满足使用条件，并正确安装。

未使用的电缆孔用防爆盲塞密封。

（盲塞应符合 IP66/IP67）

如果是 ANSI l/2 NPT 接头使用 ANSI 六

角扳手拧入。

外部接地设施应可靠连接。

注2．接线

警告：

输出信号代码 P 或 S除外

断电后，在开机前延时 5分钟。

输出信号代码 P 或 S

断电后，在开机前延时 10 分钟。

警告 :

当环境温度≥65℃时，请使用≥90℃的耐

热电缆。

在危险场所中，靠近仪表和其它外围设备

时，应避免产生机械火花。

警告：

静电电荷会引起爆炸危险。避免产生静电

电荷的任何动作，例如用干布在产品涂层

表面上摩擦。

注3．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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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附加规格代码/NS21的EJX/EJA-E系列差 

   压、压力和绝对压力变送器适用于危险场所

c. HART/BRAIN协议的NEPSI本安类型

  （EJX9□0A除外）

NEPSI本安类型注意

认证号：GYJ17.1224X

适用标准：GB3836.1-2010、

GB3836.4-2010、GB3836.20-2010

保护类型和标记代码：Ex ia IIC T4 Ga

防护等级：符合GB4208的IP66 / IP67

环境温度：-50～60℃

最大过程温度：120℃

注2.实体参数

本安级别如下：

Ui = 30 V

Ii = 200 mA

Pi = 0.9 W（线性电源）

Ci = 27.6 nF

Li = 0 μH

注3.安装

 *1.任何使用安全栅的输出电流必须由电阻器

   “R”限制，使得Io = Uz/R。

 *2.安全栅必须经NEPSI认证。

 *3.使用非隔离栅时，请连接到IS接地系统。

参见控制图。所有接线应符合当地安装要

求。

+  

–  

+  

–  

F0202.ai
*3

危险场所 非危险场所

变送器

电源 安全栅 *1,*2

当仪表安装在爆蚱性气体环境中时，应采

用 符 合 G B 3 8 3 6 . 1 - 2 0 1 0 和

GB3836.2-2010，保 护 类 型 为 Ex d IIC 

Gb 的 M20  1.5 或 1/2-14NPT 螺纹型电

缆接口、适配器和盲塞元件。lP 代码应该

是 IP66 /lP67。

当仪表安装在可燃尘埃的环境中时，应采

用 符 合 G  B 1 2 4 7 6 . 1 - 2 0 1 3 和

GB12476.5-2013，保 护 类 型 为 Ex tD 

A21 的 M20x1.5 或 1/2-14NPT 螺纹型电

缆接口、适配器和盲塞元件。装配后至少

应保证 IP6X。

禁止最终用户更改配置，确保设备的防爆

保护性能。

在安装、使用和维护压力变送器时，请遵

守以下标准。

GB3836.13-2013“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

    设备 第 13 部分：爆炸性气体环境用

    电气设备的检修。”

GB3836.15-2000“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

    设备 第15部分：危险场所电气安装（煤

    矿除外）。”

GB3836.16-2006“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

    设备 第 16 部分：电气装置的检查和

    维护（煤矿除外）。”

GB50257-2014“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爆炸和

    火灾危险环境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

    范。”

GB15577-2007“粉尘防爆防护安全规程。”

GB12476.2-2010“有可燃性粉尘的电气

    设备第 2部分：选择和安装。”

注6．安全使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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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Fieldbus的NEPSI本安类型

  （EJX9□0A除外）

NEPSI本安注意事项

注1.附加规格代码/NS25的EJX/EJA-E系列差

    压、压力和绝对压力变送器适用于危险场所：

认证号：GYJ16.1180X

适用标准：GB3836.1-2010、

GB3836.4-2010、GB3836.19-2010、

GB3836.20-2010

防护类型和标记代码：Ex ia IIC / IIB 

T4 Ga

防护等级：符合GB4208的IP66 / IP67

环境温度：-40～60℃

最大过程温度：120℃

注2.技术参数

本安级别如下：

[Entity]

最大输入电压（Ui）= 24 V

最大输入电流（Ii）= 250 mA

最大输入功率（Pi）= 1.2 W

最大内部电容（Ci）= 3.52 nF

最大内部电感（Li）= 0 μH

[FISCO IIC]

最大输入电压（Ui）= 17.5 V

最大输入电流（Ii）= 380 mA

最大输入功率（Pi）= 5.32 W

最大内部电容（Ci）= 3.52 nF

最大内部电感（Li）= 0 μH

[FISCO IIB]

最大输入电压（Ui）= 17.5 V

最大输入电流（Ii）= 460 mA

最大输入功率（Pi）= 5.32 W

最大内部电容（Ci）= 3.52 nF

最大内部电感（Li）= 0 μH

警告

静电可能会导致爆炸危险。禁止产生静电

的任何操作，例如用干布擦拭产品的涂层

表面。

外壳为铝材的变送器，当安装在EPL Ga

区域时，必须杜绝一切偶发点火源，如因

撞击或摩擦产生的火花等。

应避免压力变送器涂层部件和非金属部件

产生静电。

注5.安全使用的条件

在爆炸性气体环境中使用时，本产品应配

合相关设备，接线时应遵循本产品及相关

设备的使用说明书。正确连接接线端子。

禁止更改配置，以确保设备的防爆性能。

安装、使用和维护压力变送器时，请遵守

以下标准：

GB3836.13-2013爆炸性环境-第13部分：

设备修理、检修、修复和回收

GB3836.15-2000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

备 第15部分：危险场所电气安装（煤矿除

外）

GB3836.16-2006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

备 第16部分: 电气装置的检查和维护

（煤矿除外）

GB3836.18-2010爆炸性环境-第18部分：

本质安全系统

GB50257-2014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爆炸和

火灾危险环境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注4.安全使用的特殊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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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安装

警告

静电荷可能会导致爆炸危险。避免产生静

电荷的任何操作，例如用干布擦拭产品的

涂层表面。

外壳为铝材的变送器，当安装在EPL Ga

区域时，必须杜绝一切偶发点火源，如因

撞击或摩擦产生的火花等。

采取预防措施，尽量减少涂装部件静电放

电的风险。

当齐纳安全栅与压力变送器一起使用时，

非危险场所的接地设备应符合

GB3836.15-2000第12.2.4条的规定。

注4.安全使用的特殊条件

在爆炸性气体环境中使用时，本产品应配

合相关设备，接线时应遵循本产品及相关

设备的使用说明书，正确连接接线端子。

禁止更改配置，以确保设备的防爆性能。

安装、使用和维护压力变送器时，请遵守

以下标准：

GB3836.13-2013爆炸性环境-第13部分：设

备修理、检修、修复和回收

GB3836.15-2000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

备第15部分：危险场所电气安装（煤矿除外）

GB3836.16-2006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

备 第16部分: 电气装置的检查和维护（煤矿

除外）

GB3836.18-2010爆炸性环境-第18部分：本

质安全系统

GB50257-2014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爆炸和火

灾危险环境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注5.安全使用的条件

最大输入功率（Pi）= 5.32 W

最大内部电容（Ci）= 3.52 nF

最大内部电感（Li）= 0 μH

 

安全栅

F0203.ai

+
–

+
–

+
–

+

–+

–

参见控制图。所有接线应符合当地安装要

求。

等级1（*1）时，安全栅的输出电流必须由

电阻“Ra”决定，使得Io = Uo/Ra。

等级2（*2）时，安全栅的输出必须是梯形

或矩形特征，并且该变送器可以连接到

FISCO型号的Fieldbus设备。

接线端子可内置在安全栅内。

可将多个变送器连接到电源线。

接线端子和安全栅应通过认证。

最大输入电压（Ui）= 24 V

最大输入电流（Ii）= 250 mA

最大输入功率（Pi）= 1.2 W     *1：1级

最大内部电容（Ci）= 3.52 nF

最大内部电感（Li）= 0 μH

或

最大输入电压（Ui）= 17.5 V

最大输入电流（Ii）= 380 mA

最大输入功率（Pi）= 5.32 W

最大内部电容（Ci）= 3.52 nF

最大内部电感（Li）= 0 μH

或                             *2：2级

最大输入电压（Ui）= 17.5 V

最大输入电流（Ii）= 460 mA

最大输入功率（Pi）= 5.32 W

最大内部电容（Ci）= 3.52 nF

最大内部电感（Li）= 0 μH

电气数据：



注3.安装

参见控制图。所有接线应符合当地安装

要求。

通讯：              电源/输出：

Uo = 8.2 V         Ui = 30 V

Io = 160 mA         Ii = 200 mA

Po = 0.3 W         Pi = 0.9W

Co =7.6 μF        Ci = 27.6 nF

Lo = 1 mH          Li = 0 mH

+  

–  

+  

–  

+    
–  

A
B

Ui = 8.2 V 
Ii = 200 mA 
Pi = 0.4 W 
Ci = 6 μF 
Li = 0 mH 

F0204.ai

危险区域 非危险区域

EJX/EJAxxxx -S型号

压力变送器

EJX/EJAxxxx -P型号

压力变送器

电源/输出：
关联的
仪器

通讯电路（连接器）

14 <2. 使用注意事项>

注4.安全使用的特殊条件

外壳为铝材的变送器，当安装在EPL Ga区

域时，必须杜绝一切偶发点火源，如因撞

击或摩擦产生的火花等。

采取预防措施，尽量减少涂装部件静电放

电的风险。

EJX **** - P和EJA **** - P型号系列压

力变送器不能承受本安电路与外壳之间500 

V r.m.s的介电强度。接地设备应符合GB 

3836.15-2000第12.2.4条的规定。

注1.附加规格代码/NS24的EJX/EJA-E系列压 

    力变送器适用于危险场所：

警告

潜在的静电充电危险-在危险场所使用设

备时，避免产生静电荷的任何行为，例如

用干布摩擦。

注意

相关设备必须是线性电源。

e.    数字远传传感器（DR）的NEPSI本安类型

    NEPSI本安注意事项

认证号：GYJ17.1162X

适用标准：GB3836.1-2010、

GB3836.4-2010、GB3836.20-2010

防护类型和标记代码：Ex ia IIC T4 Ga

环境温度：-50～60℃

最大过程温度：120℃

防护等级：符合GB 4208的IP66 / IP67

注2.电气参数

EJX **** - P、EJA **** - P系列

电源/输出电路（端子：+和 -）

Ui：30 V   Ii：200 mA   Pi：0.9 W

Ci：27.6 nF   Li：0 mH

通讯电路（连接器）

Uo：8.2 V  Io：160 mA   Po：0.3 W

Co：7.6 μF   Lo：1 mH

EJX **** - S、EJA **** - S系列

Ui：8.2V    Ii：200mA    Pi：0.4W

Ci：6 μF    Li：0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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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附加规格代码/ FS1的EJX / EJA-E系列

    压力变送器适用于危险场所。

a. HART / BRAIN协议的FM本安/非易燃

   （EJX9□0A除外）

适用标准：

Class 3600:2011，Class 3610:2010，

Class 3611:2004，Class 3810:2005

ANSI/ISA-60079-0:2009，

ANSI/ISA-60079-11:2009

NEMA 250:1991

等级

本安

I、II、III级， 1区， 

A、B、C、D、E、F、G T4组

I 级， 0 区，AEx ia IIC T4

非易燃

I、II、III级， 2区

A、B、C、D、F、G T4组

I 级， 2 区， IIC T4

环境温度：-60～60℃

防护等级：4X型

注2.安装

安装应符合控制图IFM022-A12。

注3.维修维护

禁止由横河电机株式会社授权代表以外的

人员修改仪器或更换部件，否则将导致FM

本质安全和非易燃认证失效。

注5.安全使用条件

在爆炸性气体环境中使用时，本产品应配

合相关设备，接线时应遵循本产品及相关

设备的使用说明书，正确连接接线端子。

禁止更改配置，以确保设备的防爆性能。

在危险场所安装时应使用电缆引入线，引

入线的冗余孔应由盲塞封闭。IP代码应为

IP66/IP67。

安装、使用和维护压力变送器时，请遵守

以下标准：

GB3836.13-2013爆炸性环境-第13部分：

设备修理、检修、修复和回收

GB3836.15-2000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

备 第15部分：危险场所电气安装（煤矿除

外）

GB3836.16-2006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

备 第16部分: 电气装置的检查和维护（煤矿

除外）

GB3836.18-2010爆炸性环境-第18部分：

本质安全系统

GB50257-2014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爆炸和

火灾危险环境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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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附加规格代码/FS15的EJX / EJA-E系列

    压力变送器适用于危险场所。

b. Fieldbus协议的FM本安/非易燃

   （EJX9□0A除外）

适用标准：

Class 3600:2011，Class 3610:2010，

Class 3611:2004，Class 3810:2005

ANSI/ISA-60079-0:2009，

ANSI/ISA-60079-11:2009

NEMA 250:1991

等级

实体/ FISCO本安

I、II、III 级，1区

A、B、C、D、E、F、G T4组

I级 0区 AEx ia IIC T4

现场接线/FNICO非易燃

I、II、III级，2区

A、B、C、D、F、G T4组

III级 1区 T4

I级，2区 IIC T4

环境温度：-40～60°C

防护等级：4X型

电气连接

1/2 NPT内螺纹，M20内螺纹

注2.安装

安装应符合控制图IFM024-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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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 使用注意事项>

适用标准：

Class 3600:2011，Class 3610:2010，

Class 3611:2004，Class 3810:2005

ANSI/ISAA-60079-0:2009，

ANSI/ISA-60079-11:2009，

ANSI/ISA-60079-27:2006

NEMA 250:1991

等级

实体/ FISCO本安

I、II、III级，1区

A、B、C、D、E、F、G T4组

I 级 0区 AEx ia IIC T4

现场接线/FNICO非易燃

I、II、III级，2区

A、B、C、D、F、G T4组

III级 1区 T4

I级，2区 IIC T4

环境温度：-40～60°C

防护等级：4X型

电气连接：1/2 NPT内螺纹，M20内螺纹

注1.附加规格代码/FS15的EJX多变量变送器适 

    用于危险场所。

安装应符合控制图IFM026-A12。

注2.安装

c. EJA9□A Fieldbus协议的FM本安/非易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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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FM隔爆

FM隔爆型注意事项

适用标准：FM3600、FM3615、FM3810、

ANSI/NEMA 250

隔爆等级：I级，1区，B、C、D组。

粉尘等级：II/III级，1区， E、F、G组。

防护等级：4X型

温度等级：T6

环境温度：-40～60 °C

电源电压：最大42 V dc

最大32 V dc（FOUNDATION Fieldbus

和PROFIBUS PA）

9~28 V dc，27 mW（低功耗型）

9~30 V dc，250 mW（RS485 Modbus通

讯）

输出信号：4～20mA

15 mA（FOUNDATION Fieldbus和

PROFIBUS PA）

1～5 V（低功耗型）

RS485 Modbus（RS485 Modbus通讯）

注1. 附加规格代码/FF1或/V1F的EJX/EJA-E

    系列压力变送器适用于危险场所。



CSA 本安和非易燃型注意（以下内容参阅
“DOC No. ICS013-A13”）
EJX/EJA-E 系列压力变送器，附加规格代
码/CS1，可用于以下危险场所。
认证号：1606623
[CSA C22.2]
适用标准: C22.2 No.0, C22.2 No.0.4, 
C22.2 No.25,C22.2 No.94,
C22.2 No.157, C22.2 No.213,
C22.2 No.60079-0，C22.2 No.61010-1, 
C22.2 No.61010-2-030
本安：I级，1区，A、B、C & D组
II级，1区，E、F & G组；III级，1区 
隔爆：I级，2区，A、B、C & D组；
II级，2区，E、F & G组；III级，1区 
防护等级：NEMA TYPE 4X
温度等级：T4
环境温度：–50*～60℃
*当指定附加规格代码/HE 时，为–15℃

最大过程温度：120℃。
[CSA E60079]
适用标准: CAN/CSA E60079-11, 
CAN/CSA E60079-15, IEC 60529:2001
Ex ia IIC T4, Ex nL IIC T4   
环境温度: –50～60℃
最大过程温度: 120℃
防护等级: IP66/IP67 
实体Entity 参数
本安等级如下：
最大输入电压(Vmax/Ui) = 30 V
最大输入电流(Imax/Ii) = 200 mA
最大输入功率(Pmax/Pi) = 0.9 W
最大内部电容(Ci) = 10 nF
最大内部电感(Li) = 0 μH
“n”型或非易燃型等级如下：
最大输入电压(Vmax/Ui) = 30 V
最大内部电容(Ci) = 10 nF
最大内部电感(Li) = 0 μH
安装要求：
Uo ≤ Ui, Io ≤ Ii, Po ≤ Pi,
Co ≥ Ci + Ccable, Lo ≥ Li + Lcable
Voc ≤ Vmax, Isc ≤ Imax,                               
Ca ≥ Ci + Ccable, La ≥ Li + Lcable
Uo, Io, Po, Co, Lo, Voc, Isc, Ca 和 La 
为安全栅参数

2.4.3 CSA认证

a.   CSA 本安型   HART/BRAIN协议
      (EJX9□0A除外)

注2.

注1.

e.  HAT/BRAIN协议的FM本安和防爆联合认证

附加规格代码/ FU1或/ V1U1的EJX/EJA-E

系列压力变送器适用于所选防护等级的危险场

所（FM本安或FM防爆型）。

注1.安装本变送器时，一旦选择了特定类型的保

    护，则不能使用任何其他类型的保护。安装

    必须符合本说明手册中关于保护类型的说明。

注2.为避免混淆，安装变送器时，标签上只能保  

    留所选保护类型的标记。

将“警告”铭牌贴在变送器上。

警告：拆盖前断开电路。工厂密封，导管

密封不要求。根据用户手册IM 01C25安装。

在危险场所使用仪器和外围设备时，请注

意避免产生机械火花。

注3.操作

禁止由横河电机株式会社授权代表以外的

人员修改仪器或更换部件，否则将导致工

厂互检本质安全和非易燃批准失效。

注4.维护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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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接线应符合国家电气规范

ANSI/NFPA70和本地电气规范。

当安装在1区时，“工厂密封，导管密封不

要求”。

输出信号代码Q（低功耗型）的接线连接如

下图所示。

注2.接线



使用安全栅时，输出电流必须通过电阻

‘R’ 限制，

如：Io=Uo/R 或者 Isc=Voc/R。

安全栅必须通过CSA认证。

安全栅的输入电压必须低于250Vrms/Vdc。

安装必须符合加拿大电气规程第I部分和当

地电气规程。

当安装在II级和III级环境中时，必须使用防

尘密封。

禁止由横河电机株式会社授权代表以外的人

员修改仪器或更换部件，避免CSA本安和非

易燃认证失效。

EJX/EJA-E系列压力变送器，附加规格代

码/CS1，可用于以下危险场所。

认证号: 1689689

适用标准: C22.2 No.0, C22.2 No.0.4, 

C22.2 No.25, C22.2 No.94, C22.2 

No.157, 

C22.2 No.213, C22.2 No.61010-1, 

C22.2 No.61010-2-030, C22.2 

No.60079-0, 

CAN/CSA E60079-0, CAN/CSA 

E60079-11, 

CAN/CSA E60079-15, IEC 60529

CSA 本安型

I级，1区，A，B，C & D组; II级, 1区，  

E，F & G组; III级; Ex ia IIC T4

环境温度: -40*～60℃ (-40*～140℉)

防护等级：4X,IP66/IP67

*当指定附加规格代码/HE时，为–15℃

CSA非易燃许可

I级，2区，A，B，C，& D组; II级，2区，

F & G组; III级; Ex nL IIC T4

环境温度: -40*～60℃ (-40*～140℉)

防护等级：4X,IP66/IP67

*当指定附加规格代码/HE时，为-15℃

CSA本安型注意
(以下内容参阅“DOC.No.ICS018”)
本安型安装图
(1区 安装)

安全栅必须通过CSA认证。

安全栅的输入电压必须低于250Vrms/Vdc。

安装必须符合加拿大电气规程第I部分和当

地电气规程。

修订图纸需通过CSA认证。 

本体(Entity)

A, B, C, D, E, F, 和G组或IIC组

Ui (vmax) = 24 V dc

Ii (Imax) = 250 mA

Pi (Pmax) = 1.2 W

Ci = 3.52 nF

Li = 0μH

或

注3：安装

b.   CSA 本安型    FF协议

      (EJX9□0A除外)

注1.

注2.

注3.

注4.

电气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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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A 本安和非易燃型注意（以下内容参阅
“DOC No. ICS013-A13”）
EJX/EJA-E 系列压力变送器，附加规格代
码/CS1，可用于以下危险场所。
认证号：1606623
[CSA C22.2]
适用标准: C22.2 No.0, C22.2 No.0.4, 
C22.2 No.25,C22.2 No.94,
C22.2 No.157, C22.2 No.213,
C22.2 No.60079-0，C22.2 No.61010-1, 
C22.2 No.61010-2-030
本安：I级，1区，A、B、C & D组
II级，1区，E、F & G组；III级，1区 
隔爆：I级，2区，A、B、C & D组；
II级，2区，E、F & G组；III级，1区 
防护等级：NEMA TYPE 4X
温度等级：T4
环境温度：–50*～60℃
*当指定附加规格代码/HE 时，为–15℃

最大过程温度：120℃。
[CSA E60079]
适用标准: CAN/CSA E60079-11, 
CAN/CSA E60079-15, IEC 60529:2001
Ex ia IIC T4, Ex nL IIC T4   
环境温度: –50～60℃
最大过程温度: 120℃
防护等级: IP66/IP67 
实体Entity 参数
本安等级如下：
最大输入电压(Vmax/Ui) = 30 V
最大输入电流(Imax/Ii) = 200 mA
最大输入功率(Pmax/Pi) = 0.9 W
最大内部电容(Ci) = 10 nF
最大内部电感(Li) = 0 μH
“n”型或非易燃型等级如下：
最大输入电压(Vmax/Ui) = 30 V
最大内部电容(Ci) = 10 nF
最大内部电感(Li) = 0 μH
安装要求：
Uo ≤ Ui, Io ≤ Ii, Po ≤ Pi,
Co ≥ Ci + Ccable, Lo ≥ Li + Lcable
Voc ≤ Vmax, Isc ≤ Imax,                               
Ca ≥ Ci + Ccable, La ≥ Li + Lcable
Uo, Io, Po, Co, Lo, Voc, Isc, Ca 和 La 
为安全栅参数



等级2 (FISCO)

A，B，C，D，E，F，和G组或IIC组

Ui (vmax) = 17.5 V dc

Ii (Imax) = 380 mA

Pi (Pmax) = 5.32 W

Ci = 3.52 nF

Li = 0 μH

或

等级3 (FISCO)

C，D，E，F，和G组或IIB组

Ui (vmax) = 17.5 V dc

Ii (Imax) = 460 mA

Pi (Pmax) = 5.32 W

Ci = 3.52 nF

Li = 0 μH

安装要求：

Po ≤ Pi   Uo ≤ Ui   Io ≤ Ii,

Co ≥ Ci + Ccable   Lo ≥ Li + Lcable

Vmax ≥ Voc   Imax ≥ Isc

Ca ≥ Ci + Ccable   La ≥ Li + Lcable

Uo, Io, Po, Co, Lo,Voc, Isc, Ca 和 La 

为安全栅参数。

CSA 非易燃型注意

(以下内容参阅“DOC. No.ICS018”)

非易燃型或“n”型安装图(2区安装)

安装必须符合加拿大电气规程第I部分和当

地电气规程。

安装在II级和III级环境中时，必须使用防尘

密封。

修订图纸需通过CSA认证。

等级(包含FNICO)

Ui 或Vmax = 32 V

Ci = 3.52 nF

Li = 0 μH

EJX/EJA-E系列压力变送器，附加规格代

码/CF1或/V1F，可用于以下危险场所：

认证号: 2014354

适用标准: C22.2 No.0, 

C22.2 No.0.4, C22.2 No.0.5, C22.2 

No.25, 

C22.2 No.30, C22.2 No.94, C22.2 

No.61010-1, 

C22.2 No.61010-2-030, C22.2 

No.60079-0, 

C22.2 No.60079-1

隔爆： I级,  B, C 和D组

粉尘隔爆： II/III级,  E, F 和 G组

防护等级: Type 4X

温度代码: T6...T4

Ex d IIC T6...T4   

防护等级: IP66/IP67

最大过程温度:120℃(T4),100℃(T5),85

℃(T6)

环境温度:-50*～75℃(T4),-50*～80℃(T5), 

-50*～75℃(T6)

*当指定附加规格代码/HE时，为-15 ℃ 。

电源电压: 最大42 V dc

最大32 V dc (FF和PROFIBUS PA 通讯)

9～28 V dc, 27 mW (低功耗型)

9～30 V dc,250 mW(RS485 Modbus通讯)

输出信号: 4～20 mA dc

15 mA (FF和PROFIBUS PA 通讯） 

1～5 V (低功耗型)

RS485 Modbus (RS485 Modbus 通讯）

接线

接线必须符合加拿大电气规程第I部分和当

地电气规程。

危险场所接线按图1。

注1.

注2.

注3.

注1.

注2.

电气参数:

c.   CSA 隔爆型
      CSA 隔爆型注意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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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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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在距离外壳50cm之内安装密封接头。
警告:   
当安装在I级, 2区时, 不要求密封。

所有接线应遵守当地安装要求和电气法规。

在危险场所，导线连接件应符合隔爆认证，

满足使用条件，并正确安装。

未使用的电缆孔应使用防爆盲塞密封（附带

的盲塞应满足隔爆认证）。

输出信息代码Q (低功耗型) 接线见下图。

操作

警告：

断电后，请等待5分钟，再打开外壳。

警告：

当环境温度≥65℃时,请使用耐热温度≥90

℃的耐热电缆。

在危险场所中，靠近仪表和其它外围设备时，

应避免产生机械火花。

维护和维修

禁止由横河电机株式会社授权代表以外的人

员修改仪器或更换部件，避免隔爆认证失效。

EJX/EJA-E系列压力变送器，附加规格代

码为/CU1或/V1U1，可用于(CSA本安或

隔爆)危险场所。

注1.变送器只能指定一种防爆类型，安装时

必须按本手册描述的类型安装 。  

注2.为了避免混淆，安装变送器时，除了选

定的保护类型外，不作其它标记。

ATEX 本安型注意

EJX/EJA-E 系列压力变送器，附加规格代

码/KS21，可用于以下危险场所。

认证号：DEKRA 11ATEX0228 X

适用标准: 

EN 60079-0:2012+A11:2013

EN 60079-11:2012

注3.

注4.

注1.

d.    CSA 本安/隔爆联合认证

       HART/BRAIN 协议

       (EJX9□0A除外)

2.4.4 ATEX 认证

(1)  技术参数

a.   ATEX 本安型     HART/BRAIN协议
      (EJX9□0A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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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防护类型与标记代码：

Ex ia IIC T4 Ga

Ex ia IIIC T85℃  T100℃  T120℃ Db

组: II

分类: 1G, 2D

环境温度EPL Ga: 

-50～60℃

环境温度EPL Db: 

-30*～60℃

* 当指定/HE时，为–15℃

过程温度(Tp.): 最高120℃

最高表面温度EPL Db:

T85℃ (Tp.: 80℃)

T100℃ (Tp.: 100℃)

T120℃ (Tp.: 120℃)

防护等级: IP66 / IP67

电气参数

本安型Ex ia IIC 或 Ex ia IIIC, 必须接入

认证的本安电路，最大数值如下：

Ui = 30 V

Ii = 200 mA

Pi = 0.9 W

最大内部电容： Ci = 27.6 nF

最大内部电感：Li = 0μH

安装

所有接线应符合当地安装要求(参阅控制图)

*1:安全栅的输出电流，必须通过电阻“R”限定，如：

Io=Uz/R

维护与维修

禁止由横河电机株式会社授权代表以外的人

员修改仪器或更换部件，避免DEKRA本安

认证失效。

安全使用条件

外壳为铝材的变送器，当安装于1G组类设

备区域时，必须杜绝一切偶发点火源，如因

撞击或摩擦产生的火花等。

静电会导致爆炸危险。避免引起静电的任何

动作，如用干布擦拭产品的涂漆表面。

如果变送器外壳有涂层，安装在2D组类设

备区域时，必须避免高速流动粉尘造成的静

电放电和传播型刷形放电风险。

为满足IP66或者IP67，电气接头采用防水格

兰头。

当指定避雷器选项时，设备无法承受

EN60079-11中要求的500V绝缘测试，安装

时需考虑。注2.

注3.

注5.

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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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ATEX 本安型注意

EJX/EJA-E 系列压力变送器，附加规格代

码为/KS26，可用于以下危险场所。 

认证号：KEMA 04ATEX1116 X

适用标准: EN 60079-0:2009,

 EN 60079-0:2012+A11:2013

 EN 60079-11:2012

等级

防护类型与标记代码：

 Ex ia IIC/IIB T4 Ga

 Ex ia IIIC T85℃ T100℃ T120℃ Db

组: II

分类: 1G, 2D

环境温度EPL Ga: –40～60℃

环境温度 EPL Db: –30*～60℃

当指定/HE时，为–15℃  

最大过程温度(Tp.): 120℃

最高表面温度EPL Db.

T85℃ (Tp.: 80℃

T100℃ (Tp.: 100℃)

T120℃ (Tp.: 120℃)

环境湿度:

0～100% (无冷凝)

防护等级:

IP66 / IP67

电气数据：

联合梯形和矩形输出特性FISCO型IIC安全栅

Ui = 17.5 V, Ii = 380 mA, Pi = 5.32 W,

Ci = 3.52 nF, Li = 0 μH

联合线性特性安全栅

Ui = 24 V, Ii = 250 mA, Pi = 1.2 W,

Ci = 3.52 nF, Li = 0 μH

联合梯形和矩形输出特性FISCO型IIB安全

栅Ui=17.5 V, Ii=460 mA, Pi=5.32 W,

Ci = 3.52 nF, Li = 0 μH

安装

所有接线应符合当地安装要求(参阅安装图)。 

维护与维修

禁止由横河电机株式会社授权代表以外的人

员修改仪器或更换部件，避免DEKRA本安

认证失效。

安全使用条件

外壳为铝材的变送器，当安装于1G组类设

备区域时，必须杜绝一切偶发点火源，如因

撞击或摩擦产生的火花等。

静电会导致爆炸危险。避免引起静电的任何

动作，如用干布擦拭产品的涂漆表面。

如果变送器外壳有涂层，安装在2D组类设

备区域时，必须避免高速流动粉尘造成的静

电放电和传播型刷形放电风险。

为满足IP66或者IP67,电气接头采用防水格

兰头。

当指定避雷器选项时，设备无法承受

EN60079-11中要求的500V绝缘测试，安装

时需考虑。

注1.

注2.

注3.

注4.

注5.

b.   ATEX 本安型    FF协议

      (EJX9□0A除外)

注6.安装说明

<2. 使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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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级1(*1)中, 安全栅输出电流必须通过电

阻‘Ra’限制，如：Io=Uo/Ra。

在等级2(*2)中,安全栅的输出特性必须是通

过FISCO认证的梯形和矩形。FISCO型变送

器可以连接到总线设备。

安全栅含接线端子。

电源线可以连接一个以上的现场仪表。

接线端子和安全栅必须通过认证。

最大输入电压Vmax: 24 V

最大输入电流Imax: 250 mA

最大输入功率Pmax: 1.2 W

最大内部电容Ci: 3.52 nF

最大内部阻抗Li: 0μH

或

最大输入电压Ui: 17.5 V

最大输入电流Ii: 380 mA

最大输入功率Pi: 5.32 W

最大内部电容Ci: 3.52 nF

最大内部阻抗Li: 0μH

或

最大输入电压Ui: 17.5 V

最大输入电流Ii: 460 mA

最大输入功率Pi: 5.32 W

最大内部电容Ci: 3.52 nF

最大内部阻抗Li: 0μH

ATEX 本安型注意

EJX多变量变送器，附加规格代码/KS26，

可用于以下危险场所:

认证号：KEMA 06ATEX0278 X

适用标准: EN 60079-0:2012+A11:2013

EN 60079-11:2012

防护类型与标记代码：

Ex ia IIC/IIB T4 Ga

Ex ia IIIC T85℃ T100℃ T120℃ Db 

组: II 

分类: 1G, 2D

环境温度EPL Ga:

–40～60℃

环境温度 EPL Db:

–30*～60℃

*当指定/HE时，为–15℃ 

最大过程温度(Tp.): 120℃

最高表面温度 EPL Db

T85℃ (Tp.: 80℃)

T100℃ (Tp.: 100℃)

T120℃ (Tp.: 120℃)

环境湿度:

0～100% (无冷凝)

防护等级:

IP66/IP67

联合梯形和矩形输出特性FISCO型IIC安全栅

[电源电路 (端子+ 和 -)]

Ui = 17.5 V, Ii = 380 mA, Pi = 5.32 W,

Ci = 3.52 nF, Li = 0μH

[传感器电路]

Uo=7.63 V, Io=3.85 mA, Po = 0.008 W,

Co = 4.8 μF, Lo = 100 mH

联合线性特性安全栅

[电源电路(端子 + 和 -)]

Ui = 24 V, Ii = 250 mA, Pi = 1.2 W,

Ci = 3.52 nF, Li = 0 μH

[传感器电路]

Uo=7.63 V, Io=3.85 mA, Po = 0.008 W,

Co = 4.8μF, Lo = 100 mH

联合梯形和矩形输出特性FISCO型IIC安全栅

[电源电路 (端子 + 和 -)]

Ui = 17.5 V, Ii = 460 mA, Pi = 5.32 W,

Ci = 3.52 nF, Li = 0μH

[传感器电路]

Uo = 7.63V, Io = 3.85mA, Po = 0.008W,

Co = 4.8μF, Lo = 100 mH

安装

所有接线应符合当地安装要求(参阅安装图)。 

维护与维修

禁止由横河电机株式会社授权代表以外的人

员修改仪器或更换部件，避免DEKRA本安

认证失效。

安全使用条件

注1.

注3.

注4.

注5.

注2.

电气参数:

电气参数:

c.   ATEX 本安型   FF协议

      （EJX9□0A）

使
用
注
意
事
项

<2. 使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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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外壳为铝材的变送器，当安装于1G组类设

备区域时，必须杜绝一切偶发点火源，如因

撞击或摩擦产生的火花等。

静电会导致爆炸危险。避免引起静电的任何

动作，如用干布擦拭产品的涂漆表面。

如果变送器外壳有涂层，安装在2D组类设

备区域时，必须避免高速流动粉尘造成的静

电放电和传播型刷形放电风险。

为满足IP66或者IP67,电气接头采用防水格

兰头。

当指定避雷器选项时，设备无法承受

EN60079-11中要求的500V绝缘测试，安装

时需考虑。

在等级1(*1)中,安全栅输出电流必须通过电

阻‘Ra’ 限制，如：Io=Uo/Ra。

在等级2(*2)中,安全栅的输出特性必须是通

过FISCO认证的梯形和矩形，FISCO型变送

器可以连接到总线设备。

安全栅含接线端子。
电源线可以连接一个以上的现场仪表。
接线端子和安全栅必须通过认证。

最大输入电压Vmax: 24 V
最大输入电流Imax: 250 mA
最大输入功率Pmax: 1.2 W
最大内部电容Ci: 3.52 nF
最大内部阻抗Li: 0 μH
或
最大输入电压Ui: 17.5 V
最大输入电流Ii: 380 mA
最大输入功率Pi: 5.32 W
最大内部电容Ci: 3.52 nF
最大内部阻抗Li: 0 μH
或
最大输入电压Ui: 17.5 V
最大输入电流Ii: 460 mA
最大输入功率Pi: 5.32 W
最大内部电容Ci: 3.52 nF
最大内部阻抗Li: 0 μH

最大输出电压Uo: 7.63 V
最大输出电流Io: 3.85 mA
最大输出功率Po: 0.008 W
最大内部电容Co: 4.8 μF
最大内部阻抗Lo: 100 mH
用户准备RTD 传感器。
传感器信号线必须承受500V AC的测试电压。

ATEX 隔爆型注意
EJX/EJA-E系列压力变送器，附加规格代
码/KF22或/V1F，可用于以下危险场所： 
认证号： KEMA 07ATEX0109 X
适用标准: EN 60079-0:2012+A11:2013 
EN 60079-1:2014,  EN 60079-31:2014
保护类型和标记代码:
Ex db IIC T6...T4 Gb,Ex tb IIIC T85℃ Db
组: II
分类: 2G, 2D
防护等级: IP66 / IP67
温度等级: 
T6, T5和T4
环境温度: 
-50～75℃ (T6), -50～80℃ (T5), 
-50～75℃ (T4)
最大过程温度:
85℃ (T6), 100℃ (T5), 和 120℃ (T4)

接线端子

注6.安装说明

电源线路

电气参数:

传感器线路

d.   ATEX 隔爆型

注1.

<2. 使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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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防尘型最高表面温度:

T85℃ (Tamb.: -30*～75℃, Tp.: 85℃)

*当指定/HE时，为-15℃ 

电源电压: 42 V dc max.

32 V dc max. (FF 和PROFIBUS PA 通讯)

9～28 V dc, 27 mW (低功耗型)

9～30 V dc, 250 mW (RS485 Modbus 通讯)

输出信号: 4～20 mA

15 mA (FF 和PROFIBUS PA 通讯）

1～5 V (低功耗型)

RS485 Modbus (RS485 Modbus 通讯)

所有接线需符合当地安装要求。

导线接头部件应符合ATEX Ex d IIC/Ex 

tb IIIC

防爆认证，满足IP防护等级。 

输出信息代码Q (低功耗型) 接线见下图。

“警告”标签贴在变送器上。

警告：断电后，等待5分钟后再开盖。

当环境温度.≥65℃时

使用耐热≥90℃的电缆和电缆格兰头。

在危险场所中，靠近仪表和周围设施时，应

注意 避免产生机械火花。

安全使用条件

静电会导致爆炸危险。避免引起静电的任何

动作，如用干布擦拭产品涂漆表面。

外壳为铝材的变送器，安装在2D组类设备

区域时，必须避免高速流动粉尘造成的静电

放电和刷型传播放电风险。

禁止由横河电机株式会社授权代表以外的人

员修改仪器或更换部件，避免认证失效。

用于固定变送器外壳和传感器模块的紧固件

是特殊固件，它的等级为A2-50（A4-50或

更高。

EJX/EJA-E系列压力变送器，附加规格代

码为/KU22或/V1U1，可用于ATEX隔爆、

本安Ex ia或Ex ic危险场所。

变送器只能指定一种防爆类型，安装时必须

按本手册描述的类型安装。     

对于联合认证型变送器，一旦安装了联合认

证型变送器，不能安装其它认证的变送器。

在变送器的标签上，用一个永久的标记注明

选定的认证类型，以区别于其它认证。

ATEX 本安型 Ex ic

ATEX 本安型 Ex ic注意

适用标准:

EN 60079-0:2012+A11:2013 

EN 60079-11:2012

保护类型和标记代码：

II 3G Ex ic IIC T4 Gc

环境温度: –30*～+60℃

* 当指定代码/HE时，为-15℃

环境湿度:

0～100% (无冷凝)

最大过程温度: 120℃

IP 代码: IP66

环境污染级别: 2

过电压类别: I

e.  ATEX 本安/隔爆联合认证  

     HART/BRAIN协议

     (EJX9□0A除外)

注2.电气参数

注3.安装

注4.操作

注5.

注1.

注2.

使
用
注
意
事
项

<2. 使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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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警告

Ui = 30 V

Ci = 27.6 nF

Li = 0μH

所有接线应符合当地安装要求(参阅控制图）。

安装带有Ex“n”Ex“e”或Ex“d”的格

兰头、适配器或堵头元件，确保变送器的IP

防护等级。

禁止由横河电机株式会社授权代表以外的人

员修改仪器或更换部件，避免ATEX本安认

证失效。

静电会导致爆炸危险。避免引起静电的任何

动作，如用干布擦拭产品涂漆表面。

当指定避雷器选项，设备无法承受EN60079

-11中500V的绝缘测试，安装时需考虑。

ATEX  Ex ic本安型注意

EJX/EJA-E系列压力变送器，附加规格代

码/ KN26 ，可用于以下危险场所： 

适用标准:

EN 60079-0:2012+A11:2013

EN 60079-11:2012

保护类型和标记代码：

   II 3G Ex ic IIC T4 Gc

环境温度: -30*～+60℃

 * 当指定代码/HE时，为-15℃

最大过程温度: 120℃

环境湿度: 

0～100% (无冷凝)

IP 代码: IP66

环境污染级别: 2

过电压类别: I

Ui = 32 V

Ci = 3.52 nF

Li = 0μH

所有接线应符合当地安装要求(参阅控制图）。

当变送器安装在“ic”FISCO或FNICO系统

时, 遵照各系统的安装要求。 

安装带有Ex“n”Ex“e”或Ex“d”的格

兰头、适配器或堵头元件，确保变送器的IP

防护等级。

禁止由横河电机株式会社授权代表以外的人

员修改仪器或更换部件，避免ATEX本安认

证失效。

本体Entity系统的安装图。当变送器安装在

“ic”FISCO或FNICO系统时, 遵照各系统

的安装要求。

 

静电会导致爆炸危险。避免引起静电的任何

动作，如用干布擦拭产品涂漆表面。

当 指 定 避 雷 器 选 项 ， 设 备 无 法 承 受

EN60079-11中500V的绝缘测试，安装时需

考虑。

注2.安装

注1.电气参数

注3.维护与维修

注4.安全使用条件

f.    ATEX 本安型Ex ic 

      FF协议 (EJX9□0A除外)

注1.电气参数

注2.安装

注3.维护与维修

注4.安全使用条件

<2. 使用注意事项>



警告

警告

警告

电气接口附近标记有电气连接类型,标记如下：

所有接线需符合当地安装要求和电气代码。

在危险场所1区和2区时，不要求导管密封，

产品出厂时已经密封。

开盖前，切断电源。

遵照本手册安装。

在危险场所靠近仪表和周围设备时，应注意

避免产生机械火花。

 

(2)  电气接口

(3)  安装

(4)  操作

(5)  维护与维修

(6)  铭牌

铭牌

防爆型铭牌

[EJX9□0A除外]

本安型铭牌Ex ia HART/BRAIN协议

本安型铭牌Ex ic HART/BRAIN协议

本安型铭牌 Ex ia FF协议

本安型铭牌 Ex ic FF协议

禁止由横河电机株式会社授权代表以外的人员修

改仪器或更换部件，避免认证失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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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

*1: 当使用非隔离安全栅时, IS安全栅接地(*1)。

第二块

  本安型铭牌 Ex ia FF协议

MODEL: 指定型号代码

STYLE: 模式代码

SUFFIX: 指定附加规格代码

SUPPLY: 电源电压

OUTPUT: 输出信号

MWP: 最大工作压力

CAL RNG: 指定校正量程

NO.: 序列号与制造年份*1

中国重庆 400707

制造商名称与地址*2.

*1:铭牌上“NO.”后，9个序列号后三个数字中

的第一个数字，代表制造年份。

*2:“400707”代表以下地址的邮政代码。

重庆市北碚区同昌路1号
*3: 壳体身份识别代码。

2.4.5 IECEx 认证

EJX系列压力变送器，附加规格代码为/SU21，

可用于(IECEx本安Ex ia, Ex ic或隔爆）危险场

所。

EJX系列压力变送器，附加规格代码为/SS26，

可用于(IECEx本安Ex ia, Ex ic)危险场所。  

EJX系列压力变送器，附加规格代码为/SU2，

可用于(IECEx本安/n型或隔爆)危险场所。

变送器只能指定一种防爆类型，安装时必须

按本手册描述的类型安装。  

对于联合认证型变送器，一旦安装了联合认

证型变送器，不能安装其它认证的变送器。

在变送器的标签上，用一个永久的标记注明

选定的认证类型，以区别于其它认证。

IECEx 本安型 Ex ia 注意

EJX/EJA-E系列压力变送器，附加规格代

码/SU21，可用于以下危险场所。

认证号：IECEx DEK 11.0081X 

适用标准: IEC 60079-0:2011, 

IEC 60079-11:2011 

Ex ia IIC T4 Ga 

环境温度: -50～60℃

最大过程温度: 120℃ 

电气参数

最大输入电压 (Ui) = 30 V 

最大输入电流(Ii) = 200 mA 

最大输入功率(Pi) = 0.9 W 

最大内部电容(Ci) = 27.6 nF 

最大内部电感(Li) = 0μH 

安装

使用安全栅时，输出电流必须通过电阻

‘R’ 限制，

 如：Io=Uo/R 

安全栅必须通过 IECEx 认证。

安全栅的输入电压必须低于250Vrms/Vdc。

禁止由横河电机株式会社授权代表以外的人

员修改仪器或更换部件，避免IECEx认证失

效。

[EJX9□0A]

注1.

注1.

注2.

注2.

注3.

a.   IECEx 本安型 Ex ia HART/BRAIN 协议

      (EJX9□0A除外)

<2. 使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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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

警告

警告

静电会导致爆炸危险。避免引起静电的任何

动作，如用干布擦拭产品涂漆表面。

外壳为铝材的变送器，如果安装于EPL Ga 

类设备区域时，必须杜绝一切偶发点火源，

如因撞击或摩擦产生的火花等。

请避免压力变送器图层部分产生静电。

IECEx 本安型Ex ic注意 

EJX/EJA-E系列压力变送器，附加规格代

码为/SU21，可用于以下危险场所。

认证号： IECEx DEK 13.0061X 

适用标准: IEC 60079-0:2011, 

IEC 60079-11:2011 

Ex ic IIC T4 Gc 

环境温度: -30*～60℃

* 当指定代码/HE时，为-15℃

最大过程温度: 120℃

IP 代码: IP66

过电压类别: I

电气参数

最大输入电压(Ui) = 30 V 

最大内部电容(Ci) = 27.6 nF 

最大内部电感(Li) = 0μH 

安装

压力变送器允许安装在“nL”系统,条件是

“nL”源的输出参数适合上述压力变送器

和电缆的输入参数。

安装带有Ex“n”Ex“e”或Ex“d”的格

兰头、适配器或堵头元件，确保变送器的IP

防护等级。

禁止由横河电机株式会社授权代表以外的人

员修改仪器或更换部件，避免IECEx认证失

效。

静电会导致爆炸危险。避免引起静电的任何

动作，如用干布擦拭产品涂漆表面。

设备无法承受EN60079-11中要求的500V绝

缘测试，安装时需考虑。

IECEx 本安型 Ex ia注意

EJX/EJA-E系列压力变送器，附加规格代

码为/SS26，可用于以下危险场所。

认证号：IECEx DEK 12.0016X 

适用标准: IEC 60079-0:2011, 

IEC 60079-11:2011, IEC 60079-26: 2006

Ex ia IIC/IIB T4 Ga 

环境温度: –40～60℃

最大过程温度：120℃

电气参数

本安等级如下: 

[Entity] 
最大输入电压(Ui) = 24 V 

最大输入电流(Ii) = 250 mA 

最大输入功率(Pi) = 1.2 W 

最大内部电容(Ci) = 3.52 nF 

最大内部电感(Li) = 0 μH 

[FISCO IIC] 
最大输入电压(Ui) = 17.5 V 

最大输入电流(Ii) = 380 mA 

最大输入功率(Pi) = 5.32 W 

最大内部电容(Ci) = 3.52 nF 

最大内部电感(Li) = 0 μH

[FISCO IIB] 
最大输入电压(Ui) = 17.5 V 

最大输入电流(Ii) = 460 mA 

最大输入功率(Pi) = 5.32 W 

最大内部电容(Ci) = 3.52 nF 

最大内部电感(Li) = 0 μH

注4.安全使用条件

b.   IECEx 本安型Ex ic HART/BRAIN 协议

      (EJX9□0A除外)

注1.

注2.

注1.

注2.

注3.

注4.安全使用条件

c.   IECEx 本安型Ex ia FF协议

      (EJX9□0A除外)

使
用
注
意
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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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在等级1(*1)中,安全栅输出电流必须通过电

阻‘Ra’限制，如：Io=Uo/Ra。

在等级2(*2)中,安全栅的输出特性必须是通

过FISCO认证的梯形和矩形。FISCO型变送

器可以连接到总线设备。

安全栅含接线端子。

电源线可以连接一个以上的现场仪表。

接线端子和安全栅必须通过认证。

最大输入电压Vmax: 24 V

最大输入电流Imax: 250 mA

最大输入功率Pmax: 1.2 W

最大内部电容Ci: 3.52 nF

最大内部阻抗Li: 0 μH

或

最大输入电压Ui: 17.5 V

最大输入电流Ii: 380 mA

最大输入功率Pi: 5.32 W

最大内部电容Ci: 3.52 nF

最大内部阻抗Li: 0 μH

或

最大输入电压Ui: 17.5 V

最大输入电流Ii: 460 mA

最大输入功率Pi: 5.32 W

最大内部电容Ci: 3.52 nF

最大内部阻抗Li: 0 μH

静电会导致爆炸危险。避免引起静电的任何

动作，如用干布擦拭产品涂漆表面。

外壳为铝材的变送器，如果安装于EPL Ga

类设备区域时，必须杜绝一切偶发点火源，

如因撞击或摩擦产生的火花等。

当指定避雷器选项时，设备无法承受

EN60079-11中要求的500V绝缘测试，安装

时需考虑。

IECEx 本安型 Ex ic 注意

EJX/EJA-E系列压力变送器，附加规格代

码/SS26，可用于以下危险场所。

认证号：IECEx DEK 13.0064X 

适用标准: IEC 60079-0:2011, 

IEC 60079-11:2011

Ex ic IIC T4 Gc 

环境温度: -30*～60℃

* 当指定代码/HE时，为-15℃

最大过程温度：120℃

IP 代码: IP66

过电压类别: I

电气参数

本安等级如下：

最大输入电压(Ui) = 32V 

最大内部电容(Ci) = 3.52 nF 

最大内部电感(Li) = 0μH 

安装

禁止由横河电机株式会社授权代表以外的人

员修改仪器或更换部件，避免IECEx认证失

效。

压力变送器允许安装在“nL”系统,条件是

“nL”源的输出参数适合上述压力变送器

和电缆的输入参数。

注3.安装

电气参数:

注4.安全使用条件

d.   IECEx 本安型Ex ic FF协议

      (EJX9□0A除外)

注1.

注2.

注3.

34 <2. 使用注意事项>



电源

警告

当变送器安装在“ic”FISCO或FNICO系统

时, 遵照各系统的安装要求。 

安装带有Ex“n”Ex“e”或Ex“d”的格

兰头、适配器或堵头元件，确保变送器的IP

防护等级。

对于联合认证型, 安装时应检查铭牌上的Ex 

标记。

以上为Entity 系统的安装图。

当变送器安装在“ic”FISCO或FNICO系统

时,  遵照各系统的安装要求。

 

静电会导致爆炸危险。避免引起静电的任何

动作，如用干布擦拭产品涂漆表面。

当指定避雷器选项时，设备无法承受

EN60079-11中要求的500V绝缘测试，安装

时需考虑。

注4.安全使用条件

EJX/EJA-E 系列压力变送器，附加规格代
码 /SF2, /SU21 ，可用于以下危险场所。
认证号： IECEx CSA 07.0008
适用标准: IEC60079-0:2011, 
IEC60079-1:2007-4
隔爆1区, Ex d IIC T6...T4 Gb
防护等级: IP66/IP67
最大过程温度:120℃(T4),100℃(T5),85
℃(T6)

e.    IECEx 隔爆型

    IECEx 隔爆型注意

注1.

电源

电源

电源

电源

环境温度:-5 0～7 5℃ (T 4 ) , - 5 0～8 0

℃(T5),-50～75℃(T6)

电源电压: 42 V dc max.

32 V dc max. (FF 和PROFIBUS PA 通讯)

9～28 V dc, 27 mW (低功耗型)

9～30 V dc, 250 mW (RS485 Modbus 通讯)

输出信号: 4～20 mA dc

15 mA (FF和PROFIBUS PA 通讯)

1 to 5 V (低功耗型)

RS485 Modbus (RS485 Modbus通讯)

接线

在危险场所，导线连接件应符合隔爆认证，

满足使用条件，并正确安装。

未使用的电缆孔应使用防爆堵头密封。

输出信息代码Q (低功耗型) 接线见下图。

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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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警告：

断电后，请等待5分钟，再打开外壳。

警告：

当环境温度≥65℃时,请使用耐热≥90℃的

电缆。

在危险场所靠近仪表和周围设备时，应注意

避免产生机械火花。   

静电会导致爆炸危险。避免引起静电的任何

动作，如用干布擦拭产品的涂漆表面。

注3.

维护与维修

禁止由横河电机株式会社授权代表以外的人

员修改仪器或更换部件，避免IECEx本安认

证失效。

电气接口

电气接口附近标记有电气连接类型，标记如

下：

注4.

警示

EN 61326-1 Class A, Table 2(用于工业场所)

EN 61326-2-3

EN 61326-2-5 (用于FF协议)

EJX/EJA-E系列变送器归类在97/23/EC指

令压力附件管道部分，第3章，PED第3段，

Sound Engineering Practice（SEP）。

EJX11 0A-□MS,E JX1 1 0A-□HS, 

EJX110A-□VS,EJA110E带/HG,EJ□130

□, EJ□440□,EJ□510□-□D,EJ□530

□-□D, EJX610A-□D,和EJX630A-□D

可用于200bar以上，符合压力容器III类、

Module H。附加规格代码/PE3适用于该类

别。

2.5 EMC 标准

为满足EMC要求，安装EJX/EJA-E系列变送器

时，推荐用户使用金属导线或采用屏蔽双绞线。

2.6 压力设备指令 (PED)

(1)  概述

不带/PE3
第3章，PED第3段，可靠工程惯例 (SEP)
带/PE3
Module: H
设备种类：压力容器
流体种类：液体和气体
流体分组: 1 和 2

(2)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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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基于压力设备指令2014/68/EC，PS是容器

本身允许的最大压力。请参阅变送器选型样

本中最大工作压力。 

参阅压力设备指令2014/68/EC中附录II表1。

2.7 安全要求标准

警示

流体的温度和压力保持在正常工作状态。

环境温度保持在正常工作状态。

请注意管道与阀门中过大的压力，如水锤等。

如有类似现象发生，请安装安全阀或者采取

其它适当措施，防止超过最大允许压力PS。

当靠近外部热源操作时，请对设备或系统采

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变送器。

适用标准: EN 61010-1, EN 61010-2-30, 

C22.2 No.61010-1, C22.2 No.61010-2

-030

“污染度”指固体、液体或者气体粘附时，

绝缘度降低或表面阻抗降低的程度。“2”

级适用于标准室内大气，通常没有导电气污

染发生。应考虑偶尔由于凝结而暂时发生的

导电污染。

“过电压分类(安装分类)”描述了一个瞬态

过电压条件。“I”适用于采用瞬变电压控

制装置(或接口)的供电设备。

最高 2,000 m

(3)  操作

(1) 污染度2

(2) 安装分类 I

(3) 安装位置海拔

(4) 室内/室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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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配管进行焊接时，应避免焊接电流通

过变送器。

安装完毕后，不要踩踏变送器。

EJ□430 □ ,EJ □ 440□和 EJ□438 □，容室

法兰低压侧通大气压。E J□ 5 3 0 □和 

EJX630A，量程代码为 A、B或 C，通大气口

位于测压部，开口不能向上。

变送器可用安装支架安装在50mm(2-inch)的

管上，如图 3.2 和 3.3。拧紧（4 个）紧固螺

钉，拧紧力矩为 39N.m(4kgf.m)。

请确保使用的垫圈内径大于隔膜密封内径

(d)，如果使用的垫圈内径小于隔膜密封内

径，可能会影响膜片的正常工作，引起误差。

在进行隔膜密封安装时，封入液压力尽可能

不作用于密封膜片上。

注意不要损伤膜片的表面。由于膜片高出密

封面1mm，如果将膜片面朝下放置，可能损

伤膜片表面。

不要扭曲、挤压毛细管，也不要对它施加过

大的压力。

不要松动固定容室法兰的四个螺栓或连接毛

细管和容室法兰的螺栓，若填充液泄漏，变

送器将不能工作。

3.  安装

图 3.1 EJ□530□和 EJX630A 水平安装

3.1 安装

图 3.2  变送器安装（水平配管）

图 3.3   变送器安装（垂直配管）

图 3.4  EJ□510□和 EJ□530□安装

3.2 隔膜密封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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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液罐的液位测量时，最低液位(零点)应

设定在距高压侧密封膜片中心50mm以上的

地方（见图 3.7）

按HIGH、LOW标签所示，将法兰隔膜正确

地安装在高、低压侧。

为了避免温差引起的测量误差，可将毛细

管束在一起。毛细管必须安全地固定在灌

壁上，防止风或振动等影响。如果毛细管

太长，应卷在一起并用夹子固定。

3.2.1  EJ □ 210□ 3.3 隔膜密封安装注意

3.2.2 EJ□118□和EJ□438□

图 3.5   EJ□210□安装

图 3.6  隔膜密封安装

图 3.7  液罐隔膜密封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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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送器应安装在高压侧过程连接下方至少 
600mm，与毛细管封入液形成正落差压，请特别
注意真空应用。
如果不能将变送器安装在高压侧下方600mm处，
请按下列公式计算：

h：高压侧过程连接与变送器之间的垂直高度
(mm)
h≤0：将变送器安装在高压侧过程连接下方 
h(mm)以上的位置。
h≥0：将变送器安装在高压侧过程连接上方 
h(mm)以下的位置。
P：液罐压力（Pa abs）
P0：变送器最小工作压力（Pa abs），参照以下
表格
[填充液代码 A、B、C、D、E]

按照图 3.9 所示，将冲洗连接环安装到压力检测

部。变送器出厂时，冲洗连接环已经组装并安装

到压力检测部。

3.4 安装冲洗连接环

3.4.1 安装到压力检测部

图 3.8  液罐上的安装实例（安装注意）

图 3.9  安装到压力检测部

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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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螺钉拧紧，使冲洗环与压力检测部之间没有

间隙。配套法兰、垫圈、双头螺栓和螺母由用

户采购。

安装到过程法兰后，确认冲洗环和压力检

测部之间在没有间隙。间隙可能导致流体

突然爆发性的释放。

安装或拆卸冲洗环时，注意不要将压力检

测部朝下，因为冲洗环可能会滑落并造成

伤害。

重新安装冲洗环时，按照下表采用新的缠

绕垫片。

*：材质；316 SST，填料：PTFE 特氟龙
**：禁油使用（选项代码：/K1、/K2、/K5、/K6）

FEP特氟龙选项包括特氟龙膜片与氟油。将变送

器安装到过程法兰时，按以下步骤粘贴特氟龙

膜片：

将法兰膜片面向上放置。

在膜片表面及密封垫圈接触面上均匀、完全地

涂上氟油。注意不要碰伤膜片或使膜片变形。

将特氟龙膜片粘贴在隔离膜片及密封面区域。

粘贴完成之后，请仔细检查隔离膜片与特氟

龙膜片之间是否有残留空气。如果有空气残

留，会影响精度。用手指从膜片中心部向外

挤压，排除残留空气。

将密封垫圈安装到特氟龙膜片上。

将变送器连接到过程法兰。

1)

2)

3)

4)

5)

6)

3.4.2  安装到过程法兰 3.5 特氟龙膜片的安装

图 3.10  安装到过程法兰

图 3.11  特氟龙膜片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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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部可旋转 360°(根据仪表的安装，可从

出厂时的起始位置旋转±180°或360°)，以

上范围的任意角度可以固定。

用六角扳手卸下转换部和膜盒组件间的两颗

内六角螺钉。

缓慢旋转转换部，在指定位置停止。

用 1.5N·m 的力矩，拧紧 2 颗内六角螺钉。

在拆除或安装显示表前，请关闭电源，释放压

力，并将变送器移到非危险区域。

内置显示表可按下图所示的三个方向安装。

ATEX 隔爆型变送器的接线端子盖由内六角螺钉

固定。用六角扳手顺时针旋转内六角螺钉时，锁

紧解除，然后用手打开盖子。封闭盖子时，用 

0.7N.m 的力矩拧紧内六角螺钉。

拆下罩盖。

用手托住内置显示表，拧下两个安装螺钉。

从CPU组件上拆下LCD板。操作时，将LCD

板垂直取出，以免损坏LCD板与CPU组件间

的接插件。

旋转完LCD板后，将LCD板对准CPU组件上

的接插件，插入固定。

拧紧两个安装螺钉。

旋紧盖罩。

1)

2)

3)

1)

2)

3)

4)

5)

6)

3.6 旋转转换部 3.7 改变内置显示表方向

图 3.12  旋转转换部（左侧高压型）

图 3.14  旋转内置显示表

图 3.13  内置显示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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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压变送器
导压管

排气塞
(可选)

截止阀
(低压侧)

截止阀
(高压侧)

平衡阀

三阀组
接头

锁紧螺母

接头

锁紧螺母

管

过程连接件
过程连接螺栓

50mm(2-inch)管

压力连接 过程连接

过程接头

螺栓

“H”和“L”标识

膜盒上刻印有“H”、“L”标记来区分膜盒的

高低压侧。连接差压变送器时，将高压侧导管连

接到“H”侧，低压侧导管连接到“L”侧。

连接表压/绝压变送器时，将导压管连接到

“H”侧

(3)  紧固过程接口安装螺栓

导压管连接后，均匀地拧紧过程接头安装螺栓

(4)  拆除导压管连接口上的防尘塞

在变送器导压管的连接口上装有防尘塞，连接导

压管前，必须拆除防尘塞。

(注意，拆除时不要损坏螺纹， 在防尘塞和接口

螺纹之间，切勿插入螺丝刀或其他工具)

(5)  连接变送器和三阀组（差压变送器）

三阀组由2个截止阀和1个平衡阀构成。三阀组便

于变送器拆卸和调零。

三阀组有两种类型：配管安装型和直接安装型。

变送器与三阀组连接时，请注意如下几点。

随着过程接口安装方向的变更，导压管接口间距

可为 51mm、54mm 或 57mm。这便于导压管

与过程接口的连接和调整。

导压管必须准确地将过程压力传送给变送器。

如果导压管内的液体含有气体或管内的气体中

有残留物，导压管可能被堵塞，不能准确地传

递压力 并产生测量误差。因此针对过程流体(气

体、液体、蒸气)，应选择正确的配管方法。导

压管配管或将导压管连接到变送器时，请注意

以下几点。

导压管

4. 导压管安装

图 4.1  膜盒上的“H”和”L”标记

(1)  检查变送器的高低压侧(如图 4.1)

(2)  导压管连接口的变更(差压变送器)

图 4.2  导压管接口间距

图 4.3  三阀组（配管型）

配管安装型三阀组

4.1 导压管安装注意事项

4.1.1 导压管与变送器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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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送器侧三阀组的接口以及过程连接导压

管接口内旋入双头螺栓。(为了确保密封，

请在双头螺栓的螺纹部缠上胶带。)

用U型螺栓将三阀组固定到50mm(2-inch)

管的安装支架上，同时轻轻拧紧U型螺栓。

在三阀组和过程接头之间安装管道组件,并

轻轻拧上压紧螺母。(管道组件的两端呈球

面状。如球面受损，影响密封效果，应特别

小心）。

按如下步骤，拧紧螺栓、螺母。

过程接口螺栓→变送器侧锁紧螺母→三阀组侧

锁紧螺母→三阀组安装支架(U型螺栓、螺母)

将三阀组安装到变送器上。(安装时请用附带

的2个垫圈和4个螺栓，均匀地拧紧螺栓。) 

在三阀组的顶部(接导压管侧)装上过程接头

和垫圈。

如果过程管道内的残液、气体、沉淀物或其

它外来物质等流入导压管内，可能产生测量

误差。为了消除这些影响，引压阀口必须根

据测量流体的种类按图 4.5 的角度安装。

当过程流体是气体时，垂直方向或垂直方向

上方45°之内。

当过程流体是液体时，水平方向或水平方向

下方45°之内。

当过程流体是蒸汽时，水平方向或水平方向

上方45°之内。

必须定期打开排气（排液）塞，排除导压管

内的残液(或残气)，这可能暂时影响压力测

量。确定引压口和导压管的位置非常必要，

可使残液或残气自然地流回到过程管道内。

如果过程流体是气体，原则上变送器的位置

高于引压口。

如果过程流体是液体或者蒸汽，原则上变送

器的位置低于引压口。

导压管只能上斜或下斜，即使是水平安装。

应至少保持 1/10 的倾斜，使残留液体和气

体不滞留在管内。

变送器和三阀组连接完成后，关闭高、低压侧的截

止阀，打开平衡阀，并保持平衡阀的打开状态。

为了避免在开始运行阶段出现变送器高、低压侧

的过压，您必须按照上述操作进行。

1)

2)

3)

4)

1)

2)

■    直接安装型三阀组

(2)   引压口与变送器的位置

(3)   导压管的倾斜

4.1.2 配管导压管

图 4.4  三阀组（直接安装型）

图 4.5  引压口角度（水平安装）

(1)  引压口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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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导压管的高、低压两侧有温差，两根管内

的液体密度差将会引起测量误差。因此测量流

体时，应将两导压管并行，以免产生温差。

如果导压管内的液体因环境温度或过程流体温度

的变化而反复凝结或蒸发，会在高、低压侧产生

流体高差变化。为了避免流体高差变化引起的测

量误差，测量蒸汽流量时请使用冷凝槽。

用差压变送器测量微压时，低压侧的导压管接口

应连通大气压（参考压力）。如果差压变送器周

围有风，将引起测压误差。此时请把变送器置于

箱内或在低压侧配上导压管，并将导压管的一端

插进带有底板的筒状防风盒内。

如果导压管和变送器内的过程流体存在冻结的危

险，请使用蒸汽套管或加热器保温。

安装完成后，关闭过程压力连接阀（主阀）、变

送器连接阀（截止阀）和导压管排放阀，以使冷

凝物、沉淀物、灰尘和其它杂质不能进入导压管

图4.6,4.7和4.8所示的是典型的导压管配管示例。

装配前，请了解变送器的安装位置、过程配管的布

局和过程流体的特性(腐蚀性，毒性，可燃性等)，

以便今后对安装图进行更改和增加。

参照下面配管示例，请注意以下几点。

导压管较长时，应固定在支架上防止振动。

导压管的材质必须与过程压力、温度和其它

条件相符。

可按接头的种类(法兰型、螺纹型、焊接

型)、内部结构(球心阀、闸门阀、球阀)、

温度及压力，提供各种类型的引压阀（主

阀），请正确选用。

4.2  导压管配管示例

图 4.6  配管示例（差压变送器）

图 4.7  配管示例（EJ□210□）

(4)   导压管两侧的温差(差压变送器)

(5)   测量蒸汽流量时的冷凝槽(差压变送器)

(6)   测量微压时的防风措施(差压变送器)

(7)   防冷冻措施

45<4. 导压管安装>

导
压
管
安
装



容室法兰上的“   ”标志显示过程流体的方向

（从右到左)。将管道连接到过程接头时，请确

认过程流体的方向。

变送器出厂时，过程接头安装螺栓没有紧固，

过程管道连接后，用 39~40Nm 的力矩均匀地拧

紧螺栓，以防泄漏。

4.3  过程管道安装注意事项
     (EJ□115□）

4.3.1 过程管道与变送器的连接

4.3.2 过程管道配管

图 4.8  配管示例（表压/绝压变送器）

(1)   确认过程流体的流动方向

(3)   拆除过程接头防尘塞

(1)   过程流体和内藏孔板位置的关系(垂直配管型)

图 4.9  内藏孔板流向示意图

(3)   防冻措施

(2)   过程管道的尺寸

(4)   过程管道连接示例

(2)   紧固过程接头安装螺栓

过程接头上装有防尘用的防尘塞,配管前请拆除。

(拆除时注意不要损坏螺纹部分，不能用螺丝刀

或其它工具强行拆除)。

在过程管道中会产生并累积残液（或残气），必

须定期打开排气（排液）塞排除，这会暂时影响

压力测量。为了防止过程管道内产生的残液（或

残气）堆积在压力传感器组件内，必须对导压管

进行配装。

使用15mm(1/2吋)管连接过程管道与过程接头。

如果导压管和变送器内的过程流体发生冻结，请

使用蒸汽套管或加热器保温。

图 4.10 是典型的过程管道配管示例。装配前，

请了解变送器的安装位置、过程配管的设计和过

程流体的特性（腐蚀性，毒性，可燃性等），以

便今后对安装图进行更改和增加。

参照以下装配示例时，请注意以下几点。

如果过程流体是气体，原则上内藏孔板位于

压力传感器组件的下侧。

如果过程流体是液体，原则上内藏孔板位于

压力传感器组件的上侧。

过程配管的材质必须与过程压力、温度和其

它条件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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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过程管道配管示例

           （EJ□115□）

可按接头的种类（法兰型、螺纹型、焊接

型）、内部结构（球心阀、闸门阀、球

阀）、温度及压力，提供各种类型的引压

阀（主阀），请正确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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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FF现场总线、PROFIBUS PA 和Mod bus

通讯协议，请参阅各通讯手册。

接线时，应避开大容量的变压器、电机和电

源等干扰源。

接线前，拆除电气接口的防尘塞。

螺纹配件应该进行防水处理（防水处理时，

最好使用非硬化的硅树脂系列密封剂）。

为防止干扰，信号线与电源线不得穿入同一

根电缆保护管。

对于防爆型变送器，为确保防爆性能，必须

按有关规定接线。

ATEX 隔爆型接线盒盖由内六角螺栓固定。当

用内六角扳手顺时针旋转内六角螺栓时，锁

紧解除，然后用手打开盖子。封闭盖子时，

用0.7N. m的力矩扳手拧紧内六角螺栓。

*1:当使用外部指示计或检测表时，内部阻抗

必须小于10Ω。 指定/AL时，不能使用外部指

示计或检测表。

*2: 不适用于FF和PROFIBUS PA通讯协议。

*1:当使用外部指示计或检测表时，内部阻抗

必须小于10 Ω 。 

*2:  不适用于FF现场总线。 

5.1 接线注意事项

5.2 端子盒接线5.  接线

图 5.1  锁紧螺栓

●  接线端子图

●  4～20 mA输出接线端子

       [EJX9□□A]

●  1～5V输出接线端子

●  4～20 mA输出接线端子

图 5.2  端子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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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电源线连接

5.2.2  组态工具连接

5.2.3  状态输出连接

图 5.3  电源连接

图 5.2  端子接线图

图 5.5  四线连接

图 5.6  三线连接

■   1～5 V 输出, HART

■   4～20 mA 输出,BRAIN/HART

图 5.7  状态输出连接

指定选项代码/AL时，接线见图5.7。

组态和激活程序报警功能和状态输出，需进行参
数设置，参阅相关通信手册。

重要

连接AC电源会损坏设备，请务必在指定范围内

使用DC电源。

电源线连接到“SUPPLY”+和-端

将组态工具连接到“SUPPLY”+和-端(用挂钩)

将组态工具或HART通讯器连接到“SUPPLY”

+和-端（用挂钩）

49<5. 接线>

接
线



需要一个最大输出电流
E/R+25mA的电源提供电
源电压。

例 1
在这种情形下，可
进 行 通 讯 ( 采 用 
CEV电缆时，通信
距离为2Km)。

例 2
在这种情形下，可
进行通讯(当采用
CEV电缆并且 R=1K
Ω时，通信距离为
200m)。

例 3
在这种情形下，不
能进行通讯。(当不
使用屏蔽线缆时)

脉冲输出
负载电阻 R 的范围

本安装示例中采用两线屏蔽电缆。

本安装示例中采用两线屏蔽电缆。

注：1.为了避免外部噪声的影响，使用适合脉冲频率的电子计数器。�

    2.如果电子计数器直接接受触点脉冲信号，则不需要电阻。

    3.使用模拟和脉冲同步输出时，仅与模拟输出相比，HART通讯可能受到噪声影响。针对噪音采取上述对策，如使用屏蔽电缆等。

5.2.4 EJX910A/EJX930A 连接示例
表 5.1 同步模拟、脉冲、报警及状态输出（HART 通讯协议）

变送器电气端子

变送器电气端子

变送器电气端子

变送器电气端子

变送器电气端子

变送器电气端子

本安装示例中采用两线屏蔽电缆。
需要一个最大输出电流不小于
E/R+25mA的电源提供电源电压。
电源电压要求输出阻抗（负载）
不高于 R 的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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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外部温度连接
        (EJX910A & EJX930A)

5.3.1 回路配置

5.3 接线

图 5.8  外部温度连接

图 5.9  变送器与配电器连接

图 5.10  变送器与配电器连接

脉冲输出、报警和状态输出或模拟-脉冲同步 

输出（EJX910A & EJX930A）

(2)   本安型 (4～20 mA 输出)

        本安型变送器，必须使用安全栅。

(3)   本安型( EJX910A & EJX930A)

        模拟输出

图 5.11  变送器与配电器连接

(1)   普通型和隔爆型(4～20 mA输出）

        模拟输出

由于DPharp是两线制4～20mA传输系统，信号

线也被用作电源线。

变送器需配备直流电源，变送器和配电器的连接

如下图所示。电源电压和负载的详细情况见5.6 

节。

对于1～5V输出，使用三线或四线制。详见(4)

RTD电缆组件连接到JUCK接线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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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变送器与安全栅和接收器连接

图 5.13  变送器与配电器和接收器连接

图 5.15  金属软管典型接线

图 5.14  变送器与配电器和接收器连接

模拟-脉冲同步输出

(4)   1～5 V 输出

5.3.2 接线配置

(1)   普通型和本安型

可使用三线制或四线制。

电源线和1～5 V信号线共用SUPPLY-端。

使用三线连接，电缆长度可能会影响输出信号的

测量精度。

使用三线或四线连接时，建议布线距离小于200

米，并使用屏蔽电缆。

三线连接

电源线和信号线共用负端。

四线连接

将电源线和信号线连接到SUPPLY-端。

使用金属导线管或者防水套管。

在接线盒接线口和金属软管接头的螺纹部，

涂上非硬化密封剂，以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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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6  隔爆密封接头典型接线

图 5.17  隔爆金属软管典型接线

5.4 RTD 电缆连接
   （EJX910A/EJX930A）

5.4.1 连接带电缆接头的屏蔽电缆

   (外部温度输入代码：-1，-2，-3和-4)

(2)   隔爆型

接线盒接线口处必须安装密封配件。

在接线盒接线口、金属软管和密封配件的螺

纹部，涂上非硬化的密封剂，以防水。

隔爆金属导线管接线

在接线盒接线口和防爆密封接头的螺纹部，

涂上非硬化的密封剂，以防水。

RTD连接所需部件：EJX多变量变送器，两
根RTD电缆和两个电缆接头。随附2个电缆
接头。

隔爆密封接头接线

电缆通过隔爆密封接头或隔爆金属软管连接。

测量外部温度需要连接RTD电缆。

当使用电缆接头或导线管连接时，请按以下步骤

进行。

变送器接线盒内 RTD 电缆接头放大图。

RTD 电缆接口上装有防尘保护盖，安装时取下。

电缆接头由接头体，密封圈，旋转耦合器，压紧

螺母组成。确保密封圈正确装入接头体，电缆接

头的螺纹尺寸与 RTD 电气接口尺寸相同。

电缆接头部件

1/2NPT 型

M20 型

输入/输出信号为非隔离。

接线工作完成前，禁止接通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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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使用导线管连接屏蔽电缆

       (外部温度输入代码：-B，-C 和-D)

拆卸电缆接头：松开旋转耦合器，从接头体

拆下压紧螺母。

取下变送器电气接口的保护盖，将接头体安

装在电气接口上。注意，1/2NPT连接使用

非硬化的密封剂，M20连接使用垫圈。

将RTD线缆穿过可旋动喉套和端螺母组件。

将RTD线缆插入接线盒，并将其接头牢固地
接入接线盒的连接口。

将可旋转耦合器连接到本体上。

转动可旋转耦合器，直到本体里的密封圈和
RTD电缆接触。

再转动可旋转耦合器半圈，使密封圈压紧

RTD电缆。

如需要,可使用保护管。将电缆穿过导线管,

并将导线管与支撑螺母连接。

当电缆上按述方法装牢后，不要再紧固可旋转耦

合器；否则，可能会损坏RTD接头。

不能拉拽电缆，或使其承受过度的机械振动。

RTD连接部件：EJX多参数变送器和RTD电缆。

取下RTD 电缆接口的保护盖，插入RTD电缆。

取下电缆接口的保护盖，插入 RTD电缆。
与变送器接线盒中的连接端子接牢。

将电缆插入导线管，并连接到 RTD 电气接
口上。

不要拉拽电缆或者使其承受过大的机械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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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8  RTD 侧接线方法

图 5.19  接地端子

图 5.20  电源电压与外接负载电阻关系图

5.4.3 RTD 接线盒连接

5.6 电源电压与负载电阻

5.5 接地

电缆颜色可以根据电缆类型改变。

蓝色1和蓝色2允许交换位置。

对于2线型，连接任意一端作为蓝色1或蓝色2，

另一端作为开端。

白色

开端

蓝色1和蓝色2

白色

白色

蓝色1

蓝色1

蓝色2

蓝色2

EJX多参数变送器RTD I/F电路为Pt1003线制。

当使用2线或4线制RTD接线时，请按如下所述。

请注意，当使用2线制RTD时，接线电阻会引起

温度误差。

RTD侧不做接地屏蔽。

只能使用指定的电缆。

接线时，请确保不要损伤电缆的绝缘层和线芯

所有的线芯必须包裹足够的绝缘层。

不要让信号线和屏蔽线缆接触。

不允许屏蔽线缆或信号线接地。

表 5.2 RTD侧RTD终端接线方法

为保证正常工作，变送器必须接地。请遵守各

国电气规程要求。如选用内置避雷保护器的变

送器，接地要求应满足接地电阻≤10Ω。接线

盒内、外均有接地端子，可任选其一接地。

配置回路时,外接负载电阻应保证在下图所示范围内。

(注）如果是本安型,外接负载电阻包含安全栅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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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启动准备

6.2 零点调整

6.2.1 差压变送器零点调整

6.  操作

内置显示表

图 6.1  故障输出方向和硬件写入保护滑动开关

图 6.2  外部调零螺钉

确认变送器处于正常运作中

检查和修改变送器参数设置

CPU 故障时输出状态设定及硬件写入保护

对于FF现场总线和 PROFIBUS PA和Modbus 

通讯协议变送器，请参阅各相关通讯手册。

如下图所示，设置故障输出方向和写入保护开

关。出厂时，故障方向开关设置在H侧（附加

代码/C1或/C2除外）；硬件写入保护开关设在

E侧，EJX910A和EJX930A除外，可由通讯查

看开关的设置状态。

变送器启动准备完成后，可以调零。可通过变

送器的调零螺钉或使用通讯器调零。本节介绍

了调零螺钉的操作步骤，通讯器调零，请参阅

通讯手册。

调零后，不能立即断电。如果调零后30秒内断

电，零点将恢复原值。

如线路发生故障，将无显示。

如变送器发生故障，将显示一个错误代码。

以下参数为工厂按订单设置。

测量量程

内置显示表显示

输出模式

软件阻尼（可选）

低截止

过程报警设置

静压范围

信号表征

写入保护

以下其它参数为出厂默认设置。

确认或修改参数，请参阅各通讯手册。
在调零前，请确认平衡阀已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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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就地参数设置

6.2.2 表压/绝压变送器零点调整

6.3.1  就地参数设置(LPS)概述

图 6.3  外部调零螺钉

图 6.4  量程设定开关（按钮）

(1)   如果可以获取实际测量值中的下限值

        (0 kPa，大气压)；

(2)   如果不能获取实际测量值的下限值(0%)

通过数字压力计或玻璃压力计，调整变送器的输

出,获取实际测量值。

使用外部调整螺钉和按钮（内置显示表代码E）
调整参数，能简单快捷地设置位号、单位、量程
下限、量程上限、阻尼、输出模式（线性/平方
根）、显示输出1，以及通过实际压力改变量程
（LRV/URV）。进行就地参数设置，不影响测
量信号（模拟输出信号或通讯信号）。

用一字螺丝刀拧动调零螺钉。顺时针调节输出增

大，逆时针调节输出减小，调零分辨率可达设定

量程的0.01%。零点调整的变化随螺钉拧动的速

度变化，慢速为微调，快速为粗调。

调零螺钉在调零盖板内。

用一字螺丝刀拧动调零螺钉。顺时针调节输出增

大，逆时针调节输出减小，调零分辨率可达设定

量程的0.01%。零点调整的变化随螺钉拧动的速

度变化，慢速为微调，快速为粗调。当使用差压

变送器测量液位时，如果不能获取实际测量值的

下限值(0%)，请参阅6.2.2(2)。

关闭阀门（主阀）。

松开排放塞，排空变送器压力。

在此状态下调整零点。

调整完成后，拧上排放塞，然后逐步打开引

压阀。

1)

2)

3)

4)

内置显示表上的就地参数按钮不能在危险区域使

用。需要使用时，请在非危险区域操作。

调整参数后，不能立即切断变送器的电源。

30秒内切断电源，参数将恢复到原值。

参数Ext SW必须为“Enabled”，才能实现

此功能。设 置 步 骤 请 查 阅 用 户 手册

IM01C25T(HART/BRAIN)。

HART 和 BRAIN 通讯提供就地参数设置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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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
作



按下

按下

按下

按下

按下

按下

图 6.5

过程测量显示

过程测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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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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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7.  错误与纠正

显示表 原因 出错时的输出状态 措施

AL.01
CAP.ERR

AL.02
AMP.ERR

AL.10
PRESS
AL.11
ST.PRESS
AL.12
CAP.TMP
AL.13
AMP.TMP
AL.30
RANGE
AL.31
SP.RNG
AL.35*1

P.HI
AL.36*1

P.LO
AL.37*1

SP.HI
AL.38*1

SP.LO
AL.39*1

TMP.HI
AL.40*1

TMP.LO
AL.50
P.LRV
AL.51
P.URV
AL.52
P.SPN
AL.53
P.ADJ
AL.54
SP.RNG
AL.55
SP.ADJ

AL.60
SC.CFG

AL.79
OV.DISP

*1:当过程报警功能激活后，报警出现。

表 7.1 错误信息汇总（EJX910A 和 EJX930A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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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表 原因 出错时的 4-20mA 输出状态 措施

表 7.2 报警信息汇总（适用于 EJX910A 和 EJX930A，HART 通讯模式）

放大器温度超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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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表 原因 出错时的 4-20mA 输出状态 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