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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暖通空调领域的HMW40/50和HMD40/50  
墙面和管道安装型变送器

维萨拉INTERCAP®HMD/W40和HMD/W50两

线或三线温湿度变送器专为建筑能源

管理系统而设计，具有卓越的稳定性，

同时易于安装、运行可靠。HMD40/50为

管道安装型，HMW40/50为墙面安装型。 

维护成本低

HM D 4 0/5 0湿 度变送器采用维萨拉

INTERCAP®传感器，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

的可互换电容式湿度传感器。当传感器 

更换时，变送器无需重新校准，大量地节

省了整体维护成本。这种传感器不受灰

尘、化学气体等环境因素的影响。

维萨拉INTERCAP® HMD/W40/50温湿度变送器具有价格优势并且无需日常维护，
是暖通空调/能量管理控制应用领域的明智之选。

同时测量湿度和温度

40/50系列变送器具有温湿度（Y）和湿 

度（U）两种类型可供选择，湿度测量精度

为±3 %RH、稳定性为±1 %RH/年。 

可选功能（HMD/W50）

HMD/W50变送器的特点在于可选的0~1V

和0~10V信号输出，可以通入交流电压或

直流电压。 

特点/优势

▪ 专为建筑能源管理系统而设计

▪ 10 ... 90 %RH测量

▪ 管道型装置的工作范围为 
-10 ... +60 °C (+14 ... +140 °F)

▪ 墙面型装置的工作范围为
-5 ... +55 °C (+23 ... +131 °F)

▪ 4 ... 20 mA 双线输出 (HMD/W40)

▪ 可选的电压三线输出 (HMD/W50)

▪ 具有卓越的稳定性，同时易于安
装、运行可靠

▪ 无需重新校准

▪ 可完全互换的维萨拉INTERCAP®
传感器易于更换。

▪ 低成本

在能源管理系统中，相对湿度和温
度的精确测量对于最佳的环境控制
至关重要。



相对湿度
测量范围 （用于指定的精度） 10 ... 90 %RH

工作范围

HMD40/50 0 ... 100 %RH

HMW40/50 0 ... 90 %RH

+20 °C (+68 °F)时的精度 大于±3 %RH

稳定性 两年以上为±2 %RH

温度相关性 -10 ... +60 °C ，<±1.5 %RH

 (+14 ... 140 °F)

传感器 INTERCAP®传感器，零件号：15778HM

尺寸
尺寸单位为毫米。

INTERCAP® 是维萨拉的注册商标。

温度（40Y 和 50Y）
测量范围

HMD40/50 -10 ... +60 °C (+14 ... +140 °F)

HMW40/50 -5 ... +55 °C (+23 ... +131 °F)

+25 °C 时的总精度 ±0.3 °C (±0.54 °F)

温度相关性 0.01 °C/°C (0.01 °F/°F)

传感器 Pt 1000 IEC 751 B级

综述
相对湿度输出信号（等于0...100 %RH）

HMD/W40 4 ... 20 mA

HMD/W50 0 ... 1 V & 0 ... 10 V

温度输出信号

HMD/W40 4 ... 20 mA

HMW50 0 ... 1 V & 0 ... 10 V

HMD50 0 ... 10 V

HMD40Y, HMD50Y 等于 -40 ... +60 °C (-40 ... 140 °F)

HMW40Y, HMW50Y 等于 -5 ... +55 °C (+23 ... 131 °F)

电源

HMD/W40 10 ... 28 VDC

HMD/W50 0 ... 1 V 输出：12 ... 35 VDC/12 ... 24 VAC

0 ... 10 V输出：15 ... 35 VDC/15 ... 24 VAC

电磁兼容性： 符合EN61326-1一般环境

电流消耗

HMD/W50 6 mA 典型

工作温度范围

HMD40/50 -10 ... +60 °C (+14 ... +140 °F)

HMW40/50 -5 ... +55 °C (+23 ... +131 °F)

贮存温度范围 -40 ... +60 °C (-40 ... +140 °F)

工作湿度范围

HMD40/50 0 ... 100 %RH

HMW40/50 0 ... 90 %RH

外壳

材质 ABS塑料

防护等级（HMD40/50） IP65(NEMA 4)

颜色（HMW40/50） NCS0502-G50Y

HMD40/50

HMW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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