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D 2301.0

48 Humidity

HD2301.0
 

 
    140x88x38mm 
  
  ABS
  
  

  -5…50°C
  -25…65°C
  
  IP67

  
  
  < 20μA

 °C - °F - %RH - g/m3 - Td - hPa

  

  0…100%RH
  0.1%RH
  ±0.1%RH
  

  -200…+650°C
  -200…+650°C
  0.1°C
  ±0.1°C
  

%RH %RH
HP472ACR Pt100 0…100%RH -20°C…+80°C

±1,5%RH (10…90%RH)
±2,5%RH (in the remaining range)

±0.3°C
HP572ACR Thermocouple K 0…100%RH -20°C…+80°C ±0.5°C
HP473ACR Pt100 0…100%RH -20°C…+80°C ±0.3°C
HP474ACR Pt100 0…100%RH -40°C…+150°C

-40°C…150°C (180°C)
±(1,5+0,02 times the 

displayed value)

±0.3°C
HP475ACR Pt100 0…100%RH -40°C…+150°C ±0.3°C

HP475AC1R Pt100 0…100%RH -40°C…+150°C ±0.3°C
HP477DCR Pt100 0…100%RH -40°C…+150°C ±0.3°C
HP478ACR Pt100 0…100%RH -40°C…+150°C ±0.3°C

  
  300pF±40pF
  -20°C…+80°C
  -40°C…+150°C
  0÷100%RH
  

  0.1%RH
  0.02%RH/°C 
 
  

  0.1°C
  0.003%/°C

  0.1°C
  0.02%/°C

TP472I -196°C…+500°C ±0.25°C (-196°C…+350°C) 
±0.4°C (+350°C…+500°C)  

TP472I.0 -50°C…+400°C ±0.25°C (-50°C…+350°C) 
±0.4°C (+350°C…+400°C)  

TP473P -50°C…+400°C ±0.25°C (-50°C…+350°C) 
±0.4°C (+350°C…+400°C)

TP473P.0 -50°C…+400°C ±0.25°C (-50°C…+350°C) 
±0.4°C (+350°C…+400°C)

TP474C -50°C…+400°C ±0.3°C (-50°C…+350°C)
±0.4°C (+350°C…+400°C)  

TP474C.0 -50°C…+400°C ±0.3°C (-50°C…+350°C)
±0.4°C (+350°C…+400°C)  

TP475A.0 -50°C…+250°C ±0.3°C (-50°C…+250°C)

TP472I.5 -50°C…+400°C ±0.3°C (-50°C…+350°C) 
±0.4°C (+350°C…+400°C)

TP472I.10 -50°C…+400°C ±0.30°C (-50°C…+350°C) 
±0.4°C (+350°C…+400°C)

TP49A -70°C…+400°C ±0.25°C (-50°C…+350°C) 
±0.4°C (+350°C…+400°C)

TP49AC -70°C…+400°C ±0.25°C (-50°C…+350°C) 
±0.4°C (+350°C…+400°C)

TP49AP -70°C…+400°C ±0.25°C (-50°C…+350°C) 
±0.4°C (+350°C…+400°C)

TP875  150mm -30°C…+120°C ±0.25°C
TP876  50mm -30°C…+120°C ±0.25°C
TP87 -50°C…+200°C ±0.25°C
TP878

TP878.1 +5°C…+80°C ±0.25°C

TP879 -20°C…+120°C ±0.25°C

 0.003%/°C

HD2301.0 温湿度计

是配有大尺寸LCD显示屏的手持式温湿度计。当连接Pt100传感

器或热电偶湿度/温度相结合的探头就可以测量相对湿度和温度。测量温

度的探头可以是侵入式、插入式或接触式的探头。传感器可以是Pt100或
Pt1000。
当连接了湿度/温度相结合的探头，就可以计算和显示绝对湿度、露点和
水蒸气压。探头配有智能检测模块，工厂校准数据存储在模块内。功能
具有Max，Min和Avg，用来计算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还具有相对测
量REL、自动变换量程和自动关机的功能（自动关机功能可取消）。
防护等级为IP67.

技术参数

尺寸（长*宽*高）
重量
材质
显示

160g (含电池)

2x4½ 数字+字符
可视区：52x42mm

操作条件
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相对湿度
防护等级

0…90%RH 无冷凝

电源
电池

关机功率

测量单位

AA 1.5V 3节
1800mAh碱性电池 200小时

连接
探头的输入模块 8-pole DIN45326外螺旋连接头

相对湿度的测量

测量范围
分辨率
精度
一年后的漂移 0.1%RH/年

温度测量

Pt100测量范围
Pt1000测量范围
分辨率
精度
一年后的漂移 0.1°C/年

使用SICRAM模块的相对湿度和温度探头

型号 温度传感器
工作范围

温度

精度
温度

相对湿度
传感器 电容性的

@30%RH典型容量
传感器的工作温度
（依型号而定）
测量范围
不确定性 ±1,5%RH (10…90%RH) ±2,5%RH （其它

测量范围内）
分辨率

@ 20°C温度漂移

恒温中的响应时间%RH 10sec (10÷80%RH; =2m/s)风速

Pt100传感器温度
分辨率

@ 20°C温度漂移

热电偶K - HP572ACR温度
分辨率

@ 20°C

温度漂移

温度漂移

探头和配备模块的技术参数
配SICRAM模块的Pt100传感器温度探头

探头和配备模块的技术参数探头和配备模块的技术参数
配SICRAM模块的Pt100传感器温度探头配SICRAM模块的Pt100传感器温度探头

温湿度计温湿度计

技术参数技术参数

防护等级

使用SICRAM模块的相对湿度和温度探头使用SICRAM模块的相对湿度和温度探头

型号型号 温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
工作范围工作范围

温度温度

精度精度
温度温度

型号型号型号 类型类型类型 应用范围应用范围应用范围 精度精度精度

侵入式

侵入式

侵入式

侵入式

插入式

插入式

插入式

接触式

接触式

接触式

空气探头

Ø
Ø

太阳能电池板

混合物

 @ 20°C温度漂移

电池连续使用时间

意大利Deltaohm       电话：010-82306808      传真：010-82306818

防护等级为IP67.防护等级为IP67.

共同特征

共同特征

插入式

插入式

黑球温度探头

黑球温度探头



P5

P1 P2 P3 P4

P6 P7 P8

HD11 / HD33 / HD75

HP475AC HP477DC

HP474AC

HP473AC

HP472AC

TP472I

TP474C

TP473P

Hu
m

id
ity

TP47.100 Pt100 4 wires -50…+400°C
TP47.1000 Pt1000 2 wires -50…+400°C

  
 Pt100  0.003%/°C
 Pt1000  0.005%/°C

HD2301.0:

 
HP472ACR: 
HP572ACR:

 HP473ACR: 

HP474ACR: 

HP475ACR: 

HP475AC1R: 

HP477DCR: 

HP478ACR: 

TP472I:
TP472I.0:

TP473P:

TP473P.0:

TP474C:

TP474C.0:

TP475A.0:
TP472I.5:
TP472I.10:

TP875:

TP876:
TP87:

TP878:
TP878.1:

TP47.100:

TP47.1000:

TP47:

HD11:
HD33:
HD75: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4线制Pt100和2线制Pt1000探头4线制Pt100和2线制Pt1000探头4线制Pt100和2线制Pt1000探头

型号型号型号 类型类型类型 应用范围应用范围应用范围 精度精度精度

A级A级A级

A级A级A级

@ 20°C温度漂移

A级A级

必须单独订购。
探头和电缆

必须单独订购。必须单独订购。

配备SICRAM模块的相对湿度和温度探头配备SICRAM模块的相对湿度和温度探头配备SICRAM模块的相对湿度和温度探头

配备SICRAM模块的温度探头配备SICRAM模块的温度探头配备SICRAM模块的温度探头配备SICRAM模块的温度探头

没有配备SICRAM模块的温度探头没有配备SICRAM模块的温度探头没有配备SICRAM模块的温度探头没有配备SICRAM模块的温度探头

配件配件配件配件

.

. 
. 

意大利Deltaohm       电话：010-82306808      传真：010-82306818

共同特征

订货代码订货代码订货代码
包括：3节1.5V碱性电池、使用说明书和盒子。探头和电缆探头和电缆探头和电缆

%RH和温度相结合的探头，尺寸￠26x170 mm；连接线长2米。
%RH和温度相结合的探头，K型热电偶传感器，尺寸￠26x170

 mm；连接线长2米。
%RH和温度相结合的探头，尺寸：把手￠26x130 mm；探头￠

%RH和温度相结合的探头，尺寸：把手￠26x130 mm；探头￠

%RH和温度相结合的探头，连接线长2米；把手￠26x110 mm；

%RH和温度相结合的剑型探头，连接线长2米；把手￠26x110 
mm；探头保护管18x4mm，探头长520mm。

 %RH和温度相结合的探头，尺寸￠14x130 mm；连接线长5米。

侵入式探头，Pt100传感器，直径￠3mm,长300mm；连接线长2米。
侵入式探头，Pt100传感器，直径￠3mm，长230mm；连接线长2

米。
插入式探头，Pt100传感器，直径￠4mm，长150mm；连接线长2

米。
插入式探头，Pt100传感器，直径￠4mm，长150mm；连接线长2

米。
接触式探头， Pt100传感器，直径￠4mm，长230mm，接触面直径

￠5mm；连接线长2米。
接触式探头， Pt100传感器，直径￠4mm，长230mm，接触面直

径￠5mm；连接线长2米。
空气探头，Pt100传感器，直径￠4mm，长230mm；连接线长2米。

米。

侵入式探头， Pt100传感器，直径￠3mm, 长70 mm；连接线长
2米。

太阳能电池板接触式探头，连接线长2米。
太阳能电池板接触式探头，连接线长5米。

直接4线制Pt100传感器侵入式探头，直径￠3mm，长230mm；
连接头连接4线制连接线，长2米。

Pt1000传感器侵入式探头，直径￠3mm，长230mm；连接头
连接2线制连接线，长2米。
没有配SICRAM模块的探头连接的唯一连接头：直接3和4线制
Pt100，2线制Pt1000。

湿度校准液11.3%RH@20°C
湿度校准液33.0%RH@20°C
湿度校准液75.4%RH@20°C

湿度探头 ￠ 26 M24x1,5的保护帽
不锈钢网格保护帽，探头直径￠26mm。
20μ烧结聚乙烯PE保护帽，探头直径￠26mm。
20μ烧结青铜保护帽，探头直径￠26mm。
20μ（保护帽全部是）烧结聚乙烯保护帽，探头直径￠26mm。

湿度探头￠14 M12x1的保护帽
不锈钢网格保护帽，探头直径￠14mm。
20μ（保护帽全部是）烧结不锈钢保护帽，探头直径￠14mm。
10μ（保护帽全部是）烧结PE保护帽，探头直径￠14mm。
不锈钢网格和Pocan保护帽，探头直径￠14mm。

插入式探头, Pt100传感器，直径￠6mm，长500mm；连接线2米。
插入式探头, Pt100传感器，直径￠6mm，长1000mm；连接线2

黑球温度探头，直径￠150mm；配有把柄；连接线长2米。

黑球温度探头，直径￠50mm；配有把柄；连接线长2米。

14x120mm；连接线长2米。

14x215mm；连接线长2米。

不锈钢管￠12x560mm；末端尖头￠14x75mm。
%RH和温度相结合的探头，连接线长2米；把手80mm；不锈钢

杆￠14x480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