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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信号隔离器/隔离放大器/隔离变送器常见问题解答 

 
工业生产中为增加设备带载能力并保证连接同一信号的设备之间互不干扰，提高电控安全性

能，需要将仪器仪表或传感器输出的电压电流、频率、电阻等信号进行采集运算、隔离放大、转换变

送及去干扰处理后，得到行业通用的标准模拟电流或电压信号，安全送给二次仪表或 PLC/DCS/PC 机

使用。用户使用模拟信号隔离器/隔离放大器/隔离变送器/数据采集器等产品，有时会遇到现场信号

匹配、负载匹配、高频干扰、多路信号窜扰等技术问题，或有源无源、2/3/4 线制、回路馈电等选型

应用方法问题。    顺源科技作为国内资深模拟信号技术应用研发生产厂家，根据多年的研发生产经

验和技术服务工程师广泛收集的工业现场各种不同环境下用户反馈宝贵意见，在对产品性能不受影响

前提下逐步对各项技术指标进行改进改善的同时，将工程师现场遇到的一些技术问题进行记录、收集

整理，希望给广大用户提供一些技术参考和现场应用解决方案的支持。今后如收集到更多的技术问题

解决方案，我们会及时更新信息。 欢迎用户在现场应用中把遇到的问题或投诉建议发送到我公司的

技术支持邮箱：szsy@sun-yuan.com；sy8@sun-yuan.com 
 
1、信号隔离器|隔离放大器|隔离变送器|隔离配电器|隔离调理器|隔离安全栅如何区分？如何选型？ 

信号隔离器：将模拟 4-20mA 电流信号或 0-5V 电压信号进行直接隔离传输，分为有源型和无源型。 
有源型信号隔离器需外接辅助电源，由于有外接电能量支持，信号在隔离传输过程中不会损耗，带载能力强。 
0-±10V 信号隔离器，ISO EM U6-P1-O10 参考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html/DownDetail_1.html 
无源型信号隔离器不需要外接辅助电源，一般采用回路窃电技术，信号传输有些损耗，带载（≤350Ω）较弱。 
4-20mA 无源信号隔离器，ISOS 4-20mA 参考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html/DownDetail_159.html 
隔离放大器：一般都是有源型，可将模拟 4-20mA 电流信号或 0-10V 电压信号进行隔离、放大、转换。 
隔离放大器需外接辅助电源，由于有外接电能量支持，信号在隔离传输过程中可以进行隔离、放大、转换并且

不会损耗，经过有源放大器的逐级放大，可以驱动一些电动阀、微型电机等负载较大的装置。 
4-20mA 转 0-10V 隔离放大器，ISO EM A4-P1-O5： 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html/DownDetail_1.html 
隔离变送器：除具备信号隔离器、隔离放大器的一般功能以外，还可将 Pt100/Cu50 温度、频率、位移电阻、PWM、

真有效值、转速、差分信号、AC 交流信号隔离放大、转换成标准 4-20mA/0-10V 模拟信号或脉冲方波信号。 
有源型隔离变送器需外接辅助电源，由于有外接电能量支持，信号在隔离变送中不会损耗，带载能力强。 
Pt100 转 4-20mA 隔离变送器，ISO Z-W-P-O 资料：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html/DownDetail_15.html 
无源型隔离变送器不需要外接辅助电源，一般采用回路窃电技术，信号传输有些损耗，带载（≤250Ω）较弱。 
0-75mV 转 4-20mA 隔离变送器，ISOS V-4-20mA：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html/DownDetail_156.html 
隔离配电器：工控系统有些场合采用两线制 4-20mA 回路馈电传输方式，在给传感器、变送器等一次仪表配送

24V 工作电源的同时，又要采集出一次仪表的变量信号，并通过回路传送到二次仪表或其它设备使用。 
4-20mA 回路馈电隔离配电器， ISOS 4-20mA-F：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html/DownDetail_157.html 
隔离调理器：是一次仪表有源信号与电流环路接口带电信号调理专用器件，用于传感器信号采集后与模拟量输

入接口的匹配。可解决传感器采集到的 4-20mA 有源信号与二线制电流环供电回路接收口带电信号的冲突问题。 
4-20mA 电流环路隔离调理器， ISOS 4-20mA-E： 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html/DownDetail_158.html 
隔离安全栅：常用于电力仪器、医疗设备、轨道交通设施等一些高电压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的场合。产品内部

设计采取的高隔离措施，使模拟信号在一次仪表与二次仪表之间达到 6000VDC 绝缘电压的无失真传输。 
6000VDC 模拟信号传输高隔离安全栅，ISO EMH：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html/DownDetail_129.html 

 
2、无源信号隔离器及有源信号隔离放大器、隔离变送器的带负载能力各是多少？ 

顺源科技生产的无源型信号隔离器 / 信号变送器：(0-20mA/4-20mA)电流输出型常规产品负载能力常规值为

250Ω， 大负载值 700Ω/24VDC，具体参数请参照各类型产品的详细技术资料。(0-2.5V/0-5VDC)电压输出型常

规产品带载能力需≥5KΩ。 
有源信号隔离放大器/隔离变送器：(0-20mA/4-20mA)电流输出型产品带载能力常规值为 350Ω，其中磁电隔离型

产品 大负载值 20mA 输出/750Ω，光电隔离型产品 大负载值 20mA 输出/600Ω。(0-5V/0-10VDC)电压输出型

常规产品带载能力≥2KΩ。（注：用户可以定制输出带载能力超出常规值，或 0-500mA/0-1A 的大电流特殊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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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模拟信号隔离器 / 隔离放大器 / 隔离变送器的工作原理及功能是什么? 
工作原理：将传感器、变送器、PLC 或仪器仪表输出的模拟信号经电子电路进行调制变换成一种高频载波信号，

通过光电耦合电路或磁电耦合电路进行(I/I、V/V)隔离传输，然后经过解调电路还原出模拟信号或与原信号一一

对应并且经过转换（V/I、I/V、V/F、F/V、Pt100/V、PWM/I、RMS/V、R/I、S/I 等）的其它信号，同时将供电

电源、信号输入与输出端供电也进行的隔离处理。所以这些器件能达到工业现场对信号输入、信号输出、供电

电源地之间 3000VDC 三隔离的抗干扰要求。 
器件功能： 
1. 保护上位机后级的控制回路。  
2. 消弱环境噪声对测试电路的影响，能够克服变频器噪声及各种高低频脉动干扰。  
3. 抑制公共接地线环流及变频器、电磁阀、晶闸管等脉冲对设备的干扰，同时对下级设备具有限压、额流的功

能，是变送器、仪表、变频器、电磁阀 PLC/DCS 输入输出及通讯接口的忠实防护。  
DIN35 系列标准 35mm 导轨卡座结构易于安装，可有效隔离：信号输入、信号输出和电源及大地之间的电位差。 

 
4、无源隔离放大器 / 隔离变送器与有源隔离放大器 / 隔离变送器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 

无源型信号隔离放大器/隔离变送器与有源型信号隔离放大器/隔离变送器从本质上区别是： 
无源型产品无须提供外供电源（又称辅助电源或工作电源）就可以工作，其工作原理是从信号回路中获取能量，

电源串于信号回路中（即信号与电源回路共用两条导线）。无源型信号隔离放大器/隔离变送器又分输入回路供

电型和输出回路（又称回路馈电）供电型。 
有源信号隔离器需要单独提供辅助电源，信号输入回路、输出回路与电源回路间可以相互隔离。无源型产品和

有源型产品的共同之处是都可以解决传感器、仪器仪表与设备之间共地环流干扰问题。 
有源型产品和无源型产品原理框图如下： 
 

 
 
 
 
 

 
有源型产品原理框图                                  无源型产品原理框图 

 
5、顺源科技无源型产品和有源型产品对信号的带宽（又称频宽）及频响（频率响应）参数是多少? 

无源型产品 大信号带宽：典型值≤100Hz，频率响应时间（频响）：典型值≤100ms。 
有源型产品信号带宽：典型值≤1KHz， 大值 20KHz。频率响应时间典型值：≤1ms， 大值≤100ms。 
应用场合选择：模拟信号在变化频率缓慢(变化量<50Hz)的应用场合(如测量温度/位移/流量等)，可选用带宽

较小的低频响隔离放大器：ISO EM U-P-O-M(M 表示低频响)系列产品，拟增强稳定性提高测量精度。 
在变化频率较高(变化量>2KHz)的场合(如测量转速/开关电源的 PWM 控制等)，传感器与二次仪表之间可选高

频响隔离放大器：ISO EM U-P-O-H(H 表示高频响)系列产品。 
大多数工业现场一次仪表与二次仪表之间都选择常规频响参数产品：ISO EM A-P-O 系列产品。 
用户对于特殊现场存在空间干扰环境(高频变频器/高压大电流电感负载等)的场合，应选用光电耦合型有效抑制

空间干扰的隔离放大器：ISO U(A)-P-O 系列产品。 （备注：客户如需信号带宽及响应参数超出典型值范围的

可特殊定制） 
一次仪表与二次仪表模拟信号带宽与频响匹配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products/html/PDetail_77.html 
 

6、顺源科技隔离放大器产品说明书描述的非隔离、两隔离与三隔离型产品区别是什么？ 
非隔离型 产品指的是信号输入、信号输出、电源都是共地的。 
两隔离型产品 指的是信号输入、信号输出共地，但与辅助电源是隔离，地是分开的。对于无源型产品来说都

算是两隔离产品，不过无源产品的两隔离指的是信号输入与信号输出隔离，即信号输入与信号输出是不共地的。 
三隔离型 产品指的是信号输入回路、信号输出回路和电源回路都是隔离的，即输入、输出、电源各自的地是

保持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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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单个有源型隔离放大器 / 隔离变送器的自身功耗是多少？ 
单个有源型隔离放大器/隔离变送器的自身功耗分为电压和电流信号输出状态来计算，(0-5V/0-10VDC)电压信号

输出型产品通常≤0.5W。(0-20mA/4-20mA)电流输出型产品满载工作时，辅助电源用 15VDC 以上供电的≤0.5W，

辅助电源选用 5VDC 至 15VDC（15V 以下）供电时自身功耗≤0.8W。 
 

8、隔离放大器顺源提供的应用参考图中，外接多圈电位器是用户采购还是厂家配送？必须要用吗？ 
用户选用顺源科技 IC 封装（PCB 板上安装）的产品，因受体积空间限制而无法装入多圈电位器，典型应用图

中有外接多圈电位器的必须要连接。这个多圈电位器的功能是调节隔离放大器/隔离变送器输出信号的零点或满

度值，如果不接会造成产品输出参数出现异常且无法使用。 
考虑到不同用户使用场合（远程手动调节、温度系数要求等）对多圈电位器的安装方式、温度系数差异，这些

外围器件由客户根据现场使用要求自行选择另购，隔离放大器各厂家均不提供外围元件。如果用户当地不便购

买外围器件，可在购买产品时协商指定外购。 
对于 DIN35 导轨安装的产品，保护器件和外围器件都已装在产品中并调校完毕，用户可以直接使用。 
 

9、信号隔离放大器/隔离变送器外接调节电位器一般要接什么样的电位器，有什么要求？ 
隔离放大器/隔离变送器根据用户现场要求（远程手动调节、温度系数要求等）选定外接多圈电位器，目前 PCB
板上比较常用的是 3296 型多圈电位器。为保证产品输出精度及稳定度，请选用精度高、温漂低的多圈电位器。 
参考选择温度范围：－55℃—＋125℃，电阻温度系数：±50ppm／℃以下。 
 

10、信号隔离放大器/隔离变送器使用需外加保护电路吗？有没有可参考的设计电路及方案？ 
工业现场环境复杂，电源及信号回路可能会遇到浪涌、雷击、环流等干扰而出现过压或过流的现象。为保证信

号产品正常工作免遭破坏，通常都建议用户根据现场使用环境外加一些 TVS 管和自恢复保险之类的器件进行保

护。用户可参考顺源科技提供的《隔离放大器变送器 IC 外接保护应用方案》。 
详细技术资料：http://www.sun-yuan.com/uploadfile/2013/201302/隔离放大器 IC 现场保护方案参考 sn0.pdf 
 

11、隔离放大器信号输入与辅助电源共地线或信号输出与辅助电源共地线使用可以吗？有什么影响？ 
当然可以！顺源有源型隔离放大器/隔离变送器均采用三隔离技术，即信号输入回路、辅助电源回路、信号输出

回路 3000VDC 三隔离，各回路的地线保持独立。如客户现场只需要保证信号输入输出隔离的，可以按标题提

到的问题使用，隔离放大器/隔离变送器可以正常工作，不会影响隔离放大器/隔离变送器转换精度和线性度等

参数。 
 

12、PWM 信号转模拟信号隔离变送器，是频率对应模拟信号输出还是脉宽对应模拟信号输出？ 
既然是 PWM 脉冲调宽信号转模拟信号，那自然就是脉宽（占空比）对应模拟信号线性输出了，选型表上给定

的频率范围值选项是要求用户选择输入 PWM 脉宽信号的频率范围值。用户选定信号的某段频率后，输入到隔

离转换器的 PWM 信号必须在这个频段范围内，才能保证输出对应模拟信号的精度和线性度。 
 

13、零点增益可调型信号隔离器需外接的调节电位器可以用固定电阻去替代吗？加多大电阻？ 
顺源科技零点增益可调型信号隔离器外接的调节电位器是用来校准输出零点和满幅值的，因每个产品内部使用

器件参数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使用电位器调节会比较方便，更容易满足输出精度。如外加固定电阻去调节，

可能无法找到比较合适的阻值，会造成输出精度达不到要求，且每个产品加相同阻值的固定电阻可能输出参数

会各异，如果客户对对产品输出精度要求不高是可以加固定电阻替代电位器的，至于加多大的阻值，这个没法

计算，只能是先接电位器调节好参数之后，用表量一下电位器的阻值，然后找一个合适的或相近阻值的电阻焊

上去。 
 

14、信号隔离放大器 / 隔离变送器输出有无过载保护？过载使用是否会损坏产品？ 
顺源科技信号隔离放大器/隔离变送器产品输出端无过载保护功能。对于电压信号输出型产品，输出端长时间过

载或短路使用会引起过热损坏。对于电流信号输出型产品，因采用恒流源设计技术，长时间过载短路使用都不

会损坏产品，但负载电阻过大（典型值 250Ω）时，因信号传送阻抗增加，输出电流值下降，造成  信号的精

度、线性度误差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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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单通道进多通道出或多通道进多通道出的隔离放大器 / 隔离变送器，其信号通道之间是否隔离？ 
顺源科技多通道输入输出的隔离放大器/隔离变送器采用全隔离方案设计技术，确保产品的信号输入、信号输出，

辅助电源回路的各个信号通道间完全 3KVDC 隔离。彻底解决地线环流窜扰、不同信号源电势差干扰等问题。 
 
16、信号隔离放大器电压输出型产品的输出电流值多大？现场遇到驱动大功率负载时怎么选择？ 

顺源科技隔离放大器电压输出型常规产品输出电流值≤5mA，超出常规参数的产品下单时需特殊说明定制（

大可拓展到输出 20mA）。如现场有需更驱动更大负载（微电机、电动阀等）的大电流输出型产品，可选购我公

司专门设计生产的大电流输出型模拟信号隔离放大器/隔离变送器产品。大电流输出型产品详细技术资料：

http://www.sun-yuan.com/uploadfile/2013/201304/大电流输出型信号隔离放大器 ni5.pdf 
 

17、多个有源信号隔离放大器/隔离变送器在一起使用，需要为每台隔离器都单独配一台供电电源吗？ 
顺源科技有源信号隔离放大器/隔离变送器产品都内置了多组 DC-DC 隔离电源，所以不需要再单独配置电源。

工业现场防干扰设计要遵循两个原则，第一：外部设备与中央处理系统(例如 PLC、DCS)之间要进行电气隔离；

第二：外部设备信号(无论是向中央处理系统发送信号的外部设备到还是接收信号的外部设备)之间要实现相互

电气隔离。例如要把 PLC 输出的一路信号传给两个外部设备就要求每路信号输入/输出保证隔离的同时，两路

信号输出之间也是隔离的。内置 DC-DC 隔离电源的隔离放大器，其信号输入回路、信号输出回路和电源回路

都是三隔离的，因此用户现场无论采用多少数量的隔离放大器，都可选用任意一路电源来供电。 
 

18、信号隔离放大器 / 隔离变送器供电电源波动允许范围是多少？内部是否有电源防反接保护？ 
信号隔离放大器/隔离变送器采用单电源定电压供电，正常工作时允许外接辅助电源波动范围为标称值的±10%。

超出这个额定范围可能引起隔离放大器/隔离变送器无法正常工作或永久性损坏。顺源科技隔离放大器/隔离变

送器在 5VDC 以上辅助电源供电的产品内部都有反接保护电路，电源正负极接反时不会损坏产品，只是不能正

常工作。 
 

19、DIN3 系列小体积和 DIN35 系列标准导轨安装型产品其导轨槽安装尺寸是一样的吗？ 
是的，顺源科技所有导轨方式安装的产品都可以兼容国际通用的 35 毫米宽标准导轨槽安装，而 DIN3 系列产品

也可以兼容其它尺寸的导轨安装方式。 
 

20、有源型信号隔离放大器、隔离变送器的辅助电源与配电电源的区别和意义是什么？ 
辅助电源是供给隔离放大器 / 隔离变送器的工作电源，是外部提供能量使其能正常工作的电源。 
配电电源是隔离放大器 / 隔离变送器正常工作时自身向外部输出的一路或多路与辅助电源相互隔离的电源，这

个给输入端配置的隔离电源可向位移电阻等无源型两线制、三线制传感器配电，实现输入端小信号的前置放大、

电桥电路的放大基准电压等作用，也可用于外部其他设备或其他外部拓展电路的供电电源。 
 

21、PT100 热电阻信号隔离器是一个产品只能变送单一量程还是可以兼顾多量程输入？ 
顺源科技 PT100 热电阻信号隔离器是一个型号对应一个产品，只能接收单一量程输入，因其不可编程，所以不

能兼顾多量程输入。测量不同温度范围需选择不同型号的产品。 
 

22、隔离器需外接的调零及调增益电位器是做什么用的？一定要接吗？怎么调节？调节范围是多少？ 
顺源科技信号隔离器外接的调零及调增益电位器主要是用来校准零点和满幅值输出的。产品资料有要求要接的

是一定要接的，不能悬空，否则产品工作状态不正常，无法正常使用。调节方法：比如隔离器输入 0-5V，输出

4-20mA，我们输入 0V 信号，调节调零电位器使隔离器输出为 4mA，输入 5V 信号，调节增益电位器使隔离器

输出为 20mA 即可（重复该方法多调节几次精度会更好）。调节范围一般在±10%范围内可调。 
 
23、常规信号隔离器电压输出型产品输出电流是多少？ 大能做到多少？ 

顺源科技常规信号隔离器电压输出型产品输出电流一般无特殊要求时我们都建议用户控制在 5mA 以内使用，如

对电流有更高要求，我们常规产品 大也只能做到 20mA 电流输出，如需更大电流请使用顺源公司生产的大电

流输出型专用产品。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html/DownDetail_1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