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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安全栅是一种安装在安全场所的本质安全型防爆仪表的关联

设备，当本安防爆系统的本安仪表发生故 障时，安全栅能将串入

到故障仪表的能量限制在安全值以内，从而确保现场设备、人员

和生产的安全。安结构全栅总体上分为二大类：一类为齐纳式安

全栅，它是通过快速熔断丝和限压、限流电路实现能量限制作用，

使在本安防爆系统中，不论现场本安仪表发生任何故障，都保证

传输到现场（危险区）的能量处于一个安全值内（不会点燃规定

的分级、分组爆炸性气体的混合物），从而保证现场安全。另一类

是通过本安回路与非本 安回路之间用变压耦合实现电源、信号

输入、信号输出的隔离，并在本安端加类似于齐纳式安全栅的快

速熔断丝和限流、限压电路实现能量的限制，保证本安防爆系统

的安全。  

 

隔离式安全栅同齐纳式安全栅相比具有如下突出优点 

1.通用性强，使用时不需要特别本安接地，系统可以在

危险 区或安全区认为合适的任何一方接地，使用十分方便； 

2.隔离式安全栅的电源、信号输入、信号输出均通过变

压耦合，实现信号的输入、输出完全隔离使安全栅的工作更

加安全可靠。 

3.隔离式安全栅由于信号完全浮空，大大增强信号的抗干扰 能力，提高自控系统正常运行的可靠

性。GS0600-EX系列隔离式安全栅是我公司在吸收国内外各种性能良好的隔离式安全栅技术基础上，依据 

GB3836.1-83《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第一部分通用要求》、GB3836.4-2000《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

设备第四部分本质安全型“i”》和最新国际标准精心设计的产品。产品采用高品质的半导体器件和SMT

贴片工艺，广泛适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电力等本安防爆系统，可以与国内外多家仪表公司制造的各种

二线制变送器、二线制智能（HART）变送器、电气转换器、电气阀门定位器、二线制智能（HART）阀门定

位器、智能（HART）电磁流量计电磁阀、报警器、液位开关等本安仪表配套使用。 

 

工作原理 
GS0600-EX系列隔离式安全栅采用变压器隔离，使本安回路（危险侧）和非本安回路（安全侧）

之间 没有直接联系，而是通过变压器耦合。输入电源经 DC/AC 变换器变成交流方波，再经电源耦合、

整流滤波 得到直流稳压电源，通过电流、电压限制电路，提供给现场的隔离电源。 

在危险侧输入信号端通过快速熔丝、限压电路、限流电路组成齐纳式限压限流电路，把现场的电压和

电流信号限制在一个安全值内，以确保现场安全。 

模拟量输入输出隔离式安全栅，接受变送器的输出电流，经调制变成交流方波信号，通过信号变压器

耦合到安全侧，经解调放大还原为直流信号输出，实现电源隔离和危险侧输入信号与安全侧输出信号隔离。 

通讯信号隔离式安全栅，实现RS232和RS485数字信号在危险区和安全区的双向通讯，电源、输入和

输出三隔离。 

频率输入输出隔离式安全栅，在危险区将仪表的频率信号通过安全栅隔离传输到安全输出，输入采用

滞回比较电路具有较高的抗干扰性能,电源、输入和输出三隔离。 

 

产品特点 

GS0600-EX 系列隔离式安全栅不仅可以与多家公司制造的各种二线制变送器、电气转换器、电气

阀门 定位器、电磁阀、报警器、液位开关等本安仪表配套，而且还可以与二线制智能（HART）变送

器、二线制 智能（HART）阀门定位器、智能（HART）电磁流量及等本安仪表配套使用；实现模拟信

号的高精度传输，HART 数字信号传输。 

高精度和高稳定性 

.模拟量传输精度达：0.1%F.S   温度漂移：0.01%  F.S; 

高安全性 

.电压电流限制回路设计为双重化电路，使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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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安电路与非本安电路变压器隔离，无直接联系，隔离耐压高达1500Vrms; 

.快速熔断丝具有快速和高分断能力，分断能力达到250Va.c.电压时35A电流，符合本质安全型标准； 

.电源变压器和信号变压器整体用树酯封装,整机浸以三防涂剂,彻底消除源器件弹接及搭接的可能
性,使产品的可靠性\安全性进一步提高. 

高可靠性 

.产品选用优质品牌的半导体器件,自动化SMT贴片工艺制造,以及计算机等现代化测试设备对产品

测试,保证产品可靠; 

.产品设计电路充分优化，按国际电磁兼容性标准要求设计； 

.安全栅接线端子采用进口优质器件，保证绝对可靠； 

.每一产品出厂前经过高温老化处理，品质绝对保证。 

 

安装及注意事项 
GS0600-EX 系列隔离式安全栅的外形及安装尺寸 

采用标准DIN导轨安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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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隔离式安全栅应安装在非危险场所 

2.隔离式安全栅通往现场（危险场所）的软铜导线截面积必须大于0.5mm
2
。 

3.连接导线的绝缘强度应大于500V。 

4.隔离式安全栅本安端（有兰色标记）和非本安端电路配线，不得接错和混淆。本安导线宜选用

兰色 作为本安标记。本安导线和非本安导线在汇线槽中应分开铺设、采用各自保护套管。隔离式安

全栅的本安侧，不允许混有其他电源，包括其他本安电路的电源。 

5.隔离式安全栅与一次仪表组成本安安全防爆系统时，必须经国家指定的防爆检验机构

检验认可  GS0600-EX 系列隔离式安全栅由石油和化学工业电器产品防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PCEC）

给出的 Ca、La 分布参数是相 对于ⅡC 级（氢气级）的最大允许值，对于ⅡB 级环境可把该参数乘以 

3，对于ⅡA 级环境可把该参数乘以8。传输线选不同规格的电缆时，其本身的电缆参数应予高度重视，

不得超过规定值。 

6.对隔离式安全栅进行单独通电调试时必须注意隔离式安全栅的型号、电源极性、电压等级及隔安

全 栅外壳接线端上的标号。 

7.严禁用兆欧表测试隔离式安全栅端子之间的绝缘性。若要检查系统线路绝缘性时，应先端开全部

隔 离式安全栅连线，否则会引起内部快速熔断器熔断。 

8.凡与隔离式安全栅相连接的现场仪表，均应为有关防爆部门进行防爆实验并取得合格证的仪表。 

9.如隔离式安全栅内部模块损坏需要更换时，需汇同制造厂共同修理，经检修后方能重新投入运行。 

10.隔离式安全栅的安装、使用和维护应严格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爆炸危险场所电气安全规程》

的 有关条款。 

 

GS0600-EX 系列型号和规格 

GS0600-EX 系列隔离安全栅选型一览表 

型号 通道数 现场型号类型 输出信号类型 

现场仪表电源配电输出 

 备注/说明 

GS060A-EX 1 

二线制、三线制智能变

送器 4~20mA d.c  4～20mA d.c 可选 1: 无 2: 24V  3: 12V 电源、输入、输出三隔离 

GS060B-EX 1 RS485 数字信号 RS232 数字信号 可选 1: 无 2: 24V  3: 12V 电源、输入、输出三隔离 

GS060C-EX 1 RS485 数字信号 RS485 数字信号 可选 1: 无 2: 24V  3: 12V 电源、输入、输出三隔离 

GS060D-EX 2 频率输入 OC 门频率输出 可选 1: 无 2: 24V  3: 12V 电源、输入、输出三隔离 

GS060E-EX 2 二线制频率输入 OC 门频率输出 不可选 8V 电源、输入、输出三隔离 

电源输入 20-30V 输入                独立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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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060A-EX    

隔离式安全栅  （4~20mA） 

变送器输入，4~20mA 输出 

 

单通道                           

[Exib]Ⅱ C 
   GS060A-EX隔离式安全栅，从安全区给危险区

的变送器提供隔离电源，仪表或变送器产生的

4~20mA（也可以 4~20mA 电流源信号）从危险

区隔离传送到安全区的。该产品需要独立供电，

电源、输入和输出三隔离。 

 

主要技术参数 

通道数：单通道 

防暴标志：[Exib]Ⅱ C 

电源：20V~30V DC 

功耗：约 3W  （24V 电源，24V、100mA 输出） 

配电输出电源：无或 24V或 12V 

              电流输出≤100mA. 

危险区信号：4~20mA  DC 输入 

安全区信号：4~20mA  DC 输出   

            负载电阻 0~550Ω  

输出精度: 0.1% FS 

温度漂移: 0.05% FS/10℃ 

安全场所与危险场所间的隔离电压: 250 a.c 

石油和化学工业电器产品防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PCEC） 认证参数: (13,14 端子间) 

Uo=28V ,Io=100mA ,Co=0.083uF ,Lo=3.5mH  

连续工作温度: -20℃~+60℃ 

相对湿度: 10%~90%RH 

 

安装场所及所处区域: 安装在安全场所,可与具有 

Ⅱ C 级别的本安仪表或变

送器连接。 

外形尺寸(深×高×宽):114mm×99mm×22.5mm 

 

 

 

 

 

 

端子号 端子说明 

安全区          

（黄色端） 

1 电流输出（+） 

2 电流输出（-） 

7 电源（+） 

8 电源（-） 

    二线制 三线制 电流源 

危险区          

（蓝色端） 

11   信号- 信号- 

12 信号- 信号+ 信号+ 

13 信号+ 电源+   

14 电源- 电源- 电源- 

 

正面视图 ： 

 

 

危险区  安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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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060B-EX    

隔离式安全栅  （RS485-RS232） 

RS-485 数字信号输入 

RS-232 数字信号输出 

单通道    半双工                 

[Exib]Ⅱ C 

GS060B-EX 隔离式安全栅实现现场仪表的

RS-485 数字信号和控制室 RS-232 数字信号的相

互转换及在危险区和安全区间的双向隔离通信，

并给现场仪表提供隔离电源。该产品需要独立供

电，电源、输入和输出三隔离。 

 

主要技术参数 

通道数：单通道 

防暴标志：[Exib]Ⅱ C 

电源：20V~30V DC 

功耗：约 5W  （24V 电源，24V、100mA 输出） 

危险区信号：RS-485数字信号输入 

            标准 RS-485差分电平 

            现场仪表供电：无或 24V或 12V 

                          ≤100mA. 

安全区信号：RS-232数字信号输出   

            标准 RS-232逻辑电平 

            传输延时≤10us 

            信号传输速率≤56Kbps 

传输控制方式  半双工 

安全场所与危险场所间的隔离电压: 250 a.c 

石油和化学工业电器产品防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PCEC） 认证参数: (13,14 端子间) 

Uo=28V ,Io=100mA ,Co=0.083uF ,Lo=3.5mH  

(11,12 端子间) 

Uo=6V ,Io=60mA ,Co=40uF ,Lo=9.8mH 

连续工作温度: -20℃~+60℃ 

相对湿度: 10%~90%RH 

 

安装场所及所处区域: 安装在安全场所,可与具有 

Ⅱ C 级别的本安仪表连接。 

外形尺寸(深×高×宽):114mm×99mm×22.5mm 

 

 

端子 端子说明 

安全区          

（黄色端） 

1 RX 

2 TX 

3 G 

7 电源（+） 

8 电源（-） 

危险区          

（蓝色端） 

11 B 

12 A 

13 配电输出+ 

14 配电输出- 

 

正面视图 ：  

 

 

 

                            

危险区 

 

危险区 

        安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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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060C-EX    

隔离式安全栅  （RS485-RS485） 

RS-485 数字信号输入 

RS-485 数字信号输出 

单通道    半双工                 

[Exib]Ⅱ C 

GS060C-EX 隔离式安全栅实现现场仪表的

RS-485 数字信号和控制室 RS-485 数字信号的相

互转换及在危险区和安全区间的双向隔离通信，

并给现场仪表提供隔离电源。该产品需要独立供

电，电源、输入和输出三隔离。 

 

主要技术参数 

通道数：单通道 

防暴标志：[Exib]Ⅱ C 

电源：20V~30V DC 

功耗：约 5W  （24V 电源，24V、100mA 输出） 

危险区信号：RS-485数字信号输入 

            标准 RS-485差分电平 

            现场仪表供电：无或 24V或 12V 

                          ≤100mA. 

安全区信号：RS-232数字信号输出   

            标准 RS-485差分电平 

            传输延时≤10us 

            信号传输速率≤56Kbps 

传输控制方式  半双工 

安全场所与危险场所间的隔离电压: 250 a.c 

石油和化学工业电器产品防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PCEC） 认证参数: (13,14 端子间) 

Uo=28V ,Io=100mA ,Co=0.083uF ,Lo=3.5mH  

(11,12 端子间) 

Uo=6V ,Io=60mA ,Co=40uF ,Lo=9.8mH 

连续工作温度: -20℃~+60℃ 

相对湿度: 10%~90%RH 

 

安装场所及所处区域: 安装在安全场所,可与具有 

Ⅱ C 级别的本安仪表连接。 

外形尺寸(深×高×宽):114mm×99mm×22.5mm 

 

 

 

端子号 端子说明 

安全区          

（黄色端） 

1 A 

2 B 

7 电源（+） 

8 电源（-） 

危险区          

（蓝色端） 

11 B 

12 A 

13 配电输出(+) 

14 配电输出(-) 

 

正面视图 ：  

 

                              

危险区 

 

危险区 

        安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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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060D-EX     频率量 

隔离式安全栅 （PULSE-3） 

频率信号输入 

频率信号输出 

双通道                          

[Exib]Ⅱ C 

GS060D-EX频率量隔离式安全栅,给危险区的

仪表提供隔离电源,危险区仪表产生的频率信号

通过安全栅隔离传输到安全区输出.输入电路具

有较高的抗干扰性能.该产品需要独立供电，电

源、输入和输出三隔离。 

 

主要技术参数 

通道数：双通道 

防暴标志：[Exib]Ⅱ C 

电源：20V~30V DC 

功耗：约 5W  （24V 电源，24V、100mA 输出） 

危险区信号：频率信号输入 

            高电平≥3V  低电平≤1V 

            频率≤20KHz 幅值≤24V 

占空比≥20% 

安全区信号：OC 门频率信号输出 

            低电平≤0.2V 

            驱动电流≤200mA 

            负载电阻≥500Ω  

安全场所与危险场所间的隔离电压: 250 a.c 

石油和化学工业电器产品防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PCEC） 认证参数: (13,14  9,10 端子间) 

Uo=28V ,Io=100mA ,Co=0.083uF ,Lo=3.5mH  

(14,15  10,11 端子间) 

Uo=28V ,Io=3mA ,Co=0.083uF ,Lo= / mH 

连续工作温度: -20℃~+60℃ 

相对湿度: 10%~90%RH 

 

安装场所及所处区域: 安装在安全场所,可与具有 

Ⅱ C 级别的本安仪表连接。 

外形尺寸(深×高×宽):114mm×99mm×22.5m 

 

 

 

端子号 端子说明 

安全区          

（黄色端） 

1 PO2：OC 门脉冲输出 

2 G 

3 PO1：OC 门脉冲输出 

4 G 

7 电源（+） 

8 电源（-） 

危险区          

（蓝色端） 

9 配电输出(+) 

10 配电输出(-) 

11 脉冲信号 PIN1 

13 配电输出(+) 

14 配电输出(-) 

15 脉冲信号 PIN2 

正面视图 ： 

 

 

危险区 

 

 

危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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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060E-EX    频率量 

隔离式安全栅 （PULSE-2） 

频率信号输入 

频率信号输出 

双通道                          

[Exib]Ⅱ C 

GS060E-EX两线制频率量隔离式安全栅,给危

险区的仪表提供隔离电源,危险区仪表产生的频

率信号通过安全栅隔离传输到安全区输出.输入

电路具有较高的抗干扰性能.该产品需要独立供

电，电源、输入和输出三隔离。 

该隔离栅主要与进口仪表的脉冲传感器配套

使用（如：RMG、ACTARIS、DRESSER、ELSTER

等），根据不同传感器的特性而设定隔离栅的内部

参数，将不正规的二线制脉冲信号转换成标准的

脉冲信号！(由客户告知参数厂方设定内部参数) 

主要技术参数 

通道数：双通道 

防暴标志：[Exib]Ⅱ C 

电源：20V~30V DC 

功耗：约 3W  （24V 电源，8V、100mA 输出） 

危险区信号：频率信号输入 

            高电平：3~5V  低电平≤1~2.5V 

            频率≤20KHz 幅值≤28V 

占空比≥20% 

安全区信号：OC 门频率信号输出 

            低电平≤0.2V 

            驱动电流≤200mA 

            负载电阻≥500Ω  

安全场所与危险场所间的隔离电压: 250 a.c 

石油和化学工业电器产品防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PCEC） 认证参数: (13,14  9,10 端子间) 

Uo=11V ,Io=100mA ,Co=1.97uF ,Lo= 3.5mH  

(14,15  10,11 端子间) 

Uo=11V ,Io=55mA ,Co=1.97uF ,Lo= 11mH 

连续工作温度: -20℃~+60℃ 

相对湿度: 10%~90%RH 

安装场所及所处区域: 安装在安全场所,可与具有 

Ⅱ C 级别的本安仪表连接。 

外形尺寸(深×高×宽):114mm×99mm×22.5mm  

 

 

 

端子号 端子说明 

安全区          

（黄色端） 

1 PO2：OC 门脉冲输出 

2 G 

3 PO1：OC 门脉冲输出 

4 G 

7 电源（+） 

8 电源（-） 

危险区          

（蓝色端） 

9 配电输出(+) 

11 脉冲信号 PIN1 

13 配电输出(+) 

15 脉冲信号 PIN2 

 

正面视图 ： 

 

 

危险区 

 

 

 

危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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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0600-EX 系列防爆参数表 
                                

  

 

 

 

 

 

 

 

 

 

 

 

 

 

 

 

 

 

 

 

 

 

 

 

 

 

型号  
额定电压电流 防爆参数 防爆标志 最高允许电压 

U(V) I(mA) Uo(V) Io(mA) La(mH) Ca(uF) （Ex) Um(V) 

GS060A-EX 24 96 28 100 3.5  0.083 (ib) Ⅱ C 250 

  / / / /         

GS060B-EX 24 96 28 100 3.5 0.083 (ib) Ⅱ C 250 

  4 20 6 60 9.8  40     

GS060C-EX 24 96 28 100 3.5 0.083 (ib) Ⅱ C 250 

  4 20 6 60 9.8 40     

GS060D-EX 24 96 28 100 3.5  0.083 (ib) Ⅱ C 250 

  24 2 28 3 / 0.083     

GS060E-EX 8 96 10 100 3.5  1.97 (ib) Ⅱ C 250 

  5 5 11 55 11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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