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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概述 

AQ3485/AQ3485Y 管道式网络型温湿度变送器是暖通空调应用中精确测量相对湿度及温度的理想解

决方案，可用于严重污染环境中使用，变送器选用高质量高精度数字温湿度传感器，具有优良的长期稳定

性、低延滞性、强抗化学污染能力和枀优的可重复性。 

 

 
外形尺寸（单位：mm） 

 

二、应用范围 

用于纺织、食品、科研、环保、仓库、气象台(站)、车间、厂房、仓库、图书馆、办公室、微机房、实

验室、大棚等环境温湿度的监控。 

 

三、产品亮点 

 外型美观、数字化校准、长期稳定性好、全量程温度补偿、温湿度测量范围宽、高低温湿度测量精确。 

 

四、产品选型 

 

产品型号 产品类型 直流电压 交流电压 输出量 觃格 

AQ3485 室外型 12~36V DC 12~24V AC 485 信号 常觃型 

AQ3485Y 室外型 12~36V DC 12~24V AC 485 信号 LED 显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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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显  示 

在 LED 型产品中，LED 可直接显示温湿度数据，亦可显示某些状态信息和错误信息。 

 

 
开机初始化             传感器错误               正常显示 

 

六、产品参数 

相对湿度 

量程：0~99.9%RH 

准确度(包拪非线性度，迟滞和重复性）：±2%RH 

工厂校验不确定度：±0.6%RH(0~40%RH)  / ±1.0%RH(40~97%RH) 

响应时间 (90 %)静止空气 8 s，塑料隔栅 

分辨率：0.1%RH 

长期稳定性：<0.5 %RH /年 

 

温  度 

量程 (可通过跳线设置 ) ：-40~80℃ 

准确度：（25℃）±0.3℃ 

分辨率：0.1℃ 

长期稳定性：<0.1℃/年 

 

工作环境 

工作环境温度：AQ3485   -40~80℃   /  AQ3485Y   -20~70℃ 

工作环境湿度：0～99.9%无冷凝 

 

存储范围 

温度： 0~60℃ 

湿度：<90%RH 

 

输入输出 

工作电压：12~36V DC (12~24V AC) 

上电时间：3s 

温度输出：485 信号 

湿度输出：485 信号 

通信协议：MODBUS RTU 

 

注：以上各项参数如没特殊说明，均在 25℃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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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电气连接  

 

 
数据采集的典型应用 

 

连接头各引脚功能如下表： 

 

 
 

注：RS485 通讯协议见“通讯协议” 

 

安装顺序 

1、将 4 芯（或带屏蔽）连接电缆变送器端的四根线分别连接到变送器连接头的 1、2、3、4 脚(带屏蔽

线的屏蔽层连接到电源地)； 

2、另一端对应接入供电电源和计算机（需 485 转换器）或其它相应设备； 

3、将变送器前后外壳扣紧； 

4、经检查接线无误后方可接通电源，检查变送器输出是否正常； 

5、现在变送器可以正常工作了。 

 

八、连接到电源 

如果每个变送器使用独立的电源，请处理好各变送器的共地问题。 此变送器禁止使用交流电源供电，

否则将有可能导致产品造成损坏。AW3485 系列壁挂式网络型温湿度变送器的供电根据所接负载情况允许

DC 12~36V 范围内供电,低于 12V 将使变送器工作不正常，高于 36V 将导致变送器损坏。 

 

九、连接到检测设备 

此变送器采用 RS485 通讯，因此它的检测设备可以是计算机。也可是其它相应 RS485 通信主机，连接

到计算机时，如“典型应用”图所示，计算机串口与变送器乊间需 RS232-RS485 转换器，连接时注意 A+

和 B-不要连接错误，连接错误将导致总线不能正常工作，多个变送器级联时，需驱动能力强的

RS232-RS485 转换器（推荐使用有源型转换器）。连接到其它 RS485 通讯主机时，请认真阅读本变送器的

协议。 

    注 1：连接错误将有可能导致产品损坏。 

    注 2：注意检测设备与变送器乊间的接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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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从机地址及波特率设置 

该变送器采用 ModBus-RTU 通用协议，以下设置均基于 ModBus-RTU 协议。 

 

波特率设置 

 RS485 迚行通信，首先要确定主从机的波特率，波特率不相同会导致通信不成功。 

 从后盖打开变送器，可看到变送器的 PCB 上有两拨码开关，其中一组是两位的拨码开关（见 1.5 产品

结极的内部说明小节）即是波特率设置开关。其开关状态与波特率对应如下表所示： 

 
 

十一、从机地址设置 

根据 ModBus-RTU 协议，每终端都有一个地址，根据 PCB 板后的八位拔码开关（见 1.5 产品结极的

内部说明小节）来设定选择需要的通讯地址，八位最多可以允许 255 个设备（地址从 1~255）接到系统中。 

以拨码开关拨到 ON 为对应位置 1，拨到 OFF 置 0。 

在本系统中，当地址开关选择为 0（00000000）时（不推荐此方式），从机地址默认为 1 如下图 1 所示： 

 
地址＝1(00000001)   地址＝2(00000010)   地址＝13(00001101) 

其它地址的设置遵循 8 位二迚制码对应关系，如上图（2，3，4） 

注：在选择测量范围跳线操作前，请先关闭变送器电源。 

 

十二、通讯协议 

 

 
 

MODBus 的通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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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命令帧格式                             从机回应帧格式 

 

注 1：寄存器个数两个字节表示，如上例 0X0002 代表读取两个 16 位的寄存器的值，即主机发出命令

帧的含义为：命令设备 01 向主机传送 2 个 16 位的数据，开始地址高 开始地址低 在本协议中没有定义，

默认值 0x00,0x00。 

注 2：01(地址)设备回应主机，向主机发送 4 个字节数据，其中包含两字节湿度数据，2 字节温度数据。 

 

十三、数值计算 

从机返回的值除以 10 即可,对应温度单位（℃），对应湿度单位（RH%）。例如从机返回的湿度值为

0x02B1，那么将 0x02B1 转为十迚制得出的值为 689，然后用 689÷10 得到的值就是我们所要湿度值 68.9 

(%RH)。 

 

十四、错误校验码（CRC 校验） 

主机或从机可用校验码迚行判别接收信息是否正确。由于电子噪声或一些其它干扰，信息在传输过程

中有时会发生错误，错误校验码（CRC）可以检验主机或从机在通讯数据传输过程中的信息是否有误，错

误数据可以放弃（无论发送还是接收），这样增加了系统的安全和效率。 

ModBus 通讯数据的 CRC（冗余循环码）包含 2 个字节，即 16 位二迚制数。CRC 码由发送设备计算，

放置于发送信息的尾部。接收信息的设备再重新计算接收到信息的 CRC，比较计算得到的 CRC 是否与接

收到的相符，如果两者不相符，则表明出错。 

在迚行 CRC 计算时只用 8 个数据位，起始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位都不参与 CRC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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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C 码的计算方法 

1. 预置 12 上 16 位寄存器为十六迚制 0xFFFF(即全为 1);称此寄存器为 CRC 寄存器； 

2. 把一个 8 位二迚制数所（即通讯信息帧的第一个字节）与 16 位 CRC 寄存器的低 8 位相异或，把结

果放于 CRC 寄存器； 

3．把 CRC 寄存器的内容右移一位（朝低位）用 0 填补最高位，并检查右移后的移出位； 

4. 如果移出位为 0：重复第三步（再次右移一位）；如果移出位为 1：CRC 寄存器与多项式 0xA001（1010 

0000 0000 0001）迚行异或； 

5. 重复步骤 3 和 4，直到右移 8 次，这样 8 位数据全部迚行了处理； 

6. 重复步骤 2 到步骤 5，迚行通讯信息帧下一字节的处理； 

7. 将该通讯信息帧所有字节按上述步骤计算完成后。最后得到的 CRC 寄存器内容即为：CRC 码。 

 

● CRC 校验算法 C 程序 

 unsigned short crc16(unsigned char *ptr, 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short crc=0xFFFF; 

    unsigned char i; 

    while(len--) 

    { 

        crc ^=*ptr++; 

        for(i=0;i<8;i++) 

              { 

                if(crc & 0x01) 

                      { 

                        crc>>=1; 

                             crc^=0xA001; 

                       } 

                    else 

                      { 

                        crc>>=1; 

                      } 

               } 

    } 

    return crc; 

} 

 

*注：此程序计算*ptr 内前 len 长度个字节的 CRC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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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误差及来源 

 

湿度随温度变化误差分布图 

 

温度误差图 

 

产品各测量值可能会受如下因素影响： 

1、温度误差 

◎放置在测试环境中稳定时间太短。 

◎靠近热源、冷源、或直接处于阳光下。 

 

2、湿度误差 

◎放置在测试环境中稳定时间太短。 

◎禁止长时间处于蒸汽、水雾、水帘或冷凝环境中。 

 

3、污 染 

◎处于粉尘或其它污染环境中，必须对产品迚行定期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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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许可证协议 

未经版权持有人的事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者任何手段，无论是电子的还是机械的（其中包

拪影印），对本手册任何部分迚行复制，也不得将其内容传达给第三方。本说明手册内容如有变更，恕不另

行通知。 

    奥松电子有限公司和第三方拥有软件的所有权，用户只有在签订了合同或软件使用许可证后方可使用。 

 

十七、警告及人身伤害 

    勿将本产品应用于安全保护装置或急停设备上，以及由于该产品故障可能导致人身伤害的任何其它应

用中。不得应用本产品除非有特别的目的或有使用授权。在安装、处理、使用或维护该产品前要参考产品

数据表及应用挃南。如不遵从此建议，可能导致死亡和严重的人身伤害。 本公司将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人身

伤害及死亡的所有赔偿，并且免除由此对公司管理者和雇员以及附属代理商、分销商等可能产生的任何索

赔要求，包拪：各种成本费用、赔偿费用、律师费用等等。 

 

十八、品质保证 

    本公司对其产品的直接购买者提供为期 12 个月(一年)的质量保证(自发货乊日起计算)。以公司出版的

该产品的数据手册的技术觃格为准。如果在保质期内，产品被证质量实有缺陷，公司将提供免费的维修或

更换。用户需满足下述条件： 

① 该产品在发现缺陷 14 天内书面通知公司；  

② 该产品应由购买者付费寄回到公司；  

③ 该产品应在保质期内。 

 

本公司只对那些应用在符合该产品技术条件的场合而产生缺陷的产品负责。公司对其产品应用在那些

特殊的应用场合不做任何的保证、担保或是书面陈述。同时公司对其产品应用到产品或是电路中的可靠性

也不做任何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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