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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概述 

AW3020/AW3020Y 壁挂式电流输出温湿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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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优的可重复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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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应用于楼宇自动化、气候与暖通自动控制、博物馆和宾馆的气候站、暖通空调系统

中闭环控制。 

 

外形尺寸（单位：mm） 

 

二、产品亮点 

 外型美观、数字化校准、长期稳定性好、标准工业信号输出、全量程温度补偿、温湿度测量范围宽、

高低温湿度测量精确。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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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3020 壁挂式 15~36V DC 12~24V AC 4~20mA 常觃型 

AW3020Y 壁挂式 15~36V DC 12~24V AC 4~20mA LCD 显示型 

 

四、机械安装 

 

1、选择一个典型的安装位置：安装变送器的位置必须具备该环境   需要测量的典型温度和湿度。 

2、务必使变送器周围有足够的空间能使空气能够流通。 

3、变送器不要直接安装在发热、制冷物体上，不要直接安装在蒸汽、水雾环境中。 

4、积线安装时，务必使变送器远离线路。注意变送器安装方向，LCD 型以显示字符方向为准，普通型的以 

文字方向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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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墙面安装 

1、安装前先将变送器后盖打开，将需要连接的电缆穿过变送器后盖的电缆孔。 

2、壳体可以直接安装于墙面或其它位置。 

3、用 3 个 M4 螺丝(附件有提供)将变送器紧固在墙面上，见下图： 

 

 

 

六、电气连接  

 

以下所有安装操作均必须断开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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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负载电阻通常按以下表格取值（仅供参考）： 

 
连接头各引脚功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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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检测设备或其它相应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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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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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型温湿度变送器的供电根据所

接负载情况允许直流 DC 15~36V 范围内供电（低于 15V 将使变送器工作不正常，高于 36V 将导致变送器

损坏），或交流电源 AC12~24V 范围内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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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连接到检测设备 

此变送器输出信号为 4~20mA 直流电流，如采用电流型检测设备，请将检测设备串联接入输出电路中

（见典型应用电路中电流表的位置），如采用电压型检测设备，请将检测设备并联接入取样电阻 RL两端。 

注意：连接错误将有可能导致产品损坏。 

注：注意检测设备与变送器之间的接地关系。 

 

九、温度测量范围设置 

 
 

图 1 所示：拨码开关对应选择温度测量范围为 0~50℃。 

图 2 所示：拨码开关对应选择温度测量范围为-20~80℃。 

图 3 所示：拨码开关对应选择温度测量范围为-40~60℃。 

图 4 所示：保留，可根据要求设定出厂值。 

注：在选择测量范围拨码开关操作前，请先关闭变送器电源。 

 

温湿度测量设置换算格式 

温度 0~50℃设置换算：  

温度-20~80℃设置换算：  

温度-40~60℃设置换算：  

湿度设置换算：  

 

十、显  示 

在 LCD 型产品中，L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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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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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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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50℃  /  -20~+80℃  /  -4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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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3020   -40~+80℃  /  AW3020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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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6VDC(RL<250Ω ) / 12~24VAC 

上电时间：3s 

产品功耗：<4mA 

湿度电流输出：4~20mA 

温度电流输出：4~20mA 

 

温度电流分度根据所选测量范围如下图： 

 

 
 

注：以上各项参数如没特殊说明，均在 25℃条件下 

 

SUNSTAR传感与控制 http://www.sensor-ic.com/ TEL:0755-83376549 FAX:0755-83376182E-MAIL: szss20@163.com

SUNSTAR自动化 http://www.sensor-ic.com/ TEL: 0755-83376489 FAX:0755-83376182 E-MAIL: szss20@163.com



 

- 6 - 

广州奥松电子有限公司    订购电话：4006 305378   企业 QQ：4006305378   www.aosong.com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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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对产品进行定期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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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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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手册任何部分进行复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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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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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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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货之日起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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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