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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H6120 HIH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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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误差带

霍尼韦尔HumidIcon™  
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 
霍尼韦尔HumidIcon™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HIH6100系列将数字输出型相对湿度（RH）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组合在一个封装
内。该系列产品具有±4.0%RH的精度等级。
• 业界领先的长期稳定性
• 真实的带温度补偿的数字I2C或SPI输出
• 业界领先的总误差带
• 高能效
• 业界领先的可靠性
• 总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
• 超小型封装和选件
• 可提供其他精度的产品：±1.7 %RH （HIH9000系列）、±2.0 %RH （HIH8000系列）、±3.0 %RH （HIH7000系列）和
±4.0 %RH （HIH6100系列）

为何霍尼韦尔的传感器更胜一筹？
业界领先的总误差带 (TEB) (±5 %RH)*

霍尼韦尔使用最全面、最清晰及最具意义的测量指标——总误差带来衡量传感器

的精度。我们的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在5 °C至50 °C [41 °F 至122 °F]以及10 

%RH至90 %RH之间进行精确补偿，精度可达±5 %RH。总误差带包括由以下因

素造成的所有误差：

  湿度非线性

  湿度回滞

  湿度非重复性

  温度对零点影响

  温度对斜率影响

  温度回滞

误差

湿度非线性

精度

总误差带

湿度回滞

湿度非重复性

温度对零点影响

温度对斜率影响

温度回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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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误差带不应与精度混淆，因为精度只是总误差带的一个组成部分。业内许多其它

品牌产品都只是简单地指明设备的精度，但是精度参数可能并未考虑回滞和温度影

响，可能只是在很窄范围内某一点的计算值，或是传感器的绝对最高精度。因此客

户需要对设备进行标定，以确保其在应用生命周期内具有所需的精度。

欲了解更多总误差带的信息，请查看相关技术说明“霍尼韦尔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

的总误差带技术参数说明”。

业界领先的长期稳定性
（5年漂移为1.2%RH）*
业内许多其他品牌的湿度传感器需要12小时、75%RH的再次水合操作（该步骤需

要特殊的湿度箱）以纠正回流焊接造成的温度偏移。霍尼韦尔的传感器在回流焊

之后也会出现温度偏移，但只需要5小时、环境湿度 (>50%RH) 下的再次水合操

作。霍尼韦尔传感器业界领先的长期稳定性可为客户提供以下效益。

真实的带温度补偿的数字I2C或SPI输出*
它可使客户省去PCB板上与信号处理相关的元件，不仅节约空间，还可降低与这

些元件的相关成本（例如购买、存货和组装等成本）。

真实的带温度补偿的数字I2C或SPI输出可避免因在PCB板上安装多个信号处理元

件而可能出现的问题，简化与微处理器之间的集成，并使客户无需进行复杂的信

号处理。

霍尼韦尔业界领先的总误差带能够为客户提供以下效益：

· 免去对每个传感器的单独测试和标定，减少客户的制造时间和工艺过程

· 为系统精度和质保要求提供保障

· 帮助优化系统运行时间

·  具有优异的传感器互换性——客户可以从卷带包装上取出任意一个传感器使用，传感器之间没有

精度差异

霍尼韦尔传感器具有业界领先的长期稳定性，能够为客户提供以下优点：

· 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系统性能问题

· 传感器在使用寿命期间不需要保养或更换，从而优化了系统正常运行时间

· 传感器在使用中不需要定期进行麻烦又昂贵的二次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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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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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sensing.honeywell.com

业界领先的可靠性*

HIH6130/6131和 HIH6120/6121系列传感器

采用了激光修整的热固聚合物电容式感应元

件。这种感应元件的多层结构使得传感器对

冷凝、灰尘、污垢、油类和一般环境化学品

等绝大多数不利应用因素都具备出色的抵抗

力，从而确保了传感器具有业界领先的稳定

性和可靠性。

总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

霍尼韦尔HumidIcon HIH6100系列产品具有业界领先的总误差带，并采用了组合

式温湿度传感器解决方案，因此可为用户提供总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

组合式温湿度传感器

温湿度传感器在同一封装内协同工作。这可以对RH相对湿度测量值进行温度补

偿，并且能够提供第二路独立的温度传感器输出。因此用户只需购买一个传感器

即可满足要求，而不用像以往那样需要购买两个传感器。

高能效*

·  低电源电压：能够在2.3 Vdc低电压下工作，可用于低能耗和无线应用场合，

可提高能效，延长系统电池寿命。

·  低功耗：应用过程不进行测量时，传感器便进入休眠模式。电池供电系统在

全工作状态下需耗电650 μA，而休眠模式下仅为1μA。休眠模式有助于电

池寿命最大化并减小电源尺寸，同时也减轻了应用设备的总重量。

一个传感器提供两种功能！

为客户提供了总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

特性与优势

*差异化竞争优势

4 sensing.honeywell.com
*Competitive Differentiator

±4.0
ACC

URA
CY%RH

Features  
and Benefits 

InduStRy-leAdIng RelIABIlIty* 
HIH6130/6131	and	HIH6120/6121	Series	
sensors use a laser trimmed, thermoset 
polymer capacitive sensing element. The 
element’s	multilayer	construction	provides	
resistance to most application hazards 
such as condensation, dust, dirt, oils, and 
common environmental chemicals, which helps 
provide industry-leading stability and reliability

loweSt totAl coSt SolutIon*
Honeywell’s	HumidIcon	HIH6100	Series	offers	customers	the	lowest total cost 
solution	due	to	the	sensor’s	industry-leading	Total	Error	Band	and	its	being	a	
combined humidity/temperature sensor

comBIned HumIdIty And tempeRAtuRe SenSoR
The humidity and temperature sensors are co-located in the same package. This 
allows the RH measurement to be temperature compensated and provides a 
second, standalone temperature sensor output. This allows the user to purchase 
one sensor instead of two

eneRgy effIcIent*
•	 	 Low supply voltage: Can	operate	down	to	2.3	Vdc,	which	allows	use	in	low	

energy and wireless-compatible applications to enhance energy savings and 
prolong system battery life

•	 	 Low power consumption: The sensor goes into sleep mode when not taking 
a measurement within the application, consuming only 1 µA of power versus 
650	µA	in	full	operation	in	a	battery	operated	system.	Sleep	mode	helps	
maximize	battery	life,	reduces	power	supply	size,	and	reduces	the	application’s	
overall weight

Offers customers the lowest total cost solution.

One sensor does the work of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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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与优势 高分辨率
应用中湿度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分辨率高达14位，可帮助用户系统探测出最微小的

温度或相对湿度变化。

真实的带温度补偿的数字I2C或SPI输出
可使客户省去PCB板上与信号处理相关的元件，不仅节约空间，还可降低与这些元

件的相关成本（例如购买、存货和组装等成本）。这种集成的功能可避免因在PCB

板上安装多个信号处理元件而可能出现的问题，简化与微处理器之间的集成，并使

客户无需进行复杂的信号处理。

极小的封装尺寸
传感器采用SOIC-8表面贴装和SIP 4针单列直插封装的极小封装结构，包括阻水过

滤器的抗冷凝型传感器（HIH6121和HIH6131）。这种极小的封装尺寸使传感器可

以更加灵活地在各种应用中使用，在PCB板上占据的空间更小，可简化传感器在拥

挤的PCB板或小尺寸装置中的安装。

过滤器
产品可配备阻水过滤器以提供抗冷凝功能（可用在许多冷凝环境中），或不带阻水

过滤器（可用于无冷凝应用中）。

卷带包装
节省成本的卷带包装适用于大批量使用的自动化取放制造，能消除PCB引脚错位，

帮助客户降低生产成本。

工作温度范围宽
可达-40°C到100°C [-40 °F到212 °F]，适用于多种应用。

可选一个或两个%RH相对湿度等级报警输出
该特性（HIH6130和HIH6131）可以帮助用户监控相对湿度等级是否超出或低于应

用中预设的临界湿度等级。

多功能ASIC
降低或消除了OEM校准的风险与成本，从而确保应用的灵活性。

兼容RoHS和WEEE标准，不含卤素

节省PCB空间、降低成本

选择与应用最佳匹配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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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AC/R 

可用于空调/空气流动系统、热焓传感器、恒温器、增湿器／除湿器和湿度调

节器，提供精确的相对湿度和温度测量值，以维持人体舒适或适合储藏的最佳

温湿度，同时还可实现低能耗，保证系统精度与质量，优化系统正常运行时

间，以及提高系统的整体性能。

呼吸治疗设备

可用在睡眠呼吸机和人工呼吸机中提供精确的相对湿度和温度测量值，确保病

人能在一个温湿度适中、舒适安全的环境中得到有效的治疗。

恒温箱/微环境

用来提供最佳的温度与相对湿度水平，为关键的处理与试验提供支持，通过提

供所需的气候条件提高处理功效。 

空气压缩机

提供压缩空气管路中精确的相对湿度测量值，使系统排除冷凝；干燥的压缩空

气对于客户的工艺控制测量非常关键。

气象站 

用于为地面与空中气象站提供精确的相对湿度与温度测量，实现对实际气象条

件的实时与高精确监测与报告。

电信机柜

用于在电信机柜HVAC（暖通空调）系统中提供精确的相对湿度和温度测量，

在机柜中维持合适的温度和湿度水平，提供最高的系统正常运行时间和性能。 

潜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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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尼韦尔HumidIcon™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

表1：环境参数

特性 条件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工作温度范围 - -40 [40] – 100[212] °C [°F]

储存温度范围 - -40 [-40] – 85[185] °C [°F]

储存湿度范围 - 30 – 50 %RH

焊接温度：
手动焊接
自动焊接

4秒回流焊峰值温度
30秒回流焊峰值温度

–
–

– 350 [662] 
260 [500]

°C [°F]

ESD（静电放电） MIL-STD 883H标准，方法3015.7 – – ±4 kV

闭锁抗扰度 - – – ±100 mA

冲击
MIL-STD 202G标准，方法213D，C类测试条件，半正
弦波，6 ms ±3互相垂直的轴，每轴施加3个冲击脉冲

– – 100 g

振动
MIL-STD 202G标准，方法204D，D类测试条

件，10Hz到2000Hz
– – 20 g

光敏感性 暴露在50流明黄光中，传感器输出无变化

表2：湿度性能参数

特性 条件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电源电压范围
2.3 Vdc to 5.5 Vdc
2.3 Vdc - 5.5 Vdc - 0.1 0.5 %RH

经过补偿的湿度范围1 – 10 - 90 %RH

经过补偿的温度范围1 – 5 [41] - 50 [122] °C [°F]

分辨率 14位ADC分辨率 - - 0.04 %RH

精度2 - - - ±4 %RH

Total error band3 - - - ±5 %RH

响应时间 最小气流量为 20 l/min - 6 8 s

工作范围 无冷凝 0 - 100 %RH

长期稳定性 5年以内，50%相对湿度 - ±0.05 ±1.2 %RH

焊接影响
IPC/EIA/JEDEC J-STD-020D，

峰值温度为260 °C [500 °F]
- - ±2.5 %RH

备注： 
1 换算公式：

将湿度的14位ADC输出换算为%RH相对湿度值 将温度的14位ADC输出换算为°C温度值：

    湿度(%RH) =                     湿度的14位输出                           x 100
                        214 – 2

        温度 (C°) =                温度的14位输出           x 165 – 40
 214 – 2

2  此处规定的是3.3 Vdc典型电源电压和25 °C [77 °F]温度下的精度。它是指在10 %RH至90 %RH的范围内测量值与相对湿度的理想传递函数
间的偏差，包括由湿度非线性、湿度回滞和湿度非重复性造成的所有误差。

3  总误差带 (TEB) 是指在5 °C [41 °F]至50 °C [122 °F]下，经过补偿的温湿度范围内测得的相对湿度理想传递函数的最大偏差。它包括所有由
于湿度的非线性、回滞和不可重复性，温度对零点和斜率的影响以及热回滞造成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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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H6100系列 • ±4.0 %RH（相对湿度）精度

表3：温度性能参数

特性 条件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电源电压变化影响 2.3 Vdc - 5.5 Vdc – 0.5 1.0 °C

经过补偿的温度范围 - 5 [41] – 50 [122] °C [°F]

分辨率 14位ADC分辨率 – – 0.025 °C

精度（BFSL最佳拟合直线
精度）1

- – – ±1.0 °C

响应时间 缓慢流动的空气中为1/e 5 – 30 s

长期稳定性 5年稳定在25 °C – – ±0.05 °C/yr

焊接影响
IPC/EIA/JEDEC J-STD-020D，峰值温度260 °C 

[500 °F]
– – ±0.1 °C

注释：
1 此处规定的是在整个经过补偿的温度范围内的精度值。

表4：电流消耗

特性 VDD 缩写符号 条件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休眠电流 3.3 ISLEEP – 0.6 1 µA

电源电流：
     I2C
     SPI

3.3
3.3

IDD

IDD

14位最快更新速度，不休眠
14位最快更新速度，不休眠

0.65
0.75

1
1

mA
mA

表5：输入和输出参数

特性 缩写 条件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电源电压 VDD – 2.3 3.3 5.5 VDC

低电平输出电压 VOL IOL = 2.8 mA （最小值） – – 20 % VDD

高电平输出电压 VOH IOH = -2.8 mA （最小值） 80 % – – VDD

低电平输入电压 VIL – – – 20 % VDD

高电平输入电压 VIH – 80 % – – VDD

上拉电阻
     I2C 
     SPI (仅限SS)

RP

RSS

–
–

–
–

2.2
10

–
–

kOhm
kOhm

表6：测量时序

特性 缩写 条件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启动时间（从上电到数据就绪
之间的时间）

TSTA 14位TH和14位湿度分辨率 – 50 60 ms

更新速度 视具体应用而定：仅在应用提出请求时才会读取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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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尼韦尔HumidIcon™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

图1：I2C时序图

SDA

SCL

tLOW

tHDSTA

tHDSTA

tHIGHtHDDAT tSUSTA tSUSTO

tBUStSUDAT

特性 缩写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SCL时钟频率 FSCL 100 – 400 kHz

相对SCL边沿的启动状态保持时间 tHDSTA 0.1 – – µs

最短SCL低电平时间1 tLOW 0.6 – – µs

最短SCL高电平时间1 tHIGH 0.6 – – µs

相对SCL边沿之间的启动状态建立时间 tSUSTA 0.1 – – µs

相对SCL边沿之间的SDA数据保持时间 tHDDAT 0 – 0.5 µs

相对SCL边沿之间的SDA数据建立时间 tSUDAT 0.1 – – µs

SCL停止状态建立时间 tSUSTO 0.1 – – µs

停止和启动状态之间的总线空闲时间 tBUS 1 – – µs

注释：
1 SDA低电平和高电平时间之和必须等于或大于SCL的最小周期。

图2：SPI时序图

tBUS

tCLKD

SCLK

MISO

SS

tHIGH

tSUSS

HiZHiZ

tHDSS tLOW

tCLKD

特性 缩写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SCLK时钟频率 fSCL 50 – 800 kHz

SS下降沿到第一个时钟边沿之间的时间 tHDSS 2.5 – – μs

最短SCLK低电平时间1 tLOW 0.6 – – μs

最短SCLK高电平时间1 tHIGH 0.6 – – μs

时钟边沿到数据转换之间的时间 tCLKD 0 – 0.5 μs

SS上升沿距最后一个时钟边沿之间的时间 tSUSS 0.1 – – μs

SS上升沿和下降沿之间的总线空闲时间 tBUS 2 – – µs

注释：
MISO低压电平和高压电平之和需等于或大于最小SCLK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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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H6100系列 • ±4.0 %RH（相对湿度）精度

表7：HIH6130/6131和HIH6120/6121系列传感器最大精度1

（10 %RH至90 %RH的测量范围内的性能）

相对湿度 (%RH)

90 ±1 ±2 ±2 ±2 ±3 ±3 ±3 ±3 ±3 ±2

±1 ±2 ±2 ±2 ±3 ±3 ±3 ±3 ±3 ±2

80 ±1 ±2 ±2 ±2 ±2 ±2 ±2 ±2 ±2 ±1

±2 ±2 ±2 ±2 ±2 ±2 ±2 ±2 ±2 ±2

70 ±2 ±3 ±3 ±3 ±2 ±2 ±2 ±2 ±2 ±2

±2 ±3 ±3 ±3 ±3 ±3 ±3 ±3 ±3 ±2

60 ±2 ±3 ±3 ±3 ±3 ±3 ±3 ±3 ±3 ±2

±2 ±3 ±3 ±3 ±3 ±3 ±3 ±3 ±3 ±2

50 ±2 ±3 ±3 ±3 ±3 ±3 ±3 ±3 ±3 ±2

±2 ±3 ±3 ±3 ±3 ±3 ±3 ±3 ±3 ±2

40 ±2 ±3 ±3 ±3 ±3 ±3 ±3 ±3 ±3 ±2

±2 ±3 ±3 ±3 ±3 ±3 ±3 ±3 ±3 ±2

30 ±2 ±3 ±3 ±3 ±3 ±3 ±3 ±3 ±3 ±2

±2 ±3 ±3 ±3 ±3 ±3 ±3 ±3 ±3 ±2

20 ±1 ±3 ±3 ±3 ±3 ±3 ±3 ±3 ±3 ±1

±1 ±3 ±3 ±3 ±3 ±3 ±3 ±3 ±3 ±1

10 ±1 ±3 ±3 ±3 ±3 ±3 ±3 ±3 ±3 ±1

0 10 20 30 40 50

1 最大精度是上升和下降RH点之间的平均值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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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尼韦尔HumidIcon™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

图3：SoIC-8 SMD典型应用电路
I2C SPI

Digital Humidity/Temp. 
Sensor

VDD

VCORE

VSS

NC

SCL

SDA

AL_L

AL_H

VSUPPLY = 2.3 Vdc to 5.5 Vdc

GND

GND

12 V

0.1 µF 

0.22 µF 

2.2 
kO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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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1

2

7

LED

2.2 
kOhm Digital Humidity/Temp. 

Sensor

VDD

VCORE

VSS

NC

SS

SCLK

MISO

AL_LGND

0.1 µF 

0.22 µF 

10 
kOhm

8 3

4

6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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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LED

VSUPPLY = 2.3 Vdc to 5.5 Vdc

图4：SoIC-8 SMD安装尺寸、PCB焊盘布局和引脚（仅供参考：mm/[英寸]）
安装尺寸 焊盘布局

4,90
[0.193]

3,90
[0.153]

1,905
[0.075]

1,27
[0.050]

0.41
[0.016]

1 2 3 4

8 7 6 5

6,0
[0.236]

0,15
[0.006]

0,203
[0.0080]

2,055
[0.081]

8X 0,61
     [0.024]

8X 2,03
     [0.08]

4X 4,9
     [0.193]

6X 1,27
     [0.05]

I2C型的引脚说明                 SPI型的引脚说明

引脚号 ASIC焊盘 说明 引脚号 ASIC焊盘 说明

1 VCORE 通过0.1 μF电容接地 1 VCORE 通过0.1 μF电容接地

2 VSS 电源地 2 VSS 电源地

3 SCL I2C 时钟 3 SS 从器件选择（输入）

4 SDA I2C 数据 4 SCLK 串行时钟

51 AL_H 高湿度报警输出 5 MISO 主设备输入从设备输出

61 AL_L 低湿度报警输出 61 AL_L 低湿度报警输出

7 NC 不连接 7 NC 不连接

8 VDD 电源电压，通过0.22μF电容接地 8 VDD 电源电压，通过0.22μF电容接地

1 如果不需要内置的报警功能，请勿连接引脚5和/或引脚6。 1 如果不需要内置的报警功能，请勿连接引脚6。

卷带包装

4,00
[0.157]

1,50 
[0.059]

1,75
[0.069] 0,29

[0.011]

13
[0.51]

330
[13,0]

17,4
[0.68]

102
[4.0]

8,00
[0.315]

12.00
[0.472]

5,50
[0.216]

2,58
[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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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H6100系列 • ±4.0 %RH（相对湿度）精度

图5：SIP 4针单列直插器件典型应用电路

Digital Humidity/Temp. 
Sensor

VDD

VSS

SCL

SDA

VSUPPLY = 2.3 Vdc to 5.5 Vdc

GND

0.22 µF 

2.2 
kOhm

1 3

42

2.2 
kOhm

       

图6：SIP 4针单列直插器件的安装尺寸、PCB焊盘布局和引脚（仅供参考：mm/[英寸]）
安装尺寸 焊盘布局

1 2 3 4

8,9
[0.35]

1,20
[0.047]

PCB
1,2 - 2,0

[0.05 - 0.08]

4,90
[0.193]

3,90
[0.153]

5,0
[0.197]

1,27
[0.050]

0.41
[0.016]

0,063
[0.0025]

0,203
[0.0080]

1,905
[0.075]

1,27
[0.050]

       1,05 DIA.
[0.040]

       0,65 DIA.
[0.025]

引脚号 ASIC焊盘 说明

1 VDD 电源电压，通过0.22uF电容接地

2 VSS 电源地

3 SCL I2C 时钟

4 SDA I2C 数据

卷带包装1

4,00
[0.157]

1,50 
[0.059]

1,75
[0.069]

0,32
[0.013]

13
[0.51]

330
[13,0]

21,4
[0.84]

102
[4.0]

8,00
[0.315]

16,00
[0.630]

5,00
[0.197]

2,61
[0.103]

1适用于250至1000片的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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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尼韦尔HumidIcon™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

订购指南

产品编号 说明

HIH6130-000-001
霍尼韦尔HumidIcon™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HIH6130/6131系列，SPI，±5 %RH的总误差带，SOIC-8
表面贴装，无过滤器，用于无冷凝环境，1000片卷带包装

HIH6130-000-001S
霍尼韦尔HumidIcon™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HIH6130/6131系列，SPI，±5 %RH的总误差带，SOIC-8
表面贴装，无过滤器，用于无冷凝环境，5片带式包装（样片）

HIH6131-000-001
霍尼韦尔HumidIcon™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HIH6130/6131系列，SPI，±5 %RH的总误差带，SOIC-8
表面贴装，带过滤器，可用于冷凝环境，1000片卷带包装

HIH6131-000-001S
霍尼韦尔HumidIcon™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HIH6130/6131系列，SPI，±5 %RH的总误差带，SOIC-8
表面贴装，带过滤器，可用于冷凝环境，每条5个（样片）

HIH6130-021-001
霍尼韦尔HumidIcon™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HIH6130/6131系列，I2C，±5 %RH的总误差带，SOIC-8
表面贴装，无过滤器，用于无冷凝环境，1000片卷带包装

HIH6130-021-001S
霍尼韦尔HumidIcon™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HIH6130/6131系列，I2C，±5 %RH的总误差带，SOIC-8
表面贴装，无过滤器，用于无冷凝环境，每卷带5个（样片）

HIH6131-021-001
霍尼韦尔HumidIcon™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HIH6130/6131系列，I2C，±5 %RH的总误差带，SOIC-8
表面贴装，带过滤器，可用于冷凝环境，1000片卷带包装

HIH6131-021-001S
霍尼韦尔HumidIcon™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HIH6130/6131系列，I2C，±5 %RH的总误差带，SOIC-8
表面贴装，带过滤器，可用于冷凝环境，每卷带5个（样片）

HIH6120-021-0011
霍尼韦尔HumidIcon™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HIH6130/6131系列，I2C，±5 %RH的总误差带，SIP 4针
单列直插封装，无过滤器，用于无冷凝环境，100片带式包装

HIH6120-021-001S
霍尼韦尔HumidIcon™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HIH6130/6131系列，I2C，±5 %RH的总误差带，SIP 4针
单列直插封装，无过滤器，用于无冷凝环境，5片带式包装（样片）

HIH6121-021-0011
霍尼韦尔HumidIcon™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HIH6130/6131系列，I2C，±5 %RH的总误差带，SIP 4针
单列直插封装，带过滤器，可用于冷凝环境，100片带式包装

HIH6121-021-001S
霍尼韦尔HumidIcon™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HIH6130/6131系列，I2C，±5 %RH的总误差带，SIP 4针
单列直插封装，带过滤器，可用于冷凝环境，5片带式包装（样片）

1 250片或者更多数量的订单为卷带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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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再次水合操作

注意事项：

传感器再次水合操作

· 暴露在更高温度下（例如在回流焊期间）可能会使感应

元件干透。因此建议在进行焊接或暴露在其他高温/干燥

环境之后对传感器进行适当时间的再次水合操作。

· 暴露在这些条件下并不会永久性地损坏传感器。传感器

在再次水合操作之后将会恢复其出厂时的校准值。

· 如果未执行再次水合操作，那么传感器的读数可能会有

少许偏移，当传感器恢复到正常工作条件下之后读数偏

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消失。长期暴露在冷凝和高湿

度环境下（>90%RH）下可能会导致读数发生可恢复漂

移，将传感器烘干之后读数就会恢复正常状态。

要对传感器进行再次水合操作，请将其放在正常工作条

件（>50%RH）室温下至少5个小时。

更多信息

下列相关文献可从网站上找到：

· 产品安装说明

· 产品应用说明

· 应用数据手册：

 - 湿度传感器性能参数

 - 湿度传感器原理和工作特性

 - 湿度传感器湿度和湿空气动力学

 - 湿度传感器耐化学性

 - 热固性聚合物电容传感器

· 技术说明：

 - 与霍尼韦尔HumidIcon™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之间的I2C

通信

 - 与霍尼韦尔HumidIcon™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之间的SPI

通信

 - 使用霍尼韦尔HumidIcon™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的报警

功能

 - 霍尼韦尔HumidIcon™数字式温湿度传感器的进入/使用

命令模式

保证 / 补偿 
霍尼韦尔保证生产的产品不会使用有缺陷的材料和不完善的

工艺。霍尼韦尔的标准产品都承诺遵守该保证，由霍尼韦尔

另行注明的除外。对于质量保证细节请参考订单确认或咨询

当地的销售办事处。如果产品在质量保证期间返回霍尼韦尔，

霍尼韦尔将免费修复或更换被确认有缺陷的产品。

上述内容为买方唯一的补偿方法并代替其他的明言或隐含的

包括适销性和合用性保证。霍尼韦尔对衍生的，特殊的或间

接的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当我们通过文献和霍尼韦尔网站提供个人应用协助时，应由

客户决定产品应用的适应性。 

规格可能未经通知进行更改。我们相信提供在此处的信息是

精确和可靠的，但不承诺对其使用负责。

  警告

人身伤害

●  请勿将该产品作为安全或紧急停止装置使用，或将其应

用于任何可能由于产品故障导致人身伤害的场合。

不遵守该说明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的人身伤害

  警告

文件误用

●  本产品手册中提供的信息仅供参考。请勿将该文件作为

产品的安装指南使用。

●   完整的安装、操作和维护信息将在每个产品的说明中给

出。

不遵守该说明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的人身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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