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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原理 

风速模块采用恒温差法对气体质量流量进行准确测量。

传感器部分由两个基准级铂电阻温度传感器组成。采用桥式

环路，一个传感器测量流量温度，另一个传感器维持高于流

体温度的恒温差,气体的流速越大，冷却效应就越大，维持差

分温度所需的能量也就越大。因此，通过测量加热器的能量

转化为被测气体的流速 

 

技术优势 

 对气体流量测量无需温度和压力补偿，测量方便、准确。 

 宽量程,从 1m/s 到 70m/s 均可 

 抗震性能好使用寿命长。传感器无活动部件和压力传感

部件，不受震动对测量精度的影响。 

 采用进口传感器,集成度高,而从离散性小,一致性好, 

测量准确 

 数字化程度高,采用串口(UART) 通讯,相比模拟型,省

略中间转换环节,直接读取原始数据 

 体积小、安装方便.用户可以非常方便和已有产品进行

整合,二次开发 

 

应用场合 

自动化工业, HVAC, 试验室与科研, 石油及气体工业, 

过程控制, 纺织业, 日常应用 

 

产品参数 

※ 测量介质:  气体 

※ 风速范围:  0.1~70m/s 

※ 测量精度:  0.1±3% m.v 

※ 工作温度:  -20~70℃ 

※ 工作湿度:  0~90% 

※ 供电电压:  DC12 

※ 工作电流:  <50mA 

※ 响应速度:  0.1S 

※ 输出信号:  UART通讯 

外形尺寸 

 

 

管脚说明 

风速模块通过 1*4 排针(间距 2.54mm)与用户电路板连

接,各引脚功能如下 

序号 名称 方向 说明 

1 +12  直流 12V 电源输入 

2 GND  公共地 

3 TX 输出 TTL 串口输出，连接到外部 

RXD 输入引脚  

4 RX 输入 TTL 串口输入，连接到外部 

TXD 输出引脚 

 

模块连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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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通信说明 

 1、通信方式： 

 接口：RS232 

 数据格式:：起始位 1 位，数据位 8 位，停止位 1 位，

无奇偶校验位 

 UART 速率：9600 Bit/s 

 

2. 通信协议 

主机查询数据包：以 01 地址为例： 

 说明: CRC16 计算从前导符～数据长度 低字在前 

模块返回数据结构 

 

说明: CRC16 计算从前导符～数据域 

 

 

, 例如: 

主机读取数据 TX：AC 01 B1 00 04 E4 

模块返回数据：RX:  AC 01 B1 05 00 40 48 00 00 52 b3 

(风速数据  40 48 00 00 转换为浮点数为 3.125m/s) 

 

程序参考 

关于按 IEEE-754 浮点数标准中四字节字符型数据如何转化

为浮点型数据，可参考以下操作 

数据采用的是大端模式发送，高字节在前，转换回浮点数时，

看自己使用的编译器是哪一种模式 

float ReadFlow (void)  

{    

union  

{ 

   unsigned char CharData[4];    

   float    FloatData;  

}DataStruct;  

   DataStruct.CharData[0] = Uart_Rx[0]; //风速数据第 1 字节  

   DataStruct.CharData[1] = Uart_Rx[1]; //风速数据第 2 字节  

DataStruct.CharData[2] = Uart_Rx[2]; //风速数据第 3 字节  

DataStruct.CharData[3] = Uart_Rx[3]; //风速数据第 4 字节  

return DataStruct. FloatData;//返回当前风速值  

}  

例如，查询 1 号地址数据：  

发送：AC 01 B1 00 04 E4  

返回：AC 01 B1 05 00 40 48 00 00 52 B3 

DataStruct.CharData[0]=0x40;  

DataStruct.CharData[1]=0x48;  

DataStruct.CharData[2]=0x00;  

DataStruct.CharData[3]=0x00;  

实际风速为 DataStruct. FloatData=3.125; 

 

 

CRC16 计算  

可下载 Modbus_RTU 协议，其中有 crc16 计算的方法及源

代码,可通用,查表或计算方式均可 

查表法速度快,这里暂不举例,自己查阅相关资料, 

 

 

 

下面为直接计算法 

 

unsigned int crc16(unsigned char *addr,int num) 

{ 

unsigned int crc=0xffff;  

unsigned char i, p; 

for(p=0;p<num;p++) 

{   crc = crc^(*ad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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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crc & 0x0001) crc = (crc>>1)^0xa001; 

            else  crc >>= 1; 

         } 

    } 

 return(crc); 

} 

 

品质保证  

本公司对其产品的直接购买者提供为期24个月(两年)

的质量保证(自发货之日起计算)。以公司出版的该产品的

数据手册的技术规格为准。如果在保质期内，产品被证明

质量实有缺陷，公司将提供免费的维修或更换  

前导符 地址 功能码 数据长度 CRC16  

0xAC 0x01 0xB1 0x00 04 E4 

说明 代码 备注 

前导符 0xAC  

地址 0x01                      模块地址为 1 ，不能修改 

功能码 0xB1 读数据指令  

数据长度 0x00 读数据时，长度为 0 

数据域 0x00 

Data［0］ 

Data［1］ 

Data［2］ 

Data［3］ 

0x00：在读数据时固定不变， 

Data［0］～Data［3］为 32 位浮

点数据,大端模式结构, 

按 IEEE-754 浮点数标准发送,  

如：3.125  

Data［0］=0x40、 

Data［1］=0x48、 

Data［2］=0x00、 

Data［3］=0x00. 

CRC16 低位 0xxx CRC16计算,参考modbus_rtu说明 

CRC16 高位 0xx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