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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S1100  产品说明书 

风速传感器 

 12～24V直流工作电压 

 标准的Modbus-RTU协议 

 超长使用寿命 

 

产品综述 

AFS1100是为测量气体流速而设计的传感器。该传感器基于热膜式原理测量气体的流速。产品使

用了标准Modbus-RTU数据输出信号格式。每一个传感器的出厂都经过校准和严格的测试，满足客户的

使用需求。 

 

 

 

图 1 AFS1100 风速传感器 

 

 

 

应用范围 

AFS1100风速传感器对环境、气体及安装条件等的要求较为严苛，所以不适合在室外使用。传感

器主要应用于医疗及工业上通风管道内的风速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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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感器性能参数 

表 1 传感器性能参数 

标定温度和气压 20℃，标准大气压 

测量目标气体 空气、氮气（其它气体测量请咨询） 

测量范围 0～30m/s 

检测下限 0.6m/s 

精度 量程小于10m/s时，±（实际风速×3％+0.3m/s） 

量程大于等于10m/s时，±（实际风速×5％+0.3m/s） 

重复性 ±(测定值×1.5％) 

响应时间 1.5s（90%响应时间） 

工作温度 -10℃～+45℃ 

湿度范围 5～95%相对湿度 (RH)，不结露 

工作电压  DC 12～24V  

工作环境压力   700～1300mbar 

 

 

2.产品尺寸图和零部件图 

2.1 AFS1100尺寸图 

 

图2 AFS1100尺寸图（单位：mm 标公差：±0.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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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FS1100零部件图 

 

 

1、传感器支撑外壳； 2、金属管； 3、金属针； 4、 螺纹法兰； 5、 法兰螺母；        

6、AFS1100上盖；7、扣线帽； 8、Error信号灯； 9、Power信号灯； 10、拨码开关；    

11、气流方向； 12、螺丝 

图3 AFS1100零部件示意图 

 

3.安装说明 

传感器在AFS1100上盖上标有箭头指示安装需要的气流方向，如图3中11所示。安装时箭头方向应

与气流方向一致，传感器仅能正确测量给定方向上的气体流速。为确保传感器的测量偏差在精度范围

内，传感器金属管需与被测管道垂直。金属管在被测管道内的长度可以通过法兰螺母调整，测量时需

将传感器支撑外壳放调整至管道的轴心上。如图4所示，传感器安装位置前后必须保证30cm以上的直

管。请勿将传感器安装于弯管内，如图4中的阴影区，以免影响测量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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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传感器在管道中的位置 

4.信号灯与启动 

4.1 信号灯 

传感器配有2个LED信号灯，指示其功能状态，如图3所示的Power和Error信号灯。  

表 2 信号灯功能状态 

运行状态 Power信号灯 Error信号灯 

电源电压：无、反接、太低   

传感器准备就绪   

传感器故障   

表中 表示 LED 关闭， 表示 LED 绿灯亮， 表示 LED 红灯闪烁（约 2Hz）。 

4.2 安装后检查 

1）传感器AFS1100上盖上的箭头方向（图3中11）是否与管道内的气流方向是否一致； 

2）传感器支撑外壳（图3中1）是否在管道的轴心位置； 

3）螺纹法兰（图3中4）连接的法兰螺母（图3中5）是否拧紧。 

4.3 测量前注意事项 

  1）测量前，应先启动传感器，传感器需要至少预热五秒,这段时间内Error指示灯处于闪烁状态。 

2）传感器准备就绪后，如果传感器本身的温度与环境温度相差5℃或以上，需等待五分钟以上再进

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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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操作信息与故障处理 

5.1 操作信息 

    传感器上有污垢，如粉尘颗粒、液体等会导致测量失真，因此，必须定期检查传感器是否有污垢。

如有污垢需联系原厂的技术人员，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进行清洁。清洁完成需待传感器处于干燥状态

后，再进行测量。 

5.2 故障处理 

表 3 故障信息及排除 

故障信息 可能的原因 故障排除 

 

电源电压问题； 

电源反接； 

传感器发生故障； 

提供24V DC电源； 

检查传感器连线是否正确； 

 
传感器元件损坏 返厂维修 

流量信号测量

范围过小/大 

被测气体不是空气； 

传感器元件被污染； 

传感器箭头方向与气流方向相反； 

检查传感器配置； 

检查风源是否稳定； 

检查传感器支撑外壳内的芯片

是否有异物； 

检查安装方向； 

流量信号波动 

电源电压问题； 

风源不稳定； 

传感器摆放角度未处于最佳状态位置； 

检查电压供应； 

检查风源是否稳定； 

检查安装条件； 

6.通信方式 

6.1 引接线定义 

AFS1100有4条引接线，如图5所示，各颜色引接线对应的名称和定义可查阅表4。 

 

 

图 5 引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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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引接线定义 

颜色 引接线名称 引接线定义 

红色 VCC 输入电源正极（+） 

黑色 GND 输入电源负极（-） 

黄色 RS485A RS485数字信号A+ 

白色 RS485B RS485数字信号B- 

6.2 通讯协议 

AFS1100风速传感器采用的是Modbus-RTU（远程终端单元）传输模式，其工作协议为标准的

Modbus协议，数据流定义如表5所示。 

表 5 数据流定义 

波特率 9600bps 

数据位 8位 

校验位 无 

停止位 1位 

流控制 无 

6.2.1 通讯参数 

Modbus-RTU使用RS-485接口作为硬件载体，详细的通信参数如表6所示。 

表 6 通讯参数 

通讯参数 
协议格式 

RTU 

通讯速率 9600bps 

起始位 1位 

数据位 8位 

停止位 1位 

奇偶校验 无 

最大节点数 255 

   

每个字符的发送和接收格式如图6所示（数据的最低有效位D0在前，RTU模式，10位）。    

 

图 6 字符的发送和接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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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消息帧 

消息帧的设备地址域包含8Bit(RTU)，消息帧的格式如表7所示。 

表 7 消息帧 

起始位 设备地址 功能代码 数据 CRC校验 结束符 

T1-T2-T3-T4 8Bit 8Bit n个8Bit 16Bit T1-T2-T3-T4 

 

6.2.3 功能码 

Modbus消息帧里的功能码是实现对从设备的数字量和模拟量的读写操作。 

表 8 功能码名称、数据类型及作用 

 

 

 

 

6.2.4 问询帧与应答帧 

Modbus操作数据的计算机为主设备，AFS1100风速传感器为从设备。从设备可选的地址是1～

255(十进制)，单个设备的地址范围是1～255（十进制）。主设备通过给从设备发送问询帧，把要联

络的从设备的地址放入消息中的地址域来选择从设备。问询帧（16进制）格式如表9所示，被选择的

从设备给主机发送应答帧，以便主设备识别作出回应的从设备。应答帧（16进制）格式如表10所示。 

应答帧中有一个寄存器专门用来存储测量的风速值，其寄存器的值和Modbus对应的值如表11所示。 

 

表 9 问询帧（16 进制）格式 

地址码 功能码 起始地址 数据长度 校验码低位 校验码高位 

0x01 0x03 0x00  0x00 0x00  0x01 0x84 0x0A 

 

表 10 应答帧（16 进制）格式 

地址码 功能码 返回有效字节数 风速值 校验码低位 校验码高位 

0x01 0x03 0x02 0x00  0x6C 0xB8 0x69 

注：0x6C（16进制）即为108（十进制），风速值是10.8m/s。 

 

表 11 测量风速值对应的寄存器 

参数名称 参数说明 寄存器 Modbus 

风速 测量的风速值 0x0000 0x0000 

功能码 名称 数据类型 作用 

03 读保持寄存器 整形、字符型 读取一个保持寄存器的值 

06 预置单寄存器 整形、字符型 把具体的十六进制数写入一个

保持寄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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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地址设置 

 

拨码开关在图3中的10所示。根据Modbus-RTU协议,每个终端都有一个地址,根据产品内部的6位拨

码开关来设定从设备的通信地址,6位拨码允许最大地址为63，即地址范围为1～63。 

拨码开关拨到0N位置为1，拨到下面的数字位置为0。拨码示例如图7所示。 

 

图 7 拨码示例 

当不设置拨码开关，即地址=0（000000）时，Modbus-RTU 的默认地址为 1，即地址=1(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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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重要说明 

7.1 使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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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目的或有使用授权。在安装、处理、使

用或者维护该产品前要参考产品数据表及应用指南。如不遵从建议，可能导致死亡或者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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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各种成本

费用、索赔费用、律师费用等。 
 

7.2 ESD 防范 

由于元件的固有设计，导致其对静电比较敏感。为防止静电导入的伤害或者降低产品性能，在应

用本产品时，请采取必要的防静电措施。 

7.3 质保 

本公司对其产品的直接购买者提供如表12的质量保证（自发货之日起计算），以奥松出版的该产

品的数据手册中的技术规格为标准。如果在保质期内，产品被证实有缺陷，本公司将提供免费的维

修或更换。 

表 12. 主要部件保修期说明 
配件类别 保质期 

AFS1100传感器 12个月 

线材或其它零件 12个月 

 

 

本公司只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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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对产品应用在非

建议的特殊场景不做任何的保证和担保。同时，本公司对产品应用到其他非本公司配套产品或电路

中的可靠性也不做任何承诺。 

 

本手册可能随时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本产品最终解释权归广州奥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版权所有 ©2021，ASAI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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