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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都  集  芯  微  电  子  有  限  公  司 

 

 
工业物联网 一站式供应服务商 

成都集芯微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集成电路设计及系

统应用开发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重点致力于高性能电源产品的

开发 销售，其主要涵盖 AC-DC、DC-DC、LED 照明驱动等产品

线和众多高  性能的模拟信号集成电路产品。这些产品可以广泛

应用于开关电源、手提设备、网络通信等领域。 

公司核心技术团队大多来自国内外知名半导体设计公司，拥

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积累，能为客户提供高品质具有成本竞争力

的半导体精品芯片、解决方案以及优良的服务。 

集芯微电子坚持以"品质、信念、创新、超越"为发展理念，

为客户提供最适合的产品及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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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232/RS485 接 口 ， 4km 传 输  ， 433MHz， LoRa 扩 频   

mesh 组 网 ， 链 路 修 复 ， AES 加 密 ， Modbus 协 议  
 

 一 、 产品概述 

 

A800-L433M20 是一款 433MHz，100mW，具有高稳定性，工业级
的无线数传电台。电台核心模块采用 LORA 扩频调制技术，具有 RS232
和 RS485 接口。采用了高效的 mesh 组网算法，通信效率高，网络容错
能力强，大大提高了电台的抗干扰性和稳定性。 

 

 二 、 产品特征 

 

 mesh 组网，组网由电台自动完成 

 网络深度可达 10 级 

 网络最大容纳 500 个节点 

 网络链路修复、链路优化 

 自动中继、自动重传，可配置数据重传次数 

 节点位置被移动后自动重新加入网络 

 无线数据广播具有冲突避让机制 

 网络链路信息、节点信息掉电可保存 

 AES 加密，密钥可配置 

 接收灵敏度高达-130dBm，传输距离 4000 米
[ 1 ] 

 内建多种异常处理机制，保证模块长时间稳定

运行 

 多等级波特率 

 八种常用波特率，默认波特率为 9600bps 

 波特率范围：1200bps~230400bps 

 多等级空中速率 

 六级可调空中速率，默认空中速率 9.6kbps 

 0.3~19.2kbps（ 0.3kbps、1.2kbps、2.4kbps、

4.8kbps、9.6kbps、19.2kbps） 

 频率 410~441MHz，提供 32 个信道，每个信

道间隔 1MHz 

 410MHz + CHAN * 1MHz 

 CHAN：0x00~0x1FH（对应 410~441MHz） 

 默认工作在 433MHz 免申请频段 

 供电电压范围 

 8.0V~28VDC 

 内置电源管理模块，保证电台稳定供电，能够满

足多种系统需求 

 FIFO 

 
 组网模式下单包串口数据长度可达 1024 字节 

 内部自动分包传输 

 大数据包整包输出 

 

备注： 

[ 1 ]测试条件：晴朗、空旷、最大功率、天线增益 5dBi、高度大于 2m、2.4k 空中速率 

http://www.ashin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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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232/RS485 接 口 ， 4km 传 输  ， 433MHz， LoRa 扩 频  

mesh 组 网 ， 链 路 修 复 ， AES 加 密 ， Modbus 协 议  

 

 

 

 

备注： 

[ 1 ]测试条件：晴朗、空旷、最大功率、天线增益 5dBi、高度大于 2m、2.4k 空中速率 

 

 

 

 

 

 

 

 

 

 

 

 

 

 

 

 

 

 

 

 

 

 

 

 

 

 

 

 

 

 

 

  立即购买 |         资料下载  |       产品详解 

 
 

 

 

 

http://www.ashining.com/
http://www.ashining.com.cn/AN/information.pdf
http://www.ashining.com.cn/data/a800_l433m20.zip


                                                             A800-L433M20 
物联网应用找泽耀               12/2020 

  www.ashining.com      

版权所有©成都泽耀科技有限公司 2020，保留一切权利。                                                 400-876-2288 获取更多资讯 

3 

 三 、 系列产品 

 

电台型号 
载波频率

（Hz） 
核心芯片 接口 尺寸（mm） 最大发射功率（dBm） 

通信距离

（km） 
天线形式 

A800-L433M20 410M~441M SX1278 RS232/RS485 95*84*25 20 4.0 胶棒、吸盘 

*A800 系列的所有型号的无线数传电台均可以互相通信* 

 

 四 、 电气参数 

条件：Tc = 25℃，VCC =12VDC 

 

电台型号 参数名称 说明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A800-L433M20 供电电压  8.0  28 VDC 

A800-L433M20 发射电流   90  mA 

A800-L433M20 接收电流   36  mA 

A800-L433M20 工作频段 410~441MHz，32 个信道，1MHz 步进，出厂默认 433MHz 410 433 441 MHz 

A800-L433M20 发射功率   20  dBm 

A800-L433M20 空中速率 
6 级可调（0.3kbps、1.2kbps、2.4kbps、4.8kbps、9.6kbps、

19.2kbps） 

0.3k 2.4k 19.2k bps 

A800-L433M20 
接收灵敏

度 

接收灵敏度和串口波特率、延迟时间无关  -130  dBm 

A800-L433M20 工作温度 A800-L433M20 工业品 -40  +85 ℃ 

A800-L433M20 工作湿度 相对湿度，无冷凝 10%  90%  

A800-L433M20 存储温度  -40  +125 ℃ 

 

 

 

 

 

 

 

 

 

 

 

 

 

 

 

http://www.ashining.com/
http://www.ashining.com.cn/AN/inform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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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电台连接方式 

 

 
 

图 5-1  推荐连接图 

 

备注：[ 1 ]详细连接方式及步骤详见电台使用手册 

 

 

 

 六 、 电台复位 

在 CFG 熄灭状态下，长按 RESET 按键直至 CFG 指示灯闪烁，松开按键，此时设备将会恢复出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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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电台命令 

7.1 命令格式 

我司数传电台的参数可配置，支持 AT 指令操作，命令格式如下：  

AT+<CMD> 执行命令 

AT+<CMD>=? 读取参数 

AT+<CMD>=<value> 写入参数 

AT+<CMD>? 查看帮助 

 

命令概述表 

序号 命令 配置数据 命令功能 

1 AT+UT_RESET  复位电台 

2 AT+DADDR 十进制地址 配置电台连接设备的地址 

3 AT+RF_POWER 11，14，17，20 发射功率 

4 AT+RF_AIRSPEED 0-6 空速 

5 AT+RF_CHANNEL 十进制信道 信道 

6 AT+NWKID 十进制网络 ID 配置电台网络 ID，同一网络 ID 下的电台才能互相通信 

7 AT+UT_SWVER  读取电台软件版本 

8 AT+DDATA  删除网关存储的节点和链路数据 

9 AT+DTYPE 1：网关；0：节点 电台设备类型 

10 AT+IPADDR  节点网络地址 

11 AT+NET_QUIT  节点退出网络 

12 AT+RLEN 0-9 网络链路长度 

13 AT+ROPT 1：开启；0：关闭； 网络链路优化 

14 AT+RET 0-15 无线数据最大重传次数 

15 AT+PTYPE 0：modbus RTU；1：modbus ASCII；

2：私有协议 

协议类型 

16 AT+ICF 1：8N1 

2：8N2 

3：8E1 

4：8E2 

5：8O1 

6：8O2 

7：7E1 

8：7E2 

9：7O1 

10：7O2 

串口数据格式 

17 AT+UART_BAUD 1200, 2400, 4800, 9600, 19200, 

38400, 57600, 115200, 230400, 

串口波特率 

18 AT+BIND 0：关闭；1：开启 绑定节点地址与连接的设备地址 

http://www.ashining.com/
http://www.ashining.com.cn/AN/inform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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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AT+FIPADDR 十进制地址 父节点地址 

20 AT+NODE 十进制地址 获取网络中所有的节点地址 

21 AT+UT_WKMODE 0：透传模式；1：组网模式 电台工作模式 

22 AT+KEY_AES 十六进制 AES 密钥 AES 密钥 

 

备注： 

[ 1 ]通信双方的空中速率必须保持一致 

[ 2 ]某些空速和波特率的组合可以发送无限长数据包，详见下表 

 

     波特率（bps） 

     空速（bps） 

1200 2400 4800 9600 19200 38400 57600 115200 

0.3k         

1.2k         

2.4k √        

4.8k √ √       

9.6k √ √ √      

19.2k √ √ √ √     

√表示支持无限数据包传输 

 

7.2 电台出厂设置 

电台出厂参数表： 

 

电台型号 网络 ID 出厂信道 空中速率 串口速率 串口格式 发射功率 

A800-L433M20 0x01 433.0MHz 9.6kbps 9600bps 8N1 100mW 

 

 

 

 

 

 

 

备注： 

1、 电台参数配置可以使用本公司提供的参数配置软件 Lora DTU Tool，配置过程及步骤详见电台说明书 

2、 电台的快速通信测试及详细步骤详见电台说明书 

 

 

 

http://www.ashining.com/
http://www.ashining.com.cn/AN/inform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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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 电台功能 

8.1 电台 LED 功能 

 功能描述 点亮 熄灭 

PWR 电源 电源开启 电源关闭 

CFG 工作模式 AT 指令模式 数据传输模式 

DEV 设备类型 网关 节点 

 

 

RF 

节点入网过程中 网关或者节点入网完成 

亮 2s 熄灭 1s 点亮 熄灭 

RF 正在发送数据 RF 处于接收状态 

 

8.2 电台按键功能 

功能 操作方式 

进入/退出 AT 指令模式 短按 

恢复电台出厂设置 在非 AT 模式下长按超过 3s，等待 CFG 灯闪烁然后松开按键 

 

 

8.3 电台功能概述 

电台功能表 

电台功能 发送方的数据格式 接收方的数据格式 功能简介 

组网模式下透明广播 MODBUS 协议的用户数据 MODBUS 协议的用户数据 网关电台发送数据，网络内所有的节点电台均可接收。发

送数据透明，所发即所收。 

组网模式下定点传输 MODBUS 协议的用户数据 MODBUS 协议的用户数据 网关电台发送数据时，自动解析 MODBUS 协议地址，查

找节点链路，将数据发送至指定节点电台。所有节点电台

发送数据时，根据父节点地址将数据发送到网关电台。 

透传模式 

 

用户数据 用户数据 广播：任意电台发送数据，处于同一信道和空速下的电台

均可同时接收数据； 

监听：可以接收同一信道和空速电台发送的数据。 

8.4 电台功能详解 

8.4.1 使用电台组建 mesh 网络 

电台 mesh 网络由网关和节点组成，一个网络只能有一个网关，任一电台都可以配置为网关。网关管理整个网

络，存储节点信息和链路数据，且所有信息掉电可保存。网关采用高效的链路算法，可以和网络内的任一节点互相

通信。网络拓扑图如下： 

http://www.ashining.com/
http://www.ashining.com.cn/AN/inform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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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出厂默认是节点设备，组建 mesh 网络需要一个网关设备。配置电台为网关设备步骤如下： 

1. 把电台接好数据线并和电脑的相应接口（RS232 接口或者 RS485 接口）相连，如果需要用 USB 转接板

按如下图所示相连，下图左边是 USB 转 RS485，右边是 USB 转 RS232： 

 

2. 在电源接口接入 DC8~28V 电源； 

3. 在电脑上打开 Lora DTU Tool 程序，选择好相应的串口号，如图所示： 

 

4. 点击“搜索设备”，软件会自动调整波特率和串口数据格式以搜索电台： 

http://www.ashining.com/
http://www.ashining.com.cn/AN/inform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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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电台的“设备类型”设置为“网关”： 

 

6. 点击“重启设备”，电台将重启，“DEV”灯点亮。 

7. 将其他电台上电，等待入网。须保证同一信道，同一空速。电台入网过程中 RF 灯闪烁，入网完成后 RF

灯亮 5s，然后熄灭。 

 

 

8.4.2 组网模式下透明广播 

 功能说明 

网关电台发送数据时，具有相同空速和信道的节点电台均可接收数据。数据以透明方式发送和接收，所发即所

收。 

 电台设置 

1. 需参照 8.4.1 章节的内容预先组建好 mesh 网络。 

2. 向网关的 RS232 或者 RS485 接口发送数据，网关的默认波特率是 9600，数据格式 8N1。 

3. 节点收到广播数据后，通过 RS232 和 RS485 输出数据。 

 举例说明 

http://www.ashin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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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方： 

 

接收方： 

 

8.4.3 组网模式下节点向网关发送数据 

 功能说明 

节点电台发送数据时，通过父节点将数据最终转发到网关。数据以透明方式发送和接收，所发即所收。 

 电台设置 

1.  需参照 8.4.1 章节的内容预先组建好 mesh 网络。 

2. 向节点的 RS232 或者 RS485 接口发送数据，网关的默认波特率是 9600，数据格式 8N1。 

3. 节点收到广播数据后，通过 RS232 和 RS485 输出数据。 

 举例说明 

发送方： 

 

接收方： 

 

8.4.4 组网模式下链路修复功能 

 功能说明 

1． 节点到网关方向的链路修复： 

http://www.ashining.com/
http://www.ashining.com.cn/AN/inform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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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到网关方向的链路修复方法是存储备用的父节点，当失去与父节点的联系后，尝试使用备用的父节点。备

用父节点到网关的链路长度与当前父节点到网关的链路长度相同。如果没有备用父节点，则重新入网。 

2． 网关到节点方向的链路修复： 

网关到节点方向的链路修复方法是存储备用的链路。 

 举例说明 

N4 和 N2 在网络中是同一级节点，N1 和 N4 可以互相通信，N4 和 N3 可以互相通信 

N1

N2

N3

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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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N2 节点出现故障，则 N1 节点通过 N4 节点连接到 N3 

 

N1

N2

N3

N4

 

8.4.5 组网模式下链路优化功能 

 功能说明 

链路优化的方式是节点监听网络中网关和其他节点发送数据。 

 电台设置 

开启节点“链路优化”功能： 

 

http://www.ashining.com/
http://www.ashining.com.cn/AN/information.pdf


                                                             A800-L433M20 
物联网应用找泽耀               12/2020 

  www.ashining.com      

版权所有©成都泽耀科技有限公司 2020，保留一切权利。                                                 400-876-2288 获取更多资讯 

13 

 举例说明 

节点 N4 到节点 N1 需要经过两个节点转发数据 

N1

N2

N3

N4

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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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路优化后，节点 N4 到节点 N1 只需经过 1 个节点转发数据： 

N1

N2

N3

N4

N5

 

8.4.6 组网模式下无线数据自动重传 

节点 A 向节点 B 传输无线数据后，等待节点 B 的应答。若节点 A 没有收到正确应答，将重传当前无线数据

包。若重传次数超过配置的重传次数仍然没有收到应答，节点 A 将自动选择执行链路修复或者传输剩余的无线数据

包。 

 电台设置 

设置数据重传次数，最小为 0 次，即没有重传；最大为 15 次，默认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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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7 节点位置被移动后自动重新加入网络 

 功能说明 

节点位置被移动后，当网关向该节点发送数据时，根据原有的链路是无法将数据发送到节点的。当网关向该节

点以链路传输的方式发送数据超过 3 次没有收到该节点的回复后，网关以广播的方式向该节点发送数据。节点收到

其他广播数据后，发现没有收到父节点发出的广播数据，则重新执行入网程序。 

 电台设置 

仅设置网关，无需设置节点。开启“绑定地址”： 

 

 

8.4.8 组网模式下的数据协议 

 功能说明 

电台支持 Modbus RTU，Modbus ASCII，和私有协议。使用私有协议可将节点数量拓展至 500 个。 

Modbus 寻址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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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bus RTU 帧格式： 

 

Modbus ASCII 帧格式： 

 

私有协议帧格式： 

Slave Address Data 

2 byte 0 up to 1022 byte(s) 

协议对比： 

协议 地址 数据格式 地址范围 

MODBUS RTU 第一个字节 HEX 1-247 

MODBUS ASCII 第二个字节和第三个字节，注意第一个字节是冒号’:’ ASCII 1-247 

自定义 第一个字节和第二个字节 HEX 1-500 

 

8.4.9 透传模式 

 功能说明 

透传模式下电台实现了基本的数据传输功能，电台将 RS232/RS485 接口收到的数据通过 RF 发出，将 RF 收到

的数据通过 RS232/RS485 输出。RF 单包数据可达 255 字节，在某些串口波特率和 RF 空速配合下可实现数据连续

传输，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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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特率（bps） 

     空速（bps） 

1200 2400 4800 9600 19200 38400 57600 115200 

0.3k         

1.2k         

2.4k √        

4.8k √ √       

9.6k √ √ √      

19.2k √ √ √ √     

√表示支持无限数据包传输 

 

 电台设置 

设置电台工作模式为“透传模式”： 

 

然后“重启设备”，电台将以透传模式运行。 

 

8.4.10 手动进入配置模式 

短按电台“RST”键后，“CFG”灯将点亮，表明此时已进入配置模式。在配置模式下可用“Lora DTU Tool”软

件对电台进行配置。为避免用户忘记电台配置的串口波特率和数据格式，手动进入配置模式后，串口波特率重置为

9600，数据格式 8N1，需将“Lora DTU Tool”串口设为相同配置，无需点击“搜索设备”。再次短按电台“RST”键，

“CFG”灯将熄灭，电台退出手动配置模式，自动恢复用户配置的串口波特率和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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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 时序图 

命令时序图如下： 

1. 电台参数配置命令 

 

 

2. 电台 AES 密钥设置命令 

 

 

3. 读取电台软件版本号命令 

 

 

 

4. 电台重启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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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 封装信息 

10.1 机械尺寸 

 

 十一 、 包装方式 

11.1 电台工装(unit：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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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说明和免责声明 

由于随着产品的硬件及软件的不断改进，此规格书可能会有所更改，最终应以最新版规格书为准。 

使用本产品的用户需要到官方网站关注产品动态，以便用户及时获取到本产品的最新信息。 

本规格书所用到的图片、图表均为说明本产品的功能，仅供参考。 

本规格书中的测量数据均是我司在常温下测得的，仅供参考，具体请以实测为准。 

成都泽耀科技有限公司保留对本规格书中的所有内容的最终解释权及修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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