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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泰达鑫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珠光创新科技园 3 栋 6 楼（518048） 

          联系电话：0755-83456552 83456548 

          传真电话：0755-83456551            

          网址：http://www.sztdx.com        

E-mail:webmaster@sztdx.com 

欢迎使用泰达鑫系列无线数传电台，使用前请仔细阅读该说明。 

我们将以完善的设备，精湛的技术，热忱地为您服务 

http://www.sztd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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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TDX-1150 无线数传模块特点 

1.功率发射 500mW。 

2.无线数据传输 433MHz 免向无委申请频段（430MHz～470MHz）。 

    3.高抗干扰能力和低误码率。 

基于 GFSK 的调制方式，提高了数据抗随机干扰和突发干扰的能力，在信道

误码率为 10-2时，可得到实际误码率 10-5~10-6。 

4.传输距离远。 

    在开阔视距情况下，天线放置高度位置>2 米,9600bps 可靠传输距离大于

800m (BER=10
-3
/9600bps)；1200bps传输距离可达 1500m (BER=10

-3
/1200bps)。 

5.透明的数据传输。 

提供透明的数据接口，能适应任何标准或非标准的用户协议。自动过滤掉空

中产生的假数据(所收即所发)。 

6.可编程信道。 

TDX-1150 在同一个频段可以按照用户自行通过设置软件修改信道频点（能被

25KHz整除的频点），满足用户选择不同使用频点。 

7.提供 3 种接口方式。 

TDX-1150提供 3选 1接口方式，TTL电平 UART接口或标准电平的 RS-232或

标准的 RS-485口。 

8.可提供自组网方式。 

TDX-1150 无线模块常规提供透明传输方式；可根据用户需求定做自组网方

式的软件，模块的硬件部分不变。 

9.大的数据缓冲区。 

接口波特率等于空中有效波特率：1200/2400/4800/9600bps（接口速率

19200bps可定做）；数据格式为 8N1/8E1/8O1 用户自定义，可传输无限长的数据

帧，用户编程更灵活。 

11.智能数据控制，用户无需编制多余的程序。 

即使是半双工通信，用户也无需编制多余的程序，只要从接口收/发数据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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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其它如空中收/发转换，控制等操作，TDX-1150模块自动完成。 

12. 多种天线配置方案，满足用户不同的结构需要。 

 

二. TDX-1150 无线数传模块的应用 

TDX-1150无线数传模块适用于： 

     无线抄表。 

     工业遥控、遥测。 

     自动化数据采集系统。 

     楼宇自动化、安防、机房设备无线监控。 

     井下定位、报警。 

 

三. TDX-1150 无线数传模块的使用方法 

TDX-1150 无线数传模块提供 RS-232，RS-485 和 UART/TTL 电平 3 种接口方

式之一，可直接与计算机、用户的 RS-485设备、单片机或其它 UART 器件连接使

用。 

1.电源： 

TDX-1150使用直流电源，电压+5V，根据用户的需要。可以与其它设备共用

电源，但请选择纹波系数较好的电源，纹波峰值小于 100mV。如果有条件话，可

采用 5V稳压片单独供电。建议最好不要使用开关电源，如果必须使用开关电源，

请注意开关脉冲对无线模块的干扰。另外，系统设备中若有其他设备，则需可靠

接地。若没有条件可靠接入大地，则可自成一地，但必须与市电完全隔离。 

如果用户需要低电压低功耗的产品，我公司也可为用户特别设计，将电源电

压降低到+3.3V。 

2. TDX-1150 连接端子的定义： 

TDX-1150提供 1个 5针排线的连接器，定义及与终端的连接方法见表 1。 

表 1：连接端子定义及连接方法。 

管脚 定义 说明 连接到终端 备注 

1 VCC 电源正极 5VDC 最低 3.3VDC 

2 GND 电源地 电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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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xD 数据输出端口 数据输入端口  

4 RxD 数据输入端口 数据输出端口  

5 GND 信号地 信号地  

TDX1150实物外观以及接线指示： 

 

 

 

 

3. TDX-1150 功能设定： 

用户可以根据所需的模块参数通过电脑 RS232 对 TDX-1150 模块进行简单配

置（模块提供 RS232 可以直接相接；如果模块提供的是 TTL或 RS485 接口的，需

连接到相应的转换器），以修改信道接收频率、信道发射频率、信道波特率、接

口波特率和数据格式。可以采用我公司提供的泰达鑫电台参数设置软件进行设

置。 

TDX-1150 出厂状态是根据用户提供的接口方式确定；同时用户有具体其

他参数要求时，如使用 19200bps 的速率则需要在出厂之前设置好。 

 

TDX-1150 数传模块设置方法 

使用我公司提供的“泰达鑫电台参数设置软件”可设置电台的接口速率、

空中数据速率、校验格式、发射频率、接收频率等参数，这时电台的通信接

口一定要设置为 RS-232 接口，参数设置详细请说明如下： 

将刻录光盘放入光驱，或从 www.sztdx.com 网站的下载中心，下载参数

设置程序。点击泰达鑫电台参数设置程序.exe 图标，即可显示下面的界面。 

http://www.sztd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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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界面简介 

界面可分为三个部分：设置参数、当前参数、命令栏。功能分别如下： 

A 设置参数：用户可以通过改变各项参数值来设定数传电台的工作参数。如

接口速率、信道速率、校验格式、发射频点和接收频点。当设置好数值后真

运行“写入参数”命令即可写入。 

B 当前参数：当用户运行“检测设备”命令并成功检测到设备或运行“写入

参数”命令后，数传电台会把当前的工作参数回传并显示在此档，这样用户

就可以知道当前电台的工作状态。 

C 命令栏：命令栏总共有 6 个命令可供用户使用，刚启动是只有 3 个命令可

用，即“检测设备”、“帮助”、“关于”。当检测到设备后，其余 3 个命令才

可供使用。“检测试备”命令是与数传电台建立通信通道，然后才可以对数

传电台进行其它的操作。“读取参数”命令是电台将当前的工作参数回传给

PC 并显示在当前参数栏。“写入参数”命令是将设置参数栏的参数写入到数

传电台。“激活”命令是将数传电台从参数设置模式返回到数传工作模式。

红绿黄指示灯是用来指示通信状态，如果红黄交替表示 PC 正在与电台建立

通信通道，建立成功后变为绿灯，失败为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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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使用过程与方法 

当正解连接好数传电台后（请注意串口端口），打开操作界面，运行“检

测设备”命令，当检测到设备后应注意红绿黄指示灯的变化情况；当界面的

绿灯亮时，你就可以进行其它操作了。 

当你在设置参数栏填写好相应的参数的就可运行“写入参数”命令。如

果用户想知道当前数传电台的工作参数就可运行“读取参数”命令，用户可

以通过比较设置参数栏和当前参数栏的数据来察看上次写入操作是否成功。

接着用户按激活后可以取下数传模块了。 

 

设置下一台设备，并运行“检测设备”命令。操作同上。 

 

操作过程可以总结：连接设备－＞“检测设备”－＞填写设置参数栏数据－＞

“写入参数”－＞读取参数－＞激活。 

 

4.数据传输的注意要素： 

由于 TDX-1150对用户数据进行了算法等数据处理，所以当一端 TDX-1150（A）

的 RxD收到数据发射后，由另一端 TDX-1150(B)收到数据由 TxD输出之间有延时

(ts)，波特率不同，其延时(ts)也不同。具体延时(ts)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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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道波特率（bps） 接口波特率（bps） 延时时间（ms） 每包传输字节数 

1200 1200 60 连续传输 

2400 2400 45 连续传输 

4800 4800 35 连续传输 

9600 9600 20 连续传输 

1200 9600 20 ＜256Byte 

2400 9600 20 ＜256Byte 

4800 9600 20 ＜256Byte 

 

四. TDX-1150 模块的组网应用 

TDX-1150 的通信信道是半双工的，最适合点对多点的通信方式，这种方式

首先需要设 1个主站，其余为从站，所有站都编一个唯一的地址。通信的协调完

全由主站控制，主站采用带地址码的数据帧发送数据或命令，从站全部都接收，

并将接收到的地址码与本地地址码比较，不同则将数据全部丢掉，不做任何响应；

地址码相同，则证明数据是给本地的，从站根据传过来的数据或命令进行不同的

响应，将响应的数据发送回去。这些工作都需要上层协议来完成，并可保证在任

何一个瞬间，通信网中只有一个电台处于发送状态，以免相互干扰。 

TDX-1150 也可以用于点对点通信，使用更加简单，在对串口的编程时，只

要记住其为半双工通信方式，时刻注意收发的来回时序就可以了。 

 

五. TDX-1150 模块的技术指标 

调制方式：     GFSK           

工作频段：     433MHz 

接口数据格式： 8N1(无校验)、8E1（偶校验）、8O1（奇校验） 

发射功率：     500mW              

接收灵敏度：   -116dBm@9600bps 

信道速率：     1200/2400/4800/9600bps 

接口速率：     1200/2400/4800/9600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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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温度：     -25℃~+60℃  

电源：         5VDC（特殊要求可提供 3.3VDC） 

光板尺寸:      50×36×1mm（不含天线座和接线座） 

外壳尺寸：     70×46×12mm（不含天线座） 

发射电流：     ≤250mA  

接收电流：     ≤40mA  

天线接口：     配置弹簧天线（可根据用户需求定做 SMA母座-50欧姆） 

工作湿度：     10%~90%相对湿度，无冷凝 

 

六. TDX-1150 模块的售后服务 

A：无论用户在设备选型期间还是在无线数传模块应用开发的过程中，泰达

鑫通信技术公司承诺提供全方位的售前、售后技术支持。 

B：数传技术支持服务电话：0755-83456550 

C：用户自购买我公司的产品之日起，提供一年免费保修（人为因素或者不

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引起的除外），终生维护的售后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