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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S05 温湿度模组

产品描述

ZS05温湿度模组是一款数字信号输出的温湿

度模组。它采用专用的数字模块采集技术，确保产

品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与稳定性。ZS05采用标准

IIC 通讯方式，可直接连接在 IIC 通信总线上，使

用简单。

模组特点

高性价比

低功耗、小体积

高灵敏度

标准 IIC数字接口

主要应用

可广泛应用于仓贮、工业生产、过程控制、环境监测、家用电器、气象领域及成本要求比较严格的企

业。

技术指标

表 1

产品型号 ZS05

检测对象 环境相对湿度、温度

工作电压 3.3～5.5V DC

测量范围 20～90%RH

测湿精度
±5%RH

(at25℃，60%RH，Vin=3.3V)

测温精度 ±1℃

工作温度 -20℃～60℃

封装 4针单排直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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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组结构图

图 1：温湿度模组结构图

模组温湿度性能 表 2

湿度性能

参数 条件 MIN TYP MAX 单位

分辨率 0.1 %RH

量程范围 20 90 %RH

精度 ±5 %RH

检测时间 5 S

电压 3.3 5.5 V

工作电流 2.8 6.6 mA

静态电流 15 20 uA

储存条件 90%RH以下

温度性能

参数 条件 MIN TYP MAX 单位

分辨率 0.1 ℃

量程范围 -20 60 ℃

精度 ±1 ℃

检测时间 5 S

电压 3.3 5.5 V

工作电流 2.8 6.6 mA

静态电流 15 20 uA

储存条件 -2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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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脚定义

1、VCC 供电 3.3V～5.5V DC

2、SDA 数据脚

3、GND 电源地

4、SCL 时钟脚

VCC SDA GND SCL
图 2：管脚定义图

典型电路

图 3：应用电路

电气性能 表 3

参数 条件 Min Typ Max 单位

供电电压 3.3 5 5.5 V
低电平输出电压 0 300 mV
高电平输出电压 90% 100% VDD
低电平输入电压 0% 30% VDD
高电平输入电压 70% 100% VDD
输出电流 开 8 mA

三态（关） 10 20 uA
采样周期 2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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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接口

电源引脚：（VCC GND）ZS05的供电电压范围为 3.3V - 5.5V。
串行时钟输入（SCL）：SCL引脚为 IIC通信时钟线。

串行数据（SDA）：SDA引脚为三态结构，用于读、写数据。

IIC 通讯协议

ZS05 支持 IIC 方式进行通讯，完全按照 IIC 标准协议编制，可直接挂在 IIC 总线上；传感器 SDA 引

脚作接 IIC 数据总线,SCL 接 IIC 时钟总线，使用时需给这两个引脚接一个 1KΩ~10KΩ的上拉电阻,I2C 地

址为 0xB8(DEV SEL); IIC 通讯速率不能高于 50KHZ。

BYTE ADDR R/W Desc Note

0x00 R 湿度整数位 相对湿度值

0x01 R 湿度小数位

0x02 R 温度整数位 相对温度值

0x03 R 温度小数位

0x04 R 校验和

IIC 接口特性：必须严格遵照以下通讯规格，否则传感器无法正常工作。

图 4 IIC 通讯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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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IIC 读取时序图

图 6：参考时序图

数据格式

数据分小数部分和整数部分，一次完整的数据传输为 40bit，高位先出。

数据格式: 8bit湿度整数数据+8bit湿度小数数据+8bit温度整数数据+8bit温度小数数据

+8bit校验和

数据传送正确时校验和数据等于“8bit湿度整数数据+8bit 湿度小数数据+8bi温度整数数据+8bit温度

小数数据”所得结果的末 8位。

注：其中温湿度小数部分为 0。

数据示例 1

接收到的 40 位数据为：

00110111 00000000 00010010 00000000 01001001

湿度高 8位 湿度低 8位 温度高 8位 温度低 8位 校验位

判断温度正负：

判断温度低 8 位的最高位，若温度低 8 位的最高位为“1”，则判断温度为负值，输出温度数值时在数值

前添加负号，若温度低八位的最高位为“0”，则判断温度为正值，正常输出温度数值。

计算：

00110111 + 00000000 + 00010010 + 00000000 = 01001001

接收数据正确：

湿度：00110111 = 37H = 55%RH

温度：00010010 = 12H = 18℃



温湿度模组系列

以诚为本、信守承诺 创造完美、服务社会

数据示例 2

接收到的 40 位数据为：

00110111 00000000 00010010 10000000 11001001

湿度高 8位 湿度低 8位 温度高 8位 温度低 8位 校验位

判断温度正负：

判断温度低 8 位的最高位，若温度低 8 位的最高位为“1”，则判断温度为负值，输出温度数值时在数值

前添加负号，若温度低八位的最高位为“0”，则判断温度为正值，正常输出温度数值。

计算：

00110111 + 00000000 + 00010010 + 10000000 = 11001001

接收数据正确：

湿度：00110111 = 37H = 55%RH

温度：00010010 = 12H = -18℃

注：因零度以下水蒸气会以冰晶态存在，所以零度以下时只能测试温度，湿度数据不准确。

注意事项

● 模组焊接时，外壳温度不得高于 150℃，传感器温度不超过 120℃，手动焊接，在最高 260℃的温度条

件下接触时间须少于 10 秒。

● 若与释放热量的电子元件共用一个印刷线路板，在安装时应尽可能将传感器远离电子元件，并安装在 热

源下方，同时保持外壳的良好通风。

● 请勿在粉尘密度大的环境长期使用模组。

● 避免触摸内部湿敏元件。

● 严禁将产品长期放在具有腐蚀性气体的环境中。

● 推荐保存条件：温度 10℃～40℃，湿度 60%RH 以下。

● 避免结露情况。

郑州炜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金梭路 299 号

电话:0371-60932955/60932966/60932977

传真:0371-60932988

微信号：dswinsen422

E-mail:cnsales@winsensor.com

Https://www.winsens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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