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线烟雾探测器参考设计
家电解决方案组

概述
如果您的房子着火了，那么及早发出预警对安全逃脱起着
关键作用。通常只有几分钟的逃脱时间，所以越早知道着
火了，就能尽快撤离火场。不过，如果起火点在您家的另
一端，而您根本没听到烟雾警报声，怎么办？通过在您家
中增加更多的报警器并互相连接起来，可及早发出火警警
报。这样，无论着火点在何处，您就能在家中的任何位置
听到警报声。此外，警报可以通过无线方式直接发送到消
防局或派出所。无线通信简化了在现有家中部署的实现。
这个参考设计可以帮助您迅速着手设计自己的无线互联烟
雾探测器。

无线烟雾探测器参考设计是Microchip家庭联网平台的组成
部分。低功耗nanoWatt XLP 8位PIC®单片机PIC16LF1825
是整个设计的核心。RE46C190光电烟雾探测器IC与极少
的外部元件相结合，提供光电烟雾探测器的所有必需功
能。MRF89XAM8A（或9A）Sub-GHz无线模块可发出任意
报警状况。电路板由单节CR123电池供电。

Microchip产品
   ■ Sub-GHz收发器模块
•    868 MHz MRF89XAM8A
•    915 MHz  MRF89XAM9A

   ■ 8位MCU PIC16LF1825
   ■ 光电烟雾探测器IC RE46C190

主要特性
   ■ 报警事件触发网络中的所有警报器
   ■ 设置简单，实现自动无线节点检测
   ■ 由单节CR123 3V电池供电
   ■ 低功耗休眠模式可延长电池寿命

•   PIC单片机
•   休眠模式下，50 nA
•   休眠模式下，LPWDT工作时0.5 μA

•   收发器模块在休眠模式下，0.1 μA
   ■ 远程访问功能

•   接收远程报警警报
•   远程测试报警功能
•   远程监视电池电压

   ■ 通过欧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关机构
认证的RF模块

可用参考资料
   ■ 电路原理图
   ■ Gerber文件
   ■ 物料清单
   ■ 软件

欲知有关无线烟雾探测器的信息，请发送电子邮件
至：appliance@microch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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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Microchip致力于帮助客户更快更高效地开发产品。我们拥有
一个覆盖全球的现场应用工程师和技术支持网络，随时准备
提供产品和系统协助。此外，www.microchip.com上提供了
以下服务领域：

   ■ 技术支持链接提供快速获得问题解答的方法： 
http://support.microchip.com

   ■ 样片链接提供任何Microchip器件的评估样片： 
http://sample.microchip.com

   ■ 论坛链接提供访问知识库和互助信息： 
http://forum.microchip.com

   ■ 购买链接提供Microchip各销售渠道合作伙伴的联系方
式：www.microchip.com/sales

重要链接
请访问位于www.microchip.com/homeappliance的家电设计
中心，了解：

   ■ 更多家电开发工具
   ■ 人机界面设计信息
   ■ 家电应用笔记
   ■ 有关家电的视频

美洲
亚特兰大 
Tel: 1-678-957-9614
波士顿 
Tel: 1-774-760-0087
芝加哥 
Tel: 1-630-285-0071
克里夫兰 
Tel: 1-216-447-0464
达拉斯 
Tel: 1-972-818-7423
底特律 
Tel: 1-248-538-2250
印第安纳波利斯 
Tel: 1-317-773-8323
洛杉矶 
Tel: 1-949-462-9523
圣克拉拉 
Tel: 1-408-961-6444
多伦多 
Tel: 1-905-673-0699

欧洲
奥地利 
Tel: 43-7242-2244-39
丹麦 
Tel: 45-4450-2828
法国 
Tel: 33-1-69-53-63-20
德国 
Tel: 49-89-627-144-0
意大利 
Tel: 39-0331-742611
荷兰 
Tel: 31-416-690399
西班牙 
Tel: 34-91-708-08-90
英国 
Tel: 44-118-921-5869

亚太地区
澳大利亚 - 悉尼 
Tel: 61-2-9868-6733
中国 - 北京 
Tel: 86-10-8569-7000
中国 - 成都 
Tel: 86-28-8665-5511
中国 - 重庆 
Tel: 86-23-8980-9588
中国 - 杭州 
Tel: 86-571-2819-3187
中国 - 香港特别行政区 
Tel: 852-2943-5100
中国 - 南京 
Tel: 86-25-8473-2460
中国 - 青岛 
Tel: 86-532-8502-7355
中国 - 上海 
Tel: 86-21-5407-5533
中国 - 沈阳 
Tel: 86-24-2334-2829
中国 - 深圳 
Tel: 86-755-8864-2200
中国 - 武汉 
Tel: 86-27-5980-5300
中国 - 厦门 
Tel: 86-592-238-8138
中国 - 西安 
Tel: 86-29-8833-7252
中国 - 珠海 
Tel: 86-756-321-0040

全球销售和服务网点
全球技术支持：http://support.microchip.com  国内技术支持热线：800-820-6247 或 400-820-6247
国内技术支持：china.techhelp@microchip.com  国内免费microchipDIRECT支持热线：400-820-5079

亚太地区
台湾地区 - 新竹 
Tel: 886-3-5778-366
台湾地区 - 高雄 
Tel: 886-7-213-7828
台湾地区 - 台北 
Tel: 886-2-2500-8600
印度 - 班加罗尔 
Tel: 91-80-3090-4444
印度 - 新德里 
Tel: 91-11-4160-8631
印度 - 浦那 
Tel: 91-20-2566-1512
日本 - 大阪 
Tel: 81-6-6152-7160
日本 - 东京 
Tel: 81-3-8680-3770
韩国 - 大邱 
Tel: 82-53-744-4301
韩国 - 首尔 
Tel: 82-2-554-7200
马来西亚 - 吉隆坡 
Tel: 60-3-6201-9857
马来西亚 - 槟榔屿 
Tel: 60-4-227-8870
菲律宾 - 马尼拉 
Tel: 63-2-634-9065
新加坡 
Tel: 65-6334-8870
泰国 - 曼谷 
Tel: 66-2-694-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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