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el:086-0755-33592127 
Fax:086-0755-36862612 
Web:www.silicontra.com 
 

深圳市硅传科技有限公司 

AP280-78TR4 

433MHz 无线音频对讲模块 

V2.0 

 

 
 

 

 

 

深圳市硅传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创业路汇海广场 C座 13层 1305  

邮编：518109 

电话: 0755-33592127 

传真：0755-36862612 

邮箱：zhangly@silicontra.com 

网址：https://www.silicontra.com 

http://www.silicontra.com/
https://www.silicontra.com/


         

Tel:086-0755-33592127 
Fax:086-0755-36862612 
Web:www.silicontra.com 
 

深圳市硅传科技有限公司 

版本说明 

 
 
 
 
 
 
 
 
 

 
 
  

版本 更改日期 备注 

V1.0 2020 年 1 月 10 日 初始版本 

V1.1 2020 年 3 月 28 日 增加数据透传功能 

V2.0 2020 年 12 月 22 日 

1. 修复了一些 BUG 

2. 修改了设置语音编码率指令名称 

3. 修改了设置 SPK-EN 引脚电平指令名称 

4. 修改了默认设置 

5. 增加网络 ID 功能 

6. 增加软件复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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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模块简介 

AP280-78TR4 是硅传推出的一款433MHz远距离数字音频对讲模块，内置微控制器、音频处理芯

片及射频电路。这款模块带有数字对讲机的功能。模块为客户提供了标准化串接口，可通过AT指令

修改串口波特率，模块发射功率，语音编码率等各种参数。模块的高集成性使用户只需在此模块上

外接音频功放、麦克风、喇叭等，可作为一个小型的数字对讲机来工作。 

 

二、 功能特点 

 支持433MHz频段，穿透强 

 多信道选择，支持20个信道 

 功率可软件配置，最大发射功率20dBm 

 串口通讯接，串口波特率可软件配置 

 工业级标准设计，支持-40～85℃下长时间使用 

 邮票孔设计，方便批量生产 

 

三、 应用场合 

 数字对讲机 

 导游机 

 楼宇小区安防系统 

 楼宇监听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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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规格参数 

AP280-78TR4技术参数 

工作温度范围 

温度范围 -40 ～ 85℃ 

 

射频参数特性 

工作频段 433MHz，持 20个信道 

调制方式 LORA 

最大射功率 +20dBm 

接收灵敏度 -120dBm @5Kbps 

传输距离 空旷 1500米@5Kps 

 

串口参数特性 

波特率 9600/19200/38400/76800/115200可选 

数据位 8 位（固定） 

停止位 1 位、1.5位、2位可选 

校验位 无校验，奇校验，偶校验可选 

数据包最大长度 610bytes 

 

电源功耗特性 

VCC电源输入电压 供电+5V 

发射电流 140mA(+20dBm) 

接收电流 75mA 

休眠电流 <10uA 

 

尺寸和天线接口 

尺寸 38.3mm x 24.2m x 3.4mm 

天线接口 邮票孔 IO口、纽扣天线,阻抗约 50欧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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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外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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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引脚功能说明 

序号 引脚定义                    描述 

1 GND 地线 

2 UTX 串口发送 

3 URX 串口接收 

4 PWD 
模块工作使能脚,低电平有效，用户使用时必须先使能模块后才能正常

工作，高电平或悬空时模块进入休眠模式 

5 NRST 复位引脚引脚 

6 SWCLK 烧录程序引脚（厂家用） 

7 SWDIO 烧录程序引脚（厂家用） 

8 +5V 模块+5V供电(进入电源的纹波不能过大，建议外部加滤波电路) 

9 GND 地线 

10 GND 地线 

11 LINE-OUT 音频输出 

12 MIC-IN 咪头信号输入 

13 SPK_EN 设置为输出高或者低电平 

14 PTT 发射/接收控制脚（‘1’为发射，‘0’为接收，悬空为接收模式） 

15 V+ 音量+ 

16 V- 音量- 

17 GND 地线 

18 GND 地线 

19 GND 地线 

20 ANT 
433MHZ 天线,阻抗约 50 欧姆(客户可直接焊接天线不需要外部匹配电

路) 

21 GND 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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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硬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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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模块参数设置 

AT指令通过串口发送相关的字符串去查询或配置模块参数，AT指令操作采用 ASCII码，模块的出厂默认参

数如下： 

AP280-78TR4模块参数设置说明 

参数设置项 选项 默认 

串口波特率 9600bps、19200bps、38400bps、57600bps、115200bps 9600bps 

串口数据位 8位 8位 

串口停止位 1位、1.5位、2位 1位 

串口校验位 无校验(None)、偶校验(Even)、奇校验(Odd) 无校验 

RF收发通道 通道1~20 通道1 

RF输出功率 5dBm、10dBm、15dBm、20dBm 20dBm 

语音编码率 2Kbps、4Kbps、8Kbps 4Kbps 

音量 1~9级 9 

PID 0~99999 12345 

 

8.1 进入配置模式 

指令 
设置模式： 

%%AT+MODE=START 

返回 EnterATMode\r\n 

参数说明 进入配置模式  

注意事项 立即生效，掉电不保存，上电默认是透传模式 

 

8.2 退出配置模式 

指令 
设置模式： 

%%AT+MODE=END 

返回 EndATMode\r\n 

参数说明 退出配置模式  

注意事项 当设置参数后最后输入此命令，退出 AT 命令模式，并引发一次系统复位，使设置参数生效 

 

8.3 设置模块工作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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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 
查询当前值： 

AT+CH 

设置： 

AT+CH=<channel> 

查参数： 

AT+CH=? 

返回 AT+CH=<channel>\r\n 

OK\r\n 

或 

Error\r\n 

CH:1~20\r\n 

参数说明 
channel: 当前工作信道 

默认：1 
channel: 设置工作信道 

可设置的值(信道间隔 1.3MHz) 

(1:433.27MHz, 

2:434.57MHz, 

3:435.87MHz, 

～ 

20:457.97MHz) 

注意事项 退出 AT 指令模式时生效，支持掉电保存 

 

8.4 设置模块发射功率 

指令 
查询当前值： 

AT+POWER 

设置： 

AT+POWER=<power> 

查参数： 

AT+POWER=? 

返回 POWER=<power>\r\n 

OK\r\n 

或 

Error\r\n 

POWER:5 10 15 20 

参数说明 
power: 当前发射功率    

默认:20dBm 
power: 设置发射功率 

可设置的值 

5dBm、10dBm、15dBm、20dBm 

注意事项 退出 AT 指令模式时生效，支持掉电保存 

 

8.5 设置模块串口参数 

指令 
查询当前值： 

AT+UART 

设置： 

AT+UART=<baud>,<stop 

bit>,<check bit>\r\n 

查参数： 

AT+UART=? 

返回 

Uart BaudRate :<baud> 

Uart Stopbit : <stopbit> 

Uart Parity : <check bit> 

 

OK\r\n 

或 

Error\r\n 

baud:9600,19200,38400,5

7600,115200\r\n 

stop bit:1~2\r\n 

check bit:N、E、D\r\n 

参数说明 

baud: 串口波特率 

默认：9600 

 

stop bit: 串口停止位 

默认：1 

 

check bit: 奇偶校验位 

默认：无校验 

baud: 串口波特率 

stop bit：停止位 

check bit：校验位 

可设置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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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退出 AT 指令模式时生效,支持掉电保存 

 

8.6 设置模块采集端数字增益 

指令 
查询当前值： 

AT+CVOL 

设置： 

AT+CVOL=<value> 

查参数： 

AT+CVOL=? 

返回 CVOL=<value>\r\n 

OK\r\n 

或 

Error\r\n 

CVOL:1~9\r\n 

参数说明 
value: 当前采集端数字增益 

默认：1 
value: 设置采集端数字增益 

可设置的值 

 

注意事项 

1. 退出 AT 指令模式时生效，支持掉电保存 

2. 此参数设置越大，咪头输入就会越灵敏，设置过大，外部的噪音就会越大,因此客户可视情况去设置，

一般建议客户不去设置这个值。 

 

8.7 设置模块播放端数字增益 

指令 
查询当前值： 

AT+PVOL 

设置： 

AT+PVOL=<value> 

查参数： 

AT+PVOL=? 

返回 PVOL=<value>\r\n 

OK\r\n 

或 

Error\r\n 

PVOL:1~9\r\n 

参数说明 

value: 当前采集端数字增

益 

默认：1 

value: 设置采集端数字增

益 

可设置的值 

 

注意事项 

3. 退出 AT 指令模式时生效，支持掉电保存 

4. 此参数设置越大，输出音量就会相应的越大，但往往设置到最大的时候声音还是不够大,就需要客户去

外部加功放，默认最大时只适合普通的耳机。 

 

 

8.7 设置模块语音编码率 

指令 
查询当前值： 

AT+ENCODERATE 

设置： 

AT+ENCODERATE=<rate> 

查参数： 

AT+ENCODERATE=? 

返回 ENCODERATE=<rate>\r\n 

OK\r\n 

或 

Error\r\n 

ENCODERATE:2K 4K 8K\r\n 

参数说明 
rate: 当前语音编码率 

默认：4Kbps 
rate: 设置语音编码率 

可设置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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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 退出 AT 指令模式时生效，支持掉电保存 

2. 编码率越高，距离越近，软件上已经根据编码率的大小去搭配射频速率的大小，所以编码率 2Kbps 的空

速是最低传输距离最远，但音质最差，编码率为 4Kbps 时音质一般，距离一般，8Kbps 音质最好，但是距离

最近。 

 

8.8 设置 SPK-EN引脚电平 

指令 
查询当前值： 

AT+IOLEVEL 

设置： 

AT+IOLEVEL=<value> 

查参数： 

AT+IOLEVEL=? 

返回 AT+IOLEVEL=<value>\r\n 

OK\r\n 

或 

Error\r\n 

IOLEVEL:0~1\r\n 

参数说明 
value: 当前输出电平 

默认：0 

value: 设置 SPK-EN引脚电

平输出高或者低 

可设置的值 

 

注意事项 

1. 退出 AT 指令模式时生效，支持掉电保存 

2. 此引脚的功能主要是为了配合需要通过高电平或者低电平使能的音频功放芯片使用 

 

 

8.9 设置网络 ID 

指令 
查询当前值： 

AT+PID 

设置： 

AT+PID=<id> 

查参数： 

AT+PID=? 

返回 AT+PID=<id>\r\n 

OK\r\n 

或 

Error\r\n 

PID:0~99999\r\n 

参数说明 
id: 当前网络 ID 

默认：12345 
id: 设置网络 ID 

可设置的值 

 

注意事项 
1. 退出 AT 指令模式时生效，支持掉电保存 

2. 模块之间必须保证 PID 一致才可进行通信 

 

8.10 AT+VER - 获取模块固件版本信息 

指令 AT+VER 

返回 模块固件版本\r\n 

 

8.11 查询模块所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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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 AT+ALL 

返回 

RF CH is :1 

RF Power is :20dBm 

Uart Baud is:9600bps 

Uart Stopbit is:1 

Uart Databit is:8 

Uart Parity is:None 

Encoderateis:4K 

Pvol is:9 

Cvol is:1 

IOlevel is:0 

Pid is:12345 

 

 

8.12 恢复出厂默认设置 

指令 AT+FACTORY 

返回 OK\r\n 

注意事项 立即生效，模块配置参数全部恢复为出厂配置 

 

8.13 模块软件复位 

指令 AT+RST 

返回 OK\r\n 

注意事项 立即生效，设置完成模块自动立即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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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注意事项： 

 

上电延时 
模组从上电到初始化完成大概有 30 毫秒的延时，建议上电后，外部 MCU 延

时一定时间后再进行串口通信或者使能操作。 

AT 指令 AT 指令末尾不需要加”\r\n” 

透传数据分包机制 
内部自动分包长度 64 字节，当串口一帧数据长度大于 64 时，内部会自动

分包发送，内部有 10 级缓存，每级 64 字节 

功耗设计 
如开启低功耗模式，设置 PWD 引脚置高电平或悬空，可以使模组进入休眠，

电流功耗<10uA 

透传数据吞吐量 
透传数据的吞吐量与射频的空中波特率和串口的波特率有关，不同串口波

特率帧与帧之间的间隔时间不同 

通信距离很近 

 当存在直线通信障碍时，通信距离会相应的衰减。  

 温度、湿度，同频干扰，会导致通信丢包率提高。  

 地面吸收、反射无线电波，靠近地面测试效果较差。  

 海水具有极强的吸收无线电波能力，故海边测试效果差。  

 天线附近有金属物体，或放置于金属壳内，信号衰减会非常严重。  

 功率等级设置过小。  

 室温下电源低压低于推荐值，电压越低发功率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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