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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型 LED 触摸面板 RGB 控制器 

型号：HX-LWP86-RFBT-RGB(R) 

 

 
 

使用本产品之前，敬请仔细阅读本手册，确保完全理解本规格书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坏和额外的费用。 

产品简介  

     此产品是一款专用于 LED 照明的恒压触摸面板 RGB 控制器，采用目前最先进的 PWM（脉宽调制）

数字化控制技术，配套 2.4GHz 无线遥控器；用于控制各种以 LED 为光源的 RGB 恒压灯具，例如：RGB

灯条，模组，灯串等；它即可以在面板上触摸控制，也可通过遥控器进行无线控制，选择所需要的灯光颜

色或变化效果，以及调节亮度和速度；适用于商业或家庭标准 86 型开关插座底盒的安装，可明装或者暗

装；具有外观漂亮，安装方便，使用简单等优点。 

产品特点 

1、 产品供电电压 DC12-24V，此电压范围内的电源可自动适应； 

2、 输出三回路，每路允许实际最大电流为 4A，灯带负载能力为:12V30 灯/米*20 米，12V60 灯/米*10 米； 

3、 面板采用电容式触摸感应设计，设计独特，操作简易； 

4、 配套无线射频遥控器，具有遥控距离远/无方向性等优点，RF 频率: 2.4GHz； 

5、 具有断电记忆存储功能，每次上电保留上次掉电时的模式状态； 

6、 如果需要实现更多灯条同步变化，可以采用我司的信号放大器； 

7、 面板结构/尺寸/安装符合欧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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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面板技术参数： 
工作温度 -20-60℃ 供电电压 DC 12~24V  

静态功耗 <1W 连接方式 共阳 

灰度级 256 级（可连发） 接收频率 2.4GHz 

净重 140g 毛重 160g 

外型尺寸 L86*W86*H34 mm 包装尺寸 L 89*W89*H40mm 

输出 3 回路 输出电流 ≤4A(每回路) 

输出 PWM 频率 1.8KHz 输出功率 12V:≤144W, 24V:≤288W 

无线遥控器技术参数： 
工作温度 -20-60℃ 供电电压 3V （AAA*2） 

休眠电流 18uA 发射电流 25mA 

休眠功耗 54uW 发射功耗 75mW 

净重 65g 外型尺寸 L150*W40*H20 (mm) 

2.4G 遥控距离 ≤20m 发射频率 2.4GHz 

产品尺寸 

 

接口与安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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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安装 

（1）第一步:把底盖固定在墙体内；          （2）第二步:用螺丝把铁片拧紧在底盖上（凸出部分朝上）； 

                          

（3）第三步:接好线，再把控制面盖对准铁片，用力压紧扣住即可。 

                                             

使用说明 

面板先连接好负载线，再接电源线；上电前确保连接线之间无短路现象； 

（1）触摸面板功能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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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名称 说明 备注 

开启键 任何状态下可开启控制器输出  

关闭键 任何状态下可关闭控制器输出  

模式键 样色功能选择键，每按一次，灯光样色变化一次  

速度/亮度增加键 静态模式下增加灯具亮度/动态模式速度加快建 具有长按连发接收功能，周期 10 秒 

速度/亮度减小键 静态模式下减小灯具亮度/动态模式速度减小建 具有长按连发接收功能，周期 10 秒 

触摸色环 在开机状态下 手触摸哪处，灯具就显示其对应颜色  

 

●每按一下，绿色指示灯闪一下，提示已进入下一个状态。 

●模式键变化如下表所示 

序号 样色 样色 

1 静态白色 亮度可调 

2 白色频闪 

3 白色呼吸 

4 三色跳变 

5  三色渐变  

6 七色跳变 

7 七色渐变 

8 红绿渐变 

9 红蓝渐变 

10 绿蓝渐变 

 

 

 

 

速度可调，亮度不可调 

 

（2）无线遥控器按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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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名称 说明 备注 

开启键 任何状态下可开启控制器输出  

关闭键 任何状态下可关闭控制器输出  

动态模式加键 9 种动态模式 每按一次花样加 1 

动态模式减键 9 种动态模式 每按一次花样减 1 

静态颜色减键 1024 种静态颜色左循环细调（七彩过渡） 过渡周期 22 秒，亮度可调 

静态颜色加键 1024 种静态颜色右循环细调（七彩过渡） 过渡周期 22 秒，亮度可调 

白光键 100%亮度白光快捷键  

100%亮度键 对已经降低亮度的静态颜色，按此键可返回 100%的亮度  

亮度加键 进行亮度调节，每按一次亮度级数加 1 具有长按连发调节功能，周期 10 秒

亮度减键 进行亮度调节，每按一次亮度级数减 1 具有长按连发调节功能，周期 10 秒

速度减键 进行速度调节，每按一次变化速度级数加 1 10 档等极 

速度加键 进行速度调节，每按一次变化速度级数减 1， 10 档等极 

循环键 9 种动态模式按顺序自动循环 速度可调，亮度不可调 

 

●动态模式变化功能如下表所示 

序号 样色 样色 

1 白色频闪 

2 白色呼吸 

3 三色跳变 

4 七彩跳变 

5 三色渐变 

6 七彩渐变 

7 红绿渐变 

8 红蓝渐变 

9 绿蓝渐变 

 

 

 

速度可调，亮度不可调 

 

对码操作说明： 

1)控制器的常规出厂状态是已经对好码，只能受控于对应的遥控器，并且每个遥控器出厂时拥有唯一码值 ID，以避免

遥控时相互干扰。 

2)由于控制器只能存一个码值且不可覆盖，如果已经被对过码的驱动或控制器需要更换新遥控器，则需要先对接收器

进行清码再对码，可以按下面的清码操作。任意一个相同型号或兼容的遥控器均可以用于进行清码操作。 

3）清码操作时间是在控制器上电后 1分钟内完成，所以在清码操作过程中要确保其它区域的灯光关闭或者上电时间超

过 1分钟，以避免其它区域的也被清码。 

4）由于控制器在上电状态下进行码值学习，为了避免区域混淆，建议每个区域有独立的电源开关，以至于能够方便地

在对码的时候把其它区域的电源切断。 

（1）对码操作：意味着接收器将只受控于该码值遥控器。 

步骤 操作 注意细节 

1 驱动或控制器接好负载并且通电 

1.如果之前有对过码需要先对其进行清码. 

2.在遥控距离范围内可进行批量操作。 

3.对码无时间限制。 

2 
长按遥控器“开机键”5秒，遥控器发射指

示灯快闪，进入对码发射状态。 

发射时间持续 60 秒后自动退出，或可按任意键退出。

3 看到负载灯光闪烁 3次后返回初始状态 对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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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码操作：意味着接收器原来码值将被清除，返回出厂状态，可受控于任意兼容遥控器，可学习新码值。 

步骤 操作 注意细节 

1 驱动或控制器接好负载并且通电 

1.清码操作需在驱动或控制器上电后 1 分钟内完成，

如果超过时间，可重新上电。 

2. 在遥控距离范围内可进行批量操作。 

2 
长按遥控器“关机键”5秒，遥控器发射指

示灯快闪，进入清码发射状态。 

1.发射时间持续60秒后自动退出，或可按任意键退出。

2.同类型或兼容的遥控器都可以进行清码操作。 

3 看到负载灯光闪烁 3次后返回初始状态 清码成功 

 

典型应用  

       应用电路： 

 

注意事项 

1、 本标准产品供电电压 DC12V~24V，不得接到其他电压上； 

2、 上电前确保接线正确无短路，如果灯出现不工作，应及时断电，防止短路把控制器烧坏， 

并检查线路是否有问题； 

3、 本产品不防水，如果需要放在户外或者潮湿的地方，需要采用防水箱进行保护； 

6、灯条等恒压灯具不能串接太长，因为灯具本身有压降，会导致后面的灯的亮度下降和信号减弱； 

7、本产品不可超负荷使用，LED 灯具的总功率不能超过产品所能承受的最大功率； 

9、本产品的质保期为 3 年，但不包括人为损坏、购买后运输中的损坏以及自然力造成的损坏等各种外部

因素造成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