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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同步 RGB 控制器 

型号：HX-SZ100-TOUCH 

 
安装使用本产品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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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说明  

     HX-SZ100-TOUCH  LED 七彩控制器采用先进的 PWM 控制技术，用于控制各种能够实现 RGB 颜色

变化的恒压 led 灯具，例如：RGB  LED 灯条、LED 模组、LED 灯串等；电源属于直流低压输入方式，输

出负载为四个接口，其中+V 为公共极接口，另外三个为 RGB 控制接口；采用手提 RF 无线全触摸遥控器

进行模式选择调节，实现静态、跳变、渐变、频闪等灯光变化效果，同时客户可根据实际需求对静态颜色

进行亮度调节，对动态变化进行速度调节；并可以与本公司的 RGB 信号放大器进行功率扩展，实现更多

LED 灯的同步变化，理论上可以连接无数个 RGB 放大器。(关于墙壁式 RF 无线触摸面板遥控器的详细介

绍请阅读相关规格书) 

 

包装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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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控制器参数： 
工作温度 -20-60℃ 供电电压 DC12~24V 

静态功耗 <1W 连接方式 单回路 

灰度级 256 级（可连发） 速度档 100 级（可连发） 

净重 180g 毛重 200g 

外型尺寸 L127*W41*H32 (mm) 包装尺寸 L135*W55*H40 (mm) 

输出 RGB 3 回路 输出电流 ≤6A(每回路) 

RF 无线遥控距离 ≤20m 发射接收频率 433.92Mhz 

断电记忆功能 有 模式 10 种 

输出功率 12V:<216W,  24V:<432W 

遥控器参数： 

工作温度 -20-60℃ 供电电压 4.5V （AAA*3PCS） 

休眠电流 8uA 发射电流 30mA 

休眠功耗 36uW 发射功耗 135mW 

净重 65g 外型尺寸 L150*W40*H20 (mm) 

遥控距离 ≤20m 发射频率 433.92MHz 

产品特点 

1、 本产品为恒压型控制器，标准产品供电电压 12-24V 为宽压，在这范围的电源可通用； 

2、 采用可移动 RF 无线触摸遥控器，接线简单，方便使用;   

3、 当用手触摸色环时，灯具会立即亮相应颜色的灯光，并且色环感应灯也会显示相应颜色的光环； 

4、 采用 IPONE 式精美包装，产品更有档次； 

5、 模式触摸键含有 10 种模式，包括 1 种静态颜色和 9 种动态变化； 

6、 亮度键和速度键共用，当调节亮度和速度时，可以直接按住按键不放，快速连发调节； 

7、 为了实现更多灯具的同步，可与本公司的 RGB 信号放大器进行功率扩展，具体操作请看放大器规格书； 

 

接口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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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先连接负载线，再接电源线；上电前确保连接线之间无短路现象； 

 ●手携式无线触摸遥控器，共 5 个触摸按键、1 个触摸调光环和 1 个调光环感应灯； 

 ●20s 内遥控器没有任何操作，触摸遥控器进入休眠状态，如果要唤醒遥控器，需要摇晃振动遥控器； 

 
 

 

按键名称 说明 备注 

开关键 任何状态下可开启或关闭控制器输出  

暂停键 动态模式中有暂停和运行功能  

模式键 样色功能选择键，每按一次，灯光样色变化一次 10 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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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按进行快调，时间跨度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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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按进行快调，时间跨度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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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环感应灯 在按色环的同时对应部分会亮相应颜色的灯  

 

 

 

 

 

 

●模式键标准变化功能如下表所示 

序号 样色 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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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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色跳变 

6 三色渐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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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码清码操作方式 

接收器出厂默认为通用可受所有遥控器控制，但每个遥控器都携带唯一码值，如果需要唯一控制，只需要

在使用前用遥控器对控制器进行一次对码操作；对码后如果需要恢复通用，只需要进行清码操作。 

 

对码方式：  
 1、首先对控制器接好灯，在控制器上电前按住遥控器“模式键”不放； 

2、然后对控制器上电，此时负载输出 50%的亮度，说明进入对码状态，可执行下一步；  

3、接着连续按三次“暂停键”，此时负载输出分别为 25%的亮度、10%的亮度和返回上次选择的灯光

状态并闪烁 3 次，此时对码成功（每一步都必须在 5 秒内完成）；  

 4、如对码不成功，需重复 1~3 步骤，直到成功为止。 

清码方式： 

1、首先对控制器接好灯，在控制器上电前按住遥控器“模式键”不放； 

2、然后对控制器上电，此时负载输出 50%的亮度，说明进入对码状态，可执行下一步；  

3、接着连续按三次“亮度减键”，此时负载输出分别为 25%的亮度、10%的亮度和返回上次选择的灯

光状态并闪烁 3 次，此时清码成功（每一步都必须在 5 秒内完成）；  

 4、如清码不成功，需重复 1~3 步骤，直到成功为止。 

注意： 

1、 每个控制器可以存三个不同的码值，也就是控制器同时可以被三个不同码值遥控器对码。如果出现对

码混乱，多个遥控器可以控制的状况，需要进行清码再用指定的遥控器重新对码。 

2、 任何一个遥控器都可以对控制器进行清码，回到出厂默认的通用状态。 

3、 对码时遥控器与控制器的距离需要在可遥控范围内，越靠近越好，并且对码时确保无其它遥控器在干

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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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输入电压要与 LED 灯具电压一致； 

2、 上电前确保接线正确，避免电源输入正负极接反和输出短路，防止把控制器元件烧坏； 

3、LED 灯的+RGB 的线序应与产品丝印对应连接，避免颜色不对应； 

4、本产品不可超负荷使用，电源功率要大于负载功率； 

5、确保触摸遥控器电池电量充足，因为电量不足会导致遥控器不断重启引起自动发射； 

6、本产品的质保期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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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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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应用  

应用电路： 

 

 

 

 

 

注意事项 

1、本产品供电电压为 DC12V~24V，不得接到其他电压上； 

2、触摸遥控器采用 3*1.5V 电池供电； 

3、引出线应按照接线图提供的颜色和标号，正确接线； 

4、本产品不可超负荷使用； 

5、一个接收器接一个电源，不建议一个电源带几个接收器，可能会引起频闪； 

6、避免带电操作，以防冲击把接收器烧坏； 

7、本产品的质保期为 3 年，但不包括人为损坏或超负荷工作的情形。 

 

 

常见问题 

问题 可能原因 解决方法 

电源线未接好或者开关电源无输

出 

接好电源线或更换电源 
1、 上电后灯具不亮 

灯具电源线未接好或短路 接好电源线 

2、连接某些负载后控制器不工作 
所接的负荷过大，烧坏了控制器里

的某些元器件 

更换元器件或更换控制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