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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T无线智能照明管理系统 
 

是您最貼心的照明管家 
 

在阳光明媚的下午自
动将亮度调整为30％。 

分成2个较小的房间，并在2分
钟内设定相应的照明配置。 

所有人离开房间10分
钟后自动关灯。 

早上8:55开灯 

在陰雨天将亮度自动
调整为100％。 

发生电源故障时，当其他
照明设备失效时，应急照
明设备仍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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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智能照明无处不在 

IOT 科技的
突破 

能源与环境保护
的考量 

政府和企业的
支持 

高效并有效的 
照明系统控制 



 

无线通讯协议 
 IEEE 802.15.4 标准 

 2.4 GHz ISM 频段工作信道（无需许可频段） 

 

超低功耗无线传输 
 4.6mW 天线功率，符合美国FDA对电子医疗设备的抗扰性要求和

IEC标准601-1-2 

 

超低能耗 
 

预先编程以符合EMSD“建筑物服务安装节能实践准则” 
• BEC2018 第5.6章 自动照明控制 

 

灵活性高 

 智能设备的多种组合可满足各种应用的不同要求，包括商业建
筑，工业建筑，政府机构，教育机构，购物中心等 

 

 

 

应急照明系统的自动测试计划，记录和报告完全符合香港消防处
公告 PPA/104(A)（最新修订） 
• “独立式灯具应急照明系统的要求” 

• “最低限度消防设施和设备以及设施的检查，测试和维护的操作规范” 

 

银行级别的系统安全 

• “黄金标准”高位数据加密（AES 128位加密） 

• 私有服务器/云，与公共互联网完全隔离。 

• 通过附加的硬件安全密钥（可选），支持通过互联网进行远程照明系统监视。 

BAST 无线智能照明管理系统 

是一款专业的无线系统，旨在将最先进的智能IoT技术与传统照明系统轻松集成。使用户能够轻松遵守最新的国家照明和环保法规以

及美国FDA的安全要求，同时确保世界标准的系统安全性。 

概述 

https://www.idera.com/glossary/aes-128-bit-encryption


BAST无线智能照明 

管理系统提供非常高 

灵活性的配置选项 

以满足你对照明 

系统的要求    

 

所有单元都是 

可以单独选择的。 

让用户可以轻松 

设计数十种系统配置 

图形化用户界面（GUI） 

改善用户体验并加强用户 

对智能照明控制系统的信心。 

系统架构 

Bast 无线网关 
 

Luminaire with  
Bast Wireless 
Control Unit 

网线 

无线信号 

BAST 无线网关 
 

内置BAST无线
控制器的灯具 



L 
N 

应用实例 

轻松将您的灯具升级到智能系统 

L 
N 

通过添加BAST无线调光控制器，可以非常轻
松地将照明设备集成到无线智能系统中。无
需更改外部接线。 

调光控制 Dimming Control  
T5/T8 LED 管  

LED 灯条 

筒灯 

 

分区管理 Zone configuration 
灯具楼层平面图/分区平面图 

导入楼层平面图（接受多种图形格式） 

灵活的区域配置 

轻易重新配置 

多级分组配置 

 

设定时间表 Set time schedule 
开关时间表 

调光级数和时间表 

 

 

 

监控 Monitoring 
灯具现状 （开/关/调暗） 

故障警报（故障/异常功耗） 

能源消耗汇报 

 

传感器 Sensors 
日光传感器 

运动传感器 

符合BEC2018第5章–照明安装的节能要求 

系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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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 APP 控制系統 
IOT系統產品 

產品規格書 

產品功能介紹  
 

            网关 

控制系统     设备    

本公司的物联网控制系统结合了ZigBee智能

硬件和网络端口控制设备。它从各种各样的

电子设备接收数据，并指导它们协同工作。 

 

通过互联网与计算机或智能设备的互连来实

现远程管理和控制。 

 

它允许用户通过设备的IP或平面图来监视已

注册的电子产品。用户可以为电子设备的自

动电池测试设置时间表，并为自动电池测试

生成报告，以了解电池状态，故障警报，照

明配件状况和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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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系統產品 

Model No. ABT-020 

输入电压 AC220V 

功率因数 >0.3 (最大负载) 

待机功率 0.54W 

最大链接距离 30m 

无线信号频率 2.4GHz 

工作温度 -20°C to 55°C 

原产地 中国 

ZigBee 无线触摸屏照明开关面板 
 

標註  :  

 

ABT-020是具有開關功能的3键控制的触摸

屏照明面板。可以通过手机和平板电脑中

的APP，计算机软件以及独立的遥控器等来

设置面板的场景/区域。 

尺寸 : 

產品規格書 

產品功能介紹  
 

連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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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系統產品 

ZigBee 无线开关面板 
 

標註  :  

產品規格書 

產品功能介紹  
 

 

这是具有ON / OFF控制功能的电池供电的无

线照明开关面板。它可用于控制单个照明设

备或控制照明区域或激活预设场景。可以通

过手机或平板电脑中的APP设置面板的场景/

区域。超薄设计使其可以轻松，时尚地安装

在任何位置。 

Model No. ABT021 

电池 CR2032 

电池寿命  ~ 6 months 

尺寸 86mmX86mmX9mm 

最大连接距离 30m (露天环境) 

无线信号频率 2.4GHz 

工作温度 -20°C to 55°C 

原产地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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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系統產品 

Model No. ABT022 

电池 CR2032 

电池寿命  ~ 6 months 

尺寸 86mmX86mmX8mm 

最大连接距离 30m (露天环境) 

无线信号频率 2.4GHz 

工作温度 -20°C to 55°C 

原产地 中国 

ZigBee 轻触式无线开关面板 
 

標註  :  

 

这是具有开/关控制功能的电池供电的无线触

摸屏照明面板。它可用于控制单个照明设备

或控制照明区域或激活预设场景。可以通过

手机或平板电脑中的APP设置面板的场景/区

域。超薄设计使其可以轻松，时尚地安装在

任何位置。 

產品規格書 

產品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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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系統產品 

Model No. MTAE004 

输入电压 AC220V 

功率因数 >0.3 (最大负载) 

待机功率 0.54W 

最大连接距离 30m 

无线信号频率 2.4GHz 

工作温度 -20°C to 55°C 

原产地 中国 

ZigBee 无线1-10V主照明开关面板 
 

標註  :  

 

MTAE-004是具有ON / OFF控制，调光控制，

区域设置和场景设置功能的触摸屏照明面

板。向上/向下触摸键使用户可以微调1-

10V调光水平。可以通过手机和平板电脑中

的APP，计算机软件以及独立的遥控器等来

设置面板的场景/区域。 

尺寸 : 

產品規格書 

產品功能介紹  
 

連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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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系統產品 

Model No. MTAE004S 

输入电压 AC220V 

功率因数 >0.3 (最大负载) 

待机功率 0.54W 

最大连接距离 30m 

无线信号频率 2.4GHz 

工作温度 -20°C to 55°C 

原产地 中国 

ZigBee 无线6鍵照明开关面板 
 

標註  :  

 

MTAE-004S是具有開關的6键控制的触摸屏

照明面板。可以调节亮度包括20%，40%，

60%，80%，100%。可以通过手机和平板电

脑中的APP，计算机软件以及独立的遥控器

等来设置面板的场景/区域。 

尺寸 : 

產品規格書 

產品功能介紹  
 

連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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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系統產品 

Model No. ABT-024 

温度传感器 NTC热敏电阻 10K 3950 

电源电压 AC180~260V 50/60Hz 

控制精度 ±1℃ 

自耗功率 < 1W  

负载功率 < 300W  

温度设置 
5°C to 35°C (可以高级选项自行

设定上下范围) 

显示范围 -9°C to 50°C  

湿度 9-95%RH （不结霜） 

安装孔距 60mm (标准) 

原产地 中国 

ZigBee 无线空调控制触控面板 
 

標註  :  

 

本温控器可以应用于中央空调冷气系统和

暖气系统的温度控制。通过环境温度的设

定温度的比较结果,控制空调系统末端的封

基盘管机电动阀电动球阀或风阀的工作状

态。暖气系统则控制相应的执行器，以达

到调节环境温度舒适和节能的目的。温控

器采用微电脑控制技术特大液晶显示屏，

设计优雅方便使用。通过触摸按键可选择

五种模式，以及设置所需要的室内温度。

可以实现二合一的作用，夏天用中央空调

制冷冬天切换到制暖取暖。 

產品規格書 

產品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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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系統產品 

Model No. ABT-025 

输入电压 110V-240V 

光通量 1000（lm） 

光束角 270（度） 

CRI > 90 

PF 220 

原产地 中国 

ZigBee LED智能球泡灯RGBCW 
 

標註  :  

ABT-025是5色RGBCW LED智能球泡灯，支持

调光调色。它可以通过手机或平板电脑中

的APP控制开关和调光调色。也可以通过手

机或平板电脑设置定时开关，场景模式，

以及以及其他智能产品联动。E27规格适合

在大部分照明产品上使用。 

產品規格書 

產品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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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系統產品 

ZigBee 无线T8 LED 光管 
 

本产品可实现快速简便的安装，及替代原

有的LED光管或荧光光管。内置无线通信模

块，可通过移动APP，调光面板，遥控开关

和任何其他无线控制单元进行控制。支持

与日光传感器和运动传感器的无线连接。

它可以通过移动APP执行1-10V调光功能，

场景设置和时间表设置。本产品极长的使

用寿命，可降低维护成本符合射频干扰测

试，运行时无噪音和无闪烁，不含汞。 

產品規格書 

產品功能介紹  
 

連接圖: 

標註  :  

Model number ABT-026-001 ABT-026-002 ABT-026-003 ABT-026-004 

额定功率(W) 9W 12W 18W 23W 

流明输出 (LM) 900LM 1200LM 1800LM 2300LM 

尺寸(MM) 600MM 900MM 1200MM 1500MM 

色温 3000K, 4000K, 6000K 

CRI >80 

额定电压 220V 

工作温度 -20℃ - +40℃ 

照明角度 120° 

产品寿命 > 50,000 hrs 

散光片 乳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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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系統產品 

ZigBee 无线LED一体化 
 

標註  :  

本产品公插头和母插头的设计可实现快速

简便的安装。支持串联分支多个板条。内

置无线通信模块，可通过移动APP，调光面

板，遥控开关和任何其他无线控制单元进

行控制。它还支持与日光传感器和运动传

感器的无线连接。它可以通过移动APP执行

1-10V调光功能，场景设置和时间表设置。

消耗更少的能量并提供更直接的照明，特

殊的光学设计可实现均匀甚至向下的光分

布。 本产品极长的使用寿命，可降低维护

成本符合射频干扰测试，运行时无噪音和

无闪烁，不含汞，均符合CE要求。 

產品規格書 

產品功能介紹  
 

•EN 60968 
•EN62031 
•EN 61000-3-2 
•EN 61000-3-3 
•EN 61547 
•EN 55015 

連接圖: 

Model number TF-SC-001ZB TF-SC-002ZB TF-SC-003ZB TF-SC-004ZB 

额定功率(W) 3W 6W 9W 12W 

流明输出 (LM) 300LM 650LM 950LM 1300LM 

尺寸(MM) 285x22x34MM 585x22x34MM 885x22x34MM 1185x22x34MM 

色温  2700K, 3000K, 4000K, 6500K 

CRI ≥80 

额定电压 220V 

产品寿命 > 25,00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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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系統產品 

WiFi无线控制灯带 
 

標註  :  

5米長 RGBCW 5 色燈帶， 可以變幻出百萬

種燈色。 內置多種閃光模式，無線遙控/

設置/選擇，防水耐用，室內室外都適用。 

最理想的聖誕和节日燈飾不求人。 

 

產品規格書 

產品功能介紹  
 

Model No. ABT-027 

電壓 (V):   DC 24V 

传输 无线信号频率 2.4GHz 

恆定電流 (mA): 1042 

瓦數 (W): 25 

高度 (mm): 5 

總流明輸出 (lm): 1500 

IP 級別:  IP68 

原产地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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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No. ABT-005 

通讯协议  Zigbee 

传输 无线信号频率 2.4GHz 

传输 Power ≤15dBm 

通讯距离 100m (露天环境) 

工作电压 DC 3V ( CR123A) 

探测距离 8米 

探测角度 90° 

低电压显示 2.6V±0.2V 

待机电流 ≤25uA 

工作电流 ≤30mA 

工作温度 -10℃～+55℃ 

尺寸 Φ48.4x53.4 mm 

原产地 中国 

ZigBee 无线PIR传感器 
 

標註  :  

BAST Zigbee无线PIR运动传感器可检测人体运

动并将数据发送到网关，同时将警报通知推送

到用户的手机应用程序。它可以通过网关触发

其他动作（打开灯，打开警报，打开电

视……）。适用于家庭住宅，酒店，办公室... 

IOT系統產品 

產品規格書 

產品功能介紹  
 

連接圖: 

ABT-005 

网关 

EN 62386-1:2014+A11:2017 (SAFETY) 
ETSI EN 301 489-1 V2.2.3(2019-11) 
(EMC) 
ETSI EN301 489-3 V2.1.1 (2019-03) 
(EMC) 
ETSI EN 300 440 V2.2.1 (2018-07) 
(RADIO) 
EN62479:2010 (HEALTH) 
CE Ro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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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No. ZR25 

输入电压 AC100-277V 

微波无线信号频率 5.8 GHz +/- 75MHz 

微波功率 < 0.2mW 

探测距离 8 -15m 

探测角度 30° - 150° 

工作温度 -20°C to 60°C 

原产地 中国 

ZigBee 无线移动感应器 
 

標註  :  

 

BAST Zigbee移动传感器通过感应人体运动

和背景空间的自动感应，连续检测控制区

域中的占用情况。当检测到移动时，它将

自动打开照明，并在设置持续时间后关闭/

调暗电路。传感器发送Zigbee信号以控制

0-10V数字调光控制装置。为了节能，控制

装置会通过APP或计算机程序逐渐切换到预

设的所需亮度水平。 

連接圖: 

ZR25 

AC in 

AC in 

IOT系統產品 

產品規格書 

產品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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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No. ZR35 

输入电压 AC100-277V 

日光间隔 校正至10lux 

日光检测范围 0-65500lux 

最大链接距离 30m 

无线信号频率 2.4GHz 

工作温度 -40°C to 85°C 

原产地 中国 

ZigBee无线日光传感器 
 

標註  :  

 

BAST Zigbee日光调光器会连续测量自然光

的光通量，并将信息发送到人造光，然后根

据所测自然光的亮度执行日光切换。整个日

间步长传输Zigbee信号来控制0-10V数字调光

控制装置。为了节能，控制装置会通过APP

或计算机程序逐渐切换到预设的所需亮度水

平。 

連接圖: 

ZR35 

AC in 

AC in 

IOT系統產品 

產品規格書 

產品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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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No. ABT-028 

电源输入 DC5V 1A 

功率 2W 

信号输出 红外线 

无线信号频率 2.4GHz 

工作温度 10°C to 50°C 

原产地 中国 

標註:  

 

BAST WiFi红外线万能遥控器， 让你通过手

机控制家中使用红外箱遥控的电器， 随时

随地只要有网络就能控制，例如下班时提前

打开空调。 内置多种主流电视空调等等的

红外信号包括Samsung和LG。 本产品并支持

Google Home 和Amazon Alexa 语音音箱， 

无需动手， 让家电听懂你的话。  

IOT系統產品 

產品規格書 

產品功能介紹  
 

WiFi 红外线万能遥控器 
  

GB49431-2011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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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gBee 无线温度，潮湿度， 
PM2.5 传感器 
 

BAST Zigbee无线温度，湿度和PM2.5传感器用

于检测周围的温度，湿度和PM2.5浓度。连接

到网关后，传感器会通过网关将周围温度，湿

度和PM2.5浓度的数据发送到您的手机。它可

以通过网关触发其他动作（例如，当相对湿度

高于90％时打开抽湿器）。该传感器可用于家

庭，银行，酒店，办公室和家具柜等。 

Diagram: 

ABT-006 

Gateway 

Model No. ABT-006 

通信协议  Zigbee 

无线频道 2.4GHz 

传输信号 ≤15dBm 

传输距离 50m (空旷地方) 

工作电压 DC 3V 

低电压报警   2.5V±0.2V 

温度精度   0.5 度 

湿度精度   5% 

待机电流 ≤30uA 

工作电流 ≤30mA 

工作温度范围 -10℃～+55℃ 

PM2.5 检测范围:                         0-950ug/m3 

尺寸 Φ61x23mm 

原产地 中国 

標註  :  

IOT系統產品 

產品規格書 

產品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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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No. ABT-008 

通讯协议  Zigbee 

传输 无线信号频率 2.4GHz 

传输 Power ≤15dBm 

通讯距离: 50 Meters (in 露天环境) 

工作电压:  3V 

低电压报警:  2.6V±0.2V 

待机电流: ≤10uA 

工作电流: ≤30mA 

工作温度:  -10℃～+55℃ 

安装方法:  直接放在要监测的地方 

检测方法:                    
Detector of sense of 

water  

电池寿命: > 1 年（每天20次报警） 

尺寸: Φ44.8x14mm 

原产地 中国 

ZigBee 无线漏水传感器 
 

標註  :  

BAST无线漏水传感器用于检测环境中的注水

状况。当水淹没传感器两侧的检测器时，警

报和警告灯将被激活。同时，传感器会通过

网关将警报发送到手机，因此用户可以及时

寻求帮助。该产品可用于智能家居设备，酒

店，仓库，办公室等。 

IOT系統產品 

產品規格書 

產品功能介紹  
 

連接圖: 

EN 62386-1:2014+A11:2017 (SAFETY) 
ETSI EN 301 489-1 V2.2.3(2019-11) 
(EMC) 
ETSI EN301 489-3 V2.1.1 (2019-03) 
(EMC) 
ETSI EN 300 440 V2.2.1 (2018-07) 
(RADIO) 
EN62479:2010 (HEALTH) 
CE RoHS 

17 



Model No. ABT-010 

通讯协议  Zigbee 

传输 无线信号频率 2.4GHz 

传输 Power ≤15dBm 

磁控距离: 》 20mm 

通讯距离:                    50m  (i露天环境) 

工作电压:  3V 

低压报警值: 2.6V±0.2V 

待机电流:  ≤10uA 

工作电流:  ≤30mA 

工作温度:   -10℃～+55℃ 

尺寸:  52.6x39.8x13.8mm 

原产地 中国 

ZigBee 无线电磁开关感应器 
 

標註  :  

 

BAST无线电磁开关感应器可以感知门，窗，

电器和抽屉的打开和关闭…当连接到网关时，

传感器可以通过网关将信息发送到您的手机。

它可以通过网关触发其他动作（打开/关闭

灯，打开警报，打开电视……）。适用于家

庭住宅，酒店，办公室... 

IOT系統產品 

產品規格書 

產品功能介紹  
 

連接圖: 

EN 62386-1:2014+A11:2017 (SAFETY) 
ETSI EN 301 489-1 V2.2.3(2019-11) 
(EMC) 
ETSI EN301 489-3 V2.1.1 (2019-03) 
(EMC) 
ETSI EN 300 440 V2.2.1 (2018-07) 
(RADIO) 
EN62479:2010 (HEALTH) 
CE Ro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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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无线摄像头 
 

IOT系統產品 

產品規格書 

產品功能介紹  
 

ABT-029是球型智能无线控制的高清摄像头。

可实现远程手机监控， 并辐射夜视功能， 

24小时无间断守护你和家人。  本产品内置

移侦测功能，当有人镜头前走过， 或者镜

头被移动， 设备yui自动抓图， 录像， 并

推送警报信息到用户手机。 集成的养生器

和麦克风， 不仅可以监控监听， 还可以实

时双向语音对话， 提高防盗和沟通效率。 

标注 :  
Model No. ABT-029 

输入电压:  DC12V / 1A 

网络 WIFI 2.4GHZ Network 

影像 2MPS 

分辨率 1920 x 1080 pixel 

内存 最高 64GB SSD 

语音 双向 

工作温度 -10 to +50C 

工作湿度 0% to 90% RH 

尺寸 160 x 150 x 10 mm 

原产地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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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gBee无线控制窗帘含触屏控制器 
 

标注 :  

IOT系統產品 

產品規格書 

產品功能介紹  
 

Model No. ABT-028 

 触摸控制器尺寸 86 x 86 x 32 mm 

无线网络:  Zigbee 网状网络 

输入电压： AC220V / 50Hz 

输出:  双向开关 

负载： 最大400W 

工作温度:  -10 to +50C 

工作湿度： 0% to 90% RH 

原产地 中国 

ABT-028是智能无线控制的窗帘系统。 可以

通过附送的触摸屏按键控制开关。当链接上

Zigbee网关的时候，除了可以通过手机APP

控制窗帘开关， 还可以设置智能模式， 例

如定时开关， 联动其他智能产品例如开门

的时候打开窗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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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魔镜 
 

IOT系統產品 

產品規格書 

產品功能介紹  
 
內置平板電腦的智能镜子， 可以作为智能

系统的主机。 内置了强劲功能：  

交互平台：镜面触控/语音交互进行洗浴/灯

光/排风扇等浴室设备的控制； 

三网互通：支持ZigBee/蓝牙/WIFI三网互通，

实现与智能设备之间的双向通信和组网； 

娱乐中心：丰富的多媒体资源，热播剧/直

播节目/综艺节目/广播电台/音乐等； 

智能控制：控制开关设备/空气温湿度/环境

光强度，联动智能设备自动控制洗浴环境； 

实时显示：天气预报/浴室内温湿度/空气质

量数据实时显示； 

人体感应： 感应人体出现自动唤醒屏幕，

无人时则休眠状态。 

标注 :  

Model No. ABT-031 

LED 显示 21.5” 

亮度 500cd/m
2 

可视角度 170（H) / 160 (V) 

分辨率 1920 X1080 

操作系统 Android 

接口 USBx2 

电源 AC110-240， 50、60Hz 

原产地 中国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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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No. ABT-004 

输入电压 100-250V AC 

最大输入电流 13A 

无线信号频率 50/60Hz 

输出电压 100-250V AC 

最大输出电流 13A 

无线信号频率 50/60Hz 

工作温度 -10-40℃ 

相对湿度 ≤80%RH 

插座类型 G 

安全措施 儿童误触保护 

重量 88g 

尺寸 
55mm x 55mm x 

61.2mm 

CE EN 62368-1 

无线标准 2.4GHz 802.11b/g/n 

RF 无线信号频率 2.400 ~2.4835GHz 

RF Power 20dBm 

原产地 中国 

WiFi 无线智能插头 
 

標註  :  

 

BAST WiFi无线智能插座是高度集成的WiFi 

G型插座，主要在英国，香港，爱尔兰，马

耳他，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使用。通过移动

APP，用户可以执行远程控制，切换定时，

过流保护，共享设备，创建集群以及升级固

件。用户还可以添加第三方语音控件

（Amazon echo / Google home）。 

IOT系統產品 

產品規格書 

產品功能介紹  
 

連接圖: 

EN 62386-1:2014+A11:2017 (SAFETY) 
ETSI EN 301 489-1 V2.2.3(2019-11) 
(EMC) 
ETSI EN301 489-3 V2.1.1 (2019-03) 
(EMC) 
ETSI EN 300 440 V2.2.1 (2018-07) 
(RADIO) 
EN62479:2010 (HEALTH) 
CE Ro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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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No. ABT-013 

输入电压 100-250V AC 

最大输入电流 13A 

无线信号频率 50/60Hz 

输出电压 100-250V AC 

最大输出电流 13A 

无线信号频率 50/60Hz 

工作温度 -10-40℃ 

相对湿度 ≤80%RH 

插座类型 G 

安全措施 儿童误触保护 

重量 200g 

尺寸 86mm x 86mm x 30mm 

CE BS1363 /  IEC60669 

无线标准 Zibgee 2.400~2.484GHz 

RF 无线信号频率 2.400 ~2.4835GHz 

射频功率 20dBm 

原产地 中国 

ZigBee 无线智能插座 
 

標註  :  

 

BAST无线智能插座是高度集成的Zigbee G型

插座，主要用于英国，香港，爱尔兰，马耳

他，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通过移动APP，用

户可以执行远程控制，切换定时，过流保护，

共享设备，创建集群以及升级固件。用户还

可以添加第三方语音控件（Amazon echo / 

Google home）。 

IOT系統產品 

產品規格書 

產品功能介紹  
 

連接圖: 

BS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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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功能介紹  
 

Model No. RHDN350/115W 

AC 输入 AC 220V / 50Hz 

 输出 

200mA/9–400VDC/8W 

250mA/9-40VDC/10W 

 300mA/9-40VDC/12W 

350mA/9-34VDC/11.9W  

调光功能 可控硅 

工作温度 20°C to 50°C 

原产地 中国 

可控硅调光控制器01 

標註  :  

RHDN350 / 115W是恒流输出模式LED驱动器。可

以通过DIP开关轻松设置输出电流。该驱动器支

持前沿（Triac）和后沿（ELV）调光器，并且

可以与各种品牌的系统（飞利浦，松下，路创，

西蒙，ABB，西门子，Dalitek等）兼容，以实

现平滑的调光效果。 

·单通道输出,可选择输出电流水平。 

·支持前缘（三端双向可控硅）和后缘（ELV）

调光器 

·调光范围从40VAC到240VAC 

·内置有源PFC功能 

·二级电源。全防护塑料外壳 

·调光效果平整，无闪烁 

·保护：短路，过载，过热 

·适用于室内LED照明应用，如筒灯，聚光灯，

面板灯等。 

IOT系統產品 

產品規格書 

標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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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功能介紹  
 

Model No. RHN350/115W 

AC 输入 AC 220V / 50Hz 

 输出 

250mA/25-45VDC/11.25W 

 300mA/25-45VDC/13.5W 

350mA/25-45VDC/15.75W  

调光功能 可控硅 

工作温度 20°C to 50°C 

原产地 中国 

可控硅调光控制器02 

標註  :  

RHN350 / 115W是恒压模式输出LED驱动器。可以

通过DIP开关轻松设置输出电流。该驱动器支持前

沿（Triac）和后沿（ELV）调光器，并且可以与

各种品牌的系统兼容，以实现平滑的调光效果。 

•单通道输出，可通过DIP S.W选择输出电流水平。 

•支持前缘（Triac）和后缘（ELV）调光器 

•调光范围为40VAC至240VAC 2类电源。 

•全防护塑料外壳 

•调光效果流畅，无闪烁 

•过载保护；短路保护 

•适用于室内LED照明应用，例如筒灯，聚光灯，

面板灯等 

IOT系統產品 

產品規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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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功能介紹  
 

Model No. ABT-002 

AC 输入 AC 220V / 50Hz 

DC 输出 DC 1-10V / 15mA 

AC 输出 AC 220V / 5A 

继电器最大开关电流 10A 

无线信号频率 IEEE802.15.4 (2.4GHz) 

工作温度 -40°C to 85°C 

原产地 中国 

ZigBee 无线1-10V 调光控制器 
 

標註  :  

連接圖: 

 

ABT-002是具有内置zigbee无线收发器模块

的调光控制器。它可以执行所有1-10V调光

功能。该控制器从网关发送和接收来自网

关的无线信号，因此可以通过移动APP，计

算机软件，调光面板，远程控制开关和任

何其他连接的控制单元进行控制。它还支

持与日光传感器和运动传感器的连接 

IOT系統產品 

產品規格書 

IEC60598-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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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功能介紹  
 

ZigBee 无线大功率开关控制器 
  

標註  :  

IOT系統產品 

產品規格書 

IEC60598-1-2008 

 

ABT-001 是具有内置zigbee无线收发器模

块的大功率无线开关控制器， 最输出大功

率5000W。该控制器从网关发送和接收来自

网关的无线信号，因此可以通过移动APP，

计算机软件，调光面板，远程控制开关和

任何其他连接的控制单元进行开关控制。

它还支持与日光传感器和运动传感器的连

接。 

Model No. ABT-001 

AC 输入 200-240V  50-60HZ 

最大输出功率 5000W 

继电器最大开关电流 22.7A 

功率因素（PF)  > 0.9 

无线信号频率 IEEE802.15.4 (2.4GHz) 

工作温度 -20°C to 70°C 

原产地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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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功能介紹  
 

Model No. ABT-003 

AC 输入 200-300V  50-60HZ 

最大输出功率 2000W 

继电器最大开关电流 10A 

功率因素（PF)  > 0.9 

无线信号频率 IEEE802.15.4 (2.4GHz) 

工作温度 -20°C to 70°C 

原产地 中国 

標註  :  

 

ABT-003 是具有内置zigbee无线收发器模

块的无线开关控制器。该控制器从网关发

送和接收来自网关的无线信号，因此可以

通过移动APP，计算机软件，调光面板，远

程控制开关和任何其他连接的控制单元进

行开关控制。它还支持与日光传感器和运

动传感器的连接。 

IOT系統產品 

產品規格書 

IEC60598-1-2008 

ZigBee 无线开关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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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No. ABT-007 

通讯协议  Zigbee 

传输 无线信号频率 2.4GHz 

传输 Power ≤15dBm 

通讯距离: 50 吗 (露天环境) 

接收灵敏度: -96dBm 

工作电压 DC 3V  

低电压报警:          2.6V±0.2V 

待机电流:  ≤5uA 

工作电流:  ≤30mA 

工作温度:   -10℃～+55℃ 

电池 Model: CR2032 

尺寸:       Φ50*16mm 

原产地 中国 

ZigBee 无线智能按钮 
 

標註  :  

 

BAST无线智能按钮是一种多功能按钮。可以

通过网关对它进行编程，以控制连接到网关

的其他智能设备（打开/关闭灯，打开警报，

打开电视…）。它也可以用作紧急按钮（例

如，按下中间的按钮进行紧急呼叫）。 

IOT系統產品 

產品規格書 

產品功能介紹  
 

連接圖: 

EN 62386-1:2014+A11:2017 (SAFETY) 
ETSI EN 301 489-1 V2.2.3(2019-11) 
(EMC) 
ETSI EN301 489-3 V2.1.1 (2019-03) 
(EMC) 
ETSI EN 300 440 V2.2.1 (2018-07) 
(RADIO) 
EN62479:2010 (HEALTH) 
CE Ro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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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功能介紹  
  

MTAE001是HA1.2协议的网络端口-Zigbee

网关。根据HA协议，网关可以与ZigBee设

备进行交互。通过该网关，用户能够通过

移动APP或计算机GUI界面执行照明配置，

包括但不限于区域设置，场景设置，计划，

分组和绑定。 

Model No. MTAE001 

输入电压 和电流 5V 1A 

无线信号频率 2.4GHz 

 

网络带宽 
100 MB 

传输距离 30 meters Max. 

工作温度 -20℃ to 55℃ 

原产地 中国 

ZigBee 网关 
  

標註  :  

IOT系統產品 

產品規格書 

連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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