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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eless

Wireless Phase-cut 
Bridge Box

本产品是一款无线切相控制器，能够根据用户的控制，调整交流输出电压值，实现灯具输出功率的调整。

通过调光输出接口与调光驱动电源相连接，对LED灯亮度进行线性调控，实现灯具明暗的控制。此设备与网关配合

使用，通过APP客户端可以远程控制灯光的亮度线性变化。该设备安装灵活便捷，无需改变原有房屋布线格局，只需用

电源线、控制器、LED灯具驱动连接就可以调控灯光亮度。

LED智能亮度控制器广泛应用在LED射灯、LED天花灯、LED面板灯、LED灯管、LED球泡灯等具备后沿调光功能的

灯具上，此产品能与市场上大部分LED调光电源配套。 

功能特点

•  后沿切相，实现电压可调变化

•  采用大功率MOSFET控制

•  采用无线接入，无需布置控制线

•  简单就可以将传统调光产品接入控制系统，

   实现移动APP控制

•  与其他的ZIGBEE 产品智能联动，可以与家中

   其他设备进行联动，根据室内环境调节灯光

•  符合ZIGBEE 协议 (ZHA)

典型应用

•  用于LED 照明调光电源的调光控制，

   将照明快速接入控制系统。

•  适合可调光LED灯

•  办公室

•  教室

•  酒店

•  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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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参数

项目 值 单  位 条  件

额定输入电压范围 220...240  Vac 性能范围

额定输入电流 0.557 A @最大负载

额定工作频率 50...60 Hz 

最大输出功率 120 W @ 额定输入电压 @ 电阻负载 

输入电压范围 202...254  Vac  可操作范围

输入频率范围 47.5…63 Hz 可操作范围

待机消耗功率 <1.2 W @ 额定输入电压

空载功率 <1.2 W @ 额定输入电压

功率因素 >0.98  @ 额定输出功率 @ 额定输入电压

谐波失真 <10%  @ 额定输出功率 @ 额定输入电压

静电 4KV @ conductive

 8KV @ air  

浪涌抗扰度 1000 V GB19510 

开路保护 No  

短路保护 No  

过载保护 No   

电磁与安全

项目 值

SAFETY GB19510.1, GB19510.14

EMC  GB17625.1, GB/T 17626.4, GB/T 17626.5, GB/T 17626.7

ESD GB/T17626.2（IEC61000-4-2）

接口参数

项目 值 单  位 条  件

调光范围 0-100 % 

调光模式 后切   

无线参数

项目 值 单  位 条  件

工作频率 2.4 … 2.485   GHz 

频道 16 个 

调制 QPSK （DSSS）  

发射功率  8…10   dBm 2.0-3.6V, +25ºC
 Typical  value ：8.5 

接收灵敏度 -92 … -96 dBm Nominal for 1% PER

 Typical  value ：-94  

最大输入信号   +10 dBm For 1% PER  measured as sensitivity; 

   supply current at 14.7 mA

物理协议 802.15.4  

加密方式 128 bit AES  

产品名称 包装信息12NC

无线切相控制器 929001461162 60

技术规格参数

订购信息

所有规格参数都是典型值并且在 Tc 25 °C ，除非特殊情况。

项目 值 单  位 条  件

外盒材料 ABS + PC ( V0 AC3100 )    

颜色 深灰（Darkgray）RAL7016   

体积尺寸 87.5 x 41 x 28  mm Tolerance：+/-  0.1mm

重量 71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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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与标准

项目 值 

认证 CE   

RoHS RoHS 

REACH REACH 

认证 ZIGBEE

噪声 < 20dB 

防护 IP20

无线触摸开关

                  数  据  表  

项目 尺寸规格 (mm)

A1 87.5 +/-  0.1

A2 75.8 +/-  0.1

A3 64.6 +/-  0.1

A4 130 +/-  1

A5 10 +/-  1

B1 41 +/-  0.1

B2 4.3 +/-  0.1

C1 28 +/-  0.1

C2 2 +/-  0.1

D1 Ø2.8 +/-  0.1

D2 Ø1.2 +/-  1

尺寸规格 (mm)

寿命

项目 值 单  位 条  件

寿命 50000 小时 Measured temperature at Tcase-point is 

    Tcase-life. Maximum failures=10%

开关次数 100000 次

贮藏温度和湿度

项目 值 单  位 条  件

环境温度 -25...+85  ºC

相对湿度 5...95 %

工作温度和湿度

项目 值 单  位 条  件

环境温度 -20...+50 ºC 

相对湿度 10...90 %

Tcase-life 65  ºC Measured at Tcase-point

Tc-max 65 ºC 



安装与连接

1.  断开电源供电线路；

2. 把产品用配件螺丝，通过两边的U型槽固定住；

3. 将产品的输入零、火线接入到供电线路中；

4. 将产品的输出零、火线与 LED 调光驱动电源的零、火 输入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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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定义

项目 定义 备注

A:   Lo 灰线 Live output 调光输出火线

B：No 白线 Neutral output 零线输出零线

C：N 蓝线 Neutral input 零线输入

D:  L 棕线 Live input 火线输入

连接样例：

A
B
C
D

请参考如下图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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