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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外觀 : 

            

         

                        

 

產品規格 : 

 

獨立 4 迴路調光，每一個迴路均可獨立設定淡入淡出等各項參數 

 

全機由 8 顆高速 CPU，搭配一顆主 CPU 對各迴路做獨立運算以期獲得最優

異調光效果 

 

由最低亮度至最高亮度共 256 個獨立調光位階，完整的命令可任意指定各

迴路獨立或連動開啟亮度 

 

每迴路淡入淡出，時間可獨立依需求定義 

 

具 IO 控制可任意駁接市售面板，單鍵即可調光及開/關，來自控制台的 485

指令亦可同時運作 

 

 

 

 EZ-D496F 是鹵素燈專用調光控制設備

EZ-D496F 可整合標準鋁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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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迴路均具備簡易光棒顯示型調光面板駁接端口，需搭配 (D-B23 選配)

面板運作 

 

具實體 ID 選擇開關，方便指定多台連線運作 

 

每迴路均有獨立安全保險絲座，在電流過載瞬間即刻作用，保護控制迴路，

從機器外部可安全又輕易地更換保險絲 

 

具斷路或強電斷路顯示迴路，一但保險絲折損或強電斷路指示燈即刻閃爍 

 

具完整通訊協定相容所有中央控制台主機之 RS 485 訊號 (標準 J1708 

BUS) 

 

具連線錯誤防呆迴路，當 485 正負反接即刻以燈號顯示，方便查線作業 

 

全面散熱溫度係數考量，整台皆採用全鋁合金外殼，有助於機器散熱，機器

的左右兩側各規畫一靜音小型風扇，當機器內部達到額定的 45 度，風扇即

刻啟動低速運轉發揮散熱功能，風扇轉速隨溫度不同會改變，溫度越高風扇

轉速越快 

 

所有元件均嚴格挑選經安規認證之正規零件 

 

每一迴路最大負載 1000W 

 

具通電指示燈，工作狀態一目了然 

 

具斷電記憶回覆模式設定，停電復電後可選擇先前執行亮度與關閉兩種 

 

提供兩種機體固定方式，可裝置於標準鋁軌，亦可用鐵板螺絲直接固定於盤

體，方便拆卸維護 

 

具最低亮度自動斷電功能，當亮度等於零，即刻自動切斷電源，天花板燈具

無殘留電力疑慮，使用最安全又具節能功效 

 

每迴路可獨立執行延時關燈功能，時間從數秒到數十秒設定由內部 CPU 運

算計時關閉負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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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尺寸及產品包裝零附件 

外觀尺寸 : 302 * 108 * 68.8 mm 

重    量 : 1266.6 公克(含附件)              

輸入電源 : DC12V   

控制電壓 : AC 110~220V 

承載功率 : 1000W 單一迴路 

消耗電流 : 僅 DC 端施加電壓 DC 小於 100 mA  

當 AC 端施加電壓 DC 小於 120 mA 

包    裝 : 環保紙盒 

安    規 : CE / FCC       

 

建議裝置地點 : 通風性佳的配電盤，嚴禁濕氣需注意防潮， 

裝置地點應避免兒童直接碰觸 

以免發生觸電危險引發嚴重後果 

          

 

EZ-D496F 側面圖 

EZ-D496F 頂視圖 

EZ-D496F 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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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說明 :  標準配備  

 2 PIN 歐規小型端子 * 1      

 3 PIN 歐規小型端子 * 4        

 4 PIN 歐規小型端子 * 1     

加長鋁製固定片 * 2     圖二     

 

底盤固定螺絲   * 4      

 

 

 

 選用配備 : 標準鋁軌卡勾 AE-005             

 

選用配備的標準鋁軌卡勾，參照下圖將 D496F 與鋁軌卡勾整合 

 

 

               

 

EZ-D496F 固定鋁片安裝 

EZ-D496F 鋁軌固定片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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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及各項說明 : 

 

                

 

 

 

        

 

保險絲 

EZ-D496F

專用燈光數

據反饋型連

線面板 

 EZ-D496F 利用單連牆壁面板開關即可執行開/關/調光動作廣泛的與市售面板搭配運用

 EZ-D496F 與專屬的數據反饋面板(D-B23)連接圖

押扣反覆型

一般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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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機範例 ( 並排 ) 兩台 D496 之間建議相隔 10cm 可以獲得理想散熱效果 

       

 

裝機範例 ( 縱向 ) 

         縱向並列裝機兩機相隔 5cm 可獲 

                                                 得最佳散熱效果 

 

 

        

                            

 

 

 EZ-D496F 兩側各有一個高效能小型散熱輔助風扇，有電力負載時,機器溫昇達攝氏 45

度左右兩側風扇會開始低速運轉，左邊吸入常溫空氣 ! 右側風扇負責將內部熱空氣往外

抽離 ! 確保機器溫度控制在一定範圍，溫度越高風扇轉速也會越快，在裝機的時候兩台

機器一定要有適度距離，建議裝機時候兩台機器至少相互距離 10cm 以上，縱向配置

兩機至少相隔 5cm 

10cm

5 cm

反饋型面板接線圖

請注意面板後面的歐

規端子 I/O 接點與面

板後方腳位關係，確

認無誤再送電 

傳統開關接線圖 

請注意面板後面的歐規端

子只須用兩條線請確定

D496  I/O 接點與開關配

置關係，確認無誤再送電

數據反饋型專用面板與 D496 整合 傳統開關與 D496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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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 485 與 DC 端子台施工錯置的防呆小撇步: 

 

    由於控制模組本身的 RS485 通訊埠與 DC 輸入電壓電源端子都採用相同型號的歐規快速

拉拔端子，我們經常為了施工便利，在配線的時候從中央控制台採用多芯線配置，其中兩芯線，

一組送 DC12V 電壓，另外兩芯走的是總線 RS485 訊號，但施工場合往往因為光線不夠明亮，

由配電盤或主機牽引到實際模組配置地點可能有段距離，而來自遠方的兩種屬性訊號線使用的

端子卻是一模一樣!施工的人很容易誤判，將 DC12V 帶電的訊號接到機器的 RS485 通訊埠，這

會導致控制模組的 RS 485 通訊埠因為誤判而產生機器的通訊埠損壞情形發生!為了杜絕這種因

人為因素產生的遺憾，施工人員必須養成一種慣性，假設您不確定手中的兩組線芯何者為 RS485

訊號線 ? 何者為 DC12V 線芯!理想的做法是任意挑選其中一組線芯，先往機器的電壓輸入端子

插上 ! 如果模組電源燈點亮，表示目前插入的這組線芯帶有 DC12V 電壓!那麼另外一組肯定就

是 RS485 通訊線，將這種判別習慣引導給您的施工人員 ! 有助於工程圓滿順利 

 

 

   

 

 

 

    

 

 

 

 

 

                                          

 

                            

 

 

上述產品內容及功能，應以實品為主，本公司保有修改之權利，規格如有變更恕不另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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