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BB Controls + 
Components 
GmbH

無線電控制系統–電纜控制系統–紅外控制系統

靈活設計適用於
建築機械
行走機械液壓系統
工業應用
林業和市政服務設備
及其他特殊應用
IECEx / ATEX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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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B 紅外控制系統

NBB 電纜控制系統

所有 NBB 無線電控制系統具有以下技術數據和功能：

當無法使用線控系統時，這標準
的無綫遙控可配合機器和一切功
能組件。

本身預載的安全功能或根據機器
的指引來定制安全性功能，為操
作員帶來舒適及最先進的技術。

發射器和接收器之間的無線連
接，或者直接與機器控制器（包
括CAN總線）的無線連接，對於
某些無線電控制任務來說是合適
的解決方案。 NBB無線電控制可
輔加兼容無線電和電纜混合使
用。

對於帶有紅外綫控制系統的無線
電控制，控制器操作員必須在執
行任務時須與機器進行目測接
觸。

在某些市場和應用中，此安全方
面正變得越來越重要。

NBB 無線電控制

頻段 (F-Band): 434.050 – 434.750 MHz 

歐盟頻段 (G-Band): 866 – 870 MHz 

美國頻段： 915 MHz 

射頻輸出 < or = 10 mW 

工作範圍： up to 300 m 

天線： 內置
典型的反應時間（控制命令）： 15 ms 

預先警告“電池已耗盡”： 15 分鐘
工作環境溫度： -20 °C to +65 °C

CE 標籤： 有
防護等級： I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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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B 無線電控制技術



帶有撥動開關的發射器，可單手
操作。

多款機身設計。

在圖中：Planar®-V4

帶撥動開關的單手發射器。

專門用於林業絞車。

在圖中：Planar®-V4 Forestry

接收器採用不同的設計。 解決
方案可根據客戶規格進行了調
整。

胸袋形式的按鈕式發射器。

多款機身設計。

在圖中：Planar®-B2

帶有控制台設計的發射器，帶有
狹窄的1軸操縱桿。 

多款機身設計。 也可作為電纜
控制台（CAN總線接口）使用。

在圖中：帶顯示屏的
Planar®-NLSMJ A1 / 4

帶有控制台設計的發射器，應用
於液壓系統的帶有1軸操縱桿。

多款機身設計。

也可作為電纜控制台（CAN總線
接口）使用。

在圖中：帶顯示屏的HyPro®-6

操縱桿發射器 www.nbbcontrols.de

除了本介紹小冊子之外，還可以
在NBB網站上找到所有NBB無線
電控制系統的詳細說明：
nbbcontrols.de

有關更多信息或特定查詢，請聯
繫我們的諮詢服務。

電話: +852 2907 9266

帶有控制台設計的發射器，帶有
2軸操縱桿。

多款機身設計。 也可作為電纜控
制台（CAN總線接口）使用。

在圖中：帶顯示屏的
Nano-M SMJ A2 / 4

撥動開關發射器

帶有控制台設計的發射器，帶有
撥動開關。
多款機身設計。 也可用作電纜
控制台（接口開/關輸出）。
在圖中：Planar®-V

按鈕式發射器

按鈕式發射器，用於易燃氣
體爆炸危險區域。

多款機身設計。

在圖中：Planar®-B2EX

堅固耐用的按鈕發射器，帶有
外部天線和按鍵操作的緊急停
機。

多款機身設計。

在圖中：Pocket-V

接收器

發射器類型



Nano-S/L/M 系列使用7.2 V NBB快換電池系統供電

Planar®-N/NL 系列使用AA mignon電池供電

Nano-L SMJ A2/2 
模塊化系統設計
帶兩個SMJ操縱桿，2軸中型控
制台的示例
(寬度248 x深度140 x高度118)

Nano-S 
帶兩個操縱桿，2軸
小型控制台
(寬175 x深127 x高120)

Nano-M SMJ A2/3 
模塊化系統設計
帶三個SMJ操縱桿，2軸示例兩個
電池盒
大型控制台
(寬度354 x深度205 x高度142)

SMJ 技術
SMJ操縱桿（1軸和2軸）集成在控
制台外殼中，機身外殼預制開口就
可以可靠固定。 因此，如果出現故
障，可以在現場直接更換操縱桿，
而沒有受污染的風險。

Nano-L SMJ A1/4 帶顯示屏
模塊化系統設計
帶有四個SMJ操縱桿的示例，在
單色顯示器上具有1軸數據反饋
中型控制台
(寬度248 x深度140 x高度118)

Nano-M SMJ A1/8 
模塊化系統設計
帶有八個SMJ操縱桿，1軸的示例
兩個電池盒
大型控制台
(寬度354 x深度205 x高度142)

Nano-L SMJ A1/6 
模塊化系統設計
帶有六個SMJ操縱桿，1軸中型
控制台的示例
(寬度248 x深度140 x高度118)

Planar®-N 
帶兩個操縱桿，2軸
小型控制
(寬175 x深127 x高99)

Planar®-NL SMJ A2/3 標準
 模塊化系統設計
三個SMJ操縱桿，2軸中型控制台
的示例
(寬度248 x深度140 x高度99)

Planar®-NL SMJ A1/6
模塊化系統設計
帶有六個SMJ操縱桿，1軸中型
控制台的示例
(寬度248 x深度140 x高度99)

所有尺寸以mm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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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控制台設計的操縱桿發射器

7.2 V NBB 電池組 Ni-MH (1500 mAh)

AA mignon 電池



特定客戶解決方案的示例一切皆有可能
Nano-M SMJ由三個外殼部分組
成：上部，中部和下部。
這些零件中的每一個都有不同
的設計。 這樣，可以選擇帶有
或不帶有顯示屏的上部。
下部為數據通信和電源提供了
不同的連接選項。

中間部分（操作部分）可以有無
數的設計。 由於操作元件的多
樣性，幾乎可以實現機器或系統
控制的每個操作概念。

上部帶有附加的LCD彩色顯示屏像素數：480 x 272
工作溫度：-20至+70°C

上部帶有皮帶孔眼和
手柄

下部為帶NBB快換
電池系統的單元底
座

帶SMJ操縱桿的操作部件，1軸和
帶撥動和旋轉開關的最大佔用示
意

帶SMJ操縱桿的操作部件，2軸和
帶撥動桿或旋轉開關的最大佔用
示意

人體工程學和幾乎無限的功能設計（圖中的Nano-M SMJ A2 / 3）除了使用
操縱桿進行控制外，操作佈局還可以擴展許多附加功能，這些附加功能
可以通過附加開關執行。

創新的Nano-M SMJ模塊化系統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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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B完整的產品系列摘錄（德國製造）

HyPro® series

Planar®-B1 
16個按鈕（1級），點矩陣顯示

接受器

Planar®-C4 
8個按鈕（2級），3個按鈕（1
級）

Planar®-D2 
2個按鈕（2級），5個按鈕（1
級）

Pocket-B
15個按鈕（1級）

Nano-V
最多11個撥動開關

按鈕式發送器

Planar®-V4
4個撥動開關，具有2個操作級別

Planar®-V8 
8個撥動開關，具有2個操作級別

HyPro®-6 帶有保護裝置，用於液壓
系統，6個操縱桿（1軸）

Toggle switch transmitter

Compact-V Compact-M Compact-M2 BUS3 

HyPro®-8 用於液壓系統 
8個操縱桿（1軸）

Planar®-V
最多11個撥動開關



NBB 電源

NBB 快換電池系統 
鎳氫電池的特殊優勢(Ni-MH)是
它們的高能量密度。 觸點具有自
清潔設計。

由於鎳氫電池技術沒有記憶效
應，因此須定期充電以防止過度
放電。

NBB電池組通過特殊的NBB充電
器高電流充電。

快速充電受温度過載控制，以優
化充電並防止過度充電。

AA mignon電池作為可充電電
池或其他電池

不可充電的AA電池通常簡稱為電
池。 可充電AA電池一般稱為蓄
電池來加以區分。

本產品可以使用兩種設計的AA 
mignon電池，即電池或蓄電池。

具有開啓式隔層的Planar®-NLSMJ 
A2 / 2發射器，用於AA mignon電池

AA mignon 電池7.2 V NBB 電池組 Ni-MH (1500 mAh)      3.6 V NBB 電池組 Ni-MH (750 mAh)

具有7.2 V NBB快換電池系統的
Nano-S 發射器

Planar®-V8發射器，可選配3.6 V NBB
電池組更換系統。 AA mignon電池則
是標準配置

具有3.6 V NBB電池組更換系統的
Planar®-D2 發射器

具有7.2 V NBB快換電池系統的
Nano-V 發射器

Planar®-B發射器，帶有用於AA 
mignon電池的開啓式隔層

7.2 V NBB 電池組 Ni-MH          3.6 V NBB 電池組 Ni-MH          AA mignon 電池



NBB Controls + Components
GmbH
Otto-Hahn-Strasse 3 – 5
75248 Ölbronn-Dürrn
GERMANY

Phone: +49 7237 999-0
Fax: +49 7237 999-199
sales@nbb.de

Service
Phone: +49 7237 999-910
Fax: +49 7237 999-979
service@nbb.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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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ct Us 
+852 2907 9266
www.ithkl.com

contact@ithkl.com 
Google Map Us 

Mtk0040CN-CON-01

mailto:contact@ithkl.com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Insights+Technology+(Hong+Kong)+Limited/@22.4349423,114.0050965,17z/data=!3m1!4b1!4m5!3m4!1s0x3403fa64aa1721a7:0xac71528aa5ffab56!8m2!3d22.4349374!4d114.0072852
www.ithk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