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轻巧 - 耐用 - 安全稳定 

                                          F24 系列 搖桿系列 

南京裕峨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25-52613883 传真：025-86108629 

 

 

 

 

 

 

 

 

 

 

 

名称: F24-8S  

类别: 发射器 

规格: 尺寸:18.6×6.1×5.1 厘米  

重量：约 255 公克（不含电池） 

系列: F24 系列    

详细介绍: 产 品 性 能 指 标 

*8 个单速按键，1 个急停，1 个启动 

一般规格： 

*操作温度：-35～+80 摄氏度 

*最大操作距离：100 米 

*发射机电源：AA 碱性电性×2 

*收发机电源：AC48/110/220/380V（可选择）DC 12～24V  

*防护等级：IP65 

*识别码：43 位组不重复识别码（32 位元） 

*汉明码：≥4 

*尼能加织的强化塑胶外壳，可防止摔落及强力碰撞所造成之损坏 

*IP65 防水防尘等级。 

*全系列硬件/软件完全相容，可节省库存支出 

*低耗电（使用两颗 AA 碱性电池平均使用寿命可达 2 个月） 

*可经由 PC 软件设定多种按键功能（与 Win98/ME/2000/XP 相容)，能完全满足各种操作要

求 

*接收机含输出电缆线，安装简单、快速。 

*多重安全保护设计：汉明码、看门狗线路、32 位元不重复识别码 

 

 

 

 

 

 

 

 

 

名称: F24 RX  

类别: 接收器  

规格: 尺寸:20.0×16.2×10.7 厘米  

重量：约 1220 公克（不含电缆)  

系列: F24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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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F24-8D  

类别: 发射器  

规格: 尺寸:18.6×6.1×5.1 厘米  

重量：约 255 公克（不含电池）  

系列: F24 系列    

详细介绍: 产 品 性 能 指 标  

*8 个双速按键，1 个急停，1 个启动  

一般规格： 

*操作温度：-35～+80 摄氏度 

*最大操作距离：100 米 

*发射机电源：AA 碱性电性×2 

*收发机电源：AC48/110/220/380V（可选择）DC 12～24V  

*防护等级：IP65 

*识别码：43 位组不重复识别码（32 位元） 

*汉明码：≥4 

*尼能加织的强化塑胶外壳，可防止摔落及强力碰撞所造成之损坏 

*IP65 防水防尘等级。 

*全系列硬件/软件完全相容，可节省库存支出 

*低耗电（使用两颗 AA 碱性电池平均使用寿命可达 2 个月） 

*可经由 PC 软件设定多种按键功能（与 Win98/ME/2000/XP 相容)，能完全满足各种操作要

求 

*接收机含输出电缆线，安装简单、快速。 

*多重安全保护设计：汉明码、看门狗线路、32 位元不重复识别码 

 

 

 

 

 

 

 

 

 

名称: F24 RX  

类别: 接收器  

规格: 尺寸:20.0×16.2×10.7 厘米  

重量：约 1220 公克（不含电缆)  

系列: F24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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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F24-10S  

类别: 发射器  

规格: 尺寸:18.6×6.1×5.1 厘米  

重量：约 255 公克（不含电池）  

系列: F24 系列    

详细介绍: 产 品 性 能 指 标  

*10 个单速按键，1 个急停，1 个启动  

一般规格： 

*操作温度：-35～+80 摄氏度 

*最大操作距离：100 米 

*发射机电源：AA 碱性电性×2 

*收发机电源：AC48/110/220/380V（可选择）DC 12～24V  

*防护等级：IP65 

*识别码：43 位组不重复识别码（32 位元） 

*汉明码：≥4 

*尼能加织的强化塑胶外壳，可防止摔落及强力碰撞所造成之损坏 

*IP65 防水防尘等级。 

*全系列硬件/软件完全相容，可节省库存支出 

*低耗电（使用两颗 AA 碱性电池平均使用寿命可达 2 个月） 

*可经由 PC 软件设定多种按键功能（与 Win98/ME/2000/XP 相容)，能完全满足各种操作要

求 

*接收机含输出电缆线，安装简单、快速。 

*多重安全保护设计：汉明码、看门狗线路、32 位元不重复识别码 

 

 

 

 

 

 

 

 

 

名称: F24 RX  

类别: 接收器  

规格: 尺寸:20.0×16.2×10.7 厘米  

重量：约 1220 公克（不含电缆)  

系列: F24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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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F24-10D 

类别: 发射器  

规格: 尺寸:18.6×6.1×5.1 厘米  

重量：约 255 公克（不含电池）  

系列: F24 系列  

详细介绍: 产 品 性 能 指 标 

*10 个双速按键，1 个急停，1 个启动  

一般规格： 

*操作温度：-35～+80 摄氏度 

*最大操作距离：100 米 

*发射机电源：AA 碱性电性×2 

*收发机电源：AC48/110/220/380V（可选择）DC 12～24V  

*防护等级：IP65 

*识别码：43 位组不重复识别码（32 位元） 

*汉明码：≥4 

*尼能加织的强化塑胶外壳，可防止摔落及强力碰撞所造成之损坏 

*IP65 防水防尘等级。 

*全系列硬件/软件完全相容，可节省库存支出 

*低耗电（使用两颗 AA 碱性电池平均使用寿命可达 2 个月） 

*可经由 PC 软件设定多种按键功能（与 Win98/ME/2000/XP 相容)，能完全满足各种操作要

求 

*接收机含输出电缆线，安装简单、快速。 

*多重安全保护设计：汉明码、看门狗线路、32 位元不重复识别码 

 

 

 

 

 

 

 

 

 

名称: F24 RX  

类别: 接收器  

规格: 尺寸:20.0×16.2×10.7 厘米  

重量：约 1220 公克（不含电缆)  

系列: F24 系列 



 

                                               轻巧 - 耐用 - 安全稳定 

                                          F24 系列 搖桿系列 

南京裕峨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25-52613883 传真：025-86108629 

 

 

 

 

 

 

 

 

 

 

 

名称: F24-12S 

类别: 发射器  

规格: 尺寸:18.6×6.1×5.1 厘米  

重量：约 255 公克（不含电池）  

系列: F24 系列  

详细介绍: 产 品 性 能 指 标  

*11 个单速按键，1 个急停，1 个启动，1 个旋转钥匙 

一般规格： 

*操作温度：-35～+80 摄氏度 

*最大操作距离：100 米 

*发射机电源：AA 碱性电性×2 

*收发机电源：AC48/110/220/380V（可选择）DC 12～24V  

*防护等级：IP65 

*识别码：43 位组不重复识别码（32 位元） 

*汉明码：≥4 

*尼能加织的强化塑胶外壳，可防止摔落及强力碰撞所造成之损坏 

*IP65 防水防尘等级。 

*全系列硬件/软件完全相容，可节省库存支出 

*低耗电（使用两颗 AA 碱性电池平均使用寿命可达 2 个月） 

*可经由 PC 软件设定多种按键功能（与 Win98/ME/2000/XP 相容)，能完全满足各种操作要

求 

*接收机含输出电缆线，安装简单、快速。 

*多重安全保护设计：汉明码、看门狗线路、32 位元不重复识别码 

 

 

 

 

 

 

 

 

 

名称: F24 RX  

类别: 接收器  

规格: 尺寸:20.0×16.2×10.7 厘米  

重量：约 1220 公克（不含电缆)  

系列: F24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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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F24-12D 

类别: 发射器  

规格: 尺寸:18.6×6.1×5.1 厘米  

重量：约 255 公克（不含电池）  

系列: F24 系列  

详细介绍: 产 品 性 能 指 标  

*11 个双速按键，1 个急停，1 个启动，1 个旋转钥匙  

一般规格： 

*操作温度：-35～+80 摄氏度 

*最大操作距离：100 米 

*发射机电源：AA 碱性电性×2 

*收发机电源：AC48/110/220/380V（可选择）DC 12～24V  

*防护等级：IP65 

*识别码：43 位组不重复识别码（32 位元） 

*汉明码：≥4 

*尼能加织的强化塑胶外壳，可防止摔落及强力碰撞所造成之损坏 

*IP65 防水防尘等级。 

*全系列硬件/软件完全相容，可节省库存支出 

*低耗电（使用两颗 AA 碱性电池平均使用寿命可达 2 个月） 

*可经由 PC 软件设定多种按键功能（与 Win98/ME/2000/XP 相容)，能完全满足各种操作要

求 

*接收机含输出电缆线，安装简单、快速。 

*多重安全保护设计：汉明码、看门狗线路、32 位元不重复识别码 

 

 

 

 

 

 

 

 

 

名称: F24 RX  

类别: 接收器  

规格: 尺寸:20.0×16.2×10.7 厘米  

重量：约 1220 公克（不含电缆)  

系列: F24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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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F24-60 

类别: 发射器  

规格: 尺寸：20*11*9 厘米  

重量：约 1 千克  

系列: 摇杆系列  

详细介绍: 产 品 性 能 指 标  

可程式化输出设定，经由软体设定单一动作可多达 16 个输出点 

尼龙加纤的强化塑胶外壳，可防止摔落及强力碰撞所造成之损坏 

操作距离可打 100 公尺 

接收机附输出电缆线，安装简单、快速 

发射机三段式电源指示 

可规划加速延迟设定（使天车运转更顺畅） 

多重安全保护设计：汉明码看门狗线路 32 位元不重复识别码 

*2 只五速段落感摇杆 

*6 个单速按键（含开机键） 

*1 个紧急停止蘑菇头 

*1 个旋转钥匙 

*2 个 2 段式选择开关 

*2 个 3 段式选择开关 

*最多 40 个继电器输出（软体设定） 

*可安装常闭/常开继电器 

*支持被动式天线（另购） 

*操作温度–35℃～+80℃ 

*发射机电源 4 个 AA 碱性电池/充电电池 

*接收机电源 AC48/110/220/380V 可选 

*防护等级 IP65 

*识别码 43 亿组不重复识别码 

*汉明码≥ 4  

 

名称: F24-60 RX  

类别: 接收器  

规格: 尺寸:20*16.2*10.7 厘米 重量:

约 1640 公克(不含电缆线)  

系列: 摇杆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