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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C70/SMC76 控制键盘 

 

 铝全金外壳，3轴光电式操纵杆，28个双色背光按键，适用于摄像机遥控、视频编辑，教育录播，

视频会议系统等，免驱动。 

 支持 USB HID协议（电脑中识别为游戏控制器）；支持 windows所有 版本，Linux ,Andriod, Mac 

OS 等操作系统，免驱动。 

 支持 RS232,RS485接口 的摄像机控制：内嵌 VISCA、POLYCOM、CISCO、CANON、Panasonic、PELCOD、

PELCO-P等协议；支持中控转发功能； 

          技术参数 

          操纵杆： 3 轴霍尔式操纵杆 

          显示器:  2 行 x20 个字符，蓝色背光； 

          产品尺寸:  355(L) × 150(W) ×155(H)mm 

          重量:  1.47kg (w/o Power supply) 

          操作温度:  -20°C - 70°C 

                               相对湿度:  30% - 90% (w/o condensation) 

                               电源适配器: AC100-240V-12VDC/1000mA  

                               功率:   2.7 W (not loaded line) 

                                 通信接口:   RJ45/RS485(RS422)/ RS232/USB 

 

 

 

 

 

 

 

 

 

 

 

 

 

 

 

 

 

 

  



SMC75 视频编辑键盘控制器   

 

 

 

该 视频切换台适用于音视频编辑和直播系统、录播系统。 

 USB 接口:  内有 USB Hid和 Midi协议，订货时只能选其一， 

   USB Mid协议：支持 vMix等播出软件，支持 windows、 mac OS操作系统，免驱动。 

   USB HID-Joystick协议：支持 windows所有 版本，Linux ,Andriod, Mac OS 等操作系统。 

 支持 RS232接口通信，支持 RS422 摄像机控制 

 可以同时有 USB和 RS232/422 接口工作； 

特点： 

操 纵 杆： 霍尔式三轴操纵杆 

T 型推杆： 霍尔式 T 型视频推杆，LED 进度指示 

按    键： 63 个进口双色按键 

音量调节：  4 路音频调解 

供    电： DC12V/1000Ma 

通信接口：  USBX1 ,RS232X1,RS422X1    

静    重： 3.0KG  

毛    重： 4.35KG  

产品尺寸： 400X220X114mm 

外箱尺寸： 47x28x20cm 

 

 

  



人机界面-视频切换台 SMC755 

 

特点： 

 USB 接口：USB Midi协议，支持 vMix等播出软件，支持 windows、 macOS操作系统，免驱动。 

 支持 RS232接口通信，支持 RS422 摄像机控制 

 铝合金外壳，拉丝面板 

 6 通道，20 个彩色背光按键，按键背光亮度可调节 

 霍尔传感器推杆 T-BAR，15 级 LED 进度指示 

 RS232 串口 TALLY 信号输出（用于连接无线 TALLY 发射器） 

 外形尺寸:  325X118X40mm(高度不包含按键和 T-BAR，面板以上最高高度 25mm) 

 

 

 

  



SMC751A 视频编辑键盘控制器 

 
 

SMC751A 视频切换台适用于音视频编辑和直播系统、录播系统。 

 USB 接口：USB Midi协议，支持 vMix等播出软件，支持 windows、 macOS操作系统，免驱动。 

 T-BAR 霍尔单轴推杆（15级进度指示） 

 42 个全彩按键，每个按键有独立的 RGB全彩背光灯（软件调色） 

 2 个旋钮（编码器、带下按开关），15级 LED指示 

 外部接口：RS232(DB9针)通信口 1个，RS422通信接口 1个 

          USB（免驱）1个，RJ45（备用） 

 TALLY接口：TALLY（DB25针） 

 供电：DC12V,后部有电源开关； 

 

 

 

 

 

 



SMC751A2 视频编辑键盘控制器（NEW） 

 

 

这是我们新的产品，批量还需要 2 个月的时间 

SMC751A 视频切换台适用于音视频编辑和直播系统、录播系统。 

 USB 接口：USB Midi协议，支持 vMix等播出软件，支持 windows、 macOS操作系统，，免驱动。 

 支持 RS232接口通信，支持 RS422 摄像机控制 

 T-BAR 霍尔单轴推杆（15级进度指示） 

 44 个全彩按键，每个按键有独立的 RGB全彩背光灯（软件调色） 

 11 个旋钮电位器 

 3 轴霍尔操纵杆 

 外部接口：RS232(DB9针)通信口 1个，RS422通信接口 1个， 

          USB（免驱）1个，RJ45（备用） 

 TALLY接口：TALLY（DB25针） 

 供电：DC12V,后部有电源开关； 

 外形尺寸：164 x 354 x 51mm(不含摇杆及旋钮尺寸） 

 

 

  



SMC751B 摄像机控制键盘 

 

 

3轴霍尔式操纵杆，30 个 RGB 全彩背光按键，2 个旋钮，2.4 寸彩色液晶屏，适用于摄像机遥控、视频编辑，教育

录播，视频会议系统等，免驱动。 

 支持 USB HID协议（电脑中识别为游戏控制器）；支持 windows所有 版本，Linux ,Andriod, Mac 

OS 等操作系统。 

 支持 RS232,RS485接口 的摄像机控制：内嵌 VISCA、POLYCOM、CISCO、CANON、Panasonic、PELCOD、

PELCO-P等协议；支持中控转发功能； 

技术参数 

操纵杆： 3 轴霍尔式操纵杆 

按 键： 30 个 RGB 全彩背光按钮 

旋   钮： 2 个旋钮，15 级 LED 进度指示 

显示器:  2.4 寸彩色液晶屏； 

操作温度:  -20°C - 70°C 

电源适配器: AC100-240V-12VDC/1000mA  

通信接口:   RJ45/RS485(RS422)/ RS232/USB 

 

  



SMC71 迷你控制键盘 

 

 USB接口：支持 USB HID协议（电脑中识别为游戏控制器）；支持 windows所有 版本，Linux ,Andriod, 

Mac OS 等操作系统，免驱动。 

 RS232,RS485 接口 的摄像机控制：内嵌 VISCA、PELCOD、PELCO-P等协议；支持中控转发功能； 

 USB 接口和 RS232/RS485 接口不能同时存在，订货时只能选其一 

技术参数： 

 按键：8 按键,寿命 500 万次 

 指示灯：3 LED 指示灯 

 接口方式：USB2.0HID,免驱动 

 其它接口：RJ45(RS232+RS485) 

(接口方式只能选其一） 

 重  量：0.6kg 

 尺  寸：(W)120X(L)157X(H)97 

 

USB 接口产品： 

SMC71USB 标准 USB 操纵杆，免驱动 

SMC71-M  标准 USB,操纵杆+鼠标，免驱动 

SMC71L   模拟电压接口，0-5V 信号输出。 

 



SMC72 工业操纵杆控制器 

   

   RS232@DC12V                     USB( HID- Joystick)              USB(HID Keyboard+Mouse)  

  

 

USB接口：支持 USB HID协议（电脑中识别为游戏控制器）；支持 windows所有 版本，Linux ,Andriod, 

Mac OS 等操作系统，免驱动。 

 RS232 接口：用于工业控制； 

 USB 接口和 RS232 接口不能同时存在，订货时只能选其一 

技术参数： 

 三轴霍尔操纵杆 

 按键：15个按键,紧急按钮，编码器旋钮 

 显示：4位 LED 

 供电：DC5V或 DC12V可选其一  

 重  量：0.6kg 

 尺  寸：(W)220X(L)107X(H)55 

 通信接口：CAN,RS232,RS485，USB    

 配件:3M长线，说明书   
 

 



SMC73 控制键盘 

 

输出接口： 

 USB接口：支持 USB HID协议（电脑中识别为游戏控制器）；支持 windows所有 版本，Linux ,Andriod, 

Mac OS 等操作系统，免驱动。 

 RS232 接口：用于工业控制 

 CAN 

 三轴霍尔操纵杆 

 按键：12个按键,紧急按钮，旋钮编码器可选 

 显示：OLED128X32 

 供电：USB或 DC10-36V  

 重  量：1.5kg 

 配件:3M长线，说明书   

 

 

  



我们生产的其它的人机界面产品 

 

 

 

 

 

 

 

 

深圳市小龙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华宁路 91 号颐丰华创新产业园 7 栋 4 楼 

电话：0755-29671606/29671607 

传真：0755-29671575 

www.longcctv.com, 

sales@longcctv.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