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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品简介                                                         

Jomard®长行程吊点升降系统，是一款专门用于酒店及大型商场内的多功能吊装设备。

例如酒店多功能厅内各种灯光、音视频设备的临时悬挂，以及商场内节假日或特殊活动的会

标横幅展示、电脑灯或成像灯的临时悬挂等。 

传统天花升降方案采用电动葫芦设备，无法同步负重两端的升降速度以及隐藏至天花

内，影响使用及美观。Jomard®长行程吊点升降系统的使用，完美地实现了升降同步、外形

美观的特点，最长 8 米的下降行程也可以方便拆装吊装设备，是酒店及大型商场的在天花升

降方案的最佳之选。 

该产品主要由提升与收线两大模块构成，具体由驱动电机、大直径吊带绞轮、收线器、

定位导向机构以及自动控制机构组成，整机体型较小可在较小的天花空间内安装。天花开孔

处由底托板进行装饰，吊带收回时由装饰面框遮挡吊带运行孔道，形成完整的天花覆盖。 

 

二、 功能特性                                                         

1、 安装、布线、维护方便； 

2、 两个吊点之间的最大跨度 6 米（根据桁架和负载重量决定）。 

3、 设备装有 5 层上限位、4 层下限位传感器，保证设备运行安全。 

4、 每组吊点可选配一个 485 发码器，通过指示灯选择，可以控制该组设备全升、全

降、全停和单个吊点升、降、停。 

5、 为了保证输送电源功率和硅箱控制及中控的方便性，设备配置五对独立的 2.5 平方的

电源线、一个接地线和一根 4 芯音频线。 

6、 多芯电源线缆需要转换成单根的排线，排线由 13 根外径为 5mm 的单线组成。 

 

三、 技术参数                                                         

 ILP-0820 ILC-10 

设备外形尺寸 

W×D×H 
450mm×370mm×500mm 450mm×370mm×610mm 

负载能力 ≤200kg/台 不承重，承受最大张力 10kg 

整机净重 25kg/台 20kg 

行程长度 ≤8m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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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电压、电流 220V AC 

电能消耗 550W/台 60W 

运行速度 1000mm/min 同步 ILP 速度 

控制方式 调试和运行时均用 RS485 发码控制 

安装 客户做基础安装钢架或丝杆吊装 

同步误差 每组＜50mm 无 

收线器线缆接口 无 

航空插头（11 根 2.5 平方电源

线由客户自行定义） 

1 个 5 针 DMX512 接口（带屏

蔽的一根 4 芯音频线） 

噪声 A 计权 ≤50dB 

485 控制器（选购） 210mm×84mm×45mm 

环境温度 5~45℃ 

环境湿度 ≤70% 

 

四、 安装尺寸                                                         

 ILP-0820 ILC-10 

天花开孔 430mm×350mm / φ150mm 

吊装螺丝孔距 249mm×160mm 330mm×160mm 

天花高度 ≥650mm 

 

五、 控制系统                                                         

系统同步调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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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图所示提升机同步误差为 X； 

2、以下调试方法均以图示为例。 

调试方法一(图一) 

 

若同步误差 X 小于 200mm 时，采取粘贴吊带的方法调试。 

1、 将 1 号机吊带全部下降（直到设备到下限位自动停止）。 

2、 在离 1 号机吊带绞轮最近处粘贴一定长度的吊带（粘贴吊带长度约等于 X） 

3、 吊带粘贴平整牢固后运行 1 号机收起吊带至桁架水平时，将 1、2 号机整机运行并检测

运行同步性，直到整组运行同步。 

调试方法二：（图二） 

 

若同步误差 X 大于 200mm 时，采取截去多余吊带的方式调试。 

1、 将 1 号机吊带全部下降（直到设备到下限位自动停止）。 

2、 将 1 号机的升降管盖板拆下。 

3、 松开吊带压板的锁紧螺钉，抽出多余吊带直到两台提升机同步。 

4、 截去多余吊带后将 1 号机升降管组件安装完善。 

5、 将 1、2 号机整机运行并检测运行同步性，直到整组运行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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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区间运行使用示意图 

 

区间运动使用说明： 

1、名词解释。（如图所示） 

○1 记忆上限：桁架所能运行的离地面最高位置。（桁架的最高使用位置） 

○2 记忆下限：桁架所能运行的离地面最低位置。（桁架的最低维护位置） 

○3 物理上限：限位调节板触动上限开关至设备自然停止的位置。 

○4 物理下限:吊带或线缆全部释放至设备自然停止的位置。 

○5 运行区间：设置好“记忆上限”和“记忆下限”后，桁架所能运行的范围。 

运行区间设置完成后，可以有效的防止设备拉顶以及误操作带来的诸多问题。 

2.、调试步骤。（控制器设备方法参考《ILE-10 控制器说明书》第四部分） 

第一步：挂载桁架且系统整体同步调试完成。 

第二部：通过中控使收线器强制下降，然后将升降组件与桁架连接。 

第三步：桁架运行到“记忆上限（使用位置）”时，设置上限记忆 

第四步：桁架运行到“记忆下限（使用位置）”时，设置下限记忆。 

第五步：在桁架上挂载所需设备，并通电调试挂载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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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在“运行区间”内调整桁架的最佳位置。 

3、注意事项。 

○1 不能将吊点提升机的“物理下限”位置当作“记忆下限”位置。若截去吊带得到物理下

限时，保证系统同步的情况下，“记忆下限”应该在“物理下限”上部 10cm 左右。 

○2 挂载桁架后切勿将吊点提升机或收线器的“升降组件”上升至天花板上部。 

○3 吊点提升机在非运行状态时需断电。 

 

六、 ILE-E-MC 控制器说明书                                               

1、 控制器接口 

 

 

2、 控制器模式选择 

2.1  通过(23)拨码开关选择控制器工作模式，每次重新上电时，显示工作模式 3 秒钟，然后

跳转到工作状态显示，当（23）拨码开关前两位均为 ON 时数码管显示报错状态。具体设置

和旋转如下： 

数值显示           功能名称                    拨码状态 

SU01             收线器         （23）#1 ON #2 OFF #3 OFF #4 OFF 

SU02           吊点控制器       （23）#1 OFF #2 ON #3 OFF #4 OFF 

2.2  组码和位码吊点数均使用在吊点收线器的工作模式，使用方法从左到右即从地位到高位

的 16 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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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控制器内部有两个两位拨码，靠近短边上的拨码为看门狗拨码，烧程序时为 OFF，烧完

程序后需要拨到 ON。 

靠近网口的拨码为终端电阻，出厂默认均拨到 ON，当一组有三个或者三个以上时，打开盒子

把中间的拨码改到 OFF。 

3、 数码管显示含义 

数码管提示显示时靠左对齐显示，正常显示时靠右对齐显示 

3.1  S1 电机上限位已到达限定位置 

3.2  S2 自定义已到达限定位置 

3.3  S3 电机已到用户自定义限定位置 

3.4  S4 电机已到下限传感器限定位置 

3.5  S6 互通讯不通 

3.6  显示 291 和 0 不断的跳动，表示传感器出错 

3.7  显示数值表示正常,当选择为收线器的时候，上电时数码管显示为 SU02，然后数码管

灭掉。 

4、 接线与定义 

4.1  控制器的六种工作模式共同接线部分 

4.1.1 传感器接口（24）与隔离盒接口通过 34 针灰白线连接起来，灰白线为一一对应线。 

4.1.2 中控线与 RS485 接口（28）连接起来，其中 RJ45 接头 1 为 D+、2 为 D-，多台时为

手拉手连接。 

4.1.3 AC220V 电源。 

4.2  吊点接线部分 

4.2.1 互通讯线 

当 2-4 台吊点共同使用时，通过网线把互通讯口（29）通过手拉手相连，当多于 4 台吊点

时，互通讯口不连接。 

注意：当在吊点工作模式，吊点数不为 0 时，互通讯起作用，反之不起作用。 

4.2.2 电机接口线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如上图，1、2、3、4 脚接电机公共端，6、14 脚接电机的上，8、16 接电机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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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收线器接线部分 

4.3.1 自适应接口（31）接收线器自适应控制网线。 

4.3.2 电机接口线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如上图，1、2、3、4 脚接电机公共端，6、14 脚接电机的上，8、16 接电机的下。 

5、 操作说明 

5.1  拨码 

5.1.1 选择工作模式，收线器拨码，其状态为（23）#1 ON #2 OFF #3 OFF #4 OFF 

5.1.2 选择工作模式，吊点拨码，其状态为（23）#1 OFF #2 ON #3 OFF #4 OFF 

5.1.3 组码（25）每组设备必须保持且和 RS485 组码相同，拨位码时，把吊点排序在前面

从 1 开始，最后为收线器序号。 

5.2  接线 

按照上面所述接好电机连接线，RS485 控制线，电源线，互通讯线，自适应线，传感器

线。 

5.3  操作描述 

5.3.1 单台调试状态 

此时吊点数必须为 0，否则会因为互通讯不通而不能正常运动。按前面板的上升按钮（8），

电机向上运动，当运动到数值为 0 时，5 秒内自动停止，数码管显示 S2 状态。使用上升按

键（8）时，忽略数值上限位，即数值上限位不停机，直到物理上限位或者数值为 0 停止。

收线器在单机调试时，必须配合自适应传感器才能运动。 

5.3.2 强制运行 

当位码为 0 时，可以强制运行升降运动，否则，控制器报警，必须重启电源方可以使用。 

5.3.3 整组操作 

整组操作时需要用 RS485 控制，如果吊点数不为零时，必须使用互通讯线把吊点连接起

来，吊点的位码必须为 1-2，或者 1-2-3，或者 1-2-3-4，吊点数也对应的 2、3、4。 

此时可以通过长按上记忆，或者长按下记忆，控制器记忆当前值为上限、下限数值记忆位

置，如果长按“+”、“-”分别可以查询上记忆数值和下记忆数值，当查询到记忆数值后，在 3

秒钟内继续按“+”“-”“删除”键，分别会增加、减少、删除原记忆数值，如果调到合适数值后，

对应的再按一下上记忆或者下记忆，此时相当于数值限位已做相应的改变，待 10 秒后，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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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实际运行数值。 

长按上限位键和下限位键 10-20 秒钟，控制器分别会自动把数值清零和自动记忆下限值。 

6、 RS485 协议 

串行口设置—波特率 9600、8 位数据位、无校验、1 位停止位 

RS485 协议和原协议相同。 

协议格式(16 进制)：包头（0XF6）、组码、位码、指令码、校验（单字节）校验=包头+组码

+位码+控制指令 

注：当上位机编程中把协议中的“机号”设置为 0 时，所有连接到此上位机的设备都会执行

相应协议指令，即被称为全升、全停、全降指令，为此所有设备拨码敬请至少一位拨到

“NO”。 

指令码与动作： 

 

例：常态上升控制发码如下（假设组码为 1，位码为 0，接入第一组 RS485） 

0XF6 0X01 0X00 0X07 0XFE 

控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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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控制、软件控制、RS485 控制 

控制器面板强制（硬件），这种控制不会受限位，以及设置值限制，按下降吊带或电源  下

会一直下降，放完内部的吊带或电源线，继续按下还会出现反手的情形，所以操作人员操作

时要注意，放完就要停止，上升也类似。 

面板按键上升下降，上升下降键用于单台控制上升下降或停止，当在停止状态下按上升键时

设备上升运行，再次按上升键设备停止上升，当在停止状态按下降键时设备下降，再次按下

降键设备停止下降。 

RS485 控制 按“RS485 协议”发码控制 

限位值设置 

设置/记忆上限或下限值必须在设备停止运行状态下进行。 

按键使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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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装箱清单                                                         

1、 主机 1 套 

2、 升降管配件一套 

3、 安装说明书 1 本 

4、 出厂质量检测报告 1 张 

5、 保修卡 1 张 

6、 合格证 1 张 

 

八、 可选配件                                                         

1、 RS485-Mini 控制器 

 

九、 注意事项                                                         

1、 设备必须单独供电，在非使用状态时，需关闭电源； 

2、 最大承重不超过 200kg； 

3、 线缆无法承受较大压力，单独使用收线器时不能在线缆下端挂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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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产品展示图                                                       

ILP-0820 ILC-10 

  

 

十一、 结构分析图                                                       

ILP-0820 IL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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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使用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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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布线图                                                          

 

 

设备使用须知： 

1、 同一组吊点安装方向要相同且桁架长度方向一致（设备上有方向指示），同一组吊点

的安装高度误差（n1-n2）≤±30mm。 

2、 灯钩和桁架连接时，使吊带和线缆均处于铅锤线状态（即自然状态），以保证设备升

降，过程中线缆和吊带均处于升降通道中心位置。 

3、 收线器升降插座的使用介绍：注意，接线时需要预留 150mm 至 200mm 线缆，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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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收线器升降组件能够运动顺畅。 

 

4、 收线器插座接口介绍： 

信号： 

接口类型：1 个 5 芯 DMX512 接口 

线缆介绍：4 芯带屏蔽的音响线(对应的线缆编号为 A12) 

电源： 

接口类型：1 个 11 芯航空插接口 

线缆介绍：航空插头引脚编号 1～11 对应的线缆编号分别为 A1～A11,其中引脚 1 接

地(即线缆 A1 为接地线)。共 11 根电源线均为：2.5 平方电源线。 

 

（最多支持 15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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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三视图                                                          

 ILP-0820 IL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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