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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P-1220/1235 & ILC-12
安装使用说明书

产品介绍：

ILP-1220/1235 & ILC-12多功能升降吊点系列，适用于酒店多功能厅、舞台中的音视

频灯光设备的升降悬挂。该产品最大行程为12米，单点最大负载能力为200/350kg，

升降速度平均为1000/500mm/min，天花开孔为φ170mm，吊带收回时由装饰圆盘

遮挡吊带运行孔道，行程完成的天花覆盖。

产品装箱清单

1、产品主机1台           2、安装使用说明书1本

3、出厂合格证1张         4、保修卡一张

配件清单

1、灯钩（配M10×25内六角平机螺丝）——1组

2、天花装饰圆盘——1套

3、M4×8平机螺丝——2件

4、天花孔道盖板——2件

5、M3×8元机螺丝——2件

6、M10×500mm吊装丝杆——4根

7、M10六角螺母（平垫弹垫）——8件

8、膨胀螺丝M10-16——4件

产品外观尺寸

ILP-1220外观与开孔尺寸

ILP-1220技术参数

产品型号：ILP-1220 输入电压：220V

产品净重：35kg/台 输出功率：550W/台

产品尺寸：326mm×326mm×600mm    升降平均速度： 1000mm/min

吊装孔尺寸：290mm×270mm 提升重量：200kg/台

天花开孔：Φ170mm 控制方式：RS485发码控制

最大行程：12m 同步误差：＜50mm

产品尺寸与参数01.



ILC-12 外观与开孔尺寸ILP-1235 外观与开孔尺寸

ILP-1235技术参数

产品型号：ILP-1235 输入电压：220V

产品净重：60kg/台 输出功率：550W/台

产品尺寸：390mm×366mm×552mm    升降平均速度： 500mm/min

吊装孔尺寸：330mm×260mm 提升重量：350kg/台

天花开孔：Φ170mm 控制方式：RS485发码控制

最大行程：12m 同步误差：＜50mm

产品尺寸与参数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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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C-12技术参数
产品型号：ILC-12

产品名称：收线器

收线器线缆接口：航空插头（9根2.5平方电源线，由客户自定义），1个5针DMX512

接口（带屏蔽的一根4芯音频线）

产品外观尺寸：420mm×280mm×650mm

吊装孔尺寸：360mm×160mm

天花开孔尺寸：φ170mm

产品净重：20kg

额定功率：60W

输入电压：220V

收线最大行程：12m

运行方式：自适应吊点速度

适应吊点速度：0~2.3m/min

电缆最大张力：10kg

控制方式：调试可按钮控制，运行时才用RS485中控，可控制单台运行

注意事项：

1、吊点单点负载不能超过200/350kg；

2、线缆和吊带必须位于升降孔道中心；

3、在使用收线器升降插座时必须与桁架连接使用；

4、在非运行状态时设备均需断电状态；

5、在使用产品时，请务必要按使用说明要求操作。

提醒：1、本设备安装有两种方案，分为装饰天花“已安装”与“未安装”两
种方法，请在设备安装前注意区分。
          2、安装ILP-1235，施工现场必须提前在水泥天花上搭好钢架

方案一：安装设备时，装饰天花板未安装

1、确定吊装孔位置，并在水泥天花楼顶打孔安装膨胀螺丝
     ILP-1220吊点安装孔尺寸：290mm×270mm
     ILP-1235吊点安装孔尺寸：330mm×260mm
     ILC-12收线器安装孔尺寸：360mm×160mm

2、确定手拉葫芦安装位置
     孔位尺寸：根据葫芦安装孔位

安装步骤与调试03.



3、安装吊装丝杆及手拉葫芦

4、 吊装设备
第一步：按照下图所示，安装所标识配件

第二步：将设备与葫芦下端挂钩连接
第三步：拉动葫芦，设备上升至接近吊装位置处
第四步：将设备安装于吊装丝杠上，并调整设备至所需安装高度：
注意：带子的宽度必须与桁架成90°

 

5、装饰天花板开孔
     当装饰天花后期安装后，在装饰天花板上开孔，每个开孔的中心位置需与相应的吊
点及收线器圆筒的中心点重合，装饰天花开孔尺寸：φ170mm

6、拆除圆盘灯钩配件
     按照图一，拆掉所标识装饰圆盘与灯钩配件。

7、通电调试设备并调节上限位
     如图图二所示连接设备和控制器“按”下降”按钮，升降组件下降到一定位置后停
止设备，在离地面1米的高度，按照下图一所示，重新安装所标识装饰圆盘与灯钩配件
。
     按“上升”按钮，直到“装饰圆盘上表面”和“装饰天花板下表面”贴合时停止设
备，调整“限位调节片”位置使其压下“限位触动板”并触动上限位；再次运行设备
，并检查上限位是否到位。
 

                
                    图一                                                     图二

安装步骤与调试04.



方案二：安装设备时，装饰天花板已安装

1、将设备从检修口处使用手拉葫芦吊上，并天花空间内搬移到安装位置

2、确定吊装孔位置，并在水泥天花楼顶打孔安装膨胀螺丝
      ILP-1220吊点安装孔尺寸：290mm×270mm
      ILP-1235吊点安装孔尺寸：330mm×260mm
      ILC-12收线器安装孔尺寸：360mm×160mm

3、安装吊装丝杆

4、吊装设备
     将设备安装于吊装丝杠上，并调整设备至所需安装高度：
     注意：带子的宽度必须与桁架成90°

5、装饰天花板开孔
     每个开孔的中心位置需与相应的吊点及收线器圆筒的中心点重合，装饰天花开孔尺
寸：φ170mm

6、通电调试设备并调节上限位

     如图二所示连接设备和控制器’按“下降”按钮，升降组件下降到一定位置后停止
设备，在离地面1米的高度，按下图一所示，安装所标识圆盘灯钩等配件。

     按“上升”按钮，直到“装饰圆盘上表面”和“装饰天花板下表面”贴合时停止设
备，调整“限位调节片”位置使其压下“限位触动板”并触动上限位；再次运行设备
，并检查上限位是否到位。

图一 图二

安装步骤与调试05.



系统布线图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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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对应的线缆编号分别为A1～A9，其中引脚1接地(即

线缆A1为接地线)。共9根电源线均为：2.5平方电源线。

系统布线图07.

（最多支持15组）

5、布线方案：

控制器双RS485接口部分进出口，接口为RJ45接口。
接线为568B打法，一般超五类网线即可；距离远串联设备多，建议使用六类以上线缆。
中控出现不能全部控或只能控制部分设备时，请中控使用RS485信号放大器或加120欧
姆终端电阻的方式解决。
杜绝使用星形接法，在一定要使用分支接线时，请使用RS485集线器。



系统同步调试办法

楼顶

天花板

地面

桁架

X

①号机 ②号机

调试办法08.



图二

升降管盖板

吊带压板

升降管组件

Y

吊带绞轮

备用吊带

设备自身吊带

图一

系统同步调试:

系统同步调试09.

1.调试提升机的同步性时，收线器最好处于非使用状态。

2.如图所示提升机同步误差为X。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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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粘贴吊带的方式调试。

1.将①号机吊带全部降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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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机整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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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机吊带全部降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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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机整组运行并检测运行同步性，直到整组运行同步。



系统区间运行使用示意图

天花板

地面

桁架

楼顶

记忆下限
(维护位置)

记忆上限
(使用位置)

运行区间

升降组件 升降组件 升降组件

物理下限位线

物理上限位

使用示意图10.



区间运动使用说明：

区间运动使用说明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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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设置方法参考《ILE-E-MC控制器说明书》第4

部分)

   第一步：挂载桁架且系统整体同步调试完成。

   第二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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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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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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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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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AC220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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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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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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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介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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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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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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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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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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电机接口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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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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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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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方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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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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控制方式

6.3.1 强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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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 软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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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 RS485控制

RS485控制按“RS485协议”发码控制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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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令码与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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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按键 动作 数码管显示 注释

tops 代表已进入上限位值存储

tops    →save 代表已存储完毕，当前设备值作为上限值

bots 代表已进入下限位值存储

tops    →save 代表已存储完毕，当前设备值作为下限值

“+”键
按5秒钟左右，释
放按键

tops 代表已进入上限位值存储

“+”键 点按 数值增加 进入设置状态时才起作用

“-”键 点按 数值减小 进入设置状态时才起作用

上记忆键 点按 设备当前位置值 上限值自动存储，同时推出设置

“删除”键 点按 上限值被设置为0并储存，同时退出

如果进入设置后既不记忆也不删除，请不用做任何处理，系统将在20秒内自动退出上限设置

“+”键

1-2秒

1-2秒

代表已进入下限位值存储
按5秒钟左右，释
放按键

bots

“+”键 点按 数值增加 进入设置状态时才起作用

“-”键 点按 数值减小 进入设置状态时才起作用

下记忆键 点按 设备当前位置值 下限值自动存储，同时推出设置

“删除”键 点按 下限值被设置为0并储存，同时退出

如果进入设置后既不记忆也不删除，请不用做任何处理，系统将在20秒内自动退出上限设置

然后会闪烁显示记忆的下限值，当下限值停止闪烁显示后

当到达需要值后

设
置
下
限
位
与
删
除

按5秒钟左右，释
放按键

按5秒钟左右，释
放按键

下记忆键

上记忆捡
设
置
当
前
限
位

设
置
上
限
位
与
删
除

然后会闪烁显示记忆的上限值，当上限值停止闪烁显示后

当到达需要值后

按键使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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