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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mard® 产品技术文档

品 牌：Jomard®

产 品：多功能升降吊点系统

型 号：ILP -1220 / 1225 / 1235 / 1250 / 1850

ILC -12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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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品简介                    

Jomard 多功能升降吊点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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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产品主要由提升（多功能升降吊点）与收线（智能吊点收线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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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需在装饰天花处各开孔φ 170mm，吊带收回时由装饰圆盘遮挡吊带运行孔道，形成完整的天花覆盖。

传统天花升降方案一般采用电动葫芦设备，无法同步负重两端的升降速度，线缆也无法同步垂直升降，以

及隐藏至天花内，影响使用及美观。Jomard多功能升降吊点系统的使用，完美地实现了升降同步、线缆

随行、集中控制、外形美观等特点，一般最长 12 米（特殊可达 18 米）的下降行程也方便现场人员在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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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功能特性                    

1、 安装、布线、维护方便；

2、 一组桁架上的两个吊点之间最大水平跨度 6 米，垂直总行程最大可达 12 米。

3、 根据单台额定负载不同，吊点有多个型号可选，可根据实际总负载需求选择适合的吊点型号。

4、 可根据桁架长度和特殊形状（如方形）要求，每组最多支持 4 个吊点同升同降。

5、 吊点设备上下各配备 3 个限位传感器，上升过程有五层限位保护、下降过程有四层限位保护，保

证设备运行安全。

6、 一组设备中如有任一设备出现运行问题，整组吊点和收线器会立即停止运行保护运行安全。

7、 为了保证输送电源功率和硅箱控制及中控的方便性，智能吊点收线器配置 8 根（4 对）独立的 2.5

平方的电源线、1 根接地线、1 根 4 芯音频线及 1 根自用通讯的网线，电源线最大可承受 8000W

功率及 40A 电流，也可根据实际需要定制更换为其它线缆。

8、 多芯电源线缆转换成单根的排线，排线由 11 根外径为 5mm 的单线组成。

9、 现场若无中控，可选配一个 485 发码控制器（型号 RMC -RS485 ），可以成组或单台控制设备升、

降、停，也可通过拨码控制切换多组设备升、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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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技术参数                    

吊点 ILP -1220 ILP -1225 ILP -1235 ILP -1250 ILP -1850

设备外形尺寸
W326 mm×D326mm

×H600mm
W360 mm×D300mm

×H550mm
W390 mm×D366mm

×H600mm
W496 mm×D256mm

×H520mm
W496 mm×D256mm

×H520mm

负载能力 ≤200kg/台 ≤250kg/台 ≤350kg/台 ≤500kg/台 ≤500kg/台

整机净重 35kg 40kg 60kg 50kg 52kg

行程长度 ≤12m ≤12m ≤12m ≤12m ≤18m

供电电压 220V 220V 220V 220V 220V

电能消耗 550W 550W 550W 640W 640W

运行速度 约 1000mm/min 约 1000mm/min 约 800mm/min 约 1000mm/min 约 1000mm/min

安装
丝杆吊装或

提前预装安装钢架
丝杆吊装或

提前预装安装钢架
提前预装安装钢架 提前预装安装钢架 提前预装安装钢架

控制方式 RS485 弱电控制 RS485 弱电控制 RS485 弱电控制 RS485 弱电控制 RS485 弱电控制

同步误差 每组＜50mm 每组＜50mm 每组＜50mm 每组＜50mm 每组＜50mm

吊装螺丝孔距 W270mm×D290mm W360mm×D190mm W330 mm×D260mm W450 mm×D200mm W450 mm×D200mm

天花开孔 φ170mm φ170mm φ170mm φ170mm φ170mm

安装空间高度 ＞650mm ＞530mm ＞650mm ＞570mm ＞570mm

收线器 ILC -12 ILC -18

设备外形尺寸 W 420mm×D280mm×H650mm W 460mm×D280mm×H650mm

整机净重 20kg 25kg

行程长度 ≤12m ≤18m

供电电压 220V

电能消耗 60W

升降管接口 航空插头×1，5 针 DMX512 ×1

标配线缆 2.5 平方电源线×9，带屏蔽 4 芯音频线×1，超五类网线（设备自通讯用）×1

运行速度 自适应吊点同步运行

安装 丝杆吊装或提前预装安装钢架

控制方式 调试和运行时均用 RS485 发码控制

吊装螺丝孔距 W 360mm×D160mm

天花开孔 φ170mm

安装空间高度 ＞7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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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现场使用注意事项               

1、 请仔细查看负重吊点圆管上标记的最大单点负载要求，桁架上所有灯光设备的重量总额不能超过

负载要求。（例如：负载要求≤200kg，两个承重吊点的桁架上灯光设备重量总额不得超过 400kg）

2、 灯光设备在桁架上时，严禁使用“强制上升”功能。

3、 挂载桁架时，需将产品两端的负重吊点圆管置于桁架的平均两端，保证两个圆筒挂载的位置距离

桁架的左右两端一致。

4、 保证吊点和收线器的圆管处于自然垂直于地面的角度，并且与天花上的升降孔道处于同心位置。

5、 收线器下端无法单独承重，必须与吊点同时挂在桁架上。

6、 请尽量确保桁架上的灯光设备处于平均放置的状态，避免桁架两端受力“一边重、一边轻”的现象，

否则很有可能因为受力不均导致两端升降不同步。

7、 每次升降，必须有人在看守整个过程。

8、 升降吊带及排线上，不允许现场进行任何目的的私自改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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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使用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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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布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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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三视图                   

吊点 ILP -1220 ILP -1225 ILP -1235 ILP -1250/1850

主视图

侧视图

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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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线器 ILC -12 ILC -18

主视图

侧视图

俯视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