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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手册

本手册描述的产品仅供中国大陆地区销售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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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版手册，请您登录公司官网查阅（www.jiexuancc.com）。

捷轩电子建议您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使用本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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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节内容的目的是确保用户通过本手册能够正确使用产品，以避免操作中的危险或财产损失。
在使用此产品之前，请认真阅读产品手册并妥善保存以备日后参考。

概述

本手册适用于 JX-R001系列特色圆柱摆闸（以下简称“摆闸”）。

符号约定

对于文档中出现的符号，说明如下所示。

符号 说明

说明类文字，表示对正文的补充和解释。

注意类文字，表示提醒用户一些重要的操作或者防范潜在的伤害
和财产损失危险。

警告类文字，表示有潜在风险，如果不加避免，有可能造成伤害

事故、设备损坏或业务中断。

危险类文字，表示有高度潜在风险，如果不加避免，有可能造成

人员伤亡的重大危险。

安全使用注意事项

·摆闸安装使用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和使用地区的各项电气安全规定。

· 请不要将多个摆闸连接至同一电源适配器（超过适配器负载量，可能会产生过多热量或导致火
灾）。

·在接线、拆装等操作时请一定要将摆闸电源断开，切勿带电操作。

·如果摆闸出现冒烟现象，产生异味，或发出杂音，请立即关掉电源并且将电源线拔掉，及时与经
销商或服务中心联系。

·如果摆闸工作不正常，请联系购买摆闸的商店或最近的服务中心，不要以任何方式拆卸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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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闸。（对未经认可的修改或维修导致的问题，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请不要使物体摔落到摆闸上或大力振动摆闸，使摆闸远离存在磁场干扰的地点。避免将摆闸安装
到表面振动或容易受到冲击的地方（忽视此项可能会损坏摆闸）。

·摆闸接入互联网可能面临网络安全问题，请您加强个人信息及数据安全的保护。当您发现摆闸
可能存在网络安全隐患时，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请您理解，您有责任合理配置所有的密码及其他相关产品安全设置，并妥善保管好您的用户名
和密码。

·请妥善保存摆闸的全部原包装材料，以便出现问题时，使用包装材料将摆闸包装好，寄到代理商

或返回厂家处理。非原包装材料导致的运输途中的意外损坏，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具有视频监控系统及组成部分的基础知识和安装技能。

·具有低压布线和低压电子线路接线的基础知识和操作技能。

·具备基本网络安全知识及技能，并能够读懂本手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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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产品介绍

1.1 产品简介

智能摆闸将机械、电子、微处理器控制及各种读写技术有机地融为一体,对外采用标准的电气接

口，能方便对磁卡、条码卡、ID 卡和 IC 卡等读写设备进行系统集成。为出入人员提供文明、有序的

通行方式，同时又杜绝了非法人员进出；本系统还专门设计了满足消防要求的功能，以便在紧急情况

下，通道畅通，保证人员顺利疏散。

1.2 产品功能及特点

·标准功能

·机械防夹功能：闸门运行时自动机械防夹更安全更可靠

·电控采用直流电机驱动稳定可靠，上电自检，故障率低

·超高亮通行指示功能：方向指示采用超高亮 LED 灯设计，指示更醒目

·闯关报警功能：行人未刷卡进入通道，设备报警提示行人刷卡

·逆行报警关闸功能：行人刷卡后逆行，设备报警同时关闸

·防尾随功能：第一人刷卡通行时，第二人不刷卡尾随时报警

·过自行车延时功能：防止闸门打到自行车

·多种控制功能：通过设定，可以将闸机在特殊时段设置为常开模式，满足大量人员通行

·通行方式选择：为满足不同通行要求，可以设为双向刷卡或单向刷卡加自由通行方式

·多种控制功能：可外接按钮、遥控器、条码仪、IC 或 ID 等各种读写设备

·远程控制功能：可通过电脑接 RS485 卡或 T CP 转 RS485 远程控制闸机

·自动复位功能：刷卡后未在规定时间内通过，闸机回味重新锁死取消通行，时间 1-60 秒

·扩展功能防橄型

·防撞型摆闸功能：机械防撞，整个机械可抗外力撞击，撞击后对机械无损坏，传动性能稳定

1.3 技术参数

型号：JX-R001

材质：304 不锈钢

工作电压：220V±15%

电机额定功率：90W

额定电流：8.5A

额定转速：1800rpm

额定转矩：0.47N.m

空载转速：2100rpm

单程运行时间:1.2~2S

防护等级:IP42

1.4 规格参数

·颜色：银色不锈钢

·工作温度：-2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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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湿度：≤95%

·顶部带灯

·厚度：2.0

·亚克力挡板（10mm 厚）

·出口焊接工艺

·板材冲压成型

·防锈、坚固耐用

·摆杆支持单向和双向

·上盖 LED 方向指示及左右可开刷卡窗

·机械防夹功能

·一对红外

·运行同步

·红外防夹功能

·报警功能

第二章 产品展示

2.1 产品尺寸

尺寸：220*220*980mm

通道宽：550-1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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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产品写真

正面图 俯视图

第三章 细节展示

3.1 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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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无刷电机性能参数表

额定电压 DC24V 减速缓慢 3

额定功率 40W 减速比 50

额定电流 2.3A
输出转矩

（N.m）
8N.M

额定转速 1800rpm 传动效率 73%

额定转矩 0.21N.m 噪声 ＜55dB（L=1m）

空载电流 ＜0.48A

无刷直流电

机接线

黄线（MU）：无刷电机绕组 U相

白线（MV）：无刷电机绕组 V相

蓝线（MW）：无刷电机绕组 W相

细红线（VCC）：霍尔信号线电源

细黄线（HU）：霍尔信号 U相输入端

细白线（HV）：霍尔信号 V相输入端

细蓝线（HW）：霍尔信号 W相输入端

细黑线（GND）：霍尔信号地线

空载转速 2100rpm

工作制 S1

绝缘电阻 ＞50MΩ

霍尔传感位置配置
3相 120 度电气角配置，

6.25V 供电

电气强度 700V/S

绝缘等级 E

防护等级 IP44 刹车 /

使用环境温度 -10℃~40℃ 湿度 相对湿度 90%以下

3.2 控制系统

主板机 从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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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接线图

3.2.2 菜单说明

长按菜单键进入操作界面

按上、下键选择某项功能

按确定键进入功能或更改数值

通过上下键加减调整到所需要的数值

如还需要更改其他项功能按菜单键返回

如不需要直接按确定键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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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注意事项

菜单号 含义 默认值 设置范围

D-1 零位设置 如果门对的不齐进入后电机松轴摆到想要的关门位置

D-2 左开门位置设置 进入后左开闸然后电机松轴，摆到想要的开门位置

D-3 右开门位置设置 进入后右开闸然后电机松轴摆到想要的开门位置

D-4 开关门速度设置 3 1 最快 10 最慢

D-5 闸机模式 0 0 摆闸 1 翼闸

D-6 是否有离合器 0 0 无 1 有

D-7 反弹模式 0
0:打到人以后弹回继续开 1: 打到人以后 停顿一下继续

开

D-8 对抗力度 10 1-20 数值越大对抗力越大 数值越小对抗力越小

D-9 复位时间 0 0-40

D-10 主关门缓冲力度 50 1-100 数值越大，到位力度越大

D-11 主机电机转速 65 1-100 数值越大，电机转速越快，数值越小，电机转速越慢

D-12 主关门缓冲力度 50 1-100 数值越大，到位力度越大

D-13 从机电机转速 65 1-100 数值越大，电机转速越快，数值越小，电机转速越慢

D-14 电源功率 6 1-10

D-15 上电找零速度 5 1-10 数值越大，找零越快，数值越小，找零速越慢

D-16 翼闸零位方向 0 0/1 如果出现翼闸位置不对，调成 1

D-17 物理防夹灵敏度 75 1-99 数值越大物理防夹越不灵敏，数值越小防夹越灵敏

D-18 物理防夹电流时间 10 1-99 数值越大物理防夹越不灵敏，数值越小防夹越灵敏

D-19 加加速电流 160 数值越大，电机启动速越快，数值越小，电机启动速越慢

D-20 加加速电流时间 10 数值越大，电机启动速越快，数值越小，电机启动速越慢

D-21 离合吸合角度 15 数值越大，吸合角度越大，数值越小，吸合角度越小

D-22 离合调节的占空比 10

D-23 物理防夹反应时间 0 速度越慢，数值越大

D-24 堵转零敏度 2 数值越大堵转越长，数值越小堵转越短

D-25 电流保护时长 2 数值越大保护时长越长，数值越小保护时长越短

D-26 从机对抗力度 13 1-20 数值越大对抗力越大 数值越小对抗力越小

D-27 减速行程 8 数值越大，减速越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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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待机下长按确定键进数显变成 3个横杠 ，然后按上下按钮总共超过 3次，按确定键恢复出厂

出设置。

2、由于本控制板是一控二方式，用户至少使用一台 24V /6.5 安培以上的电源（电源输出功率不

够不匹配时运行 电流过载会导致电源频繁启动，电源输出功率越大电机对抗力度越大）。

常见问题解析：

1、如果数码管出现 E-1 或者 E-2,表示电机种类不对,L15,L16 调成 1

2、如果出现门不断开关，请把 D-23 调到 0

3、如果两个门开关不同步，通过调节 D-11 主机电机转速和从主机电机转速 D-13，那个速度快

就把那个调节小。

带离合器机芯调试防法:

D-6 改成 1 D-8 改成 2 D-9 改成 4 D-10 D-12 改成 15

前提要求机芯同心度做的要好，要不然门会出现不断开关

如果想要快速，请使用 24V10A 开关电源，D19 改成 300，

翼闸调试说明：电机需使用 3000 转 30K 刷电机

1：D-4 调成 1 2：D-5 调成 1

3：D-10 调成 90 D-12 调成 90 4：D-19 调成 230

如果翼闸零位不对在开门位置，D-16 调成 1

3.2.4 功能特点

1、具有故障自检和报警提示功能，方便用户维护及使用。

2、可外接任何控制设备输出的控制信号或按钮或遥控，实现单双向控制通行。

3、自动复位功能：每摆动 90 度，并检测人和物体通过后，即自动复位，或在规定的时间内（延

时多档可调）未通行时，系统将自动取消此次通行的权限而回归初始位。

4、灯光指示：高亮度通行灯状态指示，指引通行。

5、消防输入：可与消防报警信号连接，实现不断电落杆常开。

6、报警提示功能：非法通行或冲闸时，自动发出报警提示。

7、速度可调：摆臂打开及关闭的速度多级可调，用户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设定。

8、新一代工业级 ARM 控制系统，增设多功能数码设置、加密及复位等功能。

9、防反转功能：在摆臂复位的过程中，如发生外力逆转摆臂，摆臂即自动启动反推力且发出报

警， 待外力消失后则自动回到零位恢复通行。

10、自动保护功能：当外力阻止摆臂正常运动时，且外力连续不断，系统将自动检测 20 秒后自

动保护并进入休眠状态。当下一次合法信号输入时，闸机将自动恢复正常。

11、多级防撞缓冲功能：非法通行或冲闸时，闸杆缓冲相应角度且启动即时反推力，同时启动报

警，在实现人性化防伤害的同时也大大减少了因经常或连续冲撞而产生的机械损坏。

12、无人职守：断电摆臂自动常开，通电自动复位（阻挡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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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设置范围

菜单号 含义 默认值 设置范围

L-1 零位设置 6 0-30

L-2

闸机工作方式:

0：左边刷卡右边刷卡

1：左边红外右边刷卡

2：右边红外左边刷卡

3：左右红外

0 0-3

L-3 延时关门时长（单位秒） 0.2 0.1-10

L-4 左边通行语音 1 0-18

L-5 右边通行语音 15 0-18

L-6 红外叠加时间（单位秒） 3 0-30

L-7 断电开闸方向 0 0 代表：左开 1 代表：右开

L-8 报警语音 0 0 代表：非法闯入请刷卡 1 代表： 滴滴声

L-9 出入口记忆功能配置 0 0 代表:不带记忆功能 1代表：带记忆功能

L-10 红外防夹动作 0 0 代表:不带记忆功能 1代表：带记忆功能

L-11 红外数量 0 0 代表：4 1 代表：6

L-12 语音音量 15 0 最小 15 最大

L-13 语音测试 按确定键退出

L-14 老化测试 按确定进入，按菜单退出

L-15 主电机品牌选择：主板出现 E-1 改成 1 1 0 代表中大电机 1 代表：台邦，联谊

L-16 从电机品牌选择：主板出现 E-2 改成 1 1 0 代表中大电机 1 代表：台邦，联谊

L-17 逆向关闸选择 0 0 代表：不关闸 1 代表：关闸

L-18 双色灯三色灯控制选择 0 0 代表：双色灯 1 代表：三色灯

L-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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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红外对射

3.3.1 产品尺寸

3.3.2 产品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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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产品参数及特点

外观

检测方式 对射式

检测距离 10 米

检测物体 ∅ 18mm 以上不透明物体

工作电压 10-30VDC

空载电流 Max.40mA

反应时间 Max.5ms

光源 红外线发光二极管（调制）

动作方式 通过型号选择产品 Light On/Dark On 方式

NPN 集电极开路 负载：max.26vdc 负载电流：max.150mA 电压降：max.0.7VDC

PNP 集电极开路 输出电压：Ue-0.7v 负载电流：max.150mA

指示灯 电源指示灯：绿色； 动作指示灯：红色

保护电路 短路保护、逆极性保护、过压保护

绝缘阻抗 Min.20MΩ(at 500v DC)

绝缘耐压 ±4000v 1.2/50us 冲击 5次

抗干扰 ±240V 模拟波干扰（脉冲：1us)

抗冲击
外壳：1000m/s2 约 100G 冲击 3次，X、Y、Z 三个方向各一个小时（断电测）

镜头：300m/s2 约 30G，冲击 3次（断电测）

抗震动 10-50HZ(周期：1min)

环境亮度 太阳光：Max.11000lux 日光灯：Max.3000lux

环境湿度 35—90%RH，储存时：35—90%RH

环境温度 —20～60℃（未结冰状态），储存：—25～70℃

外壳材质 外壳：铜镀镍 镜头：PC 光学材质

线缆尺寸 ∅ 4.8x0.2mm2

防护等级 IP67(IEC)

配件 螺母

型

号

NPN 常开（2米线） JX18-T1000N

PNP 常开（2米线） JX18-T100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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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亚克力摆臂

透明挡板，不会阻碍前面的路况，避免发生碰撞

3.5 顶部带灯

灯部位置可装人脸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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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产品售后

1、三年质保

2、系统一年免费维修（闸杆不在保修范围内）

3、终身提供有偿维修

4、技术支持

5、每月一次检查紧固件是否有松动、脱落情况并及时紧固

6、每半年请专业人士检查易磨损件磨损情况并及时更换磨损件



特色圆柱摆闸·产品手册

捷轩电子客服微信 捷轩电子官方网站


	第一章 产品介绍
	1.1 产品简介
	1.2 产品功能及特点
	1.3 技术参数
	1.4 规格参数

	第二章产品展示
	2.1 产品尺寸
	2.2 产品写真

	第三章细节展示
	3.1 电机
	3.1.1 无刷电机性能参数表

	3.2 控制系统
	3.2.1 接线图
	3.2.2 菜单说明
	3.2.3 注意事项
	3.2.4功能特点
	3.2.5 设置范围

	3.3 红外对射
	3.3.1 产品尺寸
	3.3.2 产品电路图
	3.3.3 产品参数及特点

	3.4 亚克力摆臂
	3.5 顶部带灯

	第四章产品售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