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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修改本手册的全部或部分。除非另有约定，本公司不对本手册提供任何明示或默示的声明或保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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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手册作为指导使用。手册中所提供照片、图形、图表和插图等，仅用于解释和说明目的， 与具体产品

可能存在差异，请以实物为准。因产品版本升级或其他需要，本公司可能对本手册进行更新，如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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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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捷轩的注册商标。本手册涉及的其他商标由其所有人各自拥有。

责任声明

·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本手册所描述的产品（含其硬件、软件、固件等）均“按照现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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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手册内容与适用的法律相冲突，则以法律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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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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980X系列车牌的无刷道闸控制器（以下简称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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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器安装使用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和使用地区的各项电气安全规定。

·请不要将多个控制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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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电源断开，切勿带电操作。

·如果控制器出现冒烟现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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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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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控制器工作不正常，请联系购买控制器的商店或最近的服务中心，不要以任何方式拆卸或
修改控制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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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上或大力振动控制器，使控制器远离存在磁场干扰的地点。避免将控
制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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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

·请不要将控制器的镜头瞄准强光物体，如太阳、白炽灯等，否则会造成镜头的损坏。

·控制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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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发现控
制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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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妥善保存控制器的全部原包装材料，以便出现问题时，使用包装材料将控制器包装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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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概序

1.1、序言

本手册提供给使用者安装、参数设定、异常诊断、排除及日常维护本交流电机驱动器相关注意事

项。为了确保能够正确地安装及操作本直流无刷驱动器，请在装机之前，详细阅读本使用手册，并请

妥善保存及交由该机器的使用者。

以下为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

(1)在直流无刷驱动器内部的电子组件对静电特别敏感，因此不可异物置入交流电机驱动器内部或触

摸主电路板。

(2)绝不可将直流电机驱动器输出端子 U，V，W 连接至 AC 电源。

(3)实施配线，务必关闭电源。

(4)直流电机驱动器端子务必和电机线正确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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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 接线说明

2.1 控制盒接线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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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超级电容的接线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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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数字操作面板说明及常用功能操作

3.1 按键操作说明

（1）菜单按键

①正常工作模式下，长按该键 3 秒，滴一声进入菜单模式，进入菜单项选择状态，LED 显示

“F-XX”，这时可以按“起杆/+”、“落杆/-”按键选择菜单项；

② 进入菜单项选择状态后，单击菜单按键，则退出当前菜单，同时设置的值无效。 如果当前是

主菜单“F-XX”，则会退出菜单模式。

（2）停止按键

①正常工作模式下，该按键为停止功能。

②在菜单项选择状态为进入设置状态，在参数设置状态按该键将保存退出该状态并返回菜单选择

状态，即返回上一级菜单。

（3）起杆按键

①正常工作模式下，该按键为起杆功能。

②进入菜单后，起杆按键单击，菜单/数值增加 1，长按 2 秒，连续加。

（4）落杆按键

①正常工作模式下，该按键为落杆功能。

②进入菜单后，落杆按键单击，菜单/数值减少 1，长按 2 秒，连续减。

3.2 LED 数码管显示

控制板有一个四位的 LED 数码管显示，可以用于道闸工作状态、参数、菜单项等信息的显示。

上电后以正常模式运行，这时候 LED 的显示亮度最亮。按任意一个按键将使 LED 显示进入正常工作

模式，LED 高亮显示。如果没有按键，60 秒后进入低功耗模式，LED 显示关闭，减少电源消耗。

3.3 参数功能表与设置方法

编号 内容 范围 单位 默认值 说明

F-00 起杆频率 40--100 Hz 60 数值越大，速度越快

F-01 落杆频率 40--95 Hz 50 数值越大，速度越快

F-02 起杆减速角度 30--60 度 50

F-03 落杆减速角度 30--60 度 50

F-04 起杆加速时间 0.01--2 秒 0.3

F-05 落杆加速时间 0.01--2 秒 0.3

F-06 起杆减速时间 0.01--2 秒 0.1

F-07 落杆减速时间 0.03--2 秒 0.1

F-08 起杆停止频率 8--20 Hz 8

F-09 落杆停止频率 8--20 Hz 8

F-10 起杆角度修正 0--50 度 0

F-11 落杆角度修正 0--50 度 0

F-12 限位学习的速度频率 20--30 Hz 25

F-13 找起杆位置的速度频率 20--30 Hz 25

F-14 通讯波特率设置 1--2 1 1：9600 波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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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200

F-15 通讯地址设置 1-100 1

F-16 软件版本 X.XXX

F-17 恢复出厂设置 0--1 0

F-18 道闸运行次数 0--9999
*1000

次
0 LED 上显示的数字乘以 1000

F-19 遇阻反弹功能是否开启 0--1 1
0：关闭

1：启动

F-20 锁闸功率等级设置 0--10 0

0：关闭

1--10 表示等级 1--等级 10，

数字越大，锁闸功率越大，此功

能谨慎使用

F-21

F-22

F-23

F-24

F-25

F-26

F-27 设置杆长

1：4.5 米直杆

2：4.5 米栅栏杆

3：1.5S、3 米以下直杆

4：广告杆

F-28 继电器输出模式 1--2 1

1：在起杆角度大于 60 度时绿

灯亮，其他位置亮红灯

2：在起杆角度大于 60 度时绿

灯亮，落杆到位亮红灯，其他位

置红绿灯都不亮

F-29
无地感自动落杆功能是

否开启
0--1 0

0：关闭

1：启动

F-30
无地感自动落杆延时时

间
0.2--20 秒 20

F-31 地感计数功能是否开启 0--1
0：关闭

1：启动

F-32 遇阻反弹力度 5--30 8

F-33 遇阻反弹灵敏度 3--60 *50ms 5

F-34 老化测试间隔时间

F-35 电机堵转电流倍数关系 15--50 25 这个参数一般不用去修改

F-36 掉电起杆功能是否开启 0--1 0
0：关闭

1：启动

F-37 电机类型/转动方向 1--4 电机一般选择 1 或者 3

F-38 遥控器学习 0--10 个 0
数字代表学习到的遥控器把手

数量

F-39 限位学习类型 0--2 0

0：默认值 不使能

1：自动学习限位

2：手动学习限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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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菜单说明

F-00 起杆频率

起杆速度频率设置，数值越大，速度越快。

F-01 落杆频率

落杆速度频率设置，数值越大，速度越快。

F-02 起杆减速角度

起杆减速角度设置，用于设置起杆过程中，开始减速的位置。以 0.1 角度为单位，道闸杆为水

平位置时表示 0 度，为垂直位置时表示 90 度。该参数表示道闸杆起杆到这个角度时开始减速。

F-03 落杆减速角度

落杆减速角度设置，用于设置落杆过程中，开始减速的位置。以 0.1 角度为单位，道闸杆为垂

直位置时表示 0 度，为水平位置时表示 90 度。该参数表示道闸杆落杆到这个角度时开始减速。

F-04 起杆加速时间

起杆加速时间设置，用于设置起杆过程中，道闸从启动速度加速到 F-00 的起杆速度频率所用的

时间。

F-05 落杆加速时间

落杆加速时间设置，用于设置落杆过程中，道闸从启动速度加速到 F-01 的落杆速度频率所用的

时间。

F-06 起杆减速时间

起杆减速时间设置，暂时缺省。

F-07 落杆减速时间

落杆减速时间设置，暂时缺省。

F-08 起杆停止频率

起杆停止频率设置，用于起杆运行过程中，道闸运行至大于起杆减速角度后，进行减速操作，最

后以该速度频率结束起杆。这个数值过小将导致关不到位，过大将导致晃动。

F-09 落杆停止频率

落杆停止频率设置，用于落杆运行过程中，道闸运行至大于落杆减速角度后，进行减速操作，最

后以该速度频率结束落杆。这个数值过小将导致关不到位，过大将导致晃动。

F-10 起杆角度修正

起杆角度修正设置，如果道闸杆起杆到位后垂直不正，可以通过该参数进行微调。如下图所示，

位置 1 的到位位置，需要增大此菜单的值进行起杆角度修正。位置 2 的到位位置，需要减小此菜单

的值进行起杆角度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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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1 落杆角度修正

落杆角度修正设置，如果道闸杆落杆到位后垂直不正，可以通过该参数进行微调。如下图所示，

位置 1 的到位位置，需要增大此菜单的值进行落杆角度修正。位置 2 的到位位置，需要减小此菜单

的值进行落杆角度修正。

F-12 限位学习的速度频率

限位学习的速度频率设置，根据不同减速波箱实际情况进行设置，数值越大，限位学习的速度越

大。一般不需要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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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3 找起杆到位的速度频率

找起杆到位的速度频率设置，根据不同减速波箱实际情况进行设置，数值越大，找起杆到位的速

度越大。一般不需要改动

F-14 通讯波特率

485 通讯波特率设置，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1 为波特率 9600，2 为波特率 19200
F-15 通讯地址

485 通讯地址设置，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地址范围 1-255,255 为广播地址。

F-16 固件版本号查询

固件版本号查询，Ux.x.x,例如 U1.1.0，此菜单只能查询，不能通过按键进行更改。

F-17 恢复出厂设置

恢复出厂设置，通过按键设置当前值为 1 并且确定保存时，会清除当前所有设置值，恢复出厂

设置默认值，谨慎使用！

F-18 运行次数

道闸起杆落杆运行次数的记录，真实的次数是 LED 数码管里显示数字乘以 1000，比如显示 10，
则真实的次数是道闸起杆运行了 10000 次，落杆运行了 10000 次。此菜单只能查看，不能修改，到

最大值后保持不变。

F-19 遇阻反弹功能

遇阻反弹功能是否开启，默认开启。 0：关闭 1：开启

F-20 锁闸功率等级设置

锁闸功率等级设置，涡轮电机此菜单一般设置为 0，齿轮电机则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具体值。

范围 0-10，默认： 0。 设置为 0 将禁止锁闸功能。 当道闸在运行过程中，还没有抬闸到位或

者落闸到位时按了停止键，为了保证道闸杆不掉落，这时控制板会将电机锁死。这时的电流较大。长

时间的锁闸会导致电机和控制板发热。严重的情况功率设置过大将导致损毁。所以在设置过程中需要

小心。广告闸建议不开启，即设置为 0。设置过程中建议往上调节一个数字后再测试能否锁住杆，以

刚好能锁住为准。不要一次增加多个值。 如果设置为 0，在道闸弹簧拉力较大的情况下，按停止按

钮后道闸杆可能会被拉起来。

F-21~26
缺省，预留菜单。

F-27 设置杆长

默认速度“1”，可按上下键调“1、2、3、4”速度调试

1：4.5 米直杆 2：4.5 米栅栏杆 3：1.5S、3 米以下直杆 4：广告杆

F-28 继电器输出模式

继电器输出模式设置，范围 1-2，默认：1。
控制器有两个继电器。继电器的输出可以通过设置输出模式，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

设置 1 为二种状态 （起杆，落杆），起杆位置大于 70 度会亮绿灯，其他位置亮红灯

设置 2 状态输出为三种状态（抬限，落限，中间），起杆位置大于 70 度会亮绿灯，落杆到位

亮红灯，其他位置不显示红灯绿灯。

F-29 无地感自动落杆功能是否开启

范围：0-1，默认：0。 0：无地感自动落杆关闭

1：无地感自动落杆启动，如果起杆到位后，无起杆触发命令，经过 F-30 参数所设定的时间，

则会自动关闭道闸。

F-30 无地感自动落杆延时时间

范围：0.2-999，默认：0，单位：秒

在 F-29 菜单开启无地感自动落杆后，如果起杆到位，无起杆触发命令，经过 F-30 参数所设定

的时间，则会自动关闭道闸 在 F-29 菜单关闭无地感自动落杆后，此菜单不起作用。

F-31 地感计数功能是否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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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0-1，默认：0
此菜单设置为 0 时，地感计数功能关闭，每次地感释放，无起杆信号触发的情况下，都会自动

落杆。

此菜单设置为 1 时，地感计数功能开启，地感释放信号计数等于起杆触发信号计数的时候，才

会进行落杆操作，最大计数值为 10 辆车。

F-32 遇阻反弹力度

范围：0-1，默认：0
数字越大力度越大。该参数与 F-33 遇阻反弹灵敏度共同确定是否反弹。如果正常落闸过程中出

现反弹，则需要加大 F-32、F-33 这两个参数。

F-33 遇阻反弹灵敏度

范围：0-1，默认：0
当遇阻的力度超过 F-32 遇阻反弹力度的设定值，开始计时，超过设定时间则道闸反弹，进行起

杆操作。

F-34 老化测试间隔时间

范围：0-1，默认：0
这个时间是设置道闸到位停止后，等待间隔时间后进行下一个命令的设置时间

F-35 电机堵转电流倍数关系

范围：15-50，默认：25
正常使用情况，一般不需要去修改。

F-36 掉电起杆功能是否开启

范围：0-1，默认：0，请注意，要实现此功能需要增加一个超级电容，具体情况参考第二章的接

线说明。

在硬件支持的情况下，选择 1 开启掉电起杆功能后，市电 220V 掉电后，道闸会自动进行起杆

操作，无需人工进行

手动操作，方便快捷。

F-37 电机方向设置

范围：1-4，默认：1
台邦电机一般选择 1 或者 2，城邦电机一般选择 3 或者 4.
如果此菜单选择值与实际电机厂家不一致，会导致在找限位的时候显示错误代码 0xE6.
此菜单只在学习限位状态下，才能设置保存，在正常模式下，无法保存设置值。

F-38 遥控器学习的时候，同时按住开关键

范围：0-10，此菜单只能学习 3 线的 433MHz 的遥控接收器匹配的遥控器。

学习流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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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遥控器：

在此菜单下，长按控制盒上的停止按键，清除所有学习到的遥控器。

F-39 限位学习使能

范围：0-2，默认：0
1：自动学习限位

菜单选择 1 确定后，起杆到位指示灯和落杆指示灯同时快速闪烁，此时按下遥控器起杆按键或

者控制盒上的起杆按键，控制盒会自动进行限位学习，学习过程中，控制盒发出滴-滴-滴的提示声，

成功学习后蜂鸣器会长鸣 3 声。起杆到位指示灯和落杆到位指示灯停止快速闪烁。

2：手动学习限位

菜单选择 2 确定后，起杆到位指示灯和落杆指示灯同时快速闪烁，此时按下遥控器起杆按键或

者控制盒上的起杆按键，控制盒会手动限位学习，学习过程中，控制盒发出滴-滴-滴的提示声。道闸

先是往起杆方向运行，顶到起杆硬限位后，进行落杆反弹一段距离然后停止，此时蜂鸣器停止鸣叫，

按下遥控器上停止按键或者控制盒上的停止按键，确实好起杆到位位置，此时控制盒又发出滴-滴-滴
的提示声，然后可以手动摇道闸或者按下遥控器落杆按键或者控制盒上的落杆按键，到想要的落杆停

止位置的时候，按下遥控器停止按键或者控制盒上的停止按键，此时蜂鸣器会长鸣 3 声。起杆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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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和落杆到位指示灯停止快速闪烁，手动学习限位成功。

3.4 其他功能说明

3.4.1 自动测试模式

（1）进入测试模式：

同时长按控制盒上菜单按键和停止按键，3 秒后停止指示灯开始快速闪烁，此时表示已经进入自

动测试模式，松开按键即可。自动测试的时间间隔在菜单 F-34 中进行设置。

（2）退出测试模式：

单击控制盒上的停止按键即可退出测试模式，恢复正常模式。

3.4.2 车队模式

此模式下，车辆触发地感释放和无地感延时落杆功能开启，道闸都不会自动进行落杆操作。

（1）进入车队模式：

道闸在起杆到位后，持续按下遥控器上的起杆按键 10 秒，数码管上回显示“OP”，表示已经

进入车队模式。

（2）退出车队模式：

解除断电或按遥控器的下降键即可解除。

3.4.3 固件版本号查询

控制盒刚上电，不执行任何操作的时候，上面会显示版本号 x.xxx,正常模式下，通过菜单 F-16 也

可以查询固件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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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新控制盒设置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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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LED 数码管错误显示代码说明

为方便用户使用维护，根据控制盒运行的实际情况，LED 数码上会显示“0xE-”的错误代码，具体内

容描述如下：

错误代码 含义 处理方案

OxE1 电机驱动板和显示板通讯不正常 检查电机驱动板和显示板的通讯线是否松动

OxE2 直接联系厂家 直接联系厂家

OxE3 电机堵转 检查电机和杆，是否机械堵住或者障碍物堵住

OxE4 检测不到电机总线 检查电机总线是否接好，重新接线

OxE5 电机运行超时
检测结构的限位是否在正确位置和查看电机

运行速度是否过慢

OxE6 电机厂家类型选择错误
如果菜单 F-37 中选择 1或者 2显示这个错误

代码，则需改为 3或者 4，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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