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TM 墙 盒 输入 闭 合接 口
6000® O M X-W CI
7000TM P ELV （二 级： 美国 ）装 置 24 伏

安 装 说明
安 装 之前 请 阅读
概述

输入线束

OMX-WCI 可与创艺
（GRAFIK）5000／
6000／7000 系列的系统
配用。 OMX-WCI 安装
在用户提供的开关后面，
用于选择或调节多达八个
控制器的场景。此接口提
供 2 至 7 个触点闭合输 电源 LED 设定开关地址码
指示灯
入。

说明
• OMX-WCI 为路创照明控制系统提供 7 组控制输入。
• 可将这些控制输入设置成与现有的路创键控器类似的功
能，也可配置成符合特定项目要求的定制功能。详情请与
路创公司联系。
• 提供路创照明系统与输入开关之间的单向接口。
• 安装在用户提供的开关后面，用于控制路创照明控制系统。
• 可配用符合本文的“规格”一节中的功率要求的 PELV
（二级： 美国）低压干式触点开关。
• 电源 LED 指示灯提供下列反馈：
- 闪烁表示通讯连结的接线有错或者系统处理器未连接。
- 当设成夜光选项时，LED 指示灯在轮询时会亮着。
- 当夜光选项取消时，LED 指示灯在轮询时不会亮。
• 建议墙盒深度为 61 毫米（2.5 英寸）。对墙盒深度的要求
会随所用开关的深度不同而不同。

200 毫 安

• OMX-WCI 使用通讯连结上的一个地址码。
• 可配置成其他的定制功能。
注 意 ： OMX-WCI 不可配用线电压开关/主路电压
开关。配用线电压开关/主路电压开关会导致所用开
关过早损坏。
注意：须遵照 国家及当地的所有电工规定进行安装。

规格
电源
。
• 输入开关或干式触点开关闭合必须具有固态输出，
而且其通态饱和电压要低于 1 伏
，1 毫安；同
时断态漏电流要低于 1 毫安。输出量必须能在系统
的预期使用寿命期间正常切换工作电压。
• 如果怀疑某种开关是否与这些规格相配，请与开关
的制造商联系。
，24 伏
• 工作电压： 低压 PELV （二级： 美国）

主要的设计特点
• 符合 IEC 801-2 的要求。经检测可承受 15 kV 静电，不
会出现损坏或记忆丢失。

系统通信和容量
• 采用 PELV （二级： 美国）低压接线将墙控站连接至控
制器和其他设备。
• 每条联接线可最多连接 32 个墙控站、控制器和/或控制
接口。

接线端子
• 容量： 通常最多可接受两根1.0 毫米2 (18 号 AWG) 接
线。

环境
• 环境工作温度：0-40℃ (32-104 H), 湿度 0-90%, 非凝
结。仅限室内使用。

尺寸

触点闭合的接线
前视图

119 毫米
(4 11/16 英寸)

侧视图

• 将所需的输入和共用接线连接到由其他厂家提供的开关上。
• 封盖未使用的输入接线。

开关
75 毫米
(2 15/16 英

共用
输入 1

75 毫米
(2 15/16 英寸)

后视图

20 毫米
(13/16 英寸)

墙 控 站的 安 装
点拨式开关
• 设置地址码开关 1-5，使墙控站拥有从 1 到 32 的唯一系
统地址码（见图表）
。

设定 O M X-W C I 的 地 址码
地址

低 压 PELV （二级： 美国）接线
采用低压 PELV （二级： 美国）接线将 OMX-WCI 与处
理器电柜进行菊链式连接。
• 用两根 2.5 毫米2（12 号 AWG）的导线连接共用端子
（端子 1）和 24 伏（端子2）
。接线端子装不下这些接线；
有关连接详图见下页。
• 用一根 1.0 毫米2（18 号AWG）屏蔽双绞线进行数据联
接（端子 3 和 4）
。
• 请按下一页的图示连接漏极/屏蔽。
-不要将地线连接到 GRX-WCI 上。
-将漏极裸线连接在一起，并切除外层屏蔽。

• 应当在墙盒内连接导线，或者使用开关柜或接线箱，从连
接端到 OMX-WCI 之间的导线最大长度不得超过 2.5 米
（8 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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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X-WCI 安装说明

安装
墙盒

通讯连结的接线

由其他厂家提供的低压触点闭合开关
OMX-WCI

接线
(2 根) 1.0 毫米2
（18 号 AWG）

至其它控制接口
(2 根) 2.5 毫米2
（12 号 AWG）

4 3 2

(2 根) 2.5 毫米2
（12 号 AWG）
2 对 1.0 毫米2（18 号AWG）
屏蔽双绞线， 从端子 3 接到
端子 3，从端子 4 接到端子
4

漏极接线

注 意： 请按照当地的电工规定采用适当的导线连
接器。

OMX-WCI 安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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