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白光DALI网关
可调白光DALI网关

产品号 : 2099REGHE
使用说明

1 安全指南

可能引发严重伤害、火灾或财物损失。请完整阅读并遵守操作说明。
电击危险。在对设备或负载施工前先安全断开。对此需注意为设备或负载供应危险电压的所有线
路保护开关。
电击危险。设备不应断开。
DALI 控制电压属于 FELV 功能性低压。安装时请注意 KNX 和 DALI 之间的安全隔离。
该说明书属于产品的组成部分，必须由最终用户妥善保管。

2 功能
系统信息
该设备为 KNX 系统的产品，符合 KNX 标准。可通过 KNX 培训掌握详细的专业知识。
设备功能会根据软件有所不同。软件版本、功能范围及软件本身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制造商的产品
数据库。
借助 KNX 认证软件设计、安装及调试设备。ETS3.0f 以上版本的 KNX 调试软件涵盖了所有功
能。
您可以随时登录我们的网站获取最新的产品数据库、技术说明、转换程序及其它辅助程序。
正常应用
在 KNX 安装中利用 DALI 操作设备控制灯光和其他应用，例如电子镇流器
在配电箱中的支承轨道 (DIN EN 60715) 上进行安装和电气接线
产品特性
在最多 32 组中控制最多 64 个 DALI 成员
根据 IEC 62386-209 通过 Tunable White 的 DALI Device Type 8 设置灯光颜色温度
适合在紧急照明系统中工作
单独、分组和集中寻址
16 个灯光场景
用于动态灯光效果或色彩效果的效果控制
通过 KNX 读取 DALI 成员状态，例如亮度或灯光故障
手动操作 DALI 组
强制引导
在总线和手动操作中反馈切换状态和亮度值
总反馈
中央开关功能
针对每个 DALI 组的禁用功能
单独的接通和关断延迟
具有预警功能的楼梯灯光开关
走廊功能：结合运动发报器使用，在没有识别到运动时缩短持续照明时间
使用 ETS 插件对 DALI 成员进行在线或离线组态
短路保护
过压保护
过载保护
运行小时计数器
报告 DALI 成员的全局开关状态，例如用于切断 DALI 成员的电源电压，以避免待机耗电
在运行期间无需软件即可更换单个 DALI 成员
i 交货状态：可在施工现场操作，可使用键盘操作 DALI 组。所有 DALI 成员共同受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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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
参见键盘显示(参见图示 1).

图像 1
(8) DALI 编号显示器 (1...64)
(8a) DALI 组显示器
(8b) 显示单个 DALI 成员
i 如果显示显示器 (8) bc（广播操作），那么设备未编程或者在 KNX 配置中设置为中央控
制。所有 DALI 成员共同受控。
打开临时手动操作
已编程且未锁闭使用键盘的操作。
o 短按按键 c (1)。
显示器 (8) 显示 01 或 bc，LED c (2) 保持熄灭状态。
i 在不按按键 5 秒后设备自动返回总线操作。
接通/关闭永久性手动操作
已编程且未锁闭使用键盘的操作。
o 操作按键 c (1) 至少 5 秒。
LED c (2) 亮起，显示器 (8) 显示 01 或 bc，永久性手动操作已打开。
- 或者重复操作时 LED c (2) 关闭，显示器 (8) 关闭，总线操作已打开。
操作 DALI 成员
设备处于永久性或临时手动操作状态。
o 反复短按按键 c (1)，直到显示器 (8) 显示所需的 DALI 编号。
o 使用按键 ON/n (3) 或按键 OFF/o (5) 操作输出端。
短按：接通/关闭。
长按：调亮/调暗。
松开：停止调光。
LED ON/n (4) 和 OFF/o (6) 显示状态。
i 显示器 (8) 首先显示可用 DALI 组 (8a) 的编号，接着显示 DALI 成员 (8b) 的单个地址。
关闭所有 DALI 成员
设备处于永久性手动操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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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操作按键 ALL OFF (7)。

锁闭/解锁单个 DALI 成员或组
设备处于永久性手动操作状态。
o 反复短按按键 c (1)，直到显示器 (8) 显示所需的 DALI 编号。
o 同时操作 ON/n (3) 和 OFF/o (5) 按钮至少 5 秒。
所选的 DALI 编号在显示器 (8) 中闪烁。
DALI 成员或组已锁闭。
- 或者重复操作时 显示器 (8) 不再闪烁。
DALI 成员或组已启用。
o 激活总线操作（参见章节“接通/关闭永久性手动操作”）。
i 手动锁闭的 DALI 设备可以在手动操作中进行操作。

4 电气专业人员信息
4.1 安装和电气连接
危险！
接触导电部件可能导致触电。
触电可能导致死亡。
对设备或负载进行操作前激活所属的全部线路保护开关。遮盖周围的通电部件！
安装设备
注意温度范围。确保冷却足够。
o 将设备安装在支承轨道上。输出端子必须位于上方。
连接设备
控制线：型号、截面和敷设符合针对 250 V 导线的规定。DALI 芯线和电源芯线可以在同一根导
线中穿引，例如 NYM 5x1.5 mm²。
o DALI 控制电压属于 FELV 功能性低压。安装时必须确保，在关断某一区域时 DALI 线和电源
线都会被安全关断。
o 如果多个线路保护开关将危险电压传送给设备或负载，则将这些线路保护开关相耦合，或标
上一则警告提示，以确保安全关断。
o 部分制造商的 DALI 成员具备扩展功能，例如可以通过 DALI 接口处的电源电压进行控制。
在对现有的 DALI 安装系统进行加装时，必须移除所有相应的操作设备。
o 遵照连接示例连接设备 (参见图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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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 2
o 为避免危险电压，在总线接口盖上覆盖罩。
i 如果显示显示器 (8) Er（错误），那么由于电源电压进入 DALI 电线导致安装错误。此时将
设备和 DALI 成员与电源电压和总线电压安全断开。纠正安装。
在紧急照明系统中工作
该设备可以在集中供电的紧急照明系统中使用。
i 各国的法律规定和标准规范不尽相同。任何情况下均应由用户/专业规划师检查是否遵守了相
关规定。
i 注意所用紧急照明灯中 DALI 成员的数量。
在超过 2000 m² 的楼宇中需要使用集中安全供电的紧急照明系统。根据系统的功能范围，只能通
过集中安全供电为紧急照明灯供电(参见图示 3)，或者补充使用 KNX 设备和 DALI 网关(参见图
示 4)。在后者中，DALI 网关可以在紧急运行时将相应的故障信息发送到中心或系统的另一个
DALI 网关。

图像 3: 通过集中安全供电为紧急照明灯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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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 4: 通过集中安全供电为紧急照明灯、KNX 设备和 DALI 网关供电

装上覆盖罩
为了避免连接范围内的危险电压损坏总线连接，必须装上覆盖罩。

图像 5: 装上覆盖罩
o
o

将总线电缆引向后方。
将覆盖罩插在总线端子上方，直到其啮合(参见图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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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下覆盖罩

图像 6: 拆下覆盖罩
o

从侧面按压并取出覆盖罩(参见图示 6)。

4.2 调试
加载地址和应用软件
o 开启电源电压
o 接通总线电源。
o 分配物理地址并记录在设备标签上。
o 使用调试软件将 DALI 系统投入运行。
i 关于 DALI 系统调试的更多信息请参考本设备的产品技术信息。
o 将应用软件加载到设备中。
i 没有连接电源电压时不能编程。

5 附录
5.1 技术数据
电源
额定电压
电源频率
DC 额定电压
功率损耗
环境条件
周围温度
储存/运输温度
DALI
DALI 额定电压
DALI 成员数量
DALI 传输速率
DALI 协议
导线型号
DALI 导线长度
在 Ø 1.5 mm² 时
在 Ø 1.0 mm² 时
在 Ø .75 mm² 时
在 Ø .5 mm² 时
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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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110 ... 240 V ~
50 / 60 Hz
DC 110 ... 240 V
最大 3 W
-5 ... +45 °C
-25 ... +70 °C
DC 16 V (常规)
最大 64
1.2 kbit/s
EN 62386
护套电线 230 V，例如 NYM
最大 300 m
最大 238 m
最大 174 m
最大 116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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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宽度
电源和 DALI 接口
连接类型
单线的
细线，无芯线端套
细线，带芯线端套
KNX
KNX 介质
调试模式
KNX 额定电压
KNX 消耗功率
总线连接方式

72 mm / 4 TE（深度单位）
箍位螺丝
.5 ... 4 mm²
.5 ... 4 mm²
.5 ... 2.5 mm²
TP（双绞线） 256
S 模式
DC 21 ... 32 V SELV
常规 150 mW
接线端子

5.2 出现问题时的帮助
显示器显示“Er”，相连的 DALI 成员没有功能，不能进行操作。
原因：为 DALI 导线施加电源电压。
安装错误。将设备和相连的 DALI 成员与电源电压和总线电压安全断开。纠正安装。
在手动操作中显示器显示“bc”，不能对单个灯光进行控制
原因：设备没有编程或者编程为“广播”模式。
检查设备状态。必要时对设备进行编程，并将 DALI 系统投入运行。
单个 DALI 成员无功能
原因 1：用电器故障，例如灯。
更换用电器。
原因 2：DALI 成员故障。
更换损坏的用户。
接通电压。
同时按下按键 c 和 ALL OFF 至少 10 秒。
设备识别到已更换的 DALI 成员并加载必要的数据。显示器 (4) 显示 LE。
i 要想同时更换多个 DALI 成员，必须使用调试软件和项目数据。
所有 DALI 组都不能操作。
原因 1：所有的 DALI 组都已通过总线或手动操作锁闭。
解除锁闭。
原因 2：已启用永久性手动操作。
停用永久性手动操作。
原因 3：应用软件已中止；编程 LED 灯闪烁。
执行复位：断开设备与总线，大约 5 秒后重新接通。
原因 4：没有应用软件或应用软件出错。
检查并修正编程。

5.3 附件
接线盖

产品号 2050 K

5.4 保修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通过特别贸易进行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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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RECHT JUNG GMBH & CO. KG
Volmestraße 1
58579 Schalksmühle
GERMANY
Telefon: +49 2355 806-0
Telefax: +49 2355 806-204
kundencenter@jung.de
www.jung.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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