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arge Stage II 巨型木箱工程幕使用說明書

感謝您購賣本產品，在使用前請先詳細閱讀說明書，閱讀後請注意收藏，以備日後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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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圖 側視圖

※由於產品不對改進，功能結構或規格若
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以產品為準！

端蓋

L 銀幕總長

俯視圖

對於任何控制，銀幕均無反應 ■  沒有正確連接電源線，或者輸出電路沒有通電。

■  參照說明書的指引，調節上限位和下限位。

■  檢查遙控器電池。
■  確保控制在遙控範圍內。很多情況下，工廠遙控距離是8m。 
■  在與外製接收投配合使用時，如遙控器正確操作，檢查接收器的連接頭是否已經固定好。

■  檢查連接並核實輸出口的電源。
■  檢查遙控方式(紅外線、手動或低壓)，試試用另一種遙控方式。

銀幕低於設定位置或沒有完全收合

紅外線控制失靈

Grandview電動布幕的設計可無故障的使用多年，很多問題的出現是由簡單的小事引起的。如發現
問題，請查看以下的簡單修復清單。如問題持續出現，請聯繫授權經銷商。

單位：mm

P1安裝間距(背裝間距)
P2安裝間距(吊裝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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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說明 銀幕結構圖

配件示意圖

安裝說明

【以下為重要安全事項，安裝使用前請先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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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產品必須由符合資質的專業人員進行安裝，非專業人員進行安裝有可能造成產品損壞、財物損
      壞或人員傷亡。

2.   安裝前務必確認所有安裝的位置(天花板或牆面)以及懸掛裝置必須能承受1200kg以上負荷，否
      則有可能發生意外墜落導致產品損壞並造成財物損失及人員傷亡。

3.   嚴禁帶電作業或在未完全安裝好銀幕之前通電，以免造成產品損壞及人員傷亡。

5.   本產品使用單向交流電源，必須連接帶有地線的插座並確認接地良好。

6.   銀幕必須在水平狀態使用，安裝時必須將銀幕調整至水平狀態，否則容易損壞產品。

8.   為減低火災或電擊風險，請勿將產品暴露在滴水、雨水或潮濕的地方。

9.   遠離熱源，如散熱器、暖氣、火爐和其他發熱設備(含擴音器)。

11.   使用完畢後，請將幕布完全收回外殼中，防止灰塵和污垢汙染幕布導致投影質量下降。

13.   為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傷害，設備的使用和管理必須由成年人操作。

14.   要求只用原廠提供的配件。

15.   禁止在產品外殼或者下管懸掛或放置任何物品，否則容易造成產品損壞。

4.   在安裝電源時，如果不小心接錯線或者接線不良，可能會造成產品損壞或火災、觸電情況，務
      必由符合資格的專業電工進行電器作業。

10.   遇到閃電、暴雨天氣或產品長時間不用，請拔掉電源線，只要產品的插頭還連接在電源上，本
        機就未脫離交流電源。

16.   產品內部並無用戶可以操作或維修的零部件，用戶不得隨意拆卸產品和更換零部件，如有故障
         請與售後服務部門聯繫，並需要由專業的服務人員進行維修。

12.   如果弄髒或者劃傷銀幕表面會影響投影效果，所以請注意以下幾點：
        A.   請不要用手觸摸銀幕表面。
        B.   請不要在銀幕上寫或者畫畫。
        C.   切勿用手指或者利器戳傷幕布，以免造成裂紋或劃傷。
        D.   請不要使用稀釋劑等有機溶劑或者腐蝕性清潔劑清潔幕布，可以使用無腐蝕成分的乾軟布
               和柔性肥皂水對銀幕和外殼進行清潔。

7.   帶有紅外線遙控的產品，請勿在強光、激光的地方使用，帶有無線遙控的產品(包括紅外遙控)
      不易靠近螢光燈、節能燈或其他具有較強電磁輻射的環境或設備，以免上述環境或設備造成干
      擾，影響遙控電路工作導致控制失靈。

如果忽視警告欄內容，誤操作後，有
可能造成人員傷亡或損壞物品。

銀幕要安裝在承受力較強的地方，否
則可能會發生意外或造成銀幕脫落。

禁止隨意拆分銀幕或擰鬆銀幕螺絲，
如需要修理或校正時，請與公司或銷
售代理店聯絡。

禁止在銀幕外殼或拉管上掛任何物品，
否則整個產品或幕布有脫落的危險。如果忽視此項，有可能造成產品損壞。

如果忽視此項有可能造成電擊嚴禁帶
電連接開關或遙控器。

安裝掛板

外殼

投影面

幕布黑邊

下管
正視圖

俯視圖

電機定位調節匙(1支) 左/右端掛板(各2個) 平掛板(2個)

保修卡(1份)安裝使用說明書(1份)吊鉤(8個)

側視圖

打開外包裝箱，按照說明書中的配件示意圖檢查所需裝置的零部件是否齊全，然後從包裝箱內將所有部件小心取
出並放置在合適的產所，再按照下面的操作方法進行安裝。

1.  根據您的需求可選擇懸吊式安裝、頂裝式安裝和懸吊式硬連接安裝，並根據牆壁或天花板的材料，選擇安裝
     所需要的膨脹栓(選購配件)，或帶掛鉤的膨脹栓(選購配件)；或其他緊固螺絲(選購配件)。

3.  安裝位置需選取有足夠承重1200kg的地方，如鋼板結構，需懸吊直徑7mm以上的鋼索(兩端需雙重鎖定)，如
     是鋼筋混泥土的天花梁底下懸吊，需打穿樓板，在樓板上下分別鎖定吊裝部件。

2.  安裝本產品之前，要確認銀幕外殼左端與側面牆壁最少要有1米的距離，以方便在必要時拆換電機。



安裝說明 產品使用說明

注意事項

強制

敬告

(一)懸吊式安裝示意圖(建議採用)

手動控制電源開關(圖4)

遙控器(可選購件)控制電源開關的使用方法

(二)頂裝式安裝

(三)懸吊式硬連接安裝

敬告

警告

4.  安裝時銀幕兩端需各使用一個起重機，在保持銀幕整體水平的情形下吊上安裝高度。如果電動吊車由上拉 升，
　　其牽引鋼索只能套在銀幕兩側的安裝版上的孔位，銀幕中部的兩個安裝版僅為當銀幕牢固安裝後再鎖定輔助鋼
　　索起安全放戶作用，不能在吊上時承重。

5.  當銀幕水平狀態吊至空中安裝位置時，用2~3根鋼索(每側的安裝掛板有三個孔位，最少須懸吊兩根鋼索)將安裝掛板與天花
      安裝位置牢固連接。

6.  安裝天花板必須是鋼筋混泥土或者鋼結構，其能承受重力在1200kg以上。

本電動投影幕分為手動控制電源開關和遙控器控制電源開關兩種使用方式(出場標配為手動控制電源開關)。

1.  銀幕在不用時應將其完全回收，以免幕布長期暴露在空氣和灰塵中，影響其投影效果。

2.  在把幕布捲進外殼內時，檢查幕布表面確保無蟲、無塵及異物，即可捲回。

3.  建議每次升降操作時間不宜過長，電機連續轉動超過4分鐘會因為過熱進入保護狀態(暫時停止工作)，
     這時你需要等待一段時間，待電機冷卻後再進行操作。

4.  電機不須添加潤滑劑，產品出廠時已調至最佳位置，請勿自行調整！
     (上限調整和下限調整請由專業工程公司或銷售店進行操作)

本產品出廠標配為手動開關控制，如需使用遙控器控制，請升級加裝外接遙控器套件(需要把手動開關剪除並替換成外
接遙控器套件，見【圖7~圖8】，遙控器的接線方法及使用說明請參閱外置遙控套件的說明書，套件尺寸見【圖9】

外接遙控套件對應型號為：外接紅外線遙控套件(2代)，型號：1GD-IRAnII；
                                                外接RF無線遙控套件(2代)，型號1GD-868MnII。

展開投影幕(圖5)  按控制開關下端【二】號位，幕布自動緩緩向下，當幕布面積張開至最大時，屏幕即可自動停止。
收回投影幕(圖6)  收回幕布時請按控制開關上端【一】號位，幕布自動向上捲回殼內，並直到幕布全部收回時會自動停止。
停止投影幕           要隨時停止幕布展開或收回時，只需將控制開關置於中心點【●】號位，幕布即會在所需位置停下。

(1)  撕掉固定下管的固定膠布並確認下管沒有卡住外殼。
(2)  接通電源(規定的電壓範圍)。
(3)  幕布的上升和下降控制：

1.測量銀幕左右兩邊安裝板的孔距，確認銀幕安裝的位置；

3.先將左右兩端吊畫起來，自然平衡，見(圖1)。

(圖1)

上升

圖4

圖7 圖8 圖9

圖5 圖6

停止

下降

(圖2)

(圖3)

4.掛上中間兩個掛鈎，中間掛鈎受力不能大於左右兩端受力。

5.檢查掛鈎的安裝性，確保銀幕不會在掛鈎上意外滑落。

1.測量銀幕左右兩邊的孔距，確認銀幕安裝的位置。

3.將銀幕裝在天花板上，用螺帽鎖緊M10膨脹螺絲。
4.檢查膨脹螺絲的安全性，確保銀幕不會在天花板上意外鬆脫。

1.測量銀幕左右兩邊安裝板的孔距，確認銀幕安裝的位置。

3.將銀幕裝在天花板上，鎖緊螺絲。

4.檢查吊鈎和螺絲桿緊固的安全性，確保銀幕不會意外脫落。

安裝完畢，必須將銀幕左右兩端調整至水平狀態，並且移除下桿的固定物方可通電使用，否
則容易損壞產品。

2.測量安裝板的孔距，按(圖3)所示用八個吊鉤和八條M12的螺絲桿
   緊固在鋼筋混泥土結構的天花板上，螺絲桿的長度視銀幕安裝距
   離天花的高度而定。

2.測量安裝板的孔距，按(圖2)所示用八顆M10的膨脹螺絲緊固在鋼
   筋混泥土結構的天花板上。

2.用四顆M10膨脹螺絲把安裝掛件(非附件)安裝在天花板相應的位置
    上(建議使用可調節長度的吊鈎，以便調整銀幕兩端的水平位置)。

警告：安裝前務必確認所安裝的位置(天花板或牆面)以及懸掛裝置能承受1200kg以上負荷，否則有可
            能發生意外墜落導致產品損壞並造成財物損失及人員死亡。

銀幕中間受力不能大於左右兩端受力！
一般要求產品左側保留約1米的距離，以方便日後維修。
兩端的安裝距離必須嚴格按照產品實物的吊裝間距，以免出現安裝不上或者產品傾斜等問題。



維護調整 注意事項

禁止 禁止

禁止

溫馨提示！ 銀幕幕面在包裝前已進行
預乾燥處理，如有異味，
請先在通風充分的場所放
置片刻即可。

禁止

幕布平整度調節

幕布回收和展開高度的調整

銀幕表面已進行了塗層加工處理，以達到良好的漫反射性能。
如有劃痕或汙垢，將會影響投影效果，所以請注意按下述內容正確使用本產品。

更換電機

保養方法

放置場所注意事項

維護注意事項

敬告

警告

圖12

圖13

當大尺寸的銀幕橫向跨度超過一定長度時，由於轉管自重和幕布的重量會導致中間段下垂，無論選用的轉管壁厚和直
徑多大，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轉管下墜所造成的變形程度。轉管下墜會使幕布產生”V”字型波紋和”八”字型波
紋，你可以通過調節位於幕布後方的平整度調節導軌位置來調整幕面的平整性(圖10)。

如果因安裝環境或場地的侷限，確實需要調整幕布高度的，務必由專門的技術人員進行調整，可以通過調節銀幕內左側的電
機定位器(位於轉管左端)來調整銀幕的上限位(回收高度)和下限位(展開高度)，通常只需要調節下限位(展開高度)即可，上限位
一般情況下不需要調整，以免調節不當導致產品損壞。

更換電機時，首先將銀幕電源插頭拔下，在將銀幕左端蓋的側蓋板的螺絲擰開，取下側
蓋板，再擰開電機托架的螺絲，將損壞的電機取出。然後將電機裝上並擰緊電機托架和
側蓋板的螺絲，然後再重新調整幕布上下限定位即可。(如圖12~13)

此工作必須由符合資質的專業人員進行操作，非專業人員操作有可能
造成產品損壞，財務損壞或人員傷亡。

在安裝電機時，如果不小心接錯線或者接線不良，可能會造成產品損
壞或火災、觸電情況，敬請在通電前再次檢查接線。

嚴禁帶電作業或在未完全安裝好銀幕之前通電，以免造成產品損壞及
人員傷亡。只要產品的插頭還連接在電源上，本機就未脫離交流電源
，維修前務必拔掉電源線。

請小心操作，調節回收高度時應防止幕布捲入過多引起電機和銀幕損毀；

調節展開高度時，必須確保不少於一圈半以上的幕布捲繞在轉管上，以防止幕布脫落；

幕布限位調整後可能不會馬上反應出來，必須運行一到兩次才能看出幕布位置的差別。

      展開高度(下限位)的調節，把控制開關置於”下降”位置，幕布會降下來，用附件的定位調節匙插入電機的定位器調節孔
(靠銀幕正面即觀眾方向)進行調節，順時針方向旋轉會令銀幕上移，逆時針方向會令幕布下移。

      回收高度(上限位)的調節，把控制開關置於”上升”位置，幕布會升上去，當銀幕被收合到外殼時，用附件的定位調節匙
插入電機的定位器調節孔(靠銀幕背面即牆壁方向)進行調節，順時針方向旋轉會令幕布下移，逆時針方向會令幕布上移。

產品出廠時已經把幕布回收和展開高度調至最佳位置，我們不建議客戶自行調整，以免因調節不當造成產品損壞！

電機定位器(位於轉管左側) 轉管 展開高度(下限位)
順時針調節：收緊(上移)
逆時針調節：放鬆(下移)

順時針調節：放鬆(下移)
逆時針調節：收緊(上移)

回收高度(上限位)

銀幕
正面

電機

側蓋板

禁止解體

電機

電機托架

銀幕
背面

幕布

圖10 圖11
調節螺絲 幕布平整度調節桿

●  旋鈕式電機的調節方式(圖11)：

● 請不要用手搖晃銀幕面。

中
性
洗
潔
劑

● 請不要用任何種類的畫筆
     在銀幕上寫字或畫畫。

● 外殼有汙垢時，請用軟布輕擦。如果污垢比
     較嚴重，請先用水稀釋後的中性洗潔劑浸濕
     軟布，再擰乾擦拭，最後用乾布擦淨。

● 禁止隨意拆分銀幕或擰鬆銀幕螺絲，如需要
     修理或校正,請與本公司或銷售代理店聯絡。

● 清除銀幕面的灰塵時，請用軟毛刷輕輕拂拭。

● 請不要放置在陽光直曬、灰塵多、溫度高和濕度大的場所。避免再風力較強的環境下使用。

● 請不要用沾水的濕布或揮發油及其他有機溶劑等腐
     蝕性清潔劑清潔幕布，這會使銀幕的表面變質，塗
     料脫落。

● 請不要左右過度拉扯幕布。

當幕布成”V”字型波紋時，應將幕布平整調節桿中間部位的螺絲向前移動，使幕布平整後再鎖緊螺絲。

當幕布成”八”字型波紋時，應將幕布平整調節桿中間部位的螺絲向後移動，使幕布平整後再鎖緊螺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