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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自适应化的舞台灯光吊

杆系统，包括多组吊杆架，每组吊杆架包括横梁、

纵梁、吊杆、驱动装置，横梁设有两条，两条横梁

平行布置，纵梁连接在两条横梁之间，纵梁上连

接有旋转梁，旋转梁两端设有可转动的卷盘，卷

盘上的绳索连接在吊杆上，横梁和纵梁上均设有

驱动装置，横梁上的驱动装置用于驱动纵梁的移

动，纵梁上的驱动装置用于驱动旋转梁的移动，

旋转梁上部与纵梁的驱动装置连接，其下部可以

作旋转运动。可实现沿x、y、z轴的移动和绕z轴的

转动，自由度多，可以适应各种复杂照射场景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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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适应化的舞台灯光吊杆系统，其特征是：包括多组吊杆架，每组吊杆架包括横

梁、纵梁、吊杆、驱动装置，横梁设有两条，两条横梁平行布置，纵梁连接在两条横梁之间，纵

梁上连接有旋转梁，旋转梁两端设有可转动的卷盘，卷盘上的绳索连接在吊杆上，横梁和纵

梁上均设有驱动装置，横梁上的驱动装置用于驱动纵梁的移动，纵梁上的驱动装置用于驱

动旋转梁的移动，旋转梁上部与纵梁的驱动装置连接，其下部可以作旋转运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适应化的舞台灯光吊杆系统，其特征是：所述驱动装置包括

电机、传动装置、丝杆，电机的输出轴通过传动装置与丝杆一端连接，丝杆设在所要移动的

部件内。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自适应化的舞台灯光吊杆系统，其特征是：所述传动装置包括

相互啮合的主动齿轮、从动齿轮，主动齿轮与电机的输出轴连接，从动齿轮与丝杆的端部连

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适应化的舞台灯光吊杆系统，其特征是：所述两条横梁之间

设有一个或多个纵梁。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适应化的舞台灯光吊杆系统，其特征是：所述旋转梁的长度

小于或等于纵梁的长度。

6.一种自适应化的舞台灯光吊杆系统的搭建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确定单个舞台灯光吊杆系统的运动范围，根据横梁长度可以确定该系统的运动宽

度为W，根据纵梁长度可以确定该系统的运动长度为L，根据旋转梁的吊杆上下移动的距离

可以确定该系统的运动高度为H，因此，单个该舞台灯光吊杆系统的运动范围为一个长度为

L、宽度为W、高度为H的圆角矩形；

(2)根据舞台大小和单个舞台灯光吊杆系统的运动范围，确定舞台吊杆系统的布置数

量和位置；

(3)根据使用需求，确定吊杆的数量，即确定纵梁的数量，吊杆用于悬挂灯具或幕布或

其它器材，当需要多根吊杆用于悬挂不同的物品时，可以在横梁上架设多个纵梁，从而使得

本系统具有多个用于安装不同器材的吊杆；

(4)根据步骤2中确定需要的舞台灯光吊杆系统的数量，根据步骤3中确定每个舞台灯

光吊杆系统中需要的纵梁数量，确定后，将舞台吊杆系统稳定安装在舞台/大礼堂顶部，并

进行通电试验，检查各旋转梁的移动、旋转及绳索缩放是否正常，至此，自适应化的舞台灯

光吊杆系统搭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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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适应化的舞台灯光吊杆系统及其搭建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舞台设备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自适应化的舞台灯光吊杆系统及其搭建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吊杆属于悬挂类机械，是现代剧场中重要的舞台机械设备之一，其主要作用是在

舞台上悬挂纱幕、画幕、边沿幕，灯光，音响等，它可以根据剧情的要求，来起落幕布和悬景

挂灯，从而实现艺术家的构思，达到更加逼真的艺术效果，是剧场舞台上空最基本的舞台机

械装备。

[0003] 水平吊杆可用于演播厅、电影棚以及剧场吊挂灯具的机动吊挂装置，它主要是用

电动传动机构带动挂有灯具的水平吊杆上升或下降运动。现有的水平吊杆灵活性差，在同

一杆上的所有灯具只能处于同一水平面上，布光受限；在布景安置到位的情况下，由于灯杆

较长不能下降到最低点，当灯泡损坏或者无法靠近灯具只能用其他空闲灯具代替使用，且

位置分布死点较多。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本发明提供一种自适应化的舞台灯光吊杆系

统及其搭建方法，可实现沿x、y、z轴的移动和绕z轴的转动，自由度多，可以适应各种复杂照

射场景需求。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自适应化的舞台灯光吊杆系统，

包括多组吊杆架，每组吊杆架包括横梁、纵梁、吊杆、驱动装置，横梁设有两条，两条横梁平

行布置，纵梁连接在两条横梁之间，纵梁上连接有旋转梁，旋转梁两端设有可转动的卷盘，

卷盘上的绳索连接在吊杆上，横梁和纵梁上均设有驱动装置，横梁上的驱动装置用于驱动

纵梁的移动，纵梁上的驱动装置用于驱动旋转梁的移动，旋转梁上部与纵梁的驱动装置连

接，其下部可以作旋转运动。

[0006]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驱动装置包括电机、传动装置、丝杆，电机的输出轴通过

传动装置与丝杆一端连接，丝杆设在所要移动的部件内。

[0007]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传动装置包括相互啮合的主动齿轮、从动齿轮，主动齿轮

与电机的输出轴连接，从动齿轮与丝杆的端部连接。

[0008]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两条横梁之间设有一个或多个纵梁。

[0009]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旋转梁的长度小于或等于纵梁的长度。

[0010] 一种自适应化的舞台灯光吊杆系统的搭建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1] 1、确定单个舞台灯光吊杆系统的运动范围，根据横梁长度可以确定该系统的运动

宽度为W，根据纵梁长度可以确定该系统的运动长度为L，根据旋转梁的吊杆上下移动的距

离可以确定该系统的运动高度为H，因此，单个该舞台灯光吊杆系统的运动范围为一个长度

为L、宽度为W、高度为H的圆角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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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2、根据舞台大小和单个舞台灯光吊杆系统的运动范围，确定舞台吊杆系统的布置

数量和位置；

[0013] 3、根据使用需求，确定吊杆的数量，即确定纵梁的数量，吊杆用于悬挂灯具或幕布

或其它器材，当需要多根吊杆用于悬挂不同的物品时，可以在横梁上架设多个纵梁，从而使

得本系统具有多个用于安装不同器材的吊杆；

[0014] 4、根据步骤2中确定需要的舞台灯光吊杆系统的数量，根据步骤3中确定每个舞台

灯光吊杆系统中需要的纵梁数量，确定后，将舞台吊杆系统稳定安装在舞台/大礼堂顶部，

并进行通电试验，检查各旋转梁的移动、旋转及绳索缩放是否正常，至此，自适应化的舞台

灯光吊杆系统搭建完成。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6] 1、本舞台吊杆系统可以实现X\Y\Z三轴移动，并可以沿Z轴转动，自由度多，可以适

应更多复杂照射场景需求；

[0017] 2、吊杆架两端通过绳索连接，由卷盘实现自动收放，可以实现吊杆的斜置和水平

放置，弥补一般舞台吊杆只能水平放置的不足；

[0018] 3、由于旋转梁能使吊杆旋转，可以实现侧帘幕的功能，并且不需要加装额外的吊

杆；

[0019] 4、可以安装多个吊杆，同时满足携带舞台灯及各种幕布的需求；

[0020] 5、本发明的舞台吊杆系统可多个组合在一起，通过多根吊杆之间的协同运动，以

实现更大范围、更加复杂场景的应用。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中单个舞台吊杆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中舞台吊杆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中在吊杆上增加幕布的使用结构图。

[0024] 其中：1：灯具、2：吊杆、3：绳索、4：横梁从动齿轮、5：横梁主动齿轮、6：横梁电机、7：

横梁、8：横梁丝杆、9：卷盘、10：纵梁丝杆、11：纵梁、12：纵梁电机、13：旋转横梁、14：滑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6] 如图1所示的一种自适应化的舞台灯光吊杆系统，包括多组吊杆架，每组吊杆架包

括横梁7、纵梁11、吊杆2、驱动装置，横梁7设有两条，两条横梁7平行布置，纵梁11连接在两

条横梁7之间，纵梁11上连接有旋转梁13，旋转梁13两端设有可转动的卷盘9，卷盘9上的绳

索3连接在吊杆2上，卷盘9可以通过卷盘电机驱动，从而实现绳索的收放，即实现吊杆2的

上、下位置变化，横梁7和纵梁11上均设有驱动装置，横梁7上的驱动装置用于驱动纵梁11的

移动，纵梁11上的驱动装置用于驱动旋转梁13的移动，旋转梁13上部与纵梁11的驱动装置

连接，其下部可以作旋转运动。各种灯具1和器械可以安装在吊杆2上。本实施例中，旋转梁

13中间处设有电动旋转设备，电动旋转设备顶部与滑块14连接，纵梁丝杆10穿设在该滑块

14内，滑块14在纵梁丝杆10的带动下移动，而旋转梁13可以在电动旋转设备的驱动下作平

面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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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驱动装置包括横梁电机6、传动装置、横梁丝杆8，纵梁丝

杆10、纵梁电机12，横梁电机6的输出轴通过传动装置与横梁丝杆8一端连接，横梁丝杆8穿

设在纵梁11一端内，纵梁电机12通过传动装置与纵梁丝杆10连接，纵梁丝杆10穿设在旋转

横梁13上部内。

[0028]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传动装置包括相互啮合的主动齿轮、从动齿轮，主动齿轮

与电机的输出轴连接，从动齿轮与丝杆的端部连接。

[0029] 如图2所示，横梁电机6通过横梁主动齿轮5与横梁从动齿轮4啮合，横梁从动齿轮4

连接在横梁丝杆8的一端。

[0030] 如图3所示，所述两条横梁7之间设有两个纵梁11。一个吊杆2用于悬挂灯具1，另一

个吊杆2用于悬挂幕布。

[0031]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旋转梁13的长度小于或等于纵梁11的长度。

[0032] 一种自适应化的舞台灯光吊杆系统的搭建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3] 1、确定单个舞台灯光吊杆系统的运动范围，横梁7长度为5米，可以确定该系统的

运动宽度为5米，纵梁长度为5米可以确定该系统的运动长度为5米，旋转梁的吊杆2上下移

动的距离5米可以确定该系统的运动高度为5米，旋转梁本身可以旋转，当旋转梁的中心处

于极限状态时，吊杆的运动范围可以先外扩展2.5米，因此，单个该舞台灯光吊杆系统的运

动范围为一个长度为10、宽度为10米、高度为5米的圆角矩形；

[0034] 2、根据舞台大小和单个舞台灯光吊杆系统的运动范围，确定舞台吊杆系统的布置

数量和位置，以满足预定场景的使用需求；例如一般大剧院的舞台宽度为18米,长度为20

米,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舞台尺度建造，正常的舞台标准尺寸比例：18*20；为了保证舞台效

果，可以选择布置4套舞台吊杆系统按“田”字形布置，如图2所示；

[0035] 3、根据使用需求，确定吊杆的数量，即确定纵梁的数量，吊杆用于悬挂灯具或幕布

或其它器材，当需要多根吊杆用于悬挂不同的物品时，可以在横梁上架设多个纵梁，从而使

得本系统具有多个用于安装不同器材的吊杆；舞台幕布作为古老的舞台艺术装备，一道扮

演着艺术表达的重要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幕、边幕、檐幕、天幕构筑了舞台表演

空间和视觉空间，也为人物活动、场景更替和舞美装置、道具、景片的移动提供了审美功能，

扮演着时间切割和空间划分的特殊功效，而多个吊杆即可在不增加很多设备的前提下达到

需要的效果；在实际搭建使用过程中，可根据舞台艺术表演的规律和特殊使用要求进行合

理布置，如图3所示，前排的舞台灯光用于显示环境、渲染气氛，突出中心人物，创造舞台空

间感和时间感，塑造舞台演出的外部形象，后排的幕布起装饰和分割演区的作用；

[0036] 4、根据步骤2中确定需要的舞台灯光吊杆系统的数量，根据步骤3中确定每个舞台

灯光吊杆系统中需要的纵梁数量，确定后，将舞台吊杆系统稳定安装在舞台/大礼堂顶部的

各预定位置，并进行通电试验，检查各旋转梁的移动、旋转及绳索缩放是否正常，至此，自适

应化的舞台灯光吊杆系统搭建完成。

[003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

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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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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