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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画册所列之产品外观、颜色、参数仅供参考，以公司发出实物为准

西顿公司保留随时修改或取消该书资料相关参数并不预先通告的权利

如有疑问，请致电客户服务热线

400-830-6616  service
hotline



PRODUCT  CATALOGUE 产品目录 2021
+

酒店产品
HOTEL PRODUCTS

地产产品
RESIDENTIAL   PRODUCTS

商业商超产品
SHOP & MALLS PRODUCTS

线形产品
LINEAR PRODUCTS

光源电器产品
LAMP/ELECTRIC PRODUCTS

工业产品
INDUSTRIAL PRODUCTS

办公产品 
OFFICE PRODUCTS

智能产品
SMART PRODUCTS

1

2

3

4

5

6

7

8



西顿照明创立于2005年，立志成为最受信赖的照明系统服务商。为帮助客

户在各自的领域内取得成功，西顿产品的研发与定型都采用领先于行业的

苛刻标准。西顿坚持专业精准的工匠精神，确保产品能够满足客户需求的

同时，追求极致的用户体验，最大化地提升满意度，致力于让所有使用西

顿产品的客户领略到专业灯光的魅力。西顿照明，为杰作设计杰作。

CDN has been dedicating itself to be a complete lighting solution provider 

since it wasestablished in 2005.

Thanks to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nd the great efforts of all 

our employees, thecompany got a very rapid growth and CDN is 

recognized as a famous brand in the middle-to-high-end market. CDN is 

a lighting solution provider for many global brand hotels. We have been 

supplying lighting to more than 2000 hotels till 2017, and more than 200 

hotels a year.CDN also is a strategic lighting supplier for many big real 

estate companies and retail chain stores. We have nearly 1000 distributors 

both in China and from more than 30 countries in Europe, Australia, the 

Middle East, Asia, Latin America and Africa.

LIGHT 
DESIGNED 
BY DESIGNED
LIGHT. 

关于西顿
ABOUT CDN LIGHT



HOTEL LIGHTING  
 PRODUCTS

LIGHT DESIGNED BY DESIGNED LIGHT.
为杰作设计杰作

酒店照明产品

西顿·芳华酒店筒灯 CDN Las Vegas Downlight

“芳华”6S
酒店筒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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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HJ075C1S
功率：5W/7W/9W/12W

开孔：Φ75mm

光束角：12°/24°/36°/50°

光通量：200lm-9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面环配件

F01-075 F02-075 F03-075 F04-075 F05-075 F06-075 F07-075

F01S-075 F02S-075 F03S-075 F04S-075 F05S-075 F06S-075 F02Q-075

面环配件

F01-075 F02-075 F03-075 F04-075 F05-075 F06-075 F07-075

F01S-075 F02S-075 F03S-075 F04S-075 F05S-075 F06S-075 F02Q-075

  YHJ075C2S
功率：5W/7W/9W/12W

开孔：Φ75mm

光束角：12°/24°/36°/50°

光通量：250lm-9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F01A-075 F02A-075 F03A-075 F04A-075 F07A-075F05A-075 F06A-075

面环配件

  YHJ075C2SW
功率：5W/7W/9W/12W

开孔：Φ75mm

光束角：12°/24°/36°/50°

光通量：250lm-9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及无边预埋件

F01A-075 F02A-075 F03A-075 F04A-075 F07A-075F05A-075 F06A-075

面环配件

“芳华”6P
酒店筒灯

  YHJ075C1P
功率：5W/7W/9W

开孔：Φ75mm

光束角：12°/24°/36°/50°

光通量：200lm-58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5W/7W/9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面环配件

F01-075 F02-075 F03-075 F04-075 F05-075 F06-075 F07-075

F01S-075 F02S-075 F03S-075 F04S-075 F05S-075 F06S-075 F02Q-075

  YHJ075C1PW
功率：5W/7W/9W

开孔：Φ75mm

光束角：12°/24°/36°/50°

光通量：200lm-58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5W/7W/9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及无边预埋件

面环配件

F01-075 F02-075 F03-075 F04-075 F05-075 F06-075 F07-075

F01S-075 F02S-075 F03S-075 F04S-075 F05S-075 F06S-075 F02Q-075

  YHJ075C2P
功率：5W/7W/9W

开孔：Φ75mm

光束角：12°/24°/36°/50°

光通量：200lm-58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5W/7W/9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F01A-075 F02A-075 F03A-075 F04A-075 F07A-075F05A-075 F06A-075

面环配件

  YHJ075C2PW
功率：5W/7W/9W

开孔：Φ75mm

光束角：12°/24°/36°/50°

光通量：200lm-58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5W/7W/9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及无边预埋件

F01A-075 F02A-075 F03A-075 F04A-075 F07A-075F05A-075 F06A-075

面环配件

“芳华”6
酒店筒灯

  CEJ62055
功率：3W/5W/7W

开孔：Φ55mm

光束角：12°/24°/36°/50°

光通量：150lm-45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3W/5W/7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F07A-055

F07-055

F01A-055

F01-055

F02A-055

F02-055

F03A-055

F03-055

F04A-055

F04-055

F05A-055

F05-055

F06A-055

F06-055

面环配件

  CEJ62055W
功率：3W/5W/7W

开孔：Φ55mm

光束角：12°/24°/36°/50°

光通量：150lm-45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3W/5W/7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及无边预埋件

F07A-055

F07-055

F01A-055

F01-055

F02A-055

F02-055

F03A-055

F03-055

F04A-055

F04-055

F05A-055

F05-055

F06A-055

F06-055

面环配件

  YHJ075C1SW
功率：5W/7W/9W/12W

开孔：Φ75mm

光束角：12°/24°/36°/50°

光通量：250lm-9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及无边预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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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顿·芳华酒店筒灯 CDN Las Vegas Downlight西顿·芳华酒店筒灯 CDN Las Vegas Downlight

“芳华”6
酒店筒灯

“芳华”6
酒店筒灯

  CEJ62055R
功率：3W/5W/7W

开孔：55*55mm

光束角：12° /24° /36° /50°

光通量：150lm-45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3W/5W/7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面环配件

F01A-055R F02A-055R F03A-055R F04A-055R F05A-055R F06A-055R

  CEJ62075
功率：7W/9W/12W/15W

开孔：Φ75mm

光束角：12°/24°/36°/50°

光通量：280lm-95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5W/7W/9W/12W/15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F01A-075 F02A-075 F03A-075 F04A-075 F07A-075F05A-075 F06A-075

面环配件

  CEJ61075
功率：7W/9W/12W/15W

开孔：Φ75mm

光束角：12°/24°/36°/50°

光通量：280lm-95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7W/9W/12W/15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面环配件

F01-075 F02-075 F03-075 F04-075 F05-075 F06-075 F07-075

F01S-075 F02S-075 F03S-075 F04S-075 F05S-075 F06S-075 F02Q-075

  CEJ62055RW
功率：3W/5W/7W

开孔：55*55mm

光束角：12° /24° /36° /50°

光通量：150lm-45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3W/5W/7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及无边预埋件

面环配件

F01A-055R F02A-055R F03A-055R F04A-055R F05A-055R F06A-055R

  CEJ61075
功率：5W/7W/9W/12W

开孔：Φ75mm

光束角：12° /24° /36° /50°

光通量：200lm-78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5W/7W/9W/12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CEJ62055R-2
功率：2*3W/ 5W/ 7W2* 2*

开孔：104*55mm

光束角：12° /24° /36° /50°

光通量：300lm-9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  LED3W/5W/7W 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面环配件

F01A-055R F02A-055R F03A-055R F04A-055R F05A-055R F06A-055R

面环配件

F01-075 F02-075 F03-075 F04-075 F05-075 F06-075 F07-075

F01S-075 F02S-075 F03S-075 F04S-075 F05S-075 F06S-075 F02Q-075

  CEJ62075
功率：5W/7W/9W/12W

开孔：Φ75mm

光束角：12°/24°/36°/50°

光通量：200lm-78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5W/7W/9W/12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F01A-075 F02A-075 F03A-075 F04A-075 F07A-075F05A-075 F06A-075

面环配件

  CEJ63075
功率：5W/7W/9W/12W/15W

开孔：Φ75mm

光束角：偏光洗墙

光通量：210lm-8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5W/7W/9W/12W/15W LED恒流驱动器

  CEJ61075W
功率：5W/7W/9W/12W

开孔：Φ75mm

光束角：12°/24°/36°/50°

光通量：280lm-78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7W/9W/12W/15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及无边预埋件

面环配件

F01-075 F02-075 F03-075 F04-075 F05-075 F06-075 F07-075

F01S-075 F02S-075 F03S-075 F04S-075 F05S-075 F06S-075 F02Q-075

  CEJ61075W
功率：7W/9W/12W/15w

开孔：Φ75mm

光束角：12°/24°/36°/50°

光通量：280lm-95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7W/9W/12W/15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及无边预埋件
面环配件

F01-075 F02-075 F03-075 F04-075 F05-075 F06-075 F07-075

F01S-075 F02S-075 F03S-075 F04S-075 F05S-075 F06S-075 F02Q-075

  CEJ62075W
功率：5W/7W/9W/12W

开孔：Φ75mm

光束角：12°/24°/36°/50°

光通量：200lm-78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5W/7W/9W/12W/15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及无边预埋件

F01A-075 F02A-075 F03A-075 F04A-075 F07A-075F05A-075 F06A-075

面环配件

  CEJ62075W
功率：7W/9W/12W/15W

开孔：Φ75mm

光束角：12°/24°/36°/50°

光通量：600lm-95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7W/9W/12W/15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及无边预埋件

F01A-075 F02A-075 F03A-075 F04A-075 F07A-075F05A-075 F06A-075

面环配件

  CEJ63075W
功率：5W/7W/9W/12W/15W

开孔：Φ75mm

光束角：偏光洗墙

光通量：210lm-8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5W/7W/9W/12W/15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无边预埋件

  CEJ61075R
功率：5W/7W/9W/12W

开孔：Φ75mm

光束角：12°/24°/36°/50°

光通量：280lm-78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7W/9W/12W/15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面环配件

F01-075R F02-075R F03-075R F04-075R F05-075R F06-075R F02Q-075R

  CEJ61075R
功率：7W/9W/12W/15W

开孔：75*75mm

光束角：12° /24° /36° /50°

光通量：280lm-95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7W/9W/12W/15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CEJ62075R
功率：5W/7W/9W/12W

开孔：75*75mm

光束角：12°/24°/36°/50°

光通量：200lm-78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5W/7W/9W/12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面环配件

F01A-075R F02A-075R F03A-075R F04A-075R F05A-075R F06A-075R

面环配件

F01-075R F02-075R F03-075R F04-075R F05-075R F06-075R F02Q-075R

  CEJ62075R
功率：7W/9W/12W/15W

开孔：75*75mm

光束角：12°/24°/36°/50°

光通量：280lm-95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7W/9W/12W/15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面环配件

F01A-075R F02A-075R F03A-075R F04A-075R F05A-075R F06A-075R

  CEJ63075R
功率：5W/7W/9W/12W/15W

开孔：75*75mm

光束角：偏光洗墙

光通量：210lm-8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5W/7W/9W/12W/15W LED恒流驱动器

  CEJ61075RW
功率：5W/7W/9W/12W

开孔：75*75mm

光束角：12° /24° /36° /50°

光通量：200lm-78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5W/7W/9W/12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及无边预埋件

面环配件

F01-075R F02-075R F03-075R F04-075R F05-075R F06-075R F02Q-075R

  CEJ61075RW
功率：7W/9W/12W/15W

开孔：75*75mm

光束角：12° /24° /36° /50°

光通量：280lm-95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7W/9W/12W/15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及无边预埋件

面环配件

F01-075R F02-075R F03-075R F04-075R F05-075R F06-075R F02Q-075R

  CEJ62075RW
功率：5W/7W/9W/12W

开孔：75*75mm

光束角：12°/24°/36°/50°

光通量：200lm-78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5W/7W/9W/12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及无边预埋件

面环配件

F01A-075R F02A-075R F03A-075R F04A-075R F05A-075R F06A-075R

  CEJ62075RW
功率：7W/9W/12W/15W

开孔：75*75mm

光束角：12°/24°/36°/50°

光通量：600lm-95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5W/7W/9W/12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及无边预埋件

面环配件

F01A-075R F02A-075R F03A-075R F04A-075R F05A-075R F06A-075R

  CEJ63075RW
功率：5W/7W/9W/12W/15W

开孔：75*75mm

光束角：偏光洗墙

光通量：210lm-8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5W/7W/9W/12W/15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无边预埋件

  CEJ62075R-2
功率： 2*7W/2*9W/2*12W/2*15W2*5W/

开孔：142*75mm

光束角：12°/24°/36°/50°

光通量：400lm-19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另配 7W/9W/12W/15W LED5W/ 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面环配件

F01A-075R F02A-075R F03A-075R F04A-075R F05A-075R F06A-075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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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顿·芳华酒店筒灯 CDN Las Vegas Downlight

“芳华”6
酒店筒灯

西顿·芳华酒店筒灯 CDN Las Vegas Downlight

  CEJ61105
功率：15W/18W/20W/24W

开孔：Φ105mm

光束角：12°/24°/36°/50°

光通量：600lm-15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15W/18W/20W/24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F01-105 F02-105 F03-105 F04-105

面环配件

F07-105F05-105 F06-105 F02Q-105

  CEJ62105
功率：15W/18W/20W/24W

105mm开孔：Φ

12°/24°/36°/50°光束角：

950lm-1350lm光通量：

2700K/3000K/3500K/4000K色温：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 恒流驱动器15W/18W/20W/24W LED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F01A-105 F02A-105 F03A-105 F04A-105 F07A-105F05A-105 F06A-105

面环配件

  CEJ63105
功率：15W/18W/20W/24W

105mm开孔：Φ

光束角：偏光洗墙

550lm-1300lm光通量：

2700K/3000K/3500K/4000K色温：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另配 恒流驱动器15W/18W/20W/24W LED

  CEJ63105Q
功率：15W/18W/20W/24W

105mm开孔：Φ

光束角：偏光洗墙

550lm-1300lm光通量：

2700K/3000K/3500K/4000K色温：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 恒流驱动器15W/18W/20W/24W LED

  CEJ61105W
功率：15W/18W/20W/24W

开孔：Φ105mm

光束角：12°/24°/36°/50°

光通量：600lm-15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15W/18W/20W/24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及无边预埋件

F01-105 F02-105 F03-105 F04-105

面环配件

F07-105F05-105 F06-105 F02Q-105

  CEJ62105W
功率：15W/18W/20W/24W

105mm开孔：Φ

12°/24°/36°/50°光束角：

600lm-1500lm光通量：

2700K/3000K/3500K/4000K色温：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 恒流驱动器15W/18W/20W/24W LED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及无边预埋件

F01A-105 F02A-105 F03A-105 F04A-105 F07A-105F05A-105 F06A-105

面环配件

  CEJ63105W
功率：15W/18W/20W/24W

105mm开孔：Φ

光束角：偏光洗墙

550lm-1300lm光通量：

2700K/3000K/3500K/4000K色温：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 恒流驱动器15W/18W/20W/24W LED

备注：需另配无边预埋件

  CEJ61125
功率：24W/30W/35W

开孔：Φ125mm

光束角：15°/24°/36°/50°

光通量：960lm-26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24W/30W/35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F01-125 F02-125 F03-125 F04-125

面环配件

F05-125 F06-125 F02Q-125

  CEJ62125
功率：24W/30W/35W

开孔：Φ125mm

光束角：15°/24°/36°/50°

光通量：960lm-26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 恒流驱动器24W/30W/35W LED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F01A-125 F02A-125 F03A-125 F04A-125 F05A-125 F06A-125

面环配件

  CEJ63125
功率：24W/30W/35W

开孔：Φ125mm

光束角：偏光洗墙

光通量：960lm-195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 恒流驱动器24W/30W/35W LED

  CEJ63125Q
功率：24W/30W/35W

开孔：Φ125mm

光束角：偏光洗墙

光通量：960lm-195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 恒流驱动器24W/30W/35W LED

  CEJ61150
功率：30W/35W/40W

开孔：Φ150mm

光束角：15°/24°/36°/50°

光通量：1200lm-32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另配 恒流驱动器30W/35W/40W LED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F01-150 F02-150 F03-150 F04-150

面环配件

F05-150 F06-150

  CEJ62150
功率：30W/35W/40W

开孔：Φ150mm

光束角：15°/24°/36°/50°

光通量：1200lm-32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30W/35W/40W LED恒流驱动器

F01A-150 F02A-150 F03A-150 F04A-150 F05A-150 F06A-150

面环配件

  CEJ63150Q
功率：30W/35W/40W

开孔：Φ150mm

光束角：偏光洗墙

光通量：1050lm-22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 恒流驱动器30W/35W/40W LED

  CEJ62150F
功率：30W/35W/40W

开孔：Φ150mm

光束角：15°/24°/36°/50°

光通量：1200lm-32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IP65防护等级：

电器：另配30W/35W/40W LED恒流防水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F01A-150 F02A-150 F03A-150 F04A-150 F05A-150 F06A-150

面环配件

  CEJ61150F
功率：30W/35W/40W

开孔：Φ150mm

光束角：15°/24°/36°/50°

光通量：1200lm-32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防护等级：IP65

电器：另配 恒流防水驱动器30W/35W/40W LED

F01-150 F02-150 F03-150 F04-150

面环配件

F05-150 F06-150

F01-105 F02-105 F03-105 F04-105

面环配件

F07-105F05-105 F06-105 F02Q-105

  CEJ61105-S
功率：15W/18W/24W

开孔：Φ105mm

光束角：12°/24°/36°/50°

光通量：1200lm-16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15W/18W/24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F07A-075F01A-075 F02A-075 F03A-075 F04A-075 F05A-075 F06A-075

面环配件

  CEJ62105-S
功率： 15W/18W/24W

开孔：Φ 105mm

光束角： 12°/24°/36°/50°

光通量： 1200lm-16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 15W/18W/24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F01-125 F02-125 F03-125 F04-125

面环配件

F05-125 F06-125 F02Q-125

  CEJ61125-S
功率：24W/30W/35W

开孔：Φ125mm

光束角：15°/24°/36°/50°

光通量：2200lm-27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24W/30W/35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F01A-125 F02A-125 F03A-125 F04A-125 F05A-125 F06A-125

面环配件

  CEJ62125-S
功率：24W/30W/35W

开孔：Φ 125mm

光束角： 15°/24°/36°/50°

光通量：2200lm-27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24W/30W/35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F01-150 F02-150 F03-150 F04-150

面环配件

F05-150 F06-150

  CEJ61150-S
功率：30W/35W/40W

开孔：Φ150mm

光束角：15°/24°/36°/50°

光通量：2700lm-31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30W/35W/40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F01A-150 F02A-150 F03A-150 F04A-150 F05A-150 F06A-150

面环配件

  CEJ62150-S
功率：30W/35W/40W

开孔：Φ 150mm

光束角： 15°/24°/36°/50°

光通量：2700lm-31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30W/35W/40W LED恒流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CEJ61150F-S
功率：30W/35W/40W

开孔：Φ150mm

光束角：15°/24°/36°/50°

光通量：2700lm-31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30W/35W/40W LED恒流防水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F01-150 F02-150 F03-150 F04-150

面环配件

F05-150 F06-150

  CEJ62150F-S
功率：30W/35W/40W

开孔：Φ 150mm

光束角： 15°/24°/36°/50°

光通量：2700lm-31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30W/35W/40W LED恒流防水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面环配件

F01A-150 F02A-150 F03A-150 F04A-150 F05A-150 F06A-150

“芳华”Pro
高光效
酒店筒灯

“芳华”6
酒店筒灯



  CEJ62105W/CW
功率：24W

105mm开孔：Φ

光束角：24°/36°

1110ml-1320ml光通量：

2700K-6500K色温：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24W智能驱动器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及无边预埋件

F01A-105 F02A-105 F03A-105 F04A-105 F07A-105F05A-105 F06A-105

面环配件

酒店筒灯 Hotel Downlight 酒店筒灯 Hotel Down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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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CW
调光调色
酒店筒灯

“芳华”CW
调光调色
酒店筒灯

  YHJ075C2P/CW
功率：9W

开孔：Φ75mm

光束角：24°/36°

光通量：460ml-560ml

色温：2700K-65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9W 智能驱动器调光调色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F01A-075 F02A-075 F03A-075 F04A-075 F07A-075F05A-075 F06A-075

面环配件

  YHJ075C2PW/CW
功率：9W

开孔：Φ75mm

光束角：24°/36°

光通量：460ml-560ml

色温：2700K-65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9W 智能驱动器调光调色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及无边预埋件

F01A-075 F02A-075 F03A-075 F04A-075 F07A-075F05A-075 F06A-075

面环配件

  CEJ62055/CW
功率：7W

开孔：Φ55mm

光束角：24°/36°

光通量：280ml-350ml

色温：2700K-65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7W 智能驱动器调光调色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F07A-055

F07-055

F01A-055

F01-055

F02A-055

F02-055

F03A-055

F03-055

F04A-055

F04-055

F05A-055

F05-055

F06A-055

F06-055

面环配件

  CEJ62055W/CW
功率：7W

开孔：Φ55mm

光束角：24°/36°

光通量：280ml-350ml

色温：2700K-65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7W 智能驱动器调光调色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及无边预埋件

F07A-055

F07-055

F01A-055

F01-055

F02A-055

F02-055

F03A-055

F03-055

F04A-055

F04-055

F05A-055

F05-055

F06A-055

F06-055

面环配件

  CEJ62055R/CW
功率：7W

开孔：55*55mm

光束角：24°/36°

光通量：280ml-350ml

色温：2700K-65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7W 智能驱动器调光调色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面环配件

F01A-055R F02A-055R F03A-055R F04A-055R F05A-055R F06A-055R

  CEJ62055RW/CW
功率：7W

开孔：55*55mm

光束角：24°/36°

光通量：280ml-350ml

色温：2700K-65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7W 智能驱动器调光调色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及无边预埋件

面环配件

F01A-055R F02A-055R F03A-055R F04A-055R F05A-055R F06A-055R

  CEJ62055R-2/CW
功率：2*7W

开孔：104*55mm

24°/36°光束角：

光通量：550ml-700ml

色温：2700K-65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 7W 智能驱动器另配 调光调色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面环配件

F01A-055R F02A-055R F03A-055R F04A-055R F05A-055R F06A-055R

  CEJ62075/CW
功率：12W

开孔：Φ75mm

光束角：24°/36°

光通量：550ml-700ml

色温：2700K-65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12W 智能驱动器调光调色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F01A-075 F02A-075 F03A-075 F04A-075 F07A-075F05A-075 F06A-075

面环配件

  CEJ62075W/CW
功率：12W

开孔：Φ75mm（另配无边预埋件）

光束角：24°/36°

光通量：550ml-700ml

色温：2700K-65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12W 智能驱动器调光调色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及无边预埋件

F07A-075F01A-075 F02A-075 F03A-075 F04A-075 F05A-075 F06A-075

面环配件

  CEJ62075R/CW
功率：12W

开孔：75*75mm

光束角：24°/36°

光通量：550ml-700ml

色温：2700K-65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12W 智能驱动器调光调色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面环配件

F01A-075R F02A-075R F03A-075R F04A-075R F05A-075R F06A-075R

  CEJ62075RW/CW
功率：12W

开孔：75*75mm（另配无边预埋件）

光束角：24°/36°

光通量：550ml-700ml

色温：2700K-65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12W 智能驱动器调光调色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及无边预埋件

面环配件

F01A-075R F02A-075R F03A-075R F04A-075R F05A-075R F06A-075R

  CEJ62075R-2/CW
功率： 12W2*

开孔：142*75mm

24°/36°光束角：

光通量：1100ml-1400ml

色温：2700K-65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 12W 智能驱动器另配 调光调色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面环配件

F01A-075R F02A-075R F03A-075R F04A-075R F05A-075R F06A-075R

  CEJ62105/CW
功率：24W

105mm开孔：Φ

光束角：24°/36°

1110ml-1320ml光通量：

2700K-6500K色温：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24W 智能驱动器调光调色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F01A-105 F02A-105 F03A-105 F04A-105 F07A-105F05A-105 F06A-105

面环配件

  CEJ62125/CW
功率：35W

开孔：Φ125mm

24°/36°光束角：

光通量：1670ml-1920ml

色温：2700K-65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35W 智能驱动器调光调色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F01A-125 F02A-125 F03A-125 F04A-125 F05A-125 F06A-125

面环配件

  CEJ62150/CW
功率：40W

开孔：Φ150mm

24°/36°光束角：

光通量：2370ml-2770ml

色温：2700K-6500K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DW

电器：另配40W 智能驱动器调光调色

备注：需另配反光罩

F01A-150 F02A-150 F03A-150 F04A-150 F05A-150 F06A-150

面环配件

芳华系列
防水筒灯

  CEA61075F
功率：9W

光通量：500lm-585lm

色温：3000K/3500K/400K/6400K

75mm开孔：Φ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LED电器：含 恒流驱动器

  CEA61125F
功率：24W

光通量：1500lm-1680lm

色温：3000K/3500K/400K/6400K

125mm开孔：Φ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LED电器：含 恒流驱动器

  CEA61105F
功率：15W

光通量：900lm-1050m

色温：3000K/3500K/400K/6400K

105mm开孔：Φ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LED电器：含 恒流驱动器

  CEA61150F
功率：35W

光通量：2100lm-2550m

色温：3000K/3500K/400K/6400K

150mm开孔：Φ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LED电器：含 恒流驱动器

“5”系列
Φ75mm

   CEJ075E(主体)2S
功率：5W/7W/9W/12W

光束角：12° /24° /36° 

光通量：250lm-9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7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5”系列
Φ55mm

   CEJ2055E（主体）
功率：1*5W/1*7W/1*9W

光束角：12° /24° /36° 

光通量：250lm-56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5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CEJ1075E/J(主体) IV代
功率：5W/7W/9W/12W/15W

光束角：12° /24° /36°

光通量：250lm -95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7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CEJ1075E(主体) IV代
功率：5W/7W/9W/12W/15W

光束角：8° /12° /24° /36° 

光通量：250lm - 9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7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5”系列
Φ7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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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J2075E/J(主体)  IV代
功率：5W/7W/9W/12W/15W

光束角：12° /24° /36°

光通量：250lm -95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7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CEJ1095 Ⅲ代
功率：15W

光束角：12° /24° /36° /50°  

光通量：580lm - 93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9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CEJ1095/J Ⅲ代
功率：24W

光束角：15° /24° /36° /50°  

光通量：1080lm - 18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9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5”系列
Φ95mm

   CEJ2095/J Ⅲ代
功率：24W

光束角：15° /24° /36° /50°  

光通量：1080lm - 18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9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CEJ2095 Ⅲ代
功率：15W

光束角：12° /24° /36° /50°  

光通量：580lm - 93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9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CEJ1125 Ⅲ代
功率：40W

光束角：12° /24° /36° /50°  

光通量：2500lm - 33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12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CEJ1125 Ⅲ代
功率：24W

光束角：12° /24° /36° /50°  

光通量：1300lm - 18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12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CEJ1125/J Ⅲ代
功率：24W

光束角：12° /24° /36° /50°  

光通量：1500lm - 18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12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5”系列
Φ125mm

    CEJ2075E(主体)  IV代
功率：5W/7W/9W/12W/15W

光束角：8° /12° /24° /36°

光通量：250lm - 9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7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5”系列
Φ75mm

   CEJ2125 Ⅲ代
功率：24W

光束角：12° /24° /36° /50°  

光通量：1300lm - 18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12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CEJ2125 Ⅲ代
功率：40W

光束角：12° /24° /36° /50°  

光通量：2500lm - 33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12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CEJ2125/J Ⅲ代
功率：24W

光束角：12° /24° /36° /50°  

光通量：1300lm - 18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12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5”系列
Φ200mm

   CEJ2200 Ⅲ代
功率：45W

光束角：12° /24° /36° /50°  

光通量：1980lm - 275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200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CEJ1150 Ⅲ代
功率：35W

光束角：12° /24° /36° /45°  

光通量：1700lm - 25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150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CEJ1150 Ⅲ代
功率：50W

光束角：15° /30° /45° 

光通量：3050lm - 392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150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5”系列
Φ150mm

   CEJ1095-S
功率：15W/24W

光束角：15° /24° /36° /50° 

光通量：1000lm - 2280l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9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5”系列Pro
高光效版
Φ95-150mm

   CEJ2095-S
功率：15W/24W

光束角：15° /24° /36° /50° 

光通量：1000lm - 2280l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9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J2125-S
功率：30W/35W/40W

光束角：15° /24° /36° /50° 

光通量：2700lm - 3800l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12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J1150-S
功率：35W/45W

光束角：15° /24° /36° /50° 

光通量：2600lm - 4410l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150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J1125-S
功率：30W/35W/40W

光束角：15° /24° /36° /50° 

光通量：2700lm - 3800l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12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J2150-S
功率：35W/45W

光束角：15° /24° /36° /50° 

光通量：2600lm - 4410l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150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J2150 Ⅲ代
功率：50W

光束角：15° /30° /45°  

光通量：3050lm - 392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150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CEJ2150 Ⅲ代
功率：35W

光束角：12° /24° /36° /45°  

光通量：1700lm - 25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150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5”系列CW
调光调色

   CEJ2055E/CW
功率：9W

光束角：24° /36° 

光通量：440ml-550ml

色温：2700K-6500K

开孔尺寸：Φ5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另配9W智能驱动器

   CEJ2125/CW
功率：30W

光束角：24° /36° 

光通量：2030ml-2300ml

色温：2700K-6500K

开孔尺寸：Φ12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另配30W智能驱动器

    CEJ2075E/CW
功率：12W

光束角：24° /36° 

光通量：620lm-760ml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7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另配12W智能驱动器

   CEJ2150/CW
功率：40W

光束角：24° /36° 

光通量：2520ml-3010ml

色温：2700K-6500K

开孔尺寸：Φ150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另配40W智能驱动器

   CEJ2095/CW
功率：24W

光束角：24° /36° 

光通量：1100ml-1320ml

色温：2700K-6500K

开孔尺寸：Φ9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另配24W智能驱动器

   CEJ2200/CW
功率：40W

光束角：24° /36° 

光通量：2310ml-2780ml

色温：2700K-6500K

开孔尺寸：Φ200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另配40W智能驱动器

   CEJ1200 Ⅲ代
功率：45W

光束角：12° /24° /36° /50° 

光通量：1980lm - 275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200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5”系列
Φ200mm

   CEJ2040S
功率：3W

光束角：15°/24°/36°

光通量：100lm - 12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40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SBK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层板灯-
隐士

   CEJ1030S
功率：3W

光束角：15°/24°/36°

光通量 ：100lm-12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30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SBK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J1040S
功率：3W

光束角：15°/24°/36°

光通量 ：100lm-12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40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SBK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J1050S
功率：5W

光束角：15°/24°/36°

光通量 ：230lm-28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50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SBK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J1060S
功率：7W

光束角：15°/24°/36°

光通量 ：270lm-42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60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SBK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J S2050
功率：5W

15°/24°/36°光束角：

光通量：230lm - 28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50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SBK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J S2060
功率：7W

15°/24°/36°光束角：

光通量：270lm - 42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60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SBK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层板灯-
灵巧

   CEJ2040Q-1
功率：3W

光束角：24° 

光通量：120lm - 150lm

色温：2700K/3000K

开孔尺寸：Φ40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SBK

LED电器：含 恒流驱动器

   CEJ2035Q
功率：3W

光束角：24° 

光通量：120lm - 150lm

色温：2700K/3000K

开孔尺寸：Φ3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SBK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J1035Q
功率：3W

光束角：24° 

光通量：120lm - 150lm

色温：2700K/3000K

开孔尺寸：Φ3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SBK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层板灯 Laminate l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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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J2040Q-2
功率：3W

光束角：24° 

光通量：60lm - 90lm

色温：2700K/3000K

开孔尺寸：Φ40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SBK

LED电器：含 恒流驱动器

   ⅡCEJ1030
功率：3W

光束角：20° 

光通量：120lm-150lm 

色温：2700K/3000K

开孔尺寸：Φ30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LED电器：含 恒流驱动器

   CEJ2040Q-3
功率：3W

光束角：24° 

光通量：90lm - 100lm

色温：2700K/3000K

开孔尺寸：Φ40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SBK

LED电器：含 恒流驱动器

层板灯-
灵巧

   CEJ1017Q
功率：1W

光通量：50lm-70lm
颜色：哑光白/砂黑

电器：满天星驱动

一拖1-3驱动：CEC0300-3SL-3C（适配1-3套灯具）

一拖1-10驱动：CEC0300-10SL-H（适配1-10套灯具）

层板灯-
满天星

洗墙灯 Wall Washer Light

   CEQ3105
功率：15W

光通量：750lm - 9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10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0-220V可控硅调光驱动器

   CEQ3125
功率：21W

光通量：1050lm -126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12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0-220V可控硅调光驱动器

   CEQ3075
功率：9W/12W

光通量：350lm - 470lm/410lm-59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7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0-220V可控硅调光驱动器

天际系列

   CXS5773Q-03
功率：7W

光束角：偏光洗墙

光通量：350lm -48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CXS -065773Q
功率：14W

光束角：偏光洗墙

光通量：720lm - 96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CXS5773Q-09
功率：21W

光束角：偏光洗墙

光通量：1400lm - 17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CXS -125773Q
功率：28W

光束角：偏光洗墙

光通量：1500lm - 19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近距离
洗墙灯

   C 0S-025XR505
功率：7W

光束角：24°/36°/50°/15°*45°

光通量：420lm - 480lm

开孔尺寸：52mm*252m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SW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C 0S-050XR505
功率：14W

光束角：24°/36°/50°/15°*45°

光通量：850lm - 960lm

：52mm*502mm开孔尺寸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SW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C 0S-075XR505
功率：21W

光束角：24°/36°/50°/15°*45°

光通量： m - lm1350l 1650

：52mm*752mm开孔尺寸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SW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C 0S-100XR505
功率：28W

光束角：24°/36°/50°/15°*45°

光通量：1800lm - 1950lm

：52mm*1002mm开孔尺寸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SW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C 0S-025XS505
功率：7W

光束角：24°/36°/50°/15°*45°

光通量：420lm - 48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SW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CXS5050S-050
功率：14W

光束角：24°/36°/50°/15°*45°

光通量：850lm - 96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SW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C 0S-075XS505
功率：21W

光束角：24°/36°/50°/15°*45°

光通量：1350lm - 165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SW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CXS5050S-100
功率：28W

光光束角：24°/36°/50°/15°*45°

光通量：1800lm - 195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SW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天际50
擦墙灯

   CXR3030S-03
功率：7W

光束角： /15°*45°30°/60°/90°

光通量：450lm - 600lm

开孔尺寸：305mm*35m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CXR3030S-06
功率：14W

光束角： /15°*45°30°/60°/90°

光通量：1000lm - 1200lm

开孔尺寸：605mm*35m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CXR3030S-09
功率：21W

光束角： /15°*45°30°/60°/90°

光通量：1400lm - 1700lm

开孔尺寸：905mm*35m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CXR3030S-12
功率：28W

光束角： /15°*45°30°/60°/90°

光通量：1900lm - 2100lm

开孔尺寸：1205mm*35m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天际25
擦墙灯

   CXS2530S-03
功率：7W

光束角：30°/60°/90°/15°*45°

光通量：450lm - 6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CXS2530S-06
功率：14W

光束角： /15°*45°30°/60°/90°

光通量：1000lm - 12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CXS2530S-09
功率：21W

光束角： /15°*45°30°/60°/90°

光通量：1400lm - 17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CXS2530S-12
功率：28W

光束角： /15°*45°30°/60°/90°

光通量：1900lm - 21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Ⅱ（小圆孔）CEJ1040
功率：3W

光束角：20° 

光通量：120lm-150lm 

色温：2700K/3000K

开孔尺寸：Φ38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LED电器：含 恒流驱动器

   CEJ1020Q
功率：1W

光通量：20lm
颜色：白色/黑色/铝本色/镀镍色/香槟金

电器：满天星驱动

一拖1-3驱动：CEC0300-3SL-3C（适配1-3套灯具）

一拖1-10驱动：CEC0300-10SL-H（适配1-10套灯具）

   CEJ1025Q
功率：1W

光通量：70lm-90lm
颜色：哑光白/砂黑

电器：满天星驱动

一拖1-3驱动：CEC0300-3SL-3C（适配1-3套灯具）

一拖1-10驱动：CEC0300-10SL-H（适配1-10套灯具）

   CXR3030-03
功率：7W

光束角：60°*100°/偏光洗墙

光通量：450lm - 600lm

开孔尺寸：305mm*35m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CXR3030-06
功率：14W

光束角：60°*100°/偏光洗墙

光通量：1000lm - 1200lm

：605mm*35mm开孔尺寸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

电器：另配 恒压驱动器DC24V

   CXR3030-09
功率：21W

光束角：60°*100°/偏光洗墙

光通量：1400lm - 1700lm

：905mm*35mm开孔尺寸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

电器：另配 恒压驱动器DC24V

   CXR3030-12
功率：28W

光束角：60°*100°/偏光洗墙

光通量：1900lm - 2100lm

：1205mm*35mm开孔尺寸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

电器：另配 恒压驱动器DC24V

MINI
洗墙灯

   C 1560Q-03XS
功率：7W

光束角：偏光洗墙

光通量：390lm - 43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YB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CXS 61560Q-0
功率：14W

光束角：偏光洗墙

光通量：690lm - 77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YB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C 1560Q-0XS 9
功率：21W

光束角：偏光洗墙

光通量：1050lm - 112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YB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CXS -121560Q
功率：28W

光束角：偏光洗墙

光通量：1340lm - 146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YB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CXS2530-03
功率：7W

光束角：60°*100°/偏光洗墙

光通量：450lm - 6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CXS2530-06
功率：14W

光束角：60°*100°/偏光洗墙

光通量：1000lm - 12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CXS2530-09
功率：21W

光束角：60°*100°/偏光洗墙

光通量：1400lm - 17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CXS2530-12
功率：28W

光束角：60°*100°/偏光洗墙

光通量：1900lm - 21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C F-05XR3025Q
功率：12W

光束角：20°*60°

光通量：600lm - 700lm

色温：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CXR3025QF-10
功率：24W

光束角：20°*60°

光通量：1200lm - 1400lm

色温：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

电器：另配 恒压驱动器DC24V

   CXR 0QF-05305
功率：12W

光束角：20°*60°

光通量：450lm - 550lm

色温：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CXR 0QF-10305
功率：24W

光束角：20°*60°

光通量：900lm - 1100lm

色温：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IP54
线形洗墙

层板灯 Laminate lights 洗墙灯 Wall Washer Light

   CXS2536Q
功率：2W

光束角：15°*20°

光通量：140lm - 16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蛇形洗墙



   CEQ11025
功率：1W 

光通量：40lm

色温：27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BK

电器：内置电器

灯具尺寸：90*90mm

备注：另配面盖

安装盒：另配86安装盒

防护等级：I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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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Q11011Ⅱ代
功率：1W

光通量：40lm

色温：2700K

PC材质：

颜色：WH

电器：内置电器

灯具尺寸：94*94mm

安装盒：另配86安装盒

   CEQ11019
功率：1W 

光通量：40lm

色温：2700K

PC材质：

颜色：WH

电器：内置电器

灯具尺寸：94*94mm

安装盒：另配86安装盒

感应距离：1-3M

感应角度：0-90°

感应照度：≦5lux

感应延时：30s

   CEQ11027
功率：1W 

光通量：20lm

色温：27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SW

电器：外置驱动

灯具尺寸：60*60mm

备注：含CEQ11031安装板
安装盒：另配86安装盒

防护等级：IP20

   CEQ11027/ GY
功率：1W 

光通量：20lm

色温：27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SW

电器：外置驱动

灯具尺寸：60*60mm

备注：含CEQ11031安装板
安装盒：另配86安装盒

防护等级：IP20

   CEQ11027
功率：1W 

光通量：20lm

色温：27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SW

电器：外置驱动

灯具尺寸：60*60mm

备注：含CEQ11031安装板
安装盒：另配86安装盒

防护等级：IP20

   CEQ11035
功率：1W 

光通量：20lm

色温：27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SW

电器：内置电器

灯具尺寸：35*200mm

安装盒：另配CEQ11033安装盒

防护等级：IP20

   035/GYCEQ11  
功率：1W 

光通量：20lm

色温：27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SW

电器：内置电器

灯具尺寸：35*200mm

安装盒：另配CEQ11035安装盒

防护等级：IP20

梯步灯 Stair Light

梯步灯

地埋灯 In-Ground Light

   C L3811B
功率：1W

光束角：8°/12°/25°/30°/50°

光通量：45lm
色温：2700K/3000K/4000K

开孔尺寸：Φ40mm

材质：不锈钢

颜色：SS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C L381B 2
功率：2W

光束角：8°/12°/25°/30°/50°

光通量：90lm
色温：2700K/3000K/4000K

开孔尺寸：Φ45mm

材质：不锈钢

颜色：SS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C L381B 3
功率：3W

光束角：8°/12°/25°/30°/50°

光通量：135lm
色温：2700K/3000K/4000K

开孔尺寸：Φ45mm

材质：不锈钢

颜色：SS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C L381B 4
功率：3W

光束角：8°/12°/25°/30°/50°

光通量：135lm
色温：2700K/3000K/4000K

开孔尺寸：Φ55mm

材质：不锈钢

颜色：SS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C L381B 5
功率：5W

光束角：8°/12°/25°/30°/50°

光通量：225lm
色温：2700K/3000K/4000K

开孔尺寸：Φ55mm

材质：不锈钢

颜色：SS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C L381B 6
功率：8W

光束角：8°/12°/25°/30°/50°

光通量：360lm
色温：2700K/3000K/4000K

开孔尺寸：Φ60mm

材质：不锈钢

颜色：SS

电器：另配DC24V恒压驱动器

地埋灯

   9/GYCEQ1102  
功率：1W 

光通量：20lm

色温：27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SW

电器：外置驱动

灯具尺寸：60*60mm

备注：含CEQ11031安装板
安装盒：另配86安装盒

防护等级：IP20

   CEQ11031
功率：1W 

光通量：20lm

色温：27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SW

电器：外置驱动

灯具尺寸：35*60mm

备注：含CEQ11031安装板
安装盒：另配86安装盒

防护等级：IP20

   31/GYCEQ110  
功率：1W 

光通量：20lm

色温：27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SW

电器：外置驱动

灯具尺寸：35*60mm

备注：含CEQ11031安装板
安装盒：另配86安装盒

防护等级：IP20

   安装盒CEQ11031

外观尺寸：86*86mm

另配86底盒

专配CEQ11027/CEQ11029/CEQ11031

   CE 201R6
功率：3W

光束角：15° 

光通量：70lm-9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灯具尺寸：Φ40*100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SN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R6101
功率：3W

光束角：24° 

光通量：120lm-150lm

色温：2700K/3000K

灯具尺寸：152mm*50*52mm

材质：铝合金+阻燃PC

颜色：SW/SBK

LED电器：含 恒流驱动器

安装盒：另配 Ⅱ代安装底盒CER6101 

   CEQ11001
功率：1W

光束角：/

光通量：40lm 50- 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68*26mm灯具尺寸：Φ

P材质： C

颜色：SN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ⅡCER6101 代安装底盒

  CER6086电器盒底座   

另配标准型86安装底盒

安装方便快捷

搭配梯步灯组件CEQ11011

和阅读灯组件CER6201

轻松实现各种功能转换

阅读灯

阅读灯 Reading Lamp

   CEQ11033
功率：1W 

光通量：20lm

色温：27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SW

电器：内置电器

灯具尺寸：35*100mm

安装盒：另配CEQ11033安装盒

防护等级：IP20

   33/GYCEQ110  
功率：1W 

光通量：20lm

色温：27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SW

电器：内置电器

灯具尺寸：35*100mm

安装盒：另配CEQ11033安装盒

防护等级：IP20

   安  装   盒 CEQ11033

外观尺寸：98*35*60mm

开孔尺寸：100*35mm

专配CEQ11033/CEQ11033/GY

   安  装   盒 CEQ11035

外观尺寸：198*35*60mm

开孔尺寸：200*35mm

专配CEQ11035/CEQ11035/GY

梯步灯 Stair Light

   CEQ11021
功率：0.5W/1W/2W 

光通量：20lm/40lm/60lm

色温：27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SW

电器：内置电器

灯具尺寸：70*66mm

安装盒：另配60*60mm安装盒

防护等级：IP44

梯步灯    安装盒CEQ11021/11023
尺寸：60*60*49mm

   CEQ11023
功率：0.5W/1W/2W 

光通量：20lm/40lm/60lm

色温：27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SW

电器：内置电器

灯具尺寸：70*66mm

安装盒：另配60*60mm安装盒

防护等级：I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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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射灯 Ceiling Light

26系列
(新品)

  CET2606
功率： 12W/15W/18W

光束角： 12°/24°/36°

光通量：710lm-810lm(12W)

          1050lm-1160lm(15W)

          1180lm-1300lm(18W)

色温：2700K/3000K/4000K

开孔尺寸：φ95mm

灯具尺寸：Φ 108.5*H9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NW/BK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T2602

功率：5W/7W

光束角： 12°/24°/36°

光通量：270lm-350lm(5W)

          380lm-470lm(7W)

色温：2700K/3000K/4000K

开孔尺寸：Φ55mm

灯具尺寸：Φ63*H57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NW/BK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T2604
功率：7W/9W/12W

光束角： 12°/24°/36°

光通量：380lm-470lm(7W)

          620lm-710lm(9W)

          710lm-810lm(12W)

色温：2700K/3000K/4000K

开孔尺寸：Φ75mm

灯具尺寸：Φ87*H78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NW/BK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27精工
系列

  CETM50
功率：5W/7W/9W/12W/15W

光束角：12°/24°/36° 

光通量：150lm - 82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塑包铝

颜色：SBK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T2706/CET2716 空体
开孔尺寸：Φ75/Φ9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DW

光源模组：另配CETM50

  

  CET2702 空体
开孔尺寸：Φ7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DW

光源模组：另配CETM50

  

  CET2704 空体
开孔尺寸：Φ7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DW、DW/BK

光源模组：另配CETM50

  

  CET2708 空体
开孔尺寸：Φ7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DW

光源模组：另配CETM50

  

  CET2710 空体
开孔尺寸：Φ7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DW

光源模组：另配CETM50

  

  CETM50S
功率：5W/7W

光束角：12°/24°/36° 

光通量：240lm - 46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SBK

电器：外置恒流驱动器

  CET2710S  空体
开孔尺寸：Φ5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BK

光源模组：另配CETM50S

  

  CET2706S  空体
开孔尺寸：Φ5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BK、DW/DW

光源模组：另配CETM50S

  

  CET2708S  空体
开孔尺寸：Φ5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BK

光源模组：另配CETM50S

  

2310系列   CET2312 -01
功率：7W

光束角：15° /24° 

光通量：420lm - 5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85mm

灯具尺寸：Φ95*H67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T2314 -01
功率：9W/12W

光束角：15° /24° 

光通量：600lm - 8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95mm

灯具尺寸：Φ110*H80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T2310S Ⅱ代
功率：5/7W

光束角：15° /24° /36° 

光通量：290lm - 5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60mm

灯具尺寸：Φ71*H51mm(5W)

                Φ71*H57mm(7W)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T2310 Ⅱ代
功率：7/9W

光束角：12° /24° /36° 

光通量：400lm - 65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75mm

灯具尺寸：Φ85*H6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TP02-055

外观尺寸：Φ32.5*5.2mm

适用：CET2602天花灯

CETP07-055

外观尺寸：Φ32.8*5.7mm

适用：CET2602天花灯

CETP08-055

外观尺寸：Φ43.8*16.5mm

适用：CET2602天花灯

CETP02-075

外观尺寸：Φ43.5*5.2mm

适用：CET2604天花灯

CETP07-075

外观尺寸：Φ44.5*7.9mm

适用：CET2604天花灯

CETP08-075

外观尺寸：Φ60.4*21.8mm

适用：CET2604天花灯

CETP02-095

外观尺寸：Φ56.5*5.2mm

适用：CET2606天花灯

CETP07-095

外观尺寸：Φ57*12.5mm

适用：CET2606天花灯

CETP08-095

外观尺寸：Φ77.8*31.8mm

适用：CET2606天花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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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射灯 Ceiling Light 筒灯 Downlight

D-B系列
Ⅱ代

  CET - Ⅱ3102D B 
功率：5W/7W

光束角：24° 

光通量：400lm-450lm/500lm-550lm

色温：3000K/4000K

开孔尺寸：Φ75mm

灯具尺寸：Φ85*H44mm

材质：PP+PC

颜色：NW

电器：内置驱动器

  CET Ⅱ3102D-B 
功率：9W

光束角：24° 

光通量：700lm-750lm

色温：3000K/4000K

开孔尺寸：Φ95mm

灯具尺寸：Φ110*H57mm

材质：PP+PC

颜色：NW

电器：内置驱动器

11046系列
Ⅱ代

  CET11044C Ⅱ
功率：5W

光束角：24° 

光通量：300lm - 400lm

色温：3000K/4000K

开孔尺寸：Φ55mm

灯具尺寸：Φ65*H51mm

材质：金属灯体+压铸散热器

颜色：NW

电器：内置驱动器

  CET11046C Ⅱ
功率：7W/9W

光束角：24° 

光通量：390lm - 450lm/500lm-550lm

色温：3000K/4000K

开孔尺寸：Φ75mm

灯具尺寸：Φ85*H56.5mm

材质：金属灯体+压铸散热器

颜色：NW

电器：内置驱动器

  CET11048C Ⅱ
功率：12W/15W

光束角：24° 

光通量：720lm - 870lm/960lm-1160lm

色温：3000K/4000K

开孔尺寸：Φ95mm

灯具尺寸：Φ105*H60mm/Φ105*H70.5mm

材质：金属灯体+压铸散热器

颜色：NW

电器：内置驱动器

  CET2322/R-F
功率：6W

光束角：30° 

光通量：150lm - 360lm

色温：3000K/4000K

开孔尺寸：Φ75mm

灯具尺寸：Φ85*H54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防护等级：IP65

2322
防水系列

  CET2322/R
功率：4W/6W/9W

光束角：30° 

光通量：150lm - 540lm

色温：3000K/4000K

开孔尺寸：Φ75mm

灯具尺寸：Φ85*H54mm(4W/6W)

                 Φ85*H73mm(9W)

材质：PC面环+铝合金

颜色：DW+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T2324/R
功率：9W/12W

光束角：30° 

光通量：430lm - 840lm

色温：3000K/4000K

开孔尺寸：Φ95mm

灯具尺寸：Φ109*H66mm

材质：PC面环+铝合金

颜色：DW+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T2326/R
功率：14W

光束角：30° 

光通量：800lm - 1300lm

色温：3000K/4000K

开孔尺寸：Φ120mm

灯具尺寸：Φ138*H80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A12501S Ⅱ(镜面)/

  CEA12501S/S Ⅱ(砂银)/

  CEA12501S/W Ⅱ(白色)/

  CEA12501S/P Ⅱ(珠点)
功率：9W

光束角：60° 

光通量：580lm-810l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75mm

灯具尺寸：Φ87*H72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防护等级：IP44(灯体)

   CEA13501S Ⅱ(镜面)/

  CEA13501S/S Ⅱ(砂银)/

  CEA13501S/W Ⅱ(白色)/

  CEA13501S/P Ⅱ(珠点)
功率：15W

光束角：60° 

光通量：1180lm-1350l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95mm

灯具尺寸：Φ110*H82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防护等级：IP44(灯体)

  CEA1401S Ⅱ(镜面)/

   C EA1401S/S Ⅱ(砂银)/

  CEA1401S/W Ⅱ(白色)/

  CEA1401S/P Ⅱ(珠点)
功率：24W

光束角：60° 

光通量：2050lm-2200l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125mm

灯具尺寸：Φ135*H98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防护等级：IP44(灯体)

S系列Ⅱ代
筒灯

   CEA1501S Ⅱ(镜面)/CEA1501S/S Ⅱ(砂银)/

  CEA1501S/W Ⅱ(白色)/CEA1501S/P Ⅱ(珠点)
功率：35W

光束角：60° 

光通量：2800lm-3300l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150mm

灯具尺寸：Φ160*H113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防护等级：IP44(灯体)

   CEA1701S Ⅱ(镜面)/CEA1701S/S Ⅱ(砂银)/

  C EA1701S/W Ⅱ(白色)/CEA1701S/P Ⅱ(珠点)
功率：45W

光束角：60° 

光通量：3800lm-4500l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175mm

灯具尺寸：Φ186*H12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防护等级：IP44(灯体)

   CEA12501S-C(镜面)/CEA12501S-C/S(砂银）/

  CEA12501S-C/W(白色)  定制款
功率：9W

光束角：24° 

光通量：480lm-560lm

色温：3000K/3500K/4000K/5700K

开孔尺寸：Φ75mm

灯具尺寸：Φ87*H72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防护等级：IP44(灯体)

  EA13501C S-C(镜面)/CEA13501S-C/S(砂银)/

  CEA13501S-C/W(白色)  定制款
功率：15W

光束角：24° 

光通量：900lm-1050lm

色温：3000K/3500K/4000K/5700K

开孔尺寸：Φ95mm

灯具尺寸：Φ110*H82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防护等级：IP44(灯体)

   CEA1401S-C(镜面)/CEA1401S-C/S(砂银)/

  CEA1401S-C/W(白色)  定制款
功率：24W

光束角：24° 

光通量：1440lm-1680lm

色温：3000K/3500K/4000K/5700K

开孔尺寸：Φ125mm

灯具尺寸：Φ135*H98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防护等级：IP44(灯体)

   CEA1501S-C(镜面)/CEA1501S-C/S(砂银)

  /CEA1501S-C/W(白色)  定制款
功率：35W

光束角：24° 

光通量：2100lm-2450lm

色温：3000K/3500K/4000K/5700K

开孔尺寸：Φ150mm

灯具尺寸：Φ160*H113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防护等级：IP44(灯体)

   CEA1701S-C(镜面)/CEA1701S-C/S(砂银)

  /CEA1701S-C/W(白色)  定制款
功率：45W

光束角：24° 

光通量：2940lm-3350lm

色温：3000K/3500K/4000K/5700K

开孔尺寸：Φ175mm

灯具尺寸：Φ186*H12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防护等级：IP44(灯体)

灯体尺寸
配件类型

Φ95-120mm Φ120-144mm Φ145-170mm Φ175-198mm

  CET2320/S
功率：4W

光束角：24° 

光通量：160lm - 200lm

色温：3000K/4000K

开孔尺寸：Φ55mm

灯具尺寸：Φ68*H42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T2324/S
功率：9W/12W

光束角：24° 

光通量：430lm - 840lm

色温：3000K/4000K

开孔尺寸：Φ95mm

灯具尺寸：Φ109*H66mm

材质：PC面环+铝合金

颜色：DW+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T2322/S
功率：4W/6W/9W

光束角：24° 

光通量：150lm - 540lm

色温：3000K/4000K

开孔尺寸：Φ75mm

灯具尺寸：Φ85*H54mm(4W/6W)

                 Φ85*H73mm(9W)

材质：PC面环+铝合金

颜色：DW+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T2326/S
功率：14W

光束角：24° 

光通量：800lm - 1300lm

色温：3000K/4000K

开孔尺寸：Φ120mm

灯具尺寸：Φ138*H80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2322系列

  CET Ⅱ3102D-B 
功率：12W

光束角：24° 

光通量：1000lm-1050lm

色温：3000K/4000K

开孔尺寸：Φ95mm

灯具尺寸：Φ110*H57mm

材质：PP+PC

颜色：NW

电器：内置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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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灯 Downlight筒灯 Downlight

H系列
筒灯

   CEA1301H-S
功率：5W

光通量：300lm-350lm

色温：3000K/4000K/6400K

开孔尺寸：Φ90mm

灯具尺寸：Φ112*H65mm

材质：塑料PC

颜色：DW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CEA13501H-S
功率：18W

光通量：455lm-525lm

色温：3000K/4000K/6400K

开孔尺寸：Φ105mm

灯具尺寸：Φ122*H71mm

材质：塑料PC

颜色：DW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CEA1601H-S
功率：15W

光通量：1100lm-1275lm

色温：3000K/4000K/6400K

开孔尺寸：Φ165mm

灯具尺寸：Φ184*H92mm

材质：塑料PC

颜色：DW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CEA1801H-S
功率：18W

光通量：1260lm-1476lm

色温：3000K/4000K/6400K

开孔尺寸：Φ205mm

灯具尺寸：Φ237*H115mm

材质：塑料PC

颜色：DW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CEA1401H-S
功率：12W

光通量：780lm-900lm

色温：3000K/4000K/6400K

开孔尺寸：Φ125mm

灯具尺寸：Φ151*H82mm

材质：塑料PC

颜色：DW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CEA1201G Ⅱ
功率：4W

光通量：230lm - 350lm

色温：3000K/4000K/6400K

开孔尺寸：Φ75mm

灯具尺寸：Φ95*H32mm

材质：金属材质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A12501G Ⅱ
功率：5W

光通量：3000lm - 420lm

色温：3000K/4000K/6400K

开孔尺寸：Φ85mm

灯具尺寸：Φ110*H32mm

材质：金属材质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A1401G Ⅱ
功率：9W

光通量：620lm - 740lm

色温：3000K/4000K/6400K

开孔尺寸：Φ110mm

灯具尺寸：Φ138*H32mm

材质：金属材质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A1301G Ⅱ
功率：7W

光通量：450lm - 570lm

色温：3000K/4000K/6400K

开孔尺寸：Φ90mm

灯具尺寸：Φ117*H32mm

材质：金属材质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A1501G Ⅱ
功率：12W   

光通量：920lm - 1030lm

色温：3000K/4000K/6400K

开孔尺寸：Φ150mm

灯具尺寸：Φ174*H32mm

材质：金属材质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A1601G Ⅱ
功率：15W   

光通量：1180lm - 1300lm

色温：3000K/4000K/6400K

开孔尺寸：Φ165mm

灯具尺寸：Φ188*H32mm

材质：金属材质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A1801G Ⅱ
功率：21W

光通量：1680lm - 1810lm

色温：3000K/4000K/6400K

开孔尺寸：Φ200mm

灯具尺寸：Φ220*H32mm

材质：金属材质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G系列Ⅱ代
筒灯

   CEA12501K-D   Ⅱ
功率：7W/9W

光通量：550lm-620lm(7W)

                           720lm-780lm(9W)

色温：3000K/4000K/6400K

开孔尺寸：Φ75mm

灯具尺寸：Φ90*46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A1401K-D   Ⅱ
功率：20W

光通量：1065lm-1680lm

色温： 3000K/4000K/6400K

开孔尺寸：Φ125mm

灯具尺寸：Φ140*70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A1301K-D   Ⅱ
功率：12W/15W

光通量：920lm-980lm(12W)

                           1150lm-1170lm(15W)

色温：3000K/4000K/6400K

开孔尺寸：Φ95mm

灯具尺寸：Φ110*58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K Ⅱ系列
筒灯(升级)

   CEA12503 Ⅱ
功率：7W

光通量：500lm - 550lm

色温：3000K/4000K/6000K

开孔尺寸：Φ75mm

灯具尺寸：Φ83*H51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内置驱动器

03系列
Ⅱ代筒灯

   CEA1303 Ⅱ
功率：9W

光通量：700lm - 750lm

色温：3000K/4000K/6000K

开孔尺寸：Φ85mm

灯具尺寸：Φ93*H58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内置驱动器

   CEA1501K-D   Ⅱ
功率：30W

光通量：2550lm-2600lm

色温：3000K/4000K/6400K

开孔尺寸：Φ150mm

灯具尺寸：Φ165*77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A1601K-D   Ⅱ
功率：40W

光通量：3350lm-3400lm

色温：3000K/4000K/6400K

开孔尺寸：Φ170mm

灯具尺寸：Φ190*84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H系列Ⅲ代
筒灯

   CEA12501H Ⅲ
功率：5W

光通量：300lm

色温：3000K/4000K/6400K

开孔尺寸：Φ75mm

灯具尺寸：Φ90*H49mm

材质：金属材质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A1301H Ⅲ
功率：7W

光通量：490lm

色温：3000K/4000K/6400K

开孔尺寸：Φ85mm

灯具尺寸：Φ105*H51mm

材质：金属材质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A13501H Ⅲ
功率：9W

光通量：630lm

色温：3000K/4000K/6400K

开孔尺寸：Φ100mm

灯具尺寸：Φ120*H53mm

材质：金属材质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A1401H Ⅲ
功率：12W

光通量：840lm

色温：3000K/4000K/6400K

开孔尺寸：Φ125mm

灯具尺寸：Φ144*H55mm

材质：金属材质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A1601H Ⅲ
功率：15W

光通量：1050lm

色温：3000K/4000K/6400K

开孔尺寸：Φ165mm

灯具尺寸：Φ185*H58mm

材质：金属材质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A1801H Ⅲ
功率：18W

光通量：1260lm

色温：3000K/4000K/6400K

开孔尺寸：Φ205mm

灯具尺寸：Φ230*H58mm

材质：金属材质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01系列
筒灯

   CEA1201
功率：5W/7W

光通量：300lm - 490lm

色温：3000K/4000K/6400K

开孔尺寸：Φ75mm

灯具尺寸：Φ85*H70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A1601
功率：18W/24W

光通量：1150lm - 1800lm

开色温：3000K/4000K/6400K

孔尺寸：Φ145mm

灯具尺寸：Φ156*H100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A1401
功率：11W/15W

光通量：715lm - 1125lm

色温：3000K/4000K/6400K

开孔尺寸：Φ118mm

灯具尺寸：Φ128*H8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A1701
功率：24W/35W

光通量：1680lm-2975 lm

色温：3000K/4000K/6400K

开孔尺寸：Φ175mm

灯具尺寸：Φ190*H90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A12501
功率：7W/9W

光通量：400lm - 630lm

色温：3000K/4000K/6400K

开孔尺寸：Φ85mm

灯具尺寸：Φ97*H54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防水筒灯
(新品)

   CEA1301D-F
功率：9W

光通量：510lm-570lm

色温：3000K/4000K

开孔尺寸：Φ85mm

灯具尺寸：Φ106*H53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NW

电器：含LED恒流防水驱动器 

防护等级：IP65

   CEA1401D-F
功率：15W

光通量：1000lm-1050lm

色温：3000K/4000K

开孔尺寸：Φ125mm

灯具尺寸：Φ145*67.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NW

电器：含LED恒流防水驱动器 

防护等级：IP65

   CEA1601D-F
功率：24W

光通量：1550lm-1600lm

色温：3000K/4000K

开孔尺寸：Φ160mm

灯具尺寸：Φ180*8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NW

电器：含LED恒流防水驱动器 

防护等级：IP65

   CEA12501D-B Ⅱ
功率：5W

光通量：430lm - 480lm

色温：3000K/4000K/6400K

开孔尺寸：Φ75mm

灯具尺寸：Φ90.1*H32mm

材质：PP+PC

颜色：NW

电器：内置驱动器

   CEA1301D-B Ⅱ
功率：7W

光通量：500lm - 550lm

色温：3000K/4000K/6400K

开孔尺寸：Φ85mm

灯具尺寸：Φ100.1*H34.5mm

材质：PP+PC

颜色：NW

电器：内置驱动器

   CEA13501D-B Ⅱ
功率：9W

光通量：830lm - 920lm

色温：3000K/4000K/6400K

开孔尺寸：Φ95mm

灯具尺寸：Φ110.1*H39.5mm

材质：PP+PC

颜色：NW

电器：内置驱动器

“D-B”系列
筒灯

   CEA1 03 Ⅱ35
功率：15WW

光通量：1250lm - 1300lm

色温：3000K/4000K/6000K

开孔尺寸：Φ95mm

灯具尺寸：Φ103*H63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内置驱动器

   CEA1 03 Ⅱ4
功率：20W

光通量：1600lm - 1650lm

色温：3000K/4000K/6000K

开孔尺寸：Φ120mm

灯具尺寸：Φ136*H67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内置驱动器

   CEA1 03 Ⅱ5
功率：35W

光通量：2700lm - 2800lm

色温：3000K/4000K/6000K

开孔尺寸：Φ140mm

灯具尺寸：Φ153*H74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电器：内置驱动器

   CEA12501F Ⅱ
功率：4W

光通量：260lm - 380lm

色温：3000K/4000K

开孔尺寸：Φ75mm

灯具尺寸：Φ95*H60mm

材质：塑包铝

颜色：DW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CEA1301F Ⅱ
功率：7W

光通量：500lm - 630lm

色温：3000K/4000K

开孔尺寸：Φ85mm

灯具尺寸：Φ105*H60mm

材质：塑包铝

颜色：DW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CEA13501F Ⅱ
功率：9W

光通量：620lm - 740lm

色温：3000K/4000K

开孔尺寸：Φ95mm

灯具尺寸：Φ115*H60mm

材质：塑包铝

颜色：DW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F”系列
筒灯

   CEA1401D-B Ⅱ
功率：12W

光通量：1050lm - 1160lm

色温：3000K/4000K/6400K

开孔尺寸：Φ125mm

灯具尺寸：Φ144.1*H45.5mm

材质：PP+PC

颜色：NW

电器：内置驱动器

   CEA1501D-B Ⅱ
功率：15W

光通量：1300lm - 1450lm

色温：3000K/4000K/6400K

开孔尺寸：Φ150mm

灯具尺寸：Φ170*H51.5mm

材质：PP+PC

颜色：NW

电器：内置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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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系列   CEX12-03
功率： 12W

色温： 6400K

光通量： 720lm

材质： PMMA+ 冷轧板 +ABS

功率因素：≥ 0.5

灯具尺寸：Φ 280x88mm

IP 等级： IP54

电器：内置 LED 恒流驱动器

高边白
系列

  CEX12-03
功率： 12W

色温： 3000K/4000K/6400K

光通量： 700lm-800lm

材质： PMMA+ 冷轧板

功率因素：≥ 0.5

外观尺寸：Φ 260*90mm

电器：内置 LED 恒流驱动器

  CEX18-03
功率： 18W

色温： 3000K/4000K/6400K

光通量： 1000lm-1200lm

材质： PMMA+ 冷轧板

功率因素：≥ 0.5

外观尺寸：Φ 340*105mm

电器：内置 LED 恒流驱动器

  CEX24-03
功率： 24W

色温： 3000K/4000K/6400K

光通量： 1400lm-1650lm

材质： PMMA+ 冷轧板

功率因素：≥ 0.5

外观尺寸：Φ 395*110mm

电器：内置 LED 恒流驱动器

  CEX12-10
功率： 12W

色温： 3000K/4000K/6400K

光通量： 600lm-720lm

材质： PVC+ 冷轧板

功率因素：≥ 0.5

外观尺寸：Φ 260*65mm

电器：内置 LED 恒流驱动器

  CEX18-10
功率： 18W

色温： 3000K/4000K/6400K

光通量： 900lm-1080lm

材质： PVC+ 冷轧板

功率因素：≥ 0.5

外观尺寸：Φ 330*65mm

电器：内置 LED 恒流驱动器

  CEX24-10
功率： 24W

色温： 3000K/4000K/6400K

光通量： 1200lm-1440lm

材质： PVC+ 冷轧板

功率因素：≥ 0.5

外观尺寸：Φ 380*65mm

电器：内置 LED 恒流驱动器

超薄系列   CEX08-10
功率： 8W

色温： 3000K/4000K/6400K

光通量： 480lm-560lm

材质： PMMA+ 冷轧板

功率因素：≥ 0.5

外观尺寸：Φ 210*75mm

电器：内置 LED 恒流驱动器

吸顶灯 Ceiling Light 厨卫灯 Backlit Panel

直下发光
厨卫灯

  CEW10RA
功率： 16W

色温： 3000K/4000K/6400K

光通量： 1040lm-1120lm

开孔尺寸： 300*300mm

灯具尺寸： 300*300*H32mm

材质：冷轧板 + 铝合金

功率因素：≥ 0.5

安装方式 ： 集成吊顶式

灯体颜色： OL 氧化铝 /NW 奶白色

电器：外置恒流驱动器

  CEW22RA
功率： 24W

色温： 3000K/4000K/6400K

光通量： 1560lm-1680lm

开孔尺寸： 300*600mm

灯具尺寸： 300*600*H32mm

材质：冷轧板 + 铝合金

功率因素：≥ 0.5

安装方式 ： 集成吊顶式

灯体颜色： OL 氧化铝 /NW 奶白色

电器：外置恒流驱动器

吸顶灯 Ceiling Light

雷达感应
+光控

  CEX18-GY
功率： 18W

色温 ：6400K

光通量： 900lm-1080lm  

材质： PMMA+ 冷轧板

功率因素：≥ 0.5

灯具尺寸：Φ 330*70mm

  CEX12-GY
功率： 12W

色温 ：6400K

光通量： 600lm-720lm  

材质： PMMA+ 冷轧板

功率因素：≥ 0.5

灯具尺寸：Φ 260*65mm

40S±10S

自动关闭

≤10Lux

+PIR

自动点亮

5-8m

5-8m感应

声光控
50-78dB

声音分贝

40S±10S

自动关闭

≤10Lux

+PIR

自动点亮

  CEX18-GY
功率： 18W

色温 ：6400K

光通量： 900lm-1080lm  

材质： PMMA+ 冷轧板

功率因素：≥ 0.5

灯具尺寸：Φ 330*70mm

  CEX12-GY
功率： 12W

色温 ：6400K

光通量： 600lm-720lm 

材质： PMMA+ 冷轧板

功率因素：≥ 0.5

灯具尺寸：Φ 260*65mm

感应吸顶灯(均为光控产品，两灯安装灯距应大于5米)

  CEX12-GY
功率： 12W

色温： 6400K

光通量： 600-720lm

材质： PMMA+ 冷轧板

功率因素：≥ 0.5

灯具尺寸：Φ 260*75mm

电器：内置 LED 恒流驱动器 

红外感应
+光控
(升级)

  CEX18-GY
功率： 18W

色温： 6400K

光通量： 900lm-1080lm

材质： PMMA+ 冷轧板

功率因素：≥ 0.5

灯具尺寸：Φ 330*75mm

电器：内置 LED 恒流驱动器 

3-5m

3-5m感应

120

动态监测

≤10Lux

+PIR

自动点亮

3-5M

安装高度≤3m

安装距离≥5m

40S±10S

自动关闭-10℃~40℃

工作环境

明装筒灯

   CEAM316-S
功率：15W 

光通量：900lm - 1125lm

灯具尺寸：Φ195*H120mm

色温：3000K/4000K/64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LW/BK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CEAM318-S
功率：18W 

光通量：930lm - 1350lm

灯具尺寸：Φ230*H120mm

色温：3000K/4000K/64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LW/BK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CEAM315-S
功率：12W

光通量：700lm - 875lm

灯具尺寸：Φ170*H120mm

色温：3000K/4000K/64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LW/BK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CEAM3135-S
功率：5W   

光通量：275lm - 325lm

灯具尺寸：Φ110*H100mm

色温：3000K/4000K/64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LW/BK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CEAM314-S
功率：7W    

光通量：400lm - 455lm

灯具尺寸：Φ133*H100mm

色温：3000K/4000K/6400K

材质：铝合金

颜色：LW/BK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筒灯 Downlight



商业商超照明产品

LIGHTING FOR SHOPS & MALLS  
LIGHT DESIGNED BY DESIGNED LIGHT.
为杰作设计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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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6系列

   CEL9116C-T/CEX9116C-T
功率：12W/24W/35W

光束角：12°/24°/36°

光通量：615lm-3008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颜色：SW/SBK

电器：内置LED驱动器

（单灯旋钮调光款）

   CEL9116C/CEX9116C
功率：7W/12W

光束角：12°/24°/36°

光通量：270lm-3008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颜色：SW/SBK

电器：内置LED驱动器

（常规款）

   CEL9116C-B/CEX9116C-B
功率：7W/12W/35W

光束角：10°-50°

光通量：100lm-1588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颜色：SW/SBK

电器：内置LED驱动器

（ ）常规拉伸变焦款

28Φ
75

25Φ
65

23

Φ
54

6

Φ
51

12W

6Φ
60

24W

6Φ
69

35W

12W 24W 35W

F01-60DF01

F03 F03-60D

F01-70D F01-80D

F03-70D F03-80D

49Φ
70

40Φ
60 52Φ

80

71

85

61

75

51

65

12W 24W 35W

12W 24W 35W

F05

F04

F05-60D F05-70D

F04-60D F04-70D

F05-80D

F04-80D

9118系列    CEL9118C
功率：5W/9W/15W/24W/35W

光束角：8°/12°/24°/36°

光通量：216lm-3008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颜色：SW/SBK

电器：内置LED驱动器

   CEX9118C
功率：5W/9W/15W/24W/35W

光束角：8°/12°/24°/36°

光通量：216lm-3008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颜色：SW/SBK

电器：内置LED驱动器

CP01-075 CP02-075 CP03-075 CP04-075

变光片 Filter

24° 36° 15X25° 36X36°

光学配件 Optical accessories

蜂窝网
G01-075

拉伸玻璃
G02-075

光伏玻璃
G04-075

清光玻璃
G05-075

功率 光学配件 备注品号

31090204130

31090204140

31090204160

31090204150

31090205230

31090205250

31090205260

31090205240

31090205000

31090205040

31090205020

31090204970

31090210150

31090210160

31090210140

31090210130

蜂窝网（G01-075）

拉伸玻璃（G02-075）

光伏玻璃（G04-075）

清光玻璃（G05-075）

变光片24°（CP01-075）

变光片36°（CP02-075）

变光片15*25°（CP03-075）

变光片36*36°（CP04-075）

蜂窝网（G01-105）

拉伸玻璃（G02-105）

光伏玻璃（G04-105）

清光玻璃（G05-105）

变光片24°(CP01-105)

变光片36°(CP02-105)

变光片15*25°(CP03-105)

变光片36*36°(CP04-105)

5W

变光片建议在12°的基础上

增加，效果最好，实测角

度与变光效果一致

变光片建议在12°的基础上

增加，效果最好，实测角

度与变光效果一致

9W/15W

CP01-105 CP02-105 CP03-105 CP04-105

变光片 Filter

24° 36° 15X25° 36X36°

光学配件 Optical accessories

蜂窝网
G01-105

拉伸玻璃
G02-105

光伏玻璃
G04-105

清光玻璃
G0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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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6268H -KS  （常规色）  
功率：35W

光束角：12° /24°/36°

光通量：3528lm

色温：3000K/3500K/4000K
颜色：SW/SBK

电器：内置LED驱动器

商超系列    CEL9118C- K S（常规色）
功率：25W

光束角：12° /24°/36°

光通量：1969lm

色温：3000K/3500K/4000K
颜色：SW/SBK

电器：内置LED驱动器

   CEL60 2 2 C- K SX（生鲜色）
功率：30W

光束角：24°/36°

光通量：2100lm

色温：水果色/蔬菜色/面包色/海鲜色/鲜肉色/牛肉色
颜色：SW/SBK

电器：内置LED驱动器

   CEL60 2 1 C- K SX （生鲜色）
功率：30W

光束角：24°/36°

光通量：2550lm

色温：水果色/蔬菜色/面包色/海鲜色/鲜肉色/牛肉色
颜色：SW/SBK

电器：内置LED驱动器

   CEL6267C- K SX（生鲜色）
功率：35W

光束角：12° /24°/36°

光通量：1698lm-3154lm

色温：水果色/蔬菜色/面包色/海鲜色/鲜肉色/牛肉色
颜色：DW/BK

电器：内置LED驱动器

   CEL6266C- K SX （生鲜色）
功率：35W

光束角：24°/36°

光通量：2000lm-2200lm

色温：水果色/蔬菜色/面包色/海鲜色/鲜肉色/牛肉色
颜色：DW/BK

电器：内置LED驱动器

遥控灯系列    CEX9307
功率：20W

光束角：10°/20°

光通量：1200lm-1300lm

色温：3000K

颜色：DW/BK

电器：内置LED驱动器（另配遥控器）

   CEP1011E遥  控  器
- 本产品已取得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201620144880.4》

- 信号传输方式：2.4G

- 使用说明：专配CEL9307/CEX9307C/CED9307

遥控灯配件

   CEL9307
功率：20W

光束角：10°/20°

光通量：1200lm-1300lm

色温：3000K

颜色：DW/BK

电器：内置LED驱动器（另配遥控器）

   CED9307 01(蓝牙版)-
功率：35W

光束角：12° /24°/36°

光通量：2000lm-2300lm

色温：2700K-5000K

颜色：SW/SBK 

电器：内置 LED驱动器 （APP调光调色）

912系列

6267系列

   CEL9129Q
功率：30W

光束角：洗墙款

光通量：2150lm-2300lm

色温：3000K/3500K/4000K

颜色：SW/SBK

电器：配套CEC0700-12SH-H3

   ⅡCEL6267C 
功率：9W/15W/20W/24W/30W/35W

光束角：15°/24°/36°

光通量：600lm/3550lm

色温：3000K/3500K/4000K

颜色：SNW/SBK

电器：内置驱动

   CEL9117C Ⅲ代
功率：9W/15W/20W/24W/30W/35W40W/45W

光束角：15°/24°/36°/50°

光通量：810lm-4100lm

色温：3000K/3500K/4000K

颜色：SNW/SBK

电器：内置LED驱动器

9117系列

导轨射灯 Track Spot Light

三线导轨

T3/2M L=2000mm,  250V 16A

T3/1M L=1000mm,  250V 16A

T3/1.5M L=1500mm,  250V 16A

吸顶盒CPZ1012

额定电压：250V     额定电流：16A        外观尺寸：114.8*87*23mm

品号：DW 31090400240、BK31090400000

品号：DW 31090100320、DW 31090100310、DW 31090100300、BK 31090100160、BK 31090100180、BK 31090100140

尺寸：W35mm*H17.2mm

导轨

十型

BK 31090401920

DW 31090402010

T型

BK 31090401950

DW 31090402020

L型

BK 31090401960

DW 31090402040

I型

BK 31090402000

DW 31090402030

I型

BK 31090401980

DW 31090401990

三线导轨

ST3/2M L=2000mm,  250V 16A

ST3/1M L=1000mm,  250V 16A

ST3/1.5M L=1500mm,  250V 16A

品号：DW 31090101780、DW  31090101770、DW  31090101740、DW  31090101800

桥架导轨

ST3/3M L=3000mm,  250V 16A

BK  31090101750、BK  31090101790、BK  31090101760、BK  31090101810

尺寸：1500*34*60mm

   CEL6267H
功率：15W/24W

光束角：24°/36°

光通量：1650-1800lm/2650-2900lm

色温：3000K/3500K/4000K

颜色：SNW/SBK

电器：内置驱动



301系列    CED301C
功率：7W/12W/18W/24W

光束角：12°/24°/36°

光通量：320lm-440lm/730lm-840lm/1380lm-1480lm/1740lm-1830lm

灯具尺寸：Φ83*H33mm/Φ106*H39mm/Φ133*H45mm/Φ160*H58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75mm/Φ95mm/Φ120mm/Φ145mm

颜色：D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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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顶射灯 Track Spot Light

910系列    CEX9102C  
功率：9W/20W

光束角：12°/24°/36°

光通量：560lm-650lm/1320lm-1450lm

灯具尺寸：70*140mm/100*170m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颜色：DW/BK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X91R02C 
功率：9W/20W

光束角：12°/24°/36°

光通量：560lm-650lm/1320lm-1450lm

灯具尺寸：70*70*H140mm/100*100*H170m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颜色：DW/BK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X9101H-KS
功率：9W

光束角：24°/36°/55°

光通量：693m - 880lm

灯具尺寸：Φ70*100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颜色：SW/SBK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X9101H-KS
功率：15W

光束角：24°/36°/55°

光通量：1290m - 2000lm

灯具尺寸：Φ100*100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颜色：SW/SBK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X9101H-KS
功率：24W

光束角：24°/36°/55°

光通量：2225m - 3000lm

灯具尺寸：Φ135*150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颜色：SW/SBK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X9101H-KS
功率：35W

光束角：24°/36°/55°

光通量：3543m - 3612lm

灯具尺寸：Φ160*180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颜色：SW/SBK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X9101H-KS
功率：45W

光束角：24°/36°/55°

光通量：4083m - 4120lm

灯具尺寸：Φ160*190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颜色：SW/SBK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X9101C -J
功率：9W

光束角：12°/24°/36°

光通量：568lm-621lm

灯具尺寸：Φ78*H100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颜色：SW/SBK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X9101C - J
功率：15W

光束角：12°/24°/36°

光通量：1024lm-1124lm

灯具尺寸：Φ100*122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颜色：SW/SBK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X9101C - J
功率：24W

光束角：12°/24°/36°

光通量：1525m-1625lm

灯具尺寸：Φ120*152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颜色：SW/SBK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X9101C - J
功率：35W

光束角：12°/24°/36°

光通量：2050lm-2150lm

灯具尺寸：Φ150*182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颜色：SW/SBK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嵌入式射灯   Recessed Spot Light

格栅射灯  Multiple Light

MINI格栅    CES8101M
功率：1*2W

角度：12°/34°

光通量：105lm - 115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36*36mm

颜色：D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8102M/CES8102M-T
功率：2*2W

角度：12°/34°

光通量：215lm - 225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67*37mm

颜色：D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8105M/CES8105M-T
功率：5*2W

角度：12°/34°/48°

光通量：480lm-510 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140*37mm

颜色：D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8402M/CES8402M-T
功率：2*2W
角度：12°/34°

光通量：215lm-225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69*39mm

颜色：BK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8401M
功率：1*2W
角度：12°/34°

光通量：105lm-115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39*39mm

颜色：BK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8110M/CES8110M-T
功率：10*2W

角度：12°/34°/48°

光通量：1030lm-118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273*37mm

颜色：D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嵌入式射灯   Recessed Spot Light

603象鼻灯
系列

   CED6030C Ⅳ代
功率：9W/12W

光束角：12°/24°/36°

光通量：456lm -625lm/575lm-789lm

灯具尺寸：Φ90*H71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75mm

颜色：DW

电器：配套CEC0200-12SH-HB/CEC0280-12SH-HB

   CED6031C Ⅳ代
功率：18W

光束角：12°/24°/36°

光通量：1370lm-1546lm

灯具尺寸：Φ116*H85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105mm

颜色：DW

电器：配套CEC0450-12SH-HB

   CED6035C Ⅳ代
功率：24W

光束角：12°/24°/36°

光通量：1607lm-1902lm

灯具尺寸：Φ145*H106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125mm

颜色：DW

电器：配套CEC0600-12SH-HB

   CED603 C Ⅳ代2
功率：35W

光束角：12°/24°/36°

光通量：2182lm-2448lm

灯具尺寸：Φ165*H126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145mm

颜色：DW

电器：配套CEC0800-12SH-HB

   CED6022C
功率：30W

光束角：12°/24°/36°/55°

光通量：1800lm-2200lm

灯具尺寸：Φ145*H98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125mm

颜色：DW

电器：外置LED驱动器

   CED6023C
功率：40W

光束角：12°/24°/36°/55°

光通量：2500lm-2700lm

灯具尺寸：Φ165*H115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145mm

颜色：DW

电器：外置LED驱动器

   CED6020C
功率：9W

光束角：12°/24°/36°/55°

光通量：480lm - 680lm

灯具尺寸：Φ89*H75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75mm

颜色：DW

电器：外置LED驱动器

602系列    CED6021C
功率：20W

光束角：12°/24°/36°/55°

光通量：1100lm - 1650lm

灯具尺寸：Φ116*H82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105mm

颜色：DW

电器：外置LED驱动器

   CED6051C Ⅱ
功率：15W

光束角：24°/36°

灯具尺寸：Φ98mm*H75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85mm

颜色：SW

电器：内置LED驱动器

605系列    CED6051C Ⅱ
功率：24W

光束角：24°/36°

灯具尺寸：Φ120mm*H100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100mm

颜色：SW

电器：内置LED驱动器

   CED6051C Ⅱ
功率：35W

光束角：24°/36°

灯具尺寸：Φ158*H124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135mm

颜色：SW

电器：内置LED驱动器

911
系列

   CED9118C
功率：5W/9W/15W

光束角：8°/12°/24°/36°

光通量：320lm-440lm/360lm-720lm/565lm-934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75mm

颜色：SW/SBK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CED9118C-L
功率：15W

光束角：8°/12°/24°/36°

光通量：565lm-934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95mm

颜色：SWSBK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生鲜系列

KS商超
系列

   CED501C-KS
功率：9W/12W

光束角：24°/36°/45°

光通量：705lm /935lm

灯具尺寸：Φ100*H75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90mm

颜色：S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CED6022C-KSX
功率：30W

光束角：24°/36°

灯具尺寸：Φ145*H98mm

色温：水果色/蔬菜色/鲜肉色/海鲜色/面包色/牛肉色

开孔尺寸：Φ125mm

颜色：DW

电器：内置LED驱动器

   ⅡCED6051C  KSX
功率：35W

光束角：24°/36°

灯具尺寸：Φ158*H124mm

色温：水果色/蔬菜色/鲜肉色/海鲜色/面包色/牛肉色

开孔尺寸：Φ135mm

颜色：SW

电器：内置LED驱动器

   CED501C-KS
功率：15W/20W

光束角：24°/36°/45°

光通量：1215lm /1620lm

灯具尺寸：Φ110*H80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100mm

颜色：S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CED501C-KS
功率：24W/30W

光束角：24°/36°/45°

光通量：2160lm /2430lm

灯具尺寸：Φ135*H96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125mm

颜色：S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CED501C-KS
功率：35W/40W

光束角：24°/36°/45°

光通量：3150lm /3600lm

灯具尺寸：Φ170*H96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155mm

颜色：S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CED501C-KS
功率：50W

光束角：24°/36°/45°

光通量：4500lm

灯具尺寸：Φ215*H135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200mm

颜色：S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芳华
遥控灯

   CED9307C
功率：35W

光束角：8°

灯具尺寸：Φ145*H98m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Φ180mm

颜色：DW

电器：另配调光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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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栅射灯  Multiple Light 格栅射灯  Multiple Light

    CES801F-M
功率：1*7W

角度：24°

光通量：385lm-495lm

灯具尺寸：118**118*H125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98*98mm

颜色：DW+BK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801F-L  
功率：1*15W

角度：24°

光通量：1210lm-1325lm

灯具尺寸：148*148*H155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128*128mm

颜色：DW+BK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801F-P
功率：1*30W

角度：24°

光通量：2050lm-2190lm

灯具尺寸：167*167*H175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148*148mm

颜色：DW+BK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802F-M
功率：2*7W

角度：24°

光通量：750lm-865lm

灯具尺寸：222*118*H125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205*98mm

颜色：DW+BK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802F-L
功率：2*15W

角度：24°

光通量：2545lm-2700lm

灯具尺寸：276*148*H155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255*128mm

颜色：DW+BK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802F-P 
功率：2*30W

角度：24°

光通量：5070lm-5220lm

灯具尺寸：332*167*H175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315*148mm

颜色：DW+BK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F系列

    CES803F-M
功率：3*7W

角度：24°

光通量：801lm-867lm

灯具尺寸：305.5*118*H123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288*98mm

颜色：DW+BK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803F-L
功率：3*15W

角度：24°

光通量：2900lm-3000lm

灯具尺寸：387*148*H153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367*128mm

颜色：DW+BK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803F-P 
功率：3*30W

角度：24°

光通量：6300lm-6800lm

灯具尺寸：485.5*167*H176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465*148mm

颜色：DW+BK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ⅡCES6051C-P 
功率：1*35W

角度：15°/24°/36°

光通量：2700lm-2900lm

灯具尺寸：155*155*H124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135*135mm

颜色：S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ⅡCES6052C-P 
功率：2*35W

角度：15°/24°/36°

光通量：3600lm-6330lm

灯具尺寸：300*155*H75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280*135mm

颜色：S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ⅡCES6053C-P
功率：3*35W

角度：15°/24°/36°

光通量：8070lm-8650lm

灯具尺寸：445*155*H124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425*135mm

颜色：S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605系列

605系列    ⅡCES6051C-M 
功率：1*15W

角度：15°/24°/36°

光通量：1080lm-1300lm

灯具尺寸：95*95*H75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80*80mm

颜色：S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ⅡCES6052C-M 
功率：2*15W

角度：15°/24°/36°

光通量：630lm-830lm

灯具尺寸：190*95*H75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175*80mm

颜色：S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ⅡCES6053C-M 
功率：3*15W

角度：15°/24°/36°

光通量：630lm-830lm

灯具尺寸：285*95*H75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270*80mm

颜色：S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ⅡCES6051C-L 
功率：1*24W

角度：15°/24°/36°

光通量：1840lm-2100lm

灯具尺寸：118*118*H98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100*100mm

颜色：S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ⅡCES6052C-L 
功率：2*24W

角度：15°/24°/36°

光通量：3600lm-6330lm

灯具尺寸：231*118*H98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215*100mm

颜色：S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ⅡCES6053C-L 
功率：3*24W

角度：15°/24°/36°

光通量：5500lm-6270lm

灯具尺寸：344*118*H98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326*100mm

颜色：S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H无边系列    CES841HW-M
功率：1*7W/1*9W

角度：15°/30°

光通量：330lm-400lm/585lm-650lm

灯具尺寸：120*120*H77m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90*90mm/100*100mm

颜色：D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842HW-M
功率：2*7W

角度：15°/30°

光通量：630lm-830lm

灯具尺寸：194*120*H77m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166*92mm

颜色：D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8220M/CES8220M-T
功率：2*10*2W
角度：12°/34°/48°

光通量：2100lm-23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295*130mm

颜色：DW+BK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8210M/ CES8210M-T
功率：2*5*2W
角度：12°/34°/48°

光通量：1100lm-130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162*132mm

颜色：DW+BK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8210LM/CES8210LM-T
功率：10*2W
角度：12°/34°/48°

光通量：1080lm-118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295*78mm

颜色：DW+BK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8305M/CES8305M-T
功率：5*2W

光通量：235lm-27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162*78mm

颜色：D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8310M/CES8310M-T
功率：10*2W

光通量：630lm-71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237*37mm

颜色：D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8205M/CES8205M-T
功率：5*2W
角度：12°/34°/48°

光通量：438lm-51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162*78mm

颜色：DW+BK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813C-S/CES813C-M/CES813C-L
功率：3*5W/3*9W/3*15W

角度：15° /24° /36°

光通量：984lm/1600lm/2800lm

灯具尺寸：54*145*H83mm/73*213*H100mm/94*274*H120mm

色温：2700K/3000K/4000K

颜色：S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811C-S/CES811C-M/CES811C-L
功率：1*5W/1*9W/1*15W

角度：15° /30° /45°

光通量：350lm/527lm/1000lm

灯具尺寸：54*54*H83mm/73*73*H100mm/94*94*H120mm

色温：2700K/3000K/4000K

颜色：S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812C-S/CES812C-M/CES812C-L
功率：2*5W/2*9W/2*15W

角度：15° /24° /36°

光通量：671lm/1060lm/2000lm

灯具尺寸：54*104*H83mm/73*143*H100mm/94*184*H120mm

色温：2700K/3000K/4000K

颜色：S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M系列
深藏款

   CES802C-S/CES802C-M/CES802C-L
功率：2*5W/2*9W/2*15W

角度：15° /24° /36°

光通量：690lm/1060lm/1600lm

灯具尺寸：119*67*H71mm/119*67*H71mm/156*86*H86mm

色温：2700K/3000K/4000K

颜色：S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801C-S/CES801C-M/CES801C-L
功率：1*5W/1*9W/1*15W

角度：15° /24° /36°

光通量：350lm/520lm/790lm

灯具尺寸：67*67*H71mm/67*67*H71mm/86*86*H86mm

色温：2700K/3000K/4000K

颜色：S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803C-S/CES803C-M/CES803C-L
功率：3*5W/3*9W/3*15W

角度：15° /24° /36°

光通量：1050lm/1600lm/2400lm

灯具尺寸：171*67*H71mm/171*67*H71mm/266*86*H86mm

色温：2700K/3000K/4000K

颜色：S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H系列    CES841H-MⅡ代
功率：1*7W
角度：15°/30°

光通量：420lm-510lm

灯具尺寸：102*102*H68m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87*87mm

颜色：D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842H-MⅡ代
功率：2*7W
角度：15°/30°

光通量：890lm-950lm

灯具尺寸：178*102*H68m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87*166mm

颜色：D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843H-MⅡ代
功率：3*7W
角度：15°/30°

光通量：1480lm-1700lm

灯具尺寸：250*102*H68m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87*236mm

颜色：D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HG系列
MINI格栅

   CES8405M/CES8405M-T
功率：5*2W

角度：12°/34°/48°

光通量：480lm-51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142*39mm

颜色：BK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8110M/CES8110M-T
功率：10*2W
角度：12°/34°/48°

光通量：1030lm-1180l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274*39mm

颜色：BK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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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栅射灯  Multiple Light

   CES812F-M
功率：2*7W

角度：24°

光通量：750lm-865lm

灯具尺寸：180*90*H110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产品尺寸：90*180mm

颜色：DW+BK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812F-L
功率：2*15W

角度：24°

光通量：2545lm-2700lm

灯具尺寸：240*120*H130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产品尺寸：240*130mm

颜色：DW+BK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812F-P
功率：2*30W

角度：24°

光通量：5070lm-5220lm

灯具尺寸：276*138*H155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产品尺寸：276*155mm

颜色：DW+BK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301系列    CES3012C
功率：2*7W/2*12W/2*18W//2*24W

角度：12°/24°/36° 

光通量：890lm/1680lm/3000lm/3680lm

灯具尺寸：180*96*H28mm/225*121*H36mm

                 285*150*H42mm/335*175*H48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155*75mm/200*95mm

                 260*125mm/305*150mm

颜色：S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3011C
功率：1*7W/1*12W/1*18W//1*24W

角度：12°/24°/36° 

光通量：440lm/840lm/1480lm/1830lm

灯具尺寸：96*96*H33mm/121*121*H45mm

                 150*150*H55mm/175*175*H66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75*75mm/95*95mm

                125*125mm/150*150mm

颜色：S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3013C
功率：3*7W/3*12W/3*18W//3*24W

角度：12°/24°/36° 

光通量：1330lm/2500lm/4500lm/5500lm

灯具尺寸：260*96*H28mm/332*121*H36mm/418*150*H42mm/495*175*H48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240*75mm/310*95mm/390*125mm/470*150mm

颜色：SW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E系列

  CES803E-MⅡ
开孔尺寸：75*7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光源模组：另配CETM50

  

  CES801E-MⅡ
开孔尺寸：75*7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光源模组：另配CETM50

  

  CES802E-MⅡ
开孔尺寸：75*160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光源模组：另配CETM50

  

  CETM50
功率：3W/5W/7W/9W

光束角：12°/24°/36° 

光通量：150lm - 540lm

色温：240m - 350lm/370lm-460lm

材质：塑包铝

颜色：SBK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TM50-T
功率：5W/7W/9W

光束角：12°/24°/36° 

光通量：200lm - 540lm

色温：240m - 350lm/370lm-460lm

材质：塑包铝

颜色：SBK

电器：含LED恒流驱动器

  CES843N-M
开孔尺寸：95*270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光源模组：另配CETM50

  

  CES841N-M
开孔尺寸：95*95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光源模组：另配CETM50

  

  CES842N-M
开孔尺寸：95*200mm

材质：铝合金

颜色：DW

光源模组：另配CETM50

  

格栅射灯  Multiple Light

911系列    CES9118C-L
功率：1*15W

角度：8° /12° /24° /36°

光通量：565lm-934lm

灯具尺寸：105*105*H170mm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95*95mm

颜色：SW/SBK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N系列    CES802N-M Ⅱ代   / CES802N-L Ⅱ代
功率：2*9W/2*15W
角度：24°

光通量：580lm-650lm/1076lm-1276lm

灯具尺寸：207*113*H87mm

色温：2700K/3000K/4000K

开孔尺寸：100*190mm

颜色：DW+BK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801N-M Ⅱ代 /CES801N-L Ⅱ代
功率：1*9W/1*15W
角度：24°

光通量：280lm-320lm/500lm-600lm

灯具尺寸：113*113*H87mm

色温：2700K/3000K/4000K

开孔尺寸：100*100mm

颜色：DW+BK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803N-M Ⅱ代   / CES803N-L Ⅱ代
功率：3*9W/3*15W
角度：24°

光通量：800lm-1000lm/1588lm-1788lm

灯具尺寸：297*113*H87mm

色温：2700K/3000K/4000K

开孔尺寸：100*280mm

颜色：DW+BK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Ⅱ代CES802F-M
功率：2*7W

角度：24°

光通量：750lm-865lm

灯具尺寸：222*118*H80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98*205mm

颜色：DW+BK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Ⅱ代CES802F-L
功率：2*15W

角度：24°

光通量：2545lm-2700lm

灯具尺寸：276*148*H94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128*255mm

颜色：DW+BK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Ⅱ代CES802F-P 
功率：2*30W

角度：24°

光通量：5070lm-5220lm

灯具尺寸：332*167*H120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148*315mm

颜色：DW+BK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Ⅱ代CES803F-M
功率：3*7W

角度：24°

光通量：1256lm

灯具尺寸：308*118*H80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98*288mm

颜色：DW+BK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Ⅱ代CES803F-L 
功率：3*15W

角度：24°

光通量：3786lm

灯具尺寸：390*148*H94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128*370mm

颜色：DW+BK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811F-M
功率：1*7W

角度：24°

光通量：385lm-495lm

灯具尺寸：90*90*H110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产品尺寸：90*110mm

颜色：DW+BK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811F-L
功率：1*15W

角度：24°

光通量：1210lm-1325lm

灯具尺寸：120*120*H130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产品尺寸：120*130mm

颜色：DW+BK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CES811F-P
功率：1*30W

角度：24°

光通量：2050lm-2190lm

灯具尺寸：138*138*H155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产品尺寸：138*155mm

颜色：DW+BK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F系列      Ⅱ代CES801F-M
功率：1*7W

角度：24°

光通量：385lm-495lm

灯具尺寸：118**118*H80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98*98mm

颜色：DW+BK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Ⅱ代CES801F-L  
功率：1*15W

角度：24°

光通量：1210lm-1325lm

灯具尺寸：148*148*H94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128*128mm

颜色：DW+BK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Ⅱ代CES801F-P
功率：1*30W

角度：24°

光通量：2050lm-2190lm

灯具尺寸：167*167*H120mm

色温：3000K/3500K/4000K

开孔尺寸：148*148mm

颜色：DW+BK

电器：外置LED恒流驱动器



ML2.0S系列
—照明模块 功率：20W

光通量：1200lm

外观尺寸： L307*W20*H45mm

光源类型：LED SMD 3535

光束角：12°/34°/48°

输入参数：DC48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阻燃PC

外观颜色：BK

CXL25S03
功率：40W

光通量：1670lm

外观尺寸： L602*W20*H45mm

光源类型：LED SMD 3535

光束角：12°/34°/48°

输入参数：DC48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阻燃PC

外观颜色：BK

CXL25S06

功率：20W

光通量：1200lm

外观尺寸： L307*W20*H90mm

光源类型：LED点光源

光束角：12°/34°/48°

输入参数：DC48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阻燃PC

外观颜色：BK

CXL25S03A

功率：10W

光通量：600lm

外观尺寸： L162*W20*H45mm

光源类型：LED SMD 3535

光束角：12°/34°/48°

输入参数：DC48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阻燃PC

外观颜色：BK

CXL25S02

功率：10W

光通量：560lm

外观尺寸： L162*W20*H90mm

光源类型：LED点光源

光束角：12°/34°/48°

输入参数：DC48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阻燃PC

外观颜色：BK

CXL25S0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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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尺寸：L500*W54*H54mm

开孔尺寸：宽度34mm

输入电压：DC 48V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DBK

CXL25-05/A
外观尺寸：L1000*W66*H54mm

开孔尺寸：宽度34mm

输入电压：DC 48V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DBK

CXL25-10/A
外观尺寸：L1496*W66*H54mm

开孔尺寸：宽度34mm

输入电压：DC 48V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DBK

CXL25-15/A
外观尺寸：L2000*W66*H54mm

开孔尺寸：宽度34mm

输入电压：DC 48V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DBK

CXL25-20/A

使用说明：重点照明系统安装槽，长度0.5米、1米、1.5米、2米，需与照明模块（另配）及驱动器模块（另配）配套方可使用

ML2.0S系列
—灯体 外观尺寸：L500*W39*H54mm

开孔尺寸：宽度34mm

输入电压：DC 48V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DBK

CXL25Z-05
外观尺寸：L1000*W39*H54mm

开孔尺寸：宽度34mm

输入电压：DC 48V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DBK

CXL25Z-10
外观尺寸：L1496*W39*H54mm

开孔尺寸：宽度34mm

输入电压：DC 48V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DBK

CXL25Z-15
外观尺寸：L2000*W39*H54mm

开孔尺寸：宽度34mm

输入电压：DC 48V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DBK

CXL25Z-20

使用说明：窄边嵌入式灯体，长度0.5米、1米、1.5米、2米，需与照明模块(另配)及驱动器模块（另配）配套方可使用

外观尺寸：L500*W54*H54mm

开孔尺寸：宽度34mm

输入电压：DC 48V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DBK

CXL25-05/B
外观尺寸：L1000*W66*H54mm

开孔尺寸：宽度34mm

输入电压：DC 48V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DBK

CXL25-10/B
外观尺寸：L1496*W66*H54mm

开孔尺寸：宽度34mm

输入电压：DC 48V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DBK

CXL25-15/B
外观尺寸：L2000*W66*H54mm

开孔尺寸：宽度34mm

输入电压：DC 48V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DBK

CXL25-20/B

使用说明：重点照明系统安装槽，长度0.5米、1米、1.5米、2米，需与照明模块（另配）及驱动器模块（另配）配套方可使用

外观尺寸：L500*W26*H54mm

输入电压：DC 48V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DBK

CXL25M-05
外观尺寸：L1000*W26*H54mm

输入电压：DC 48V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DBK

CXL25M-10
外观尺寸：L1496*W26*H54mm

输入电压：DC 48V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DBK

CXL25M-15
外观尺寸：L2000*W26*H54mm

输入电压：DC 48V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DBK

CXL25M-20

使用说明：明装灯体，长度0.5米、1米、1.5米、2米，需与照明模块(另配)及驱动器模块（另配）配套方可使用

外观尺寸：L500*W26*H21mm

输入电压：DC 48V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DBK

CXL25MJ-05
外观尺寸：L1000*W26*H21mm

输入电压：DC 48V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DBK

CXL25MJ-10
外观尺寸：L1496*W26*H21mm

输入电压：DC 48V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DBK

CXL25MJ-15
外观尺寸：L2000*W26*H21mm

输入电压：DC 48V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DBK

CXL25MJ-20

使用说明：明装精简灯体，长度0.5米、1米、1.5米、2米，需与照明模块(另配)及驱动器模块（另配）配套方可使用

功率：7W

光通量：340lm

外观尺寸： L307*W20*H45mm

光源类型：LED SMD2835

光束角：110°

输入参数：DC48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阻燃PC

外观颜色：BK  

CXL25B03
功率：14W

光通量：660lm

外观尺寸： L602*W20*H45mm

光源类型：LED SMD2835

光束角：110°

输入参数：DC48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阻燃PC

外观颜色：BK  

CXL25B06
功率：21W

光通量：840lm

外观尺寸： L896*W20*H45mm

光源类型：LED SMD2835

光束角：110°

输入参数：DC48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阻燃PC

外观颜色：BK  

CXL25B09
功率：28W

光通量：1330lm

外观尺寸： L1192*W20*H45mm

光源类型：LED SMD2835

光束角：110°

输入参数：DC48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阻燃PC

外观颜色：BK  

CXL25B12ML2.0S系列
—照明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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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形产品  Linear Products

HPS系列

功率：MAX 14W/米

光通量：800lm-860lm

光源类型：CEGB2835-50/A 120珠/米

光束角：110°

输入参数：DC24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PC

外观颜色：DW/YB/OS

CXR1715N

功率：MAX 8W/米

光通量：280lm-320lm

光源类型：CEGB2216-50/A 120珠/米

光束角：110°

输入参数：DC24V

色温：2400K/2700K/3000K/35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PC

外观颜色：DW/YB/OS

CXS0810B

功率：MAX 14W/米

光通量：800lm-860lm

光源类型：CEGB2835-50/A 120珠/米

光束角：110°

输入参数：DC24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PC

外观颜色：DW/YB/OS

CXR1715B

功率：MAX 14W/米

光通量：490lm-550lm

光源类型：CEGB2835F-50/A 120珠/米

光束角：110°

输入参数：DC24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PC

外观颜色：DW/YB/OS

CXD1715B

功率：MAX 14W/米

光通量：850lm-950lm

光源类型：CEGB2835-50/A 120珠/米

光束角：110°

输入参数：DC24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PC

外观颜色：DW/YB/OS

CXG1515C

功率：8W

光通量：130lm-150lm

光源类型：LED SMD2835

光束角：110°

输入参数：DC24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64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DW

CXR0628B

功率：MAX 14W/米

光通量：800lm-860lm

光源类型：CEGB2835-50/A 120珠/米

光束角：110°

输入参数：DC24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PC

外观颜色：DW/YB/OS

CXS1715B

功率：MAX 14W/米

光通量：800lm-860lm

光源类型：CEGB2835-50/A 120珠/米

光束角：110°

输入参数：DC24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PC

外观颜色：DW/YB/OS

CXR1715BW

功率：MAX 8W/米

光通量：360lm-380lm

光源类型：CEGB2835-50/A 120珠/米

光束角：110°

输入参数：DC24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PC

外观颜色：DW/YB/OS

CXS1013B

功率：MAX 14W/米

光通量：616lm-716lm

光源类型：CEGB2835-50/A 120珠/米

光束角：110°

输入参数：DC24V

色温：2400K/2700K/3000K/3500K/4000K/64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PC

外观颜色：DW/YB/OS

CXS2530BHPM系列

功率：10W/0.6米

光通量：680lm-780lm

光源类型：LED SMD2835  

光束角：110°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PC

外观颜色：DW/YB/OS

CXS3570B

功率：MAX 14W/米

光通量：800lm-860lm

光源类型：CEGB2835-50/A 120珠/米

光束角：110°

输入参数：DC24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PC

外观颜色：DW/YB/OS

CXR1715W

功率：MAX 14W/米

光通量：620lm-670lm

光源类型：CEGB2835-50/A 120珠/米

光束角：110°

输入参数：DC24V

色温：2400K/2700K/3000K/3500K/4000K/64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PC

外观颜色：DW/YB/OS

CXR2530B

功率：10W/0.6米

光通量：680lm-780lm

光源类型：LED SMD2835  

光束角：110°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PC

外观颜色：DW/YB/OS

CXR3532B
功率：10W/0.6米

光通量：680lm-780lm

光源类型：LED SMD2835  

光束角：110°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PC

外观颜色：DW/YB/OS

CXS3532BHPM系列
—35mm

ML2.0S系列
—照明模块

功率：7W

光通量：200ml

外观尺寸： L200*W34*H145mm

光源类型：LED COB

光束角：12°/24°/36°

输入参数：DC48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阻燃PC

外观颜色：BK  

CXL25L

功率：7W/15W

光通量：600lm/990lm

光源类型：LED COB

光束角：12°/24°/36°

输入参数：DC48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阻燃PC

外观颜色：BK  

CXL25D
功率：9W

光通量：400lm

光源类型：LED SMD 2835

光束角：110°

输入参数：DC48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阻燃PC

外观颜色：BK 

CXL25E
功率：9W/14W

光通量：420lm/550lm

光源类型：LED SMD 2835

光束角：110°

输入参数：DC48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阻燃PC

外观颜色：BK  

CXL25R

功率：12W

光通量：350lm

外观尺寸： L200*W34*H160mm

光源类型：LED COB

光束角：12°/24°/36°

输入参数：DC48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阻燃PC

外观颜色：BK  

CXL25L
功率：15W

光通量：890lm

外观尺寸： L200*W50*H180mm

光源类型：LED COB

光束角：12°/24°/36°

输入参数：DC48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阻燃PC

外观颜色：BK  

CXL25L
功率：30W

光通量：1980lm

外观尺寸：  L200*W63*H205mm

光源类型：LED COB

光束角：12°/24°/36°

输入参数：DC48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阻燃PC

外观颜色：BK  

CXL25L

功率：7W

光通量：346lm

外观尺寸： L309*W20*H106mm

光源类型：LED SMD2835

光束角 : 偏光洗墙

输入参数：DC48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显色指数：Ra≥90  

灯体材质：铝合金+阻燃PC

外观颜色：BK  

CXL25Q03A
功率：7W

光通量：346lm

外观尺寸： L309*W20*H61mm

光源类型：LED SMD2835

光束角 : 偏光洗墙

输入参数：DC48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显色指数：Ra≥90  

灯体材质：铝合金+阻燃PC

外观颜色：BK  

CXL25Q03 HPS系列

HPL系列

功率：15W/0.6米

光通量：1050lm-1250lm

光源类型：LED SMD2835  

光束角：110°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PC

外观颜色：DW/YB/OS

CXS5532B
功率：15W/0.6米

光通量：1050lm-1250lm

光源类型：LED SMD2835  

光束角：110°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PC

外观颜色：DW/YB/OS

CXR5532B

功率：23W/0.6米

光通量：1650lm-1850lm

光源类型：LED SMD2835  

光束角：110°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PC

外观颜色：DW/YB/OS

CXS7570B
功率：23W/0.6米

光通量：1650lm-1850lm

光源类型：LED SMD2835  

光束角：110°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PC

外观颜色：DW/YB/OS

CXR7532B

功率：15W/0.6米

光通量：1050lm-1250lm

光源类型：LED SMD2835  

光束角：110°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PC

外观颜色：DW/YB/OS

CXS5570B
功率：23W/0.6米

光通量：1650lm-1850lm

光源类型：LED SMD2835  

光束角：110°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PC

外观颜色：DW/YB/OS

CXS753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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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系列

功率：27W

光通量：900lm-1050lm

光源类型：SMD

光束角：100°

输入参数：220-240V~50/60Hz

色温：30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SBK

CXS26100B
功率：36W

光通量：2650lm-2750lm

光源类型：SMD

光束角：34°

输入参数：220-240V~50/60Hz

色温：30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SBK

CXS26100S

功率：21W

光通量：1750lm-1900lm

光源类型：SMD

光束角：34°

输入参数：220-240V~50/60Hz

色温：30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SBK

CXS26100AS

功率：27W

光通量：800lm-900lm

光源类型：SMD

光束角：80°

输入参数：220-240V~50/60Hz

色温：30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SBK

CXS26100P

功率：27W

光通量：1300lm-1400lm 

光源类型：SMD

光束角：100°+34°

输入参数：220-240V~50/60Hz

色温：30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SBK

CXS26100BS

功率：4W/米、8W/米、14W/米

光通量：231lm/462lm/810lm

灯珠数：120珠/米

输入参数：DC24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6000K显色指数：Ra≥90 

IP等级：IP65

外观尺寸：12*10000mm

最短定制长度：8.5mm

备注：另配

CEGB28120F-100/A
功率：4W/米、6W/米、8W/米、10W/米、12W/米\14W/米

光通量：340lm/510lm/680lm/850lm/1028lm/1200lm

灯珠数：120珠/米

输入参数：DC 24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6000K

显色指数：Ra≥90 

IP等级：IP20

外观尺寸：10*10000mm

最短定制长度：8.5mm

备注：另配

CEGB28120-100/A

功率：30W

光通量：2600lm

灯珠数：240珠/米

输入参数：DC36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6000K

输入电流：700mA

显色指数：Ra≥80

IP等级：IP20

外观尺寸：29*1200mm

最短定制长度：200mm

备注：内置

CXS5532-X
功率：20W

光通量：1800lm

灯珠数：120珠/米

输入参数：DC36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6000K

输入电流：500mA

显色指数：Ra≥80

IP等级：IP20

外观尺寸：12*1200mm

最短定制长度：200mm

备注：内置

CXS3532-X

功率：45W

光通量：3600lm

灯珠数：288珠/米

输入参数：DC36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6000K

输入电流：1050mA

显色指数：Ra≥80

IP等级：IP20

外观尺寸：50*1200mm

最短定制长度：200mm

备注：内置

CXS7532-X
功率：80W

功率因数：PF ≥0.5

输入电压：AC 180V-240V

外面尺寸：48*195mm

IP等级：IP20

备注：另配

CE3.3A-24V

功率：80W

功率因数：PF ≥0.5

输入电压：AC 180V-240V

外面尺寸：48*195mm

IP等级：IP20

备注：另配

CE3.3A-24V
功率：150W

功率因数：PF ≥0.5

输入电压：AC 180V-240V

外面尺寸：68*223mm

IP等级：IP20

备注：另配

CE6.25A-24V

功率：45W

功率因数：PF ≥0.9

输入电压：AC 180V-240V

外面尺寸：45*140mm

IP等级：IP20

备注：另配

CEC1050-12SH-HB
功率：20W

功率因数：PF ≥0.9

输入电压：AC 180V-240V

外面尺寸：45*115mm

IP等级：IP20

备注：另配

CEC0500-12SH
功率：30W

功率因数：PF ≥0.9

输入电压：AC 180V-240V

外面尺寸：45*115mm

IP等级：IP20

备注：另配

CEC0700-12SH-HB

HPL系列

功率：27W

光通量：1400lm-1500lm  

光源类型：SMD

光束角：100°

输入参数：220-240V~50/60Hz

色温：30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SBK

CXS38100B
功率：36W

光通量：1000lm-1100lm

光源类型：SMD

光束角：60°

输入参数：220-240V~50/60Hz

色温：30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SBK

CXS38100H
功率：27W

光通量：1100lm-1200lm

光源类型：SMD

光束角：80°

输入参数：220-240V~50/60Hz

色温：30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SBK

CXS38100P

功率：27W

光通量：1700lm-1800lm

光源类型：SMD

光束角：100°+34°

输入参数：220-240V~50/60Hz

色温：30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SBK

CXS38100BS

功率：36W

光通量：750lm-900lm

光源类型：SMD

光束角：60°

输入参数：220-240V~50/60Hz

色温：30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SBK 

CXS38100G
功率：36W

光通量：3500lm-3700lm 

光源类型：SMD

光束角：34°

输入参数：220-240V~50/60Hz

色温：30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SBK

CXS38100S
功率：21W

光通量：1700lm-1800lm 

光源类型：SMD

光束角：34°

输入参数：220-240V~50/60Hz

色温：30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SBK

CXS38100AS

功率：36W

光通量：2100lm-2300lm

光源类型：SMD

光束角：100°

输入参数：220-240V~50/60Hz

色温：30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SBK

CXS50100B
功率：36W

光通量：1650lm-1750lm

光源类型：SMD

光束角：80°

输入参数：220-240V~50/60Hz

色温：30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SBK

CXS50100P
功率：36W

光通量：1000lm-1100lm

光源类型：SMD

光束角：60°

输入参数：220-240V~50/60Hz

色温：30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SBK

CXS50100H

功率：36W

光通量：750lm-850lm

光源类型：SMD

光束角：60°

输入参数：220-240V~50/60Hz

色温：30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SBK

CXS50100G
功率：27W

光通量：2600lm-2700lm

光源类型：SMD

光束角：34°

输入参数：220-240V~50/60Hz

色温：30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SBK

CXS50100AS
功率：36W

光通量：2650lm-2750lm

光源类型：SMD

光束角：100°+34°

输入参数：220-240V~50/60Hz

色温：3000K/4000K/6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SBK

CXS50100BS

HG系列

XS系列
侧弯 功率：9W/米

光通量：120lm/米（不含红、绿、蓝）

光源类型：LED SMD 2835

光束角：115°

输入参数：DC24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6000K/红/绿/蓝 

灯体材质：FPC+硅胶

外观颜色：乳白色

CXGB0612B

功率：12W/米

光通量：120lm/米（不含红、绿、蓝）

光源类型：LED SMD 2835

光束角：115°

输入参数：DC24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6000K/红/绿/蓝 

灯体材质：FPC+硅胶

外观颜色：乳白色

 CXGB1216B

功率：9W/米

光通量：150lm/米（不含红、绿、蓝）

光源类型：LED SMD 2835

光束角：155°

输入参数：DC24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6000K/红/绿/蓝 

灯体材质：FPC+硅胶

外观颜色：乳白色

CXGB0817C

功率：9W/米

光通量：450lm/米（不含红、绿、蓝）

光源类型：LED SMD 2835

光束角：120°

输入参数：DC24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6000K/红/绿/蓝 

灯体材质：FPC+硅胶

外观颜色：乳白色

CXGB1010U
功率：12W/米

光通量：450lm/米（不含红、绿、蓝）

光源类型：LED SMD 2835

光束角：115°

输入参数：DC24V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6000K/红/绿/蓝 

灯体材质：FPC+硅胶

外观颜色：乳白色

CXGB1311BXS系列
顶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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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HL6270F-100   70/M  DC24V

功率： 4W/M         40W/ 卷
显指： Ra＞95    R9>90

色温 ： 2700K/3000K/3500K/4000K

LED 数量： 7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1PCS/14mm

尺寸： 10000x12x4mm

包装数量： 10 米 / 卷
IP 等级 : IP65

芳华灯带    YHL6270F-100   70/M  DC24V

功率： 6W/M        60W/ 卷
显指： Ra＞95    R9>90

色温 ： 2700K/3000K/3500K/4000K

LED 数量： 7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1PCS/14mm

尺寸： 10000x12x4mm

包装数量： 10 米 / 卷
IP 等级 : IP65

   YHL6270F-100   70/M  DC24V

功率： 10W/M        100W/ 卷
显指： Ra＞95    R9>90

色温 ：2700K/3000K/3500K/4000K

LED 数量： 7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1PCS/14mm

尺寸： 10000x12x4mm

包装数量： 10 米 / 卷
IP 等级 : IP65

   YHL6270F-100   70/M  DC24V

功率： 12W/M         120W/ 卷
显指： Ra＞95    R9>90

色温 ： 2700K/3000K/3500K/4000K

LED 数量： 7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1PCS/14mm

尺寸： 10000x12x4mm

包装数量： 10 米 / 卷
IP 等级 : IP65

   YHL62120F-100   120/M  DC24V

功率： 4W/M        40W/ 卷
显指： Ra＞95    R9>90

色温 ： 2700K/3000K/3500K/4000K

LED 数量： 12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1PCS/8.3mm

尺寸： 10000x12x4mm

包装数量： 10 米 / 卷
IP 等级 : IP65

   YHL62120F-100   120/M  DC24V

功率： 6W/M        60W/ 卷
显指： Ra＞95    R9>90

色温 ： 2700K/3000K/3500K/4000K

LED 数量： 12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1PCS/8.3mm

尺寸： 10000x12x4mm

包装数量： 10 米 / 卷
IP 等级 : IP65

   YHL62120F-100   120/M  DC24V

功率： 10W/M        100W/ 卷
显指： Ra＞95    R9>90

色温 ： 2700K/3000K/3500K/4000K

LED 数量： 12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1PCS/8.3mm

尺寸： 10000x12x4mm

包装数量： 10 米 / 卷
IP 等级 : IP65

   YHL62120F-100   120/M  DC24V

功率： 14W/M        140W/ 卷
显指： Ra＞95    R9>90

色温 ： 2700K/3000K/3500K/4000K

LED 数量： 12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1PCS/8.3mm

尺寸： 10000x12x4mm

包装数量： 10 米 / 卷
IP 等级 : IP65

   YHL62120F-100/CW   120/M  DC24V

功率：单色温： 10W/M        100W/ 卷
显指： Ra＞95    R9>90

色温 ： 2700K-6500K

LED 数量： 12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2PCS/16mm

尺寸： 10000x12x4mm

包装数量： 10 米 / 卷
IP 等级 : IP65

   CEGB3528F-50/B
功率： 4W/M       20W/ 卷        

显指： Ra＞90、R9＞50  

色温 ： 2700K/3000K/4000K

LED 数量： 6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6PCS/100mm

尺寸： 5000x9.8x4.9mm

包装数量： 5 米 / 卷

IP 等级 : IP67

风影系列 -

IP67 硅胶

防水灯带

   CEGB3528F-50/B
功率： 8W/M       40W/ 卷        

显指： Ra＞90、R9＞50  

色温 ： 2700K/3000K/4000K

LED 数量： 12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6PCS/50mm

尺寸： 5000x9.8x4.9mm

包装数量： 5 米 / 卷

IP 等级 : IP67

   CEGB5050F-50/B
功率： 12W/M       60W/ 卷        

显指： Ra＞90、R9＞50  

色温 ： 2700K/3000K/4000K

LED 数量： 6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6PCS/100mm

尺寸： 5000x12x5.1mm

包装数量： 5 米 / 卷

IP 等级 : IP67

   CEGB2835-50 60/M DC24V

功率： 6-6.5W/M           30W/ 卷
显指： Ra＞90、R9＞50

色温： 2700K/3000K 暖黄 /3000K 亮白 /

           3500K/4000K/6400K

LED 数量： 6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6PCS/100mm

尺寸： 5000x8x1.2mm

包装数量： 5 米 / 卷

IP 等级 : IP20

   CEGB3528-50 60/M DC24V

功率： 4.0-4.6W/M        20W/ 卷
显指： Ra＞90、R9＞50

色温： 2700K/3000K 暖黄 /3000K 亮白 /
           3500K/4000K/6400K

LED 数量： 6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6PCS/100mm

尺寸： 5000x8x2.2mm

包装数量： 5 米 / 卷
IP 等级： IP20

锋芒系列    CEGB2835-50 60/M DC24V
功率： 9-10W/M        45W/ 卷

显指： Ra＞90、R9＞50

色温： 2700K/3000K 暖黄 /3000K 亮白 /

3500K/4000K/6400K/ 冰蓝光 / 蓝光
LED 数量： 6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6PCS/100mm

尺寸： 5000x8x1.2mm

包装数量： 5 米 / 卷

IP 等级 : IP20

   CEGB2835-50/CW 120/M DC24V
功率：单色温 ：10W/M          50W/ 卷

显指： Ra＞90、R9＞50

色温 :  2700K-6500K

LED 数量： 12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12PCS/100mm

尺寸： 5000x10x1.2mm

包装数量： 5 米 / 卷

IP 等级 : IP20

   CEGB5050-50 60/M DC24V
功率： 10-12W/M        50W/ 卷

显指： Ra＞90、R9＞50

色温： 2700K/3000K 暖黄 /3000K 亮白 /

           3500K/4000K/6400K

LED 数量： 6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6PCS/100mm

尺寸： 5000x10x2mm

包装数量： 5 米 / 卷

IP 等级 : I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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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GB28120-100 120/M DC24V

功率： 4W/M         40W/ 卷
显指： Ra＞90    R9>50

色温 ： 2700K/3000K 暖黄 /3000K 亮白 /3500K/4000K

LED 数量： 12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6PCS/50mm

尺寸： 10000x5x1.2mm

包装数量： 10 米 / 卷
IP 等级 : IP20

   CEGB28120F-100 120/M DC24V

功率： 4W/M         40W/ 卷
显指： Ra＞90    R9>50

色温 ： 2700K/3000K 暖黄 /3000K 亮白 /3500K/4000K

LED 数量： 12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6PCS/50mm

尺寸： 10000x7x4mm

包装数量： 10 米 / 卷
IP 等级 : IP65

   CEGB28120-100 120/M DC24V

功率： 6W/M         60W/ 卷
显指： Ra＞90    R9>50

色温 ： 2700K/3000K 暖黄 /3000K 亮白 /3500K/4000K

LED 数量： 12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6PCS/50mm

尺寸： 10000x5x1.2mm

包装数量： 10 米 / 卷
IP 等级 : IP20

   CEGB28120F-100 120/M DC24V

功率： 6W/M         60W/ 卷
显指： Ra＞90    R9>50

色温 ： 2700K/3000K 暖黄 /3000K 亮白 /3500K/4000K

LED 数量： 12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6PCS/50mm

尺寸： 10000x7x4mm

包装数量： 10 米 / 卷
IP 等级 : IP65

   CEGB28120-100 120/M DC24V

功率： 10W/M         100W/ 卷
显指： Ra＞90    R9>50

色温 ： 2700K/3000K 暖黄 /3000K 亮白 /3500K/4000K

LED 数量： 12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6PCS/50mm

尺寸： 10000x8x1.2mm

包装数量： 10 米 / 卷
IP 等级 : IP20

   CEGB28120F-100 120/M DC24V

功率： 10W/M         100W/ 卷
显指： Ra＞90    R9>50

色温 ： 2700K/3000K 暖黄 /3000K 亮白 /3500K/4000K

LED 数量： 12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6PCS/50mm

尺寸： 10000x10x4mm

包装数量： 10 米 / 卷
IP 等级 : IP65

   CEGB28120-100 120/M DC24V

功率： 14W/M         140W/ 卷
显指： Ra＞90    R9>50

色温 ： 2700K/3000K 暖黄 /3000K 亮白 /3500K/4000K

LED 数量： 12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6PCS/50mm

尺寸： 10000x10x1.2mm

包装数量： 10 米 / 卷
IP 等级 : IP20

   CEGB28120F-100 120/M DC24V

功率： 14W/M         140W/ 卷
显指： Ra＞90    R9>50

色温 ： 2700K/3000K 暖黄 /3000K 亮白 /3500K/4000K

LED 数量： 12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6PCS/50mm

尺寸： 10000x12x4mm

包装数量： 10 米 / 卷
IP 等级 : IP65

28120 系列

   CEGB28120-100/A 120/M DC24V

功率： 4W/M         40W/ 卷
显指： Ra＞90    R9>50

色温 ： 2700K/3000K/3500K/4000K

LED 数量： 12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1PCS/8.33mm

尺寸： 10000x5x1.2mm

包装数量： 10 米 / 卷
IP 等级 : IP20

Hp 系列

单灯剪

灯带

   CEGB28120-100/A 120/M DC24V

功率： 8W/M         80W/ 卷
显指： Ra＞90    R9>50

色温 ： 2700K/3000K/3500K/4000K

LED 数量： 12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1PCS/8.33mm

尺寸： 10000x5x1.2mm

包装数量： 10 米 / 卷
IP 等级 : IP20

   CEGB28120-100/A 120/M DC24V

功率： 14W/M        140W/ 卷
显指： Ra＞90    R9>50

色温 ： 2700K/3000K/3500K/4000K

LED 数量： 12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1PCS/8.33mm

尺寸： 10000x8x1.2mm

包装数量： 10 米 / 卷
IP 等级 : IP20

   CEGB28120-100/A 120/M DC24V

功率： 12W/M         120W/ 卷
显指： Ra＞90    R9>50

色温 ： 2700K/3000K/3500K/4000K

LED 数量： 12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1PCS/8.33mm

尺寸： 10000x8x1.2mm

包装数量： 10 米 / 卷
IP 等级 : IP20

   CEGB28120-100/A 120/M DC24V

功率： 6W/M         60W/ 卷
显指： Ra＞90    R9>50

色温 ： 2700K/3000K/3500K/4000K

LED 数量： 12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1PCS/8.33mm

尺寸： 10000x5x1.2mm

包装数量： 10 米 / 卷
IP 等级 : IP20

   CEGB28120-100/A 120/M DC24V

功率： 10W/M         100W/ 卷
显指： Ra＞90    R9>50

色温 ： 2700K/3000K/3500K/4000K

LED 数量： 12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1PCS/8.33mm

尺寸： 10000x8x1.2mm

包装数量： 10 米 / 卷
IP 等级 : IP20

   CEGB28120F-100/A 120/M DC24V

功率： 4W/M         40W/ 卷
显指： Ra＞90    R9>50

色温 ： 2700K/3000K/3500K/4000K

LED 数量： 12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1PCS/8.33mm

尺寸： 10000x7x4mm

包装数量： 10 米 / 卷
IP 等级 : IP65

   CEGB28120F-100/A 120/M DC24V

功率： 14W/M        140W/ 卷
显指： Ra＞90    R9>50

色温 ： 2700K/3000K/3500K/4000K

LED 数量： 12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1PCS/8.33mm

尺寸： 10000x10x4mm

包装数量： 10 米 / 卷
IP 等级 : IP65

   CEGB28120F-100/A 120/M DC24V

功率： 8W/M        80W/ 卷
显指： Ra＞90    R9>50

色温 ： 2700K/3000K/3500K/4000K

LED 数量： 12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1PCS/8.33mm

尺寸： 10000x7x4mm

包装数量： 10 米 / 卷
IP 等级 : IP65

   CEGB5050F-50 60/M DC24V
功率： 10-12W/M        50W/ 卷

显指： Ra＞90、R9＞50

色温： 2700K/3000K 暖黄 /3000K 亮白 /

           3500K/4000K/6400K

LED 数量： 6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6PCS/100mm

尺寸： 5000x12x4mm

包装数量： 5 米 / 卷

IP 等级 : IP65

   CEGB2835F-50 60/M DC24V
功率： 6-6.5W/M             30W/ 卷

显指： Ra＞90、R9＞50

色温： 2700K/3000K 暖黄 /3000K 亮白 /

           3500K/4000K/6400K

LED 数量： 6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6PCS/100mm

尺寸： 5000x10x4mm

包装数量： 5 米 / 卷

IP 等级 : IP65

   CEGB3528F-50 60/M DC24V

功率： 4.0-4.6W/M          20W/ 卷
显指： Ra＞90、R9＞50

色温： 2700K/3000K 暖黄 /3000K 亮白 /

           3500K/4000K/6400K

LED 数量： 6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6PCS/10mm

尺寸： 5000x10x4mm

包装数量： 5 米 / 卷
IP 等级 : IP65

   CEGB2835F-50 60/M DC24V
功率： 9-10W/M        45W/ 卷

显指： Ra＞90、R9＞50

色温： 2700K/3000K 暖黄 /3000K 亮白 /

3500K/4000K/6400K/ 冰蓝光 / 蓝光
LED 数量： 6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6PCS/100mm

尺寸： 5000x10x4mm

包装数量： 5 米 / 卷

IP 等级 : IP65

   CEGB2835F-50/CW 120/M DC24V
功率：单色温 ：10W/M          50W/ 卷

显指： Ra＞90、R9＞50

色温 :  2700K-6500K

LED 数量： 120PCS/M

最小剪切单元： 12PCS/100mm

尺寸： 5000x12x4mm

包装数量： 5 米 / 卷

IP 等级 : IP65

锋芒系列

   CXGB0612B
功率： 9W/ 米

显指： Ra＞90

色温： 2700K/3000K/3500K/4000K

光束角： 150 °

光通量： 120lm/ 米

输入参数： DC24V

LED 柔性

灯带
   CXGB0817C
功率： 9W/ 米

显指： Ra＞90

色温： 2700K/3000K/3500K/4000K

光束角： 155 °

光通量： 150lm/ 米

输入参数： DC24V

   CXGB01216B
功率： 12W/ 米

显指： Ra＞90

色温： 2700K/3000K/3500K/4000K

光通量： 120lm/ 米

输入参数： DC24V

   CXGB1010U
功率： 9W/ 米

显指： Ra＞90

色温： 2700K/3000K/3500K/4000K

光束角： 120 °

光通量： 450lm/ 米

输入参数： DC24V

   CXGB1311B

功率： 12W/ 米

显指： Ra＞90

色温： 2700K/3000K/3500K/4000K

光束角： 115 °

光通量： 450lm/ 米

输入参数： DC24V

   CEGB2835G-1000
功率： 6W/M   

电压： AC220V

显指： Ra ＞ 90

LED 数量： 72PCS/M

色温： 3000K/4000K/6400K

包装数量： 100 米 / 卷

IP 等级： IP65

LED高压
软灯带

   CEGB2835G-1000
功率： 8W/M   

电压： AC220V

显指： Ra ＞ 90

LED 数量： 72PCS/M

色温： 3000K/4000K/6400K

包装数量： 100 米 / 卷

IP 等级： IP65

   CEGB2835G-1000/S
功率： 10W/M   

电压： AC220V

显指： Ra ＞ 90

LED 数量： 144PCS/M

色温： 3000K/4000K/6400K

包装数量： 100 米 / 卷

IP 等级： I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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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灯管   Batten

   CEGA2835MF-05
功率： 6W

光束角： 170 °

光源： SMD2835

显指： Ra>80

色温： 4000K/6500K/10000K

外观尺寸： 500*22*6mm

防水等级 ：IP65

   CEGA2835MF-075
功率： 8W

光束角： 170 °

光源： SMD2835

显指： Ra>80

色温： 4000K/6500K/10000K

外观尺寸： 750*22*6mm

防水等级 ：IP65

   CEGA2835MF-10
功率： 12W

光束角： 170 °

光源： SMD2835

显指： Ra>80

色温： 4000K/6500K/10000K

外观尺寸： 1000*22*6mm

防水等级 ：IP65

LED T8
玻璃灯管

   CEG08B-T8
功率： 8W

显指： Ra>80

功率因数： PF: 0.5

色温 :  4000K/6400K

光通量： 800lm

外观尺寸：Φ 26*588mm

   CEG16B-T 8 
功率： 16W

显指： Ra>80

功率因数： PF: 0.5

色温 :  4000K/6400K

光通量： 1600lm

外观尺寸：Φ 26*1198mm

   CEG18-T8/GY 红外感应
功率： 18W

显指：  Ra>80

功率因数： PF: 0.5

色温 :  6400K

光通量： 1600Lm

外观尺寸： 1198* 26mm

- 感应角度：120 °

- 感应距离：3-5米

- 延长时间：60秒

- 产品特征：根具人体温度识别，

- 当人通过时灯具全亮，人走后1分钟全灭；

红外感应

   CEG18-T8/GY 雷达感应
功率： 18W

显指：  Ra>80

功率因数： PF: 0.5

色温 :  4000K/6400K

光通量： 1600Lm

外观尺寸： 1198* 26mm

- 感应角度：360 °无死角感应

- 感应距离：5-8米

- 延长时间：60秒

- 产品特征：感应灯呈球形感应区，人一旦走进感应区人就由微亮

                  3W转全亮，人离开1分钟后，灯由全亮转微亮3W；

雷达感应

T8铝塑
感应灯管

   CEG18B-T8/GY 雷达感应
功率： 18W

显指： Ra>80

功率因数： PF:0.5

色温： 4000K/6400K

光通量： 1700lm

外观尺寸：Φ 1198*28mm

T8玻璃
感应灯管

M(漫反射)
系列

   CEGA2835M-095 24V 单条
功率： 12W

光束角： 170 °

光源： SMD2835

显指： Ra>80

色温： 4000K/5000K/6500K

外观尺寸： 950*17*8mm

   CEGA2835M-095/CW 24V 单条
功率： 12W

光束角： 170 °

光源： SMD2835

显指： Ra>80

色温： 2700K-6500K

外观尺寸： 950*19*8mm

   CEGA2835M-095J 24V 卷帘
功率： 80W    10PCS/ 卷

光束角： 170 °

光源： SMD2835

显指： Ra>80

色温： 4000K/5000K/6500K

   CEGA2835G-06/B  卷帘
功率： 90W/ 卷    15PCS/ 卷

光束角： 120 °

光源： SMD2835

显指： Ra>80

色温： 4000K/6500K/10000K

IP 等级： IP65

外观尺寸： 600*13.1*10mm

   CEGA2835G-12/B  卷帘
功率： 180W/ 卷    15PCS/ 卷

光束角： 120 °

光源： SMD2835

显指： Ra>80

色温： 4000K/6500K/10000K

IP 等级： IP65

外观尺寸： 1200*13.1*10mm

B(标识)
系列

   CEGA2835M-095 24V 单条
功率： 8W

光束角： 170 °

光源： SMD2835

显指： Ra>80

色温： 4000K/5000K/6500K

外观尺寸： 950*17*8mm

   CEGA2835M-095J/CW 24V 卷帘
功率： 120W    10PCS/ 卷

光束角： 170 °

光源： SMD2835

显指： Ra>80

色温： 2700K-6500K

   CEGA2835M-095J 24V 卷帘
功率： 120W    10PCS/ 卷

光束角： 170 °

光源： SMD2835

显指： Ra>80

色温： 4000K/5000K/6500K/10000K

   CEG09-T8 锋  芒Ⅲ代
功率： 9W

显指：  Ra>80

功率因数： PF: 0.5

色温 :  4000K/6400K

光通量： 900lm

外观尺寸： 588*26mm

   CEG18-T 8 锋  芒Ⅲ代
功率： 18W

显指：  Ra>80

功率因数： PF: 0.5

色温 :  4000K/6400K

光通量： 1800lm

外观尺寸： 1198*26mm

T8铝塑
灯管-
锋芒系列

   CEG24-T 8 锋  芒Ⅲ代
功率： 24W

显指：  Ra>80

功率因数： PF: 0.5

色温 :  4000K/6400K

光通量： 2280lm

外观尺寸： 1198*26mm

支架   Batten

T5支架-
全塑

为配“锋芒Ⅱ代”系列LED T5全塑支架正常使用，请勿忘购买单插头电源线和公母插连接线

温馨提示

  CEG04-T5/J 锋芒  Ⅱ代
光源 : 三安

功率： 4W

显指： Ra>90   R9>50

功率因数： PF: 0.5

色温： 2700K/3000K/3500K/4000K/6400K

外观尺寸： 307*23.5*34.5mm

  CEG07-T5/J 锋芒  Ⅱ代
光源 : 三安

功率： 7W

显指： Ra>90   R9>50

功率因数： PF: 0.5

色温： 2700K/3000K/3500K/4000K/6400K

外观尺寸： 571*23.5*34.5mm

  CEG10-T5/J 锋芒  Ⅱ代
光源 : 三安

功率： 10W

显指： Ra>90   R9>50

功率因数： PF: 0.5

色温： 2700K/3000K/3500K/4000K/6400K

外观尺寸： 871*23.5*34.5mm

  CEG12-T5/J 锋芒  Ⅱ代
光源 : 三安

功率： 12W

显指： Ra>90   R9>50

功率因数： PF: 0.5

色温： 2700K/3000K/3500K/4000K/6400K

外观尺寸： 1004*23.5*34.5mm

  CEG14-T5/J 锋芒  Ⅱ代
光源 : 三安

功率： 14W

显指： Ra>90   R9>50

功率因数： PF: 0.5

色温： 2700K/3000K/3500K/4000K/6400K

外观尺寸： 1171*23.5*34.5mm

为配“锋芒Ⅲ代”系列LED T5铁塑支架正常使用，请勿忘购买单插头电源线和公母插连接线

温馨提示

  CEG07-T5/ J  锋芒Ⅲ代
光源 : 三安

功率：7W

显指： Ra>90   R9>50

功率因数： PF: 0.5

色温： 3000K/4000K/6400K

外观尺寸： 568*22.5*34mm

   CEG04-T5/ J  锋芒Ⅲ代
光源 : 三安

功率：4W

显指： Ra>90   R9>50

功率因数： PF: 0.5

色温： 3000K/4000K/6400K

外观尺寸： 308*22.5*34mm

  CEG10-T5/ J  锋芒Ⅲ代
光源 : 三安

功率：10W

显指： Ra>90   R9>50

功率因数： PF: 0.5

色温： 3000K/4000K/6400K

外观尺寸： 868*22.5*34mm

  CEG12-T5/ J  锋芒Ⅲ代
光源 : 三安

功率：12W

显指： Ra>90   R9>50

功率因数： PF: 0.5

色温： 3000K/4000K/6400K

外观尺寸： 1005 *22.5*34mm

  CEG14-T5/ J  锋芒Ⅲ代
光源 : 三安

功率：14W

显指： Ra>90   R9>50

功率因数： PF: 0.5

色温： 3000K/4000K/6400K

外观尺寸： 1168*22.5*34mm

T5支架-
铁塑

   CEG18-T8 风影Ⅱ代   
功率： 18W

显指：  Ra>80

功率因数： PF≥0.9

色温 :  4000K/5000K

光通量： 2300lm

蓝光危害等级： RG0
外观尺寸： 1198*26*29mm

T8灯管-
教育专供



24V 恒压
驱动器 

  CE10.4A
功率： 250W

输入电压： 220-240V

输出电流： 10.4A

输出电压： DC24V

功率因数： PF:0.5

外观尺寸 ： L265*W67.5*H50mm

  CE12.5A
功率： 300W

输入电压： 220-240V

输出电流 ： 12.5A

输出电压： DC24V

功率因数： PF:0.5

外观尺寸： L265*W67.5*H50mm

  CE20.8A
功率： 500W

输入电压： 220-240V

输出电流： 20.8A

输出电压： DC24V

功率因数： PF:0.95

外观尺寸 ： L250*W90*H60mm

  CE41A
功率： 1000W

输入电压： 220-240V

输出电流 ： 41A

输出电压： DC24V

功率因数： PF:0.95

外观尺寸： L350*W150*H63mm

  CE6.25A
功率： 150W

输入电压： 220-240V

输出电流 ： 6.25A

输出电压： DC24V

功率因数： PF:0.5

外观尺寸： L223*W68*H43mm

  C8.3A
功率： 200W

输入电压： 220-240V

输出电流 ： 8.3A

输出电压： DC24V

功率因数： PF:0.5

外观尺寸 ： L223*W68*H4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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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  LED Driver光源  Lamp

LED Mr16

灯杯
   CEGC16/B 7W 黑金刚Ⅴ代
功率： 7W
角度： 12 ° /24 ° /36 °

色温： 2700K/3000K/4000K

光通量： 400Lm

显指： Ra>90

另配： 5W  CEC0100-12SL/B 恒流驱动器

           7W  CEC0150-12SL/B 恒流驱动器

           7W  CEC0150-12SH-K/B 恒流可控硅调光驱动器

           7W  CEC0150-12SH-D/B 恒流 0-10V 调光驱动器

   CEGC16/A 7W 黑金刚Ⅴ代
功率： 7W
角度： 24 °

色温： 2700K/3000K

光通量： 400Lm

显指： Ra>90

另配： AC/DC 12V 电器

电器  LED Driver

  CE1.5A/B
功率： 36W

输出电流： 1.5A

输出电压： DC24V

功率因数： PF:0.5

外观尺寸： L313*W30*H16mm

线形恒压
驱动

恒压驱动

  CE2.5A/B
功率： 60W

输出电流： 2.5A

输出电压： DC24V

功率因数： PF:0.5

外观尺寸： L313*W30*H16mm

  CE3.3A/B
功率： 80W

输出电流： 3.3A

输出电压： DC24V

功率因数： PF:0.5

外观尺寸： L413*W30*H16mm

  CE6.25A/B
功率： 150W

输出电流： 6.25A

输出电压： DC24V

功率因数： PF:0.5

外观尺寸： L413*W30*H16mm

  CE1A
功率： 12W

输入电压： 220-240V

输出电流： 1A

输出电压： DC12V

功率因数： PF:0.5

外观尺寸： L115*W45*H29mm

12V 恒压
驱动器 

  CE12.5A
功率： 150W

输入电压： 220-240V

输出电流： 12.5A

输出电压： DC12V

功率因数： PF:0.5

外观尺寸： L223*W68*H43mm

  CE5A
功率： 60W

输入电压： 220-240V

输出电流： 5A

输出电压： DC12V

功率因数： PF:0.5

外观尺寸 ：L140*W45*H29mm

  CE4A/J
功率： 100W

输入电压： 220-240V

输出电流： 4A

输出电压： DC24V

功率因数： PF:0.5

外观尺寸 ： L215*W52.5*H32mm

  CE3.3A
功率： 80W

输入电压： 220-240V

输出电流 ： 3.3A

输出电压： DC24V

功率因数： PF:0.5

外观尺寸 ： L215*W52.5*H32mm

  CE0.5A
功率： 12W

输入电压： 220-240V

输出电流： 0.5A

输出电压： DC24V

功率因数： PF:0.5

外观尺寸： L115*W45*H29mm

24V 恒压
驱动器 

  CE1.5A
功率： 36W

输入电压： 220-240V

输出电流 ： 1.5A

输出电压： DC24V

功率因数： PF:0.5

外观尺寸： L140*W45*H29mm

  CE2.5A
功率： 60W

输入电压： 220-240V

输出电流 ： 2.5A

输出电压： DC24V

功率因数： PF:0.5

外观尺寸 ： L140*W45*H29mm

  CE1.5A-D2
功率： 36W

调光类型： 0-10V 调光调色温

输入电压： 220-240V

输出电流： 1.5A

输出电压： DC24V

功率因数： PF:0.5

外观尺寸 ：L207*W37*H27mm

恒压0-10V

调光调色

驱动器

  CE3.3A-D2
功率： 80W

调光类型： 0-10V 调光调色温

输入电压： 220-240V

输出电流： 3.3A

输出电压： DC24V

功率因数： PF:0.5

外观尺寸 ：L232*W57*H27mm

  CE6.25A-D2
功率： 150W

调光类型： 0-10V 调光调色温

输入电压： 220-240V

输出电流： 6.25A

输出电压： DC24V

功率因数： PF:0.5

外观尺寸 ：L267*W57*H39mm

恒压DALI

调光驱动器
  CE1.5A-DL
功率： 36W

调光类型： DALI 调光

输入电压： 220-240V

输出电流： 1.5A

输出电压： DC24V

功率因数： PF:0.5

外观尺寸 ：L207*W37*H27mm

  CE3.3A-DL
功率： 80W

调光类型： DALI 调光

输入电压： 220-240V

输出电流： 3.3A

输出电压： DC24V

功率因数： PF:0.5

外观尺寸 ：L232*W57*H27mm

  CE6.25A-DL
功率： 150W

调光类型： DALI 调光

输入电压： 220-240V

输出电流： 6.25A

输出电压： DC24V

功率因数： PF:0.5

外观尺寸 ：L267*W57*H39mm

  CE14.5A-Y
功率： 350W

输入电压： 220-240V

输出电流： 14.5A

输出电压： DC24V

功率因数： PF:0.5

外观尺寸 ：L220*W130*H49mm

防雨驱动器

恒压0-10V

和可控硅

二合一

调光驱动器

  CE1.5A-DK
功率： 36W

调光类型： 0-10V/ 可控硅调光

输入电压： 220-240V

输出电流： 1.5A

输出电压： DC24V

功率因数： PF:0.5

外观尺寸 ：L207*W37*H27mm

  CE2.5A-DK
功率： 60W

调光类型： 0-10V/ 可控硅调光

输入电压： 220-240V

输出电流： 2.5A

输出电压： DC24V

功率因数： PF:0.5

外观尺寸 ：L213*W57*H27mm

  CE6.25A-DK
功率： 150W

调光类型： 0-10V/ 可控硅调光

输入电压： 220-240V

输出电流： 6.25A

输出电压： DC24V

功率因数： PF:0.5

外观尺寸 ：L267*W57*H39mm

  CE8.3A-DK
功率： 200W

调光类型： 0-10V/ 可控硅调光

输入电压： 220-240V

输出电流： 8.3A

输出电压： DC24V

功率因数： PF:0.5

外观尺寸 ：L267*W57*H39mm

   CEGC16/ 7W 黑金刚Ⅳ代E27 
功率： 7W
角度： 24 °

色温： 2700K/3000K

光通量： 400lm

显指： Ra>90

  CE3.3A-DK
功率： 80W

调光类型： 0-10V/ 可控硅调光

输入电压： 220-240V

输出电流： 3.3A

输出电压： DC24V

功率因数： PF:0.5

外观尺寸 ：L232*W57*H2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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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  LED Driver电器  LED Driver

  CEC0100-1 SL2
功率： 5W

串并方式： 12 串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100mA

功率因数： PF ≥ 0.5

外观尺寸： L69*W29.4*H20.3mm

频闪 : 无频闪

  CEC01 0-1 SL5 2
功率： 7W

串并方式： 12 串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150mA

功率因数： PF ≥ 0.5

外观尺寸： L69*W29.4*H20.3mm

频闪 : 无频闪

  CEC0200-1 SL/2 2CEC0200-1 SH
功率： 9W

串并方式： 12 串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200mA

功率因数： PF ≥ 0.5/ PF＞0.9

外观尺寸： L69*W29.4*H20.3mm

频闪 : 无频闪

  CEC0 -1 SL280 2
功率： 12W

串并方式： 12 串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280mA

功率因数： PF ≥ 0.5

外观尺寸： L69*W29.4*H20.3mm

频闪 : 无频闪

保5年、
过3C
无频闪
恒流驱动

  CEC0 0-1 SL06 2
功率： 3W

串并方式： 12 串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60mA

功率因数： PF ≥ 0.5

外观尺寸： L69*W29.4*H20.3mm

频闪 : 无频闪

恒流驱动

  CEC0 0-1 S28 2 H
功率： 12W

串并方式： 12 串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280mA

功率因数： PF＞0.9

外观尺寸： L95*W45*H27.5mm

频闪：无频闪

  CEC0 0-1 SL35 2
功率： 15W

串并方式： 12 串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350mA

功功率因数： PF ≥ 0.5

外观尺寸： L95*W45*H27.5mm

频闪：无频闪

  CEC0 0-1 SH35 2
功率： 15W

串并方式： 12 串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350mA

功功率因数： PF ≥ 0.9

外观尺寸： L95*W45*H27.5mm

频闪：无频闪

  CEC0 0-1 SL42 2
功率： 18W

串并方式： 12 串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420mA

功率因数： PF ≥ 0.5

外观尺寸： L95*W45*H27.5mm

频闪：无频闪

  CEC0 -1 SL450 2
功率： 20W

串并方式： 12 串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450mA

功率因数： PF ≥ 0.5

外观尺寸： L95*W45*H27.5mm

频闪：无频闪

  CEC0 0-1 S42 2 H
功率： 18W

串并方式： 12 串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420mA

功率因数： PF＞0.9

外观尺寸： L115*W45*H27.5mm

频闪 : 无频闪

  CEC0450-12SH
功率： 20W

串并方式： 12 串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450mA

功率因数： PF＞0.9

外观尺寸： L115*W45*H27.5mm

频闪 : 无频闪

  CEC0500-12SH
功率： 24W

串并方式： 12 串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500mA

功率因数： PF＞0.9

外观尺寸： L115*W45*H27.5mm

频闪 : 无频闪

  CEC0 -1 SH600 2
功率： 25W

串并方式： 12 串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600mA

功率因数： PF＞0.9

外观尺寸： L115*W45*H27.5mm

频闪 : 无频闪

  CEC0 -1 SH700 2
功率： 30W

串并方式： 12 串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700mA

功率因数： PF＞0.9

外观尺寸： L115*W45*H27.5mm

频闪 : 无频闪

  CEC0 -1 SH800 2
功率： 35W

串并方式： 12 串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800mA

功率因数： PF＞0.9

外观尺寸： L140*W45*H27.5mm

频闪 : 无频闪

  CEC0 -1 SH900 2
功率： 40W

串并方式： 12 串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900mA

功率因数： PF＞0.9

外观尺寸： L140*W45*H27.5mm

频闪 : 无频闪

  CEC -1 SH1050 2
功率： 45W

串并方式： 12 串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1050mA

功率因数： PF＞0.9

外观尺寸： L140*W45*H27.5mm

频闪 : 无频闪

保5年、
过3C
无频闪
恒流驱动

  CEC0 -12SH-KM100
功率： 5W

驱动类型： 0-220V 可控硅调光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100mA

功率因数： PF＞0.9

外观尺寸： L95*W45*H29mm

  CEC0 -12SH-KM150
功率： 7W

驱动类型： 0-220V 可控硅调光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150mA

功率因数： PF＞0.9

外观尺寸： L95*W45*H29mm

  CEC0 -12SH-KM200
功率： 9W

驱动类型： 0-220V 可控硅调光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200mA

功率因数： PF＞0.9

外观尺寸： L95*W45*H29mm

  CEC0 -12SH-KM280
功率： 12W

驱动类型： 0-220V 可控硅调光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280mA

功率因数： PF＞0.9

外观尺寸： L95*W45*H29mm

  CEC0 -12SH-KM350
功率： 15W

驱动类型： 0-220V 可控硅调光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350mA

功率因数： PF＞0.9

外观尺寸： L95*W45*H29mm

  CEC0 -12SH-KM450
功率： 20W

驱动类型： 0-220V 可控硅调光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450mA

功率因数： PF＞0.9

外观尺寸： L140*W45*H29mm

  CEC0 -12SH-KM500
功率： 24W

驱动类型： 0-220V 可控硅调光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500mA

功率因数： PF＞0.9

外观尺寸： L140*W45*H29mm

  CEC0 -12SH-KM600
功率： 25W

驱动类型： 0-220V 可控硅调光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600mA

功率因数： PF＞0.9

外观尺寸： L140*W45*H29mm

0-220V
可控硅恒流
调光驱动

恒流0-10V 
调光驱动

  CEC0150-12SH-D
功率： 7W

驱动类型： 0-10V 调光

串并方式： 12 串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150mA

功率因数： PF ≥ 0.9

外观尺寸： L119*W24*H21.5mm

  CEC0200-12SH-D
功率： 9W

驱动类型： 0-10V 调光

串并方式： 12 串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200mA

功率因数： PF ＞ 0.9

外观尺寸： L115*W45*H29mm

  CEC0100-12SH-D
功率： 5W

驱动类型： 0-10V 调光

串并方式： 12 串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100mA

功率因数： PF ≥ 0.9

外观尺寸： L119*W24*H21.5mm

  CEC0280-12SH-D
功率： 12W

驱动类型： 0-10V 调光

串并方式： 12 串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280mA

功率因数： PF ＞ 0.9

外观尺寸： L95*W45*H27.5mm

  CEC0350-12SH-D
功率： 15W

驱动类型： 0-10V 调光

串并方式： 12 串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350mA

功率因数： PF ＞ 0.9

外观尺寸： L115*W45*H29mm

  CEC0420-12SH-D
功率： 18W

驱动类型： 0-10V 调光

串并方式： 12 串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420mA

功率因数： PF ≥ 0.9

外观尺寸： L96*W57*H32mm

  CEC0500-12SH-D
功率： 24W

驱动类型： 0-10V 调光

串并方式： 12 串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500mA

功率因数： PF>0.9

外观尺寸： L96*W57*H32mm

  CEC0600-12SH-D
功率： 25W

驱动类型： 0-10V 调光

串并方式： 12 串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600mA

功率因数： PF>0.9

外观尺寸： L96*W57*H32mm

  CEC0700-12SH-D
功率： 30W

驱动类型： 0-10V 调光

串并方式： 12 串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700mA

功率因数： PF>0.9

外观尺寸： L125*W72*H32mm

  CEC0800-12SH-D
功率： 35W

驱动类型： 0-10V 调光

串并方式： 12 串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800mA

功率因数： PF>0.9

外观尺寸： L125*W72*H32mm

  CEC0 -12SH-KM700
功率： 30W

驱动类型： 0-220V 可控硅调光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700mA

功率因数： PF＞0.9

外观尺寸： L140*W45*H29mm

  CEC0 -12SH-KM800
功率： 35W

驱动类型： 0-220V 可控硅调光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800mA

功率因数： PF＞0.9

外观尺寸： L140*W45*H29mm

  CEC0 -12SH-KM900
功率： 40W

驱动类型： 0-220V 可控硅调光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900mA

功率因数： PF＞0.9

外观尺寸： L140*W45*H29mm

  CEC -12SH-KM1050
功率： 45W

驱动类型： 0-220V 可控硅调光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1V

输出电流： 1050mA

功率因数： PF＞0.9

外观尺寸： L140*W45*H29mm

0-220V
可控硅恒流
调光驱动

恒流DALI
调光驱动

  CEC0500-12SH-DLA
功率： 15W/18W/20W/24W

调光类型： DALI 调光

输出电压： 30-41V

输出电流： 350mA /420mA /

                  450mA  /500mA

功率因数： PF ≥ 0.9

外观尺寸： L133*W42*H28mm

频闪：无频闪

  CEC0800-12SH-DLA
功率： 25W/30W/35W

调光类型： DALI 调光

输出电压： 30-41V

输出电流： 600mA /700mA /800mA 

功率因数： PF ≥ 0.9

外观尺寸： L154*W47*H30.5mm

频闪：无频闪

  CEC0280-12SH-DLA
功率： 5W/7W/9W/12W

调光类型： DALI 调光

输出电压： 30-41V

输出电流： 100mA /150mA /

                  200mA /280mA

功率因数： PF ≥ 0.9

外观尺寸： L118*W36*H27mm

频闪：无频闪

  CEC1050-12SH-DLA
功率： 40W/45W

调光类型： DALI 调光

输出电压： 30-41V

输出电流： 900mA/1050mA

功率因数： PF ≥ 0.9

外观尺寸： L154*W47*H30.5mm

频闪：无频闪

恒流防水
驱动

   CEC0700-12SH-F
功率： 30W

串并方式： 12 串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2V

输出电流： 700mA

功率因数： PF ≥ 0.9

外观尺寸： L153*W39*H22mm

防水等级： IP67

频闪：无频闪

   CEC0800-12SH-F
功率： 35W

串并方式： 12 串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2V

输出电流： 800mA

功率因数： PF ≥ 0.9

外观尺寸： L153*W39*H22mm

防水等级： IP67

频闪：无频闪

   CEC0900-12SH-F
功率： 40W

串并方式： 12 串

芯片： COB

输出电压： 25-42V

输出电流： 900mA

功率因数： PF ≥ 0.9

外观尺寸： L153*W39*H22mm

防水等级： IP67

频闪：无频闪

恒流0-10V
调光调色
驱动

  CEC0500-12SH-DA2
功率： 15W/18W/20W/24W

调光类型： 0-10V 调光调色温

输出电压： 30-41V

输出电流： 350mA /420mA/

                 450m/A500mA

功率因数： PF ≥ 0.9

外观尺寸： L133*W42*H28mm

频闪：无频闪

  CEC0800-12SH-DA2
功率： 25W/30W/35W

调光类型： 0-10V 调光调色温

输出电压： 30-41V

输出电流： 600mA /700mA/

                 800mA 

功率因数： PF ≥ 0.9

外观尺寸： L154*W47*H30.5mm

频闪：无频闪

  CEC0280-12SH-DA2
功率： 5W/7W/9W/12W

调光类型： 0-10V 调光调色温

输出电压： 30-41V

输出电流： 100mA /150mA/

                 200mA/280mA

功率因数： PF ≥ 0.9

外观尺寸： L118*W36*H27mm

频闪：无频闪

  CEC1050-12SH-DA2
功率： 40W/45W

调光类型： 0-10V 调光调色温

输出电压： 30-41V

输出电流： 900mA/1050mA

功率因数： PF ≥ 0.9

外观尺寸： L154*W47*H30.5mm

频闪：无频闪

恒流DALI
调光调色
驱动

  CEC0500-12SH-DLA2
功率： 15W/18W/24W

调光类型： DALI 调光调色温

输出电压： 30-41V

输出电流： 350mA /420mA

                  /500mA

功率因数： PF ≥ 0.9

外观尺寸： L133*W42*H28mm

频闪：无频闪

  CEC0800-12SH-DLA2
功率： 25W/30W/35W

调光类型： DALI 调光调色温

输出电压： 30-41V

输出电流： 600mA /700mA/

                 800mA 

功率因数： PF ≥ 0.9

外观尺寸： L154*W47*H30.5mm

频闪：无频闪

  CEC0280-12SH-DLA2
功率： 5W/7W/9W/12W

调光类型： DALI 调光调色温

输出电压： 30-41V

输出电流： 100mA /150mA/

                 200mA /280mA

功率因数： PF ≥ 0.9

外观尺寸： L118*W36*H27mm

频闪：无频闪

  CEC1050-12SH-DLA2
功率： 40W/45W

调光类型： DALI 调光调色温

输出电压： 30-41V

输出电流： 900mA/1050mA

功率因数： PF ≥ 0.9

外观尺寸： L154*W47*H30.5mm

频闪：无频闪



灯具（单色温）与恒流调光驱动匹配表

序号 功率 电压 电流

驱动器类型

控制方式 调光信号 酒店筒灯

开关（ON/OFF） 可控硅（0-220V）调光 0-10V调光 DALI调光 芳华-酒店筒灯 5系列-酒店筒灯

1 5W 25-41V 100mA CEC0100-12SL
CEC0100-12SH-KM

CEC0100-12SH-K
CEC0100-12SH-D

CEC0280-12SH-DLA
2 7W 25-41V 150mA CEC0150-12SL

CEC0150-12SH-KM

CEC0150-12SH-K
CEC0150-12SH-D

3 9W 25-41V 200mA
CEC0200-12SL

CEC0200-12SH

CEC0200-12SH-KM

CEC0200-12SH-K
CEC0200-12SH-D

4 12W 25-41V 280mA
CEC0280-12SL

CEC0280-12SH

CEC0280-12SH-KM

CEC0280-12SH-K
CEC0280-12SH-D

5 15W 25-41V 350mA
CEC0350-12SL

CEC0350-12SH

CEC0350-12SH-KM

CEC0350-12SH-K
CEC0350-12SH-D

CEC0500-12SH-DLA

6 18W 25-41V 420mA
CEC0420-12SL

CEC0420-12SH

CEC0420-12SH-KM

CEC0420-12SH-K
CEC0420-12SH-D

7 20W 25-41V 450mA
CEC0450-12SL

CEC0450-12SH

CEC0450-12SH-KM

CEC0450-12SH-K
/

8 24W 25-41V 500mA CEC0500-12SH
CEC0500-12SH-KM

CEC0500-12SH-K
CEC0500-12SH-D

9 25W 25-41V 600mA CEC0600-12SH
CEC0600-12SH-KM

CEC0600-12SH-K
CEC0600-12SH-D

CEC0800-12SH-DLA10 30W 25-41V 700mA CEC0700-12SH
CEC0700-12SH-KM

CEC0700-12SH-K
CEC0700-12SH-D

11 35W 25-41V 800mA CEC0800-12SH
CEC0800-12SH-KM

CEC0800-12SH-K
CEC0800-12SH-D

12 40W 25-41V 900mA CEC0900-12SH
CEC0900-12SH-KM

CEC0900-12SH-K
/

CEC1050-12SH-DLA

芳华6P-75mm

芳华6S-75mm

芳华-55mm

芳华-55mm方形

芳华-75mm

芳华-75mm方形

芳华6P-75mm

芳华6S-75mm

芳华-55mm

芳华-55mm方形

芳华-75mm

芳华-75mm方形

芳华6P-75mm

芳华6S-75mm

芳华-75mm

芳华-75mm方形

芳华-75mm

芳华-75mm方形

华6S-75mm

芳华-75mm

芳华-75mm方形

芳华-105mm

芳华-105mm

芳华-105mm

芳华-105mm

芳华-125mm

芳华-125mm

芳华-125mm

芳华-150mm

芳华-150mm

13 45W 25-41V 1050mA CEC1050-12SH
CEC1050-12SH-KM

CEC1050-12SH-K
/

蓝牙调光

/

SWB01-QL-7W-1

SWB01-QL-9W-1

SWB01-QL-12W-1

SWB01-QL-15W-1

/

/

SWB01-QL-24W-1

SWB01-QL-25W-1

SWB01-QL-30W-1

SWB01-QL-35W-1

/

SWB01-QL-45W-1

5系列-075 2S

5系列-2075E

5系列-2055E

5系列-075 2S

5系列-2075E

5系列-2055E

5系列-075 2S

5系列-2075E

5系列-075 2S

5系列-2075E

5系列-2075E

5系列-2095

5系列-2095

5系列-2125

5系列-2150

5系列-2125

5系列-2200

说明：以上灯具可以向下兼容更小功率的驱动 ，不可以匹配比灯具标称功率更大的驱动 。例如：CEJ075E(主体)2SⅡ 9W 标配9W CEC0200-12SH恒流驱动，配套可控硅调光系统，

选9W CEC0200-12SH-KM/CEC0200-12SH-K调光驱动；配套0-10V调光系统，选9W CEC0200-12SH-D调光驱动；配套DALI调光系统，选5-12W CEC0280-12SH-DLA调光驱动；

配套蓝牙调光系统，选SWB01-QL-9W-1调光驱动；可向下兼容7W驱动：CEC0150-12SL、CEC0150-12SH-KM/CEC0150-12SH-K、CEC0150-12SH-D、CEC0280-12SH-DLA、

SWB01-QL-7W-1；也可以向下兼容 5W驱动：CEC0100-12SL、CEC0100-12SH-KM/CEC0100-12SH-K、CEC0100-12SH-D、CEC0280-12SH-DLA，不可以匹配大于9W的驱动，

否则会烧坏灯具。

CDN-2021G050601

可匹配灯具规格

嵌入式射灯 格栅射灯 灯盘

3系列-酒店筒灯 H系列格栅射灯 K系列格栅射灯 MINI系列格栅射灯 N系列格栅射灯 605系列格栅射灯 侧发光灯盘-DⅡ系列

3系列-如意5

3系列-如意3

3系列-如意1

3系列-如意5

3系列-如意3

3系列-如意1

CES841H-MⅢ

CES842H-MⅢ

CES843H-MⅢ

3系列-如意1 CES801K-MⅡ代

CES801N-MⅡ代

CES802N-MⅡ代

CES803N-MⅡ代

3系列-如意1

CES801K-MⅡ代

CES801N-LⅡ代

CES802N-LⅡ代

CES803N-LⅡ代

CES6051C-M

CES6052C-M

CES6053C-M

CES8110M

CES8410M

CES8210M

CES8310M

CES6051C-L

CES6052C-L

CES6053C-L

F系列格栅射灯

 

CES801F-M

CES802F-M

CES811F-M

CES812F-M

CES801F-MⅡ代

CES802F-MⅡ代

CES803F-MⅡ代

 

CES801F-L

CES802F-L

CES811F-L

CES812F-L

CES801F-LⅡ代

CES802F-LⅡ代

CES803F-LⅡ代

CES801F-P

CES802F-P

CES811F-P

CES812F-P

CES801F-PⅡ代

CES802F-PⅡ代

1402/605系列嵌入式射灯

CED1402

CED14R02

CED6051C

CED6051C

CED6051C

CES6051C-P

CES6052C-P

CES6053C-P

CEP3012DⅣ代

CEP6060DⅣ代

CES8115M

CES8415M

CES8310M

CES8410M

酒店筒灯



INDUSTRIAL LIGHTING  
 PRODUCTS

LIGHT DESIGNED BY DESIGNED LIGHT.
为杰作设计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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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照明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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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棚灯 High Bay Light

   CEK6201H
功率：60W/80W

光束角：60°/90°

光通量：6600lm/8800lm
色温：4000K/5700K

颜色：BK

安装方式：吊装(标配）/杆装(另配）

  

6201H系列
天棚灯

   CEK6201H
功率：100W/120W

光束角：60°/90°

光通量：11000lm/13200lm
色温：4000K/5700K

颜色：BK

安装方式：吊装(标配）/杆装(另配）

  

   CEK6201H
功率：150W/200W

光束角：60°/90°

光通量：16500lm/22000lm
色温：4000K/5700K

颜色：BK

安装方式：吊装(标配）/杆装(另配）

  

   CEK6602H
功率：200W

光束角：20°-90°

光通量：26000lm

色温：4000K/5700K

颜色：SBK

安装方式：吊装(标配）/杆装(另配）

  

   CEK6602H（定  制   出   货 ）
功率：260W/300W

光束角：20°-90°

光通量：33800lm-39000lm

色温：4000K/5700K

颜色：SBK

安装方式：吊装(标配）/杆装(另配）

  

   CEK6602H
功率：50W/60W

光束角：20°-90°

光通量：6500lm-7800lm

色温：4000K/5700K

颜色：SBK

安装方式：吊装(标配）/杆装(另配）

  

   CEK6602H
功率：80W/100W

光束角：20°-90°

光通量：10400lm-13000lm

色温：4000K/5700K

颜色：SBK

安装方式：吊装(标配）/杆装(另配）

  

   CEK6602H
功率：120W/150W

光束角：20°-90°

光通量：15600lm-19500lm

色温：4000K/5700K

颜色：SBK

安装方式：吊装(标配）/杆装(另配）

  

6602H系列
天棚灯

   CEK6603H
功率：60W

光束角：60°/90°

光通量：7800lm

色温：4000K/5700K

颜色：SBK

安装方式：吊装(标配）/杆装(另配）

6603H系列
天棚灯

   CEK6603H
功率：80W/100W/120W

光束角：60°/90°

光通量：10400lm/13000/15600lm

色温：4000K/5700K

颜色：SBK

安装方式：吊装(标配）/杆装(另配）

   CEK6603H
功率：150W

光束角：60°/90°

光通量：19500lm

色温：4000K/5700K

颜色：SBK

安装方式：吊装(标配）/杆装(另配）

   CEK6603H
功率：200W

光束角：60°/90°

光通量：26000lm

色温：4000K/5700K

颜色：SBK

安装方式：吊装(标配）/杆装(另配）

   CEK6603H（  定   制  出   货   ）

功率：260W/300W
光束角：60°/90°

光通量：33800lm/39000lm
色温：4000K/5700K

颜色：SBK

安装方式：吊装(标配）/杆装(另配）

6131系列
天棚灯

   CEK6131 
功率： 100W/120W/150W

光束角：90°

光通量：10000lm/12000lm/15000lm

色温：4000K/5700K

颜色：SBK

安装方式：吊装(标配）/杆装(另配）

  

   CEK6131 
功率： 200W/250W

光束角：90°

光通量：20000lm/25000lm

色温：4000K/5700K

颜色：SBK

安装方式：吊装(标配）/杆装(另配）

  

   CEK6203T
功率： 20W

光束角：90°

光通量：2000lm

色温：4000K/5700K

颜色：OL

安装方式：吊装(标配）/杆装(另配）

  

6203T系列
天棚灯

   CEK6203T
功率：35W

光束角：90°

光通量：3500lm

色温：4000K/5700K

颜色：OL

安装方式：吊装(标配）/杆装(另配）

  

   CEK6203T
功率： 50W

光束角：90°

光通量：5000lm

色温：4000K/5700K

颜色：OL

安装方式：吊装(标配）/杆装(另配）

  

   CEK6202H
功率：60W/80W

光束角：60°/90°

光通量：6600lm/8800lm
色温：4000K/5700K

颜色：BK

安装方式：吊装(标配）/杆装(另配）

  

6202H系列
天棚灯

   CEK6202H
功率：100W/120W

光束角：60°/90°

光通量：11000lm/13200lm
色温：4000K/5700K

颜色：BK

安装方式：吊装(标配）/杆装(另配）

  

   CEK6202H
功率：150W/200W

光束角：60°/90°

光通量：16500lm/22000lm
色温：4000K/5700K

颜色：BK

安装方式：吊装(标配）/杆装(另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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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灯 IP65 Batten

   CEZH3201F-06
功率：8W/16W

光束角：120°

光通量：880lm/1760lm

色温：4000K/5700K

颜色：DW

安装方式：吸顶/吊杆

  

   CEZH3601F -  0 6 
功率：18W/24W

光束角：120°

光通量：2340lm/3120lm

色温：4000K/5700K

颜色：DW
安装方式：吸顶(标配）/吊杆(另配）

  

3601F系列
三防灯

   CEZH3201F-12

功率：16W/24W/32W
光束角：120°

光通量：1760lm/2640lm/3520lm

色温：4000K/5700K

颜色：DW

安装方式：吸顶/吊杆

  

3201F系列
三防灯

   CEZH3101K F-106
功率：1*9W

光束角：120°

光源类型：LED T8管（出货不含）

灯体材质：ABS+PC

颜色：灰+白

安装方式：吸顶/吊杆

   CEZH3601F  -  1 2
功率：24W/36W/50W/(70W定制出货）

光束角：120°

光通量：3120lm/4680lm/6500lm

色温：4000K/5700K

颜色：DW
安装方式：吸顶(标配）/吊杆(另配）

  

3101KF系列
三防灯

   CEZH3101K F-206
功率：2*9W

光束角：120°

光源类型：LED T8管（出货不含）

灯体材质：ABS+PC

颜色：灰+白

安装方式：吸顶/吊杆

   CEZ  F-112H3101K
功率：1*18W

光束角：120°

光源类型：LED T8管（出货不含）

灯体材质：ABS+PC

颜色：灰+白

安装方式：吸顶/吊杆

   CEZ K F-212H3101
功率：2*18W

光束角：120°

光源类型：LED T8管（出货不含）

灯体材质：ABS+PC

颜色：灰+白

安装方式：吸顶/吊杆

2201F系列
三防灯

   FCEXH2201
功率：8W/12W

光束角：120°

光通量：760lm/1140lm

灯体材质：PC+ABS

颜色：灰+白

安装方式：吸顶（标配）

   CEXH2201F
功率：18W/24W

光束角：120°

光通量：1710lm/2280lm

灯体材质：PC+ABS

颜色：白色

安装方式：吸顶（标配）

6113系列
天棚灯

   CEK6113A-C/CEK6113A-S
功率： 60W/80W/100W

光束角： 30°/50°

色温：3000K/4000K/5700K

开孔尺寸：Φ220mm

光通量：6000lm/8000lm/10000

光源：COB/SMD3030

安装方式：嵌入式

材质：压铸铝

  

   CEK6113
功率：40W

角度：50°

色温：4000K

光通量：3900Lm

安装方式：吸顶式

颜色：SW/SBK

   CEK6113
功率：55W

角度：50°

色温：4000K

光通量：4600Lm

安装方式：吸顶式

颜色：SW/SBK

   CEK6113-C/CEK6113-S
功率： 60W/80W/100W

光束角： 30°/50°

色温：3000K/4000K/5700K

光通量：6000lm/8000lm/10000

光源：COB/SMD3030

安装方式：吸顶式

材质：压铸铝

  

高空筒灯 High Bay Downlight

   CEAH-M6602H
功率：50W/60W

光束角：20°-60°
光通量：6500lm/7800lm

色温：4000K/5700K

颜色：SBK

安装方式：吸顶(标配）/杆装(另配）

  

6602H系列
高空筒灯

   CEAH-M6602H
功率：80W/100W

光束角：20°-60°
光通量：10400lm/13000lm

色温：4000K/5700K

颜色：SBK

安装方式：吸顶(标配）/杆装(另配）

  

   CEAH-M6211
功率：40W/50W/60W

光束角：24°/55°

光通量：4000lm/5000lm/6000lm

色温：4000K/5700K

颜色：DW/DBK

安装方式：吸顶

  

6211系列
高空筒灯

   CEAH-M6211
功率：80W/100W/120W

光束角：24°/55°

光通量：8000lm/10000lm/12000lm

色温：4000K/5700K

颜色：DW/DBK

安装方式：吸顶

  

场馆灯 Flood Light

   CEKT-F9301H-L
功率：50W

光束角：15°/25°/40°/60°/90°/120°/49*21°/30*70°/136*78°

显指：≥80

色温：4000K/5700K

颜色：SBK

安装方式：支架安装

  

9301H-L
系列场馆灯    CEKT-9301H-L

功率：100W

光束角：15°/25°/40°/60°/90°/120°/49*21°/30*70°/136*78°

显指：≥80

色温：4000K/5700K

颜色：SBK

安装方式：支架安装

  

   CEKT-9301H-L
功率：150W

光束角：15°/25°/40°/60°/90°/120°/49*21°/30*70°/136*78°

显指：≥80

色温：4000K/5700K

颜色：SBK

安装方式：支架安装

  

   CEKT-9301H-L
功率：200W

光束角：15°/25°/40°/60°/90°/120°/49*21°/30*70°/136*78°

显指：≥80

色温：4000K/5700K

颜色：SBK

安装方式：支架安装

  

   CEKT-9301H-L
功率：250W

光束角：15°/25°/40°/60°/90°/120°/49*21°/30*70°/136*78°

显指：≥80

色温：4000K/5700K

颜色：SBK

安装方式：支架安装

  

   CEKT-9301H-L
功率：300W

光束角：15°/25°/40°/60°/90°/120°/49*21°/30*70°/136*78°

显指：≥80

色温：4000K/5700K

颜色：SBK

安装方式：支架安装

  

   CEKT-9301H-L
功率：400W

光束角：15°/25°/40°/60°/90°/120°/49*21°/30*70°/136*78°

显指：≥80

色温：4000K/5700K

颜色：SBK

安装方式：支架安装

  

   CEKT-9301H-L
功率：500W

光束角：15°/25°/40°/60°/90°/120°/49*21°/30*70°/136*78°

显指：≥80

色温：4000K/5700K

颜色：SBK

安装方式：支架安装

  

仓库灯 Warehouse Light

   EM-K2101-SC
功率：E27光源

光束角：120°

光源类型：E27（出货不含）
显指：/

色温：/

颜色：黑绿/黄

安装方式：吊装(标配)/杆装(另配)/壁装(另配)

   EM-K2101-MC
功率：E27光源

光束角：120°

光源类型：E27（出货不含）
显指：/

色温：/

颜色：黑绿/黄

安装方式：吊装(标配)/杆装(另配)/壁装(另配)

   EM-K2101-LC
功率：E40光源

光束角：120°

光源类型：E40（出货不含）
显指：/

色温：/

颜色：黑绿/黄

安装方式：吊装(标配)/杆装(另配)/壁装(另配)

2101系列
仓库灯

   EM-K1101-106/ EM-K1101-206C C
功率：1*9W/2*9W

光束角：120°

光源类型：LED T8管（出货不含）
显指：/

色温：/

颜色：黑绿/黄

安装方式：吊装(标配)/杆装(另配)/壁装(另配)

   EM-K1101-1 / EM-K1101-212C 12 C
功率：1*18W/2*18W

光束角：120°

光源类型：LED T8管（出货不含）
显指：/

色温：/

颜色：黑绿/黄

安装方式：吊装(标配)/杆装(另配)/壁装(另配)

1101系列
仓库灯

7201H工业
投/泛光灯
系列

   CEF7201H
功率：50W

光束角：120°

显指：≥80

灯具尺寸：237*293*47mm

色温：4000K/5000K
安装方式：支架安装

材质：铝+钢化玻璃

光源：欧司朗(OSRAM)

工业投/泛光灯 Industrial LED Flood Light

   CEF7201H
功率：100W

光束角：120°

显指：≥80

灯具尺寸：280*343*55mm

色温：4000K/5000K
安装方式：支架安装

材质：铝+钢化玻璃

光源：欧司朗(OSRAM)

   CEF7201H
功率：150W

光束角：120°

显指：≥80

灯具尺寸：313*424*61mm

色温：4000K/5000K
安装方式：支架安装

材质：铝+钢化玻璃

光源：欧司朗(OSRAM)

   CEF7201H
功率：200W

光束角：120°

显指：≥80

灯具尺寸：366*476*62mm

色温：4000K/5000K
安装方式：支架安装

材质：铝+钢化玻璃

光源：欧司朗(OSRAM)



芳华-C系列

功率：50W

光通量：2550lm-2700lm

灯具尺寸：1220*220*96mm

光源类型：SMD 

光束角：146°

色温：4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砂白-SW

CEB2212B-C
功率：60W

光通量：2600lm-3000lm

灯具尺寸：1520*220*96mm

光源类型：SMD 

光束角：146°

色温：4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

外观颜色：砂白-SW

CEB2212B-C

办公照明产品

OFFICE LIGHTING
PRODUCTS

LIGHT DESIGNED BY DESIGNED LIGHT.
为杰作设计杰作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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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形办公  Office Lighting

平面发光
B系列 功率：24W

光通量：1000lm-1300lm

灯具尺寸：1200*50*60mm

光源类型：LED SMD 2835

光束角：110°

色温：4000K/5700K  

灯体材质：冷扎板

外观颜色：SBK/SNW

CEB0512B-B/J

功率：24W

光通量：1300lm-1500lm

灯具尺寸：1200*70*60mm

光源类型：LED SMD 2835

光束角：110°

色温：4000K/5700K  

灯体材质：冷扎板

外观颜色：SBK/SNW

CEB0712B-BⅡ代
功率：30W

光通量：1700lm-1900lm

灯具尺寸：1200*100*65mm

光源类型：LED SMD 2835

光束角：110°

色温：4000K/5700K  

灯体材质：冷扎板

外观颜色：SBK/SNW

CEB1012B-BⅡ代

功率：30W

光通量：2200lm-2300lm

灯具尺寸：1200*200*65mm

光源类型：LED SMD 2835

光束角：110°

色温：4000K/5700K  

灯体材质：冷扎板

外观颜色：SBK/SNW

CEB2012B-BⅡ代
功率：30W

光通量：2550lm-2650lm

灯具尺寸：1200*250*65mm

光源类型：LED SMD 2835

光束角：110°

色温：4000K/5700K  

灯体材质：冷扎板

外观颜色：SBK/SNW

CEB2512B-BⅡ代

功率：30W

光通量：1900lm-2000lm

灯具尺寸：1200*120*65mm

光源类型：LED SMD 2835

光束角：110°

色温：4000K/5700K  

灯体材质：冷扎板

外观颜色：SBK/SNW

CEB1212B-BⅡ代
功率：30W

光通量：1900lm-2000lm

灯具尺寸：1200*130*65mm

光源类型：LED SMD 2835

光束角：110°

色温：4000K/5700K  

灯体材质：冷扎板

外观颜色：SBK/SNW

CEB1312B-BⅡ代
功率：30W

光通量：2000lm-2100lm

灯具尺寸：1200*150*65mm

光源类型：LED SMD 2835

光束角：110°

色温：4000K/5700K  

灯体材质：冷扎板

外观颜色：SBK/SNW

CEB1512B-BⅡ代

铝合金
A系列

   CEB0512B-B
功率：30W/36W

色温：4000K/6000K

光通量：2500lm-2700lm
安装方式：吊线式（自带）

颜色：LW/BK

灯盘 Lamp Panel

直下式

G3系列

   CEPJ6060G3 平放式
功率：32W

灯具尺寸：598*598*38mm
110光束角： °

光通量：2200lm-2400lm

材质：铝合金+冷轧钢板+PS
安装方式：平放式/卡簧式（另配）

颜色：奶白NW

   CEPJ3012G3 平放式
功率：32W

灯具尺寸：1198*298*38 mm
光束角：110°

光通量：2100lm-2300lm

PS材质：铝合金+冷轧钢板+

安装方式：平放式/卡簧式（另配）

颜色：奶白NW

   CEPJ6012G3 平放式
功率：64W

灯具尺寸：1198*598*35mm
110光束角： °

光通量：4700lm-4900lm

材质：铝合金+冷轧钢板+PS
安装方式：平放式/卡簧式（另配）

颜色：奶白NW

   CEPJ3060G3 平放式
功率：24W

灯具尺寸：598*298*38mm
110光束角： °

光通量：1500lm-1700lm

材质：铝合金+冷轧钢板+PS
安装方式：平放式/卡簧式（另配）

颜色：奶白NW

   CEPJ2012G3 平放式
功率：32W

灯具尺寸：1198*198*38mm
110光束角： °

光通量：2000lm-2200lm

材质：铝合金+冷轧钢板+PS
安装方式：平放式/卡簧式（另配）

颜色：奶白NW

   CEPJ6012G3 集  成   式
功率：64W

灯具尺寸：1200*600*35mm
光束角：110°

lm m光通量：4700 -4900l

材质：铝合金+冷轧钢板+PS

安装方式： 式(倒三角龙骨)  集成吊顶

颜色：奶白NW

   CEPJ3012G3 成式集
功率：32W

灯具尺寸：1200*300*38mm
110光束角： °

光通量：2100lm-2300lm

材质：铝合金+冷轧钢板+PS

安装方式： 式(倒三角龙骨)集成吊顶

颜色：奶白NW

   CEPJ6060G3 集成式
功率：32W

灯具尺寸：600*600*38mm
110光束角： °

光通量：2200lm-2400lm

材质：铝合金+冷轧钢板+PS
安装方式：集成吊顶式(倒三角龙骨)

颜色：奶白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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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照明 Educational Lighting

   CEE1012H-A 
功率：36W 

灯具尺寸：1162*81*105mm

光通量：2600lm-2900lm

安装方式：吊杆式

蓝光等级：RG0 

功率因数：0.95

波动深度：<1%

黑板灯    CEE1012H-C Ⅱ代

功率：36W

灯具尺寸：1208*67*125mm

光通量： 2800lm-3000lm

安装方式：吊杆式

蓝光等级：RG0 

功率因数：0.9

波动深度：<1%

教室灯    CEE3012K-A
功率：36W 

灯具尺寸：1147*297*117mm

光通量：2700lm-3000 lm

安装方式：吊杆式

蓝光等级：RG0 

功率因数：0.95

波动深度：<1%

   CEE3012K-B 微晶Ⅱ代
功率：36W 

灯具尺寸：1198*298*69.5mm

光通量：2800lm-3000 lm

安装方式：吊杆式

蓝光等级：RG0 

功率因数：0.95

波动深度：<1%

   CEE3012K-B 格栅Ⅱ代
功率：36W 

灯具尺寸：1197*297*85mm

光通量：2800lm-3000 lm

安装方式：吊杆式

蓝光等级：RG0 

功率因数：0.95

波动深度：<1%

灯盘 Lamp Panel

   CEPMJ6060G3 明装
功率：32W

灯具尺寸：600*600*38mm

光束角：110°±5°

光通量：2200lm-2400lm

材质：铝合金+冷轧钢板+PS
安装方式：吸顶安装（可另配吊绳）

外观颜色：奶白NW

明装灯盘

G3系列

   CEPMJ3012G3 明装
功率：32W

灯具尺寸：1200*300*38mm
光束角：110°±5°

光通量：2100lm-2300lm

材质：铝合金+冷轧钢板+PS
安装方式：吸顶安装（可另配吊绳）

外观颜色：奶白NW

    CEPMJ6012G3 明装
功率：64W

灯具尺寸：1200*1200*38mm

光束角：110°±5°

光通量：4700lm-4900lm

材质：铝合金+冷轧钢板+PS
安装方式：吸顶安装（可另配吊绳）

外观颜色：奶白NW

   CEPMJ3060G3 明装
功率：24W

灯具尺寸：300*1200*38mm

光束角：110°±5°

光通量：1500lm-1700lm

材质：铝合金+冷轧钢板+PS
安装方式：吸顶安装（可另配吊绳）

外观颜色：奶白NW

   CEP6060N

功率：36W

光束角：110°

光通量：2900lm-3100lm
安装方式：平放式

材质：铝合金+冷轧钢板+微晶

外观颜色：奶白NW

   CEP3012N/J

功率：36W

光束角：110°

光通量：2600lm-2800lm
安装方式：平放式

材质：冷轧钢板+PC

外观颜色：奶白NW

N系列    CEP3012N

功率：36W

光束角：110°

光通量：2450lm-2650lm
安装方式：平放式

材质：铝合金+冷轧钢板+微晶

外观颜色：奶白NW

   CEP6060N/J

功率：36W

光束角：110°

光通量：3100lm-3300lm
安装方式：平放式

材质：冷轧钢板+PC

外观颜色：奶白NW

侧发光
灯盘D系列

   CEPJ6060D Ⅳ代平放式
功率：36W

灯具尺寸：598*598*9mm

光束角：110°

光通量：2600lm-2800lm

材质：铝合金 +PMMA

安装方式：平放式/卡簧式

               (另配卡簧配件包)

颜色：奶白NW

   CEPJ3012D Ⅳ代平放式
功率： W36

灯具尺寸：1198*298*9mm

光束角：110°

材质：铝合金 +PMMA

光通量：2200lm-2500lm

安装方式：平放式/卡簧式

                (另配卡簧配件包)

颜色：奶白NW

   CEP5340A-SI 空灯体Ⅱ代 
光源： 3*18W （另配 LEDT8 灯管） 

灯具尺寸：1198*598*76mm

材质：铝合金 + 冷轧钢板 

安装方式：平放式 

颜色：亮白 LW

LED空灯盘    CEP5320A-SI 空灯体Ⅱ代
光源： 3*9W （另配 LEDT8 灯管） 

灯具尺寸：598*598*76mm

材质：铝合金 + 冷轧钢板 

安装方式：平放式 

颜色：亮白 LW

   CEP5240A-SI 空灯体Ⅱ代 
光源： 2*18W （另配 LEDT8 灯管） 

灯具尺寸：1198*298*76mm

材质：铝合金 + 冷轧钢板 

安装方式：平放式 

颜色：亮白 LW

   CEP6060T

功率：18W

光通量：900lm-1100lm
灯具尺寸：598*598*58mm

光束角：110°
材质：冷轧钢板

安装方式：平放式

颜色：奶白NW

空调灯盘
T系列

   CEP3012D Ⅳ代集成吊顶
功率：36W

灯具尺寸：1200*300*17mm

光束角：110°

光通量：2200-2500lm

材质：铝合金 +PMMA

安装方式：集成吊顶式(倒三角龙骨)

颜色：奶白NW

   CEP6060D Ⅳ代集成吊顶
功率：36W

灯具尺寸：600*600*17mm

光束角：110°

光通量：2600lm-2800lm

材质：铝合金 +PMMA

安装方式：集成吊顶式(倒三角龙骨)

颜色：奶白NW

   CEP3060T3

功率：24W

光通量：900lm-1100lm
灯具尺寸：598*298*70mm

光束角：110°
材质：冷轧钢板+铝合金

安装方式：平放式

颜色：哑光黑BK

智能教育灯    CEE1012H-A智  能
功率：36W 

灯具尺寸：1162*81*105mm

光通量：2550lm-2750lm

安装方式：吊杆式

色温：5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PVC+ABS

调光方式：2.4G智能调光

  SWB02-M-S6  
尺寸：86*86*35mm

颜色：银灰色

按键：六键

输入电压：AC220V

  智能 CEE3012K-A 
功率：36W 

灯具尺寸：1147*297*117mm

光通量：3000lm-3200lm

安装方式：吊杆式

色温：5000K

灯体材质：铝合金+PVC+ABS

调光方式：2.4G智能调光

   CEE1015H-A 
功率：36W 

灯具尺寸：1440*93*87mm

光通量：3000lm-3200lm

安装方式：壁杆式&吊杆式

蓝光等级：RG0 

功率因数：0.95

波动深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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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支架灯    CYZE240-T8J 
功率：2*18W 

灯具尺寸：1305*235*75mm

光束角：110° 

光源：另配西顿LED灯管

灯体材质：不锈钢板+PC 

安装方式：吸顶式 

外观颜色：镀铬CH 

特点：不锈钢斜边

   CYZE140-T8J 
功率：1×18W 

灯具尺寸：1225*50*90mm

光束角：110° 

光源：另配西顿LED灯管

灯体材质：铝合金+PC 

安装方式：吸顶式 

外观颜色：氧化雾面（OW） 

供电方式：双端供电

   CEP6060Y-A 
功率：64W（照明36W） 

灯具尺寸：598*598*130mm

光束角：110° 

光通量：2800lm-3200lm 

灯体材质：PC 外观

安装方式：吸顶式

颜色：砂白SW 

特点：主动式纳米银离子、杀病毒、

杀菌、空气净化、微晶防眩UGR<19

医疗照明 Medical Lighting

纳米涂层

无菌灯盘

   CEP6060D-J
功率：36W 

灯具尺寸：612*612*11mm

光通量：3200lm-3400lm 

色温：4000K/5700K

光束角：110° 

灯体材质：铝合金+PMMA 

安装方式：吸顶式

外观颜色：亮白LW 

紫外线

消毒灯

洁净灯    2D-J CEP301
功率：36W 

灯具尺寸：1212*312*11mm

光通量：2500lm-2800lm 

色温：4000K/5700K

光束角：110° 

灯体材质：铝合金+PMMA 

安装方式：吸顶式

外观颜色：亮白LW 

   CYH130Z-T8 
功率：30W 

灯具尺寸：930*48*33mm

有无臭氧：含臭氧 

灯体材质：冷轧钢板 

安装方式：吸顶式 

外观颜色：亮白LW 

特点：另配西顿紫外灯管，

          型号ZW30S19Y-T6

  ZW40S19Y-T6 
功率：40W 

灯具尺寸：1213*19mm

光源材质：石英玻璃 

有无臭氧：含臭氧 

灯体材质：石英玻璃 

特点：陶瓷灯头，适应玻璃

   CYH140Z-T8 
功率：40W 

灯具尺寸：930*48*33mm

有无臭氧：含臭氧 

灯体材质：冷轧钢板 

安装方式：吸顶式 

外观颜色：亮白LW 

特点：另配西顿紫外灯管，

          型号ZW40S19Y-T6

   ZW30S19Y-T6 
功率：30W 

灯具尺寸：910*19mm

光源材质：石英玻璃 

有无臭氧：含臭氧 

灯体材质：石英玻璃 

特点：陶瓷灯头，适应玻璃

支架 Batten

   CYZE140-T8/E-加高型Ⅱ代

光源：另配西顿 LED T8灯管

功率：1*18W

灯具尺寸：1230*40*60mm 

   CYZE140-T8/AE-加高型Ⅱ代

光源：另配西顿 LED T8灯管

功率：1*18W

灯具尺寸：1230*102*60mm

   CYZE240-T8/AE-加高型Ⅱ代

光源：另配西顿 LED T8灯管

功率：2*18W

灯具尺寸：1230*143*56mm 

   CYZE240-T8/E-加高型Ⅱ代

光源：另配西顿 LED T8灯管

功率：2*18W

灯具尺寸：1230*71*56mm

LED光带
支架

   CEZ1012B
功率：36W

色温：4000K/6000K

光通量：2700Lm

安装方式：吸顶式/吊线式(另配吊线)

灯具尺寸：100*1200*45mm

LED空支架    CYZE140-T8/E紧凑型 
光源：另配西顿 LED T8灯管

功率：18W

灯具尺寸：1220*33*45mm

   CYZE240-T8/E 紧凑型 
光源：另配西顿 LED T8灯管

功率：2*18W

灯具尺寸：1220*72*42mm

   CYZE140-T8/AE 紧凑型  
光源：另配西顿 LED T8灯管

功率：18W

灯具尺寸：1220*85*50mm

   CYZE240-T8/AE 紧凑型 
光源：另配西顿 LED T8灯管

功率：2*18W

灯具尺寸：1220*140*45mm

   CEZ0512C 
功率：16W

色温：4000K/6400K

灯具尺寸：1200*62.7*27.7mm

光束角：110°

光通量：1500lm-1800lm

灯体材质：PC

安装方式：吸顶式/吊装

外观颜色：白色

特点：不积聚灰尘、IP40，易清洁，易维护

   CEZ0512C 
功率：24W

色温：4000K/6400K

灯具尺寸：1200*62.7*27.7mm

光束角：110°

光通量：2500lm-2800lm

灯体材质：PC

安装方式：吸顶式/吊装

外观颜色：白色

特点：不积聚灰尘、IP40，易清洁，易维护

   CEH1012B
功率：57W

灯具尺寸：930*92*95mm

色温：4000K（小夜灯2700K）

光通量：5200lm-5400lm

灯体材质：铝合金+PMMA

安装方式：壁装

颜色：砂白SW

床头壁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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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筒灯 Induction Downlight

雷达(微波)
感应筒灯

  CEA1301D/L
光源：LED               

功率：4W                

色温：3000K             

光通量：220lm-260lm           

感应距离：4M-6M         

延时时间：30S               

光控灵敏度：10Lux       

开孔尺寸：Φ85mm

电器：内置电器  

  CEA13501D/L
光源：LED               

功率：7W                

色温：3000K             

光通量：385lm-455lm         

感应距离：4M-6M         

延时时间：30S            

光控灵敏度：10Lux       

开孔尺寸：Φ105mm   

电器：内置电器          

  CEA1401D/L
光源：LED               

功率：9W                

色温：3000K             

光通量：495lm-585lm    

感应距离：4M-6M         

延时时间：30S            

光控灵敏度：10Lux        

开孔尺寸：Φ125mm

电器：内置电器  

  CEA1501D/L
光源：LED               

功率：12W                

色温：3000K             

光通量：660lm-780lm      

感应距离：4M-6M         

延时时间：30S          

光控灵敏度：10Lux           

开孔尺寸：Φ155mm

电器：内置电器          

雷达(微波)
感应器

感应器 Sensor

1 、使用环境对感应距离有影响，无干扰开阔地带感应距离较远，

      有干扰或障碍物较多时感应距离会受影响 ;

2 、延时时间可根据需求定制， 1 秒至 1000 秒时间可调。

注：  CZN0303G/L
220-240VAC工作电压：

额定功率： 1W~150W 

发射频率： 5.8GHz 

自身功耗： 0.4W  

感应距离： 3-5 米（无障碍情况下）

延时时间： 25±5 秒 

工作温度： -40℃-55℃

雷达感应

筒灯D-B

系列

  CEA12501D-B/L
光源：LED               

功率：3W/5W     

色温：3000K/4000K/6400K

光通量：150lm-180lm/250lm-300lm 

感应距离：4M-6M         

延时时间：40S                 

光控灵敏度：15Lux       

开孔尺寸：Φ75mm     

电器：外置电器          

  CEA1301D-B/L
光源：LED               

功率：5W     

色温：3000K/4000K/6400K

光通量：250lm-300lm 

感应距离：4M-6M         

延时时间：40S               

光控灵敏度：15Lux       

开孔尺寸：Φ85mm     

电器：外置电器          

  CEA13501D-B/L
光源：LED               

功率：7W     

色温：3000K/4000K/6400K

光通量：350lm-420lm 

感应距离：4M-6M         

延时时间：40S               

光控灵敏度：15Lux       

开孔尺寸：Φ95mm     

电器：外置电器          

  CEA1401D-B/L
光源：LED               

功率：9W     

色温：3000K/4000K/6400K

光通量：450lm-540lm 

感应距离：4M-6M         

延时时间：40S                  

光控灵敏度：15Lux       

开孔尺寸：Φ125mm     

电器：外置电器          

雷达感应

筒灯H-S

系列

  CEA1301H-S/L V1
光源：LED               

功率：5W     

色温：3000K/4000K/6400K

光通量：220lm-300lm

感应距离：4M-6M         

延时时间：40S                 

光控灵敏度：15Lux       

开孔尺寸：Φ86mm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CEA13501H-S/L V1
光源：LED               

功率：7W     

色温：3000K/4000K/6400K

光通量：455lm-525lm 

感应距离：4M-6M         

延时时间：40S               

光控灵敏度：15Lux       

开孔尺寸：Φ105mm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CEA1601H-S/L V1
光源：LED               

功率：15W     

色温：3000K/4000K/6400K

光通量：1000lm-1275lm 

感应距离：4M-6M         

延时时间：40S                  

光控灵敏度：15Lux       

开孔尺寸：Φ165mm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CEA1801H-S/L V1
光源：LED               

功率：18W     

色温：3000K/4000K/6400K

光通量：1260lm-1476lm 

感应距离：4M-6M         

延时时间：40S                  

光控灵敏度：15Lux       

开孔尺寸：Φ205mm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CEA1401H-S/L V1
光源：LED               

功率：9W/12W

色温：3000K/4000K/6400K

光通量：580lm-670lm/780lm-900lm 

感应距离：4M-6M         

延时时间：40S               

光控灵敏度：15Lux       

开孔尺寸：Φ125mm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红外感应

筒灯D-A

系列

  CEA1301D-A/H
光源：LED               

功率：5W     

色温：3000K/4000K/6400K

光通量：320lm-340lm

感应距离：3M-5M         

延时时间：40S               

光控灵敏度：15Lux       

开孔尺寸：Φ85mm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CEA13501D-A/H
光源：LED               

功率：7W     

色温：3000K/4000K/6400K

光通量：465lm-500lm

感应距离：3M-5M         

延时时间：40S               

光控灵敏度：15Lux       

开孔尺寸：Φ95mm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CEA1401D-A/H
光源：LED               

功率：9W     

色温：3000K/4000K/6400K

光通量：640lm-670lm

感应距离：3M-5M         

延时时间：40S               

光控灵敏度：15Lux       

开孔尺寸：Φ115mm     

电器：内置LED恒流驱动器      

红外
感应器

       CZN030380G/H-Q      
负载功率：≦200W LED

自功耗功率：<0.05W

感应角度：120°

光敏设置：≦2LUX、10Lux/30Lux/2000Lux 可调

感应距离：4M-8M         

延时时间：15S、45S、5Min，15Min 可调        

工作温度：-25℃-45℃

安装高度：3.5M   

感应类型：红外感应      

安装方式：嵌入式

              CZN030395G/H-X  
负载功率：≦200W LED

自功耗功率：<0.05W

感应角度：120°

光敏设置：≦2LUX、10Lux/30Lux/2000Lux 可调

感应距离：4M-7M         

延时时间：5S、15S、5Min，15Min 可调   

工作温度：-25℃-45℃

安装高度：3.5M   

感应类型：红外感应  

安装方式：吸顶式    

  CZN0303G/L
工作电压： 220-240VAC

额定功率： 1W~150W 

发射频率： 5.8GHz 

自身功耗： 0.4W  

感应距离： 6-8 米（无障碍情况下）

延时时间： 25±5 秒 

工作温度： -40℃-55℃

  CEQ11019
功率：1W

色温：2700K

显色指数： Ra≧90

光束角：100°

光通量：20lm

外观颜色：象牙白WH

安装方式：86底盒安装

感应距离：2.5m内

感应类型：人体+光感

人体感应

梯步灯 
  CEQ11017
功率：1W

色温：2700K

显色指数： Ra≧90

光束角：100°

光通量：14lm

外观颜色：象牙白WH

安装方式：86底盒安装

感应距离：2.5m内

感应类型：人体+光感



温馨提示：已安装西顿助手1.0版本的手机需先卸载后再安装2.0版本

第一步：下载西顿助手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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