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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Information

    江苏浩旺特照明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拥有自己的独立品牌《浩旺特》，曾用名苏州浩旺特照明有限公司

，2019年升为江苏浩旺特照明有限公司并迁移至江苏常州市，地处江南、长江三角洲中心地带，是长江三角洲地

区中心城市之一、先进制造业基地和文化旅游名城，江苏长江经济带重要组成部分，与苏州、无锡构成苏锡常都

市圈。

    江苏浩旺特照明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制造、贸易为一体的成长型企业，公司主要经营:照明灯具及配件、

照明设备、防爆灯具、防爆电器、防爆配电箱、防爆防腐设备、防爆安防设备、防爆管件、防爆风机、配电开关

控制设备、低压配电柜、自动化设备、开关、仪器仪表研发、制造、组装、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

    本公司产品主要致力于为煤炭行业、石油炼油厂、石化车间、加气站、酒厂、化纤车间、粉尘车间、管廊、

纺织厂、造纸厂、冷库、电力发电厂、冶金车间、延线铁路维护及停靠站、船舶、体育场馆和部队、公安、消防

、水利应急抢险及大型化工企业等目标市场，为其提供“简单可靠、节能环保”的照明产品和“物有所值、物超

所值”的服务，提供专业化的照明解决方案和一揽子的系统照明服务。

R&D Production

HBV4306  轻便式防爆工作灯 HBV4307   轻便式防爆工作灯 HBV4308  轻便式防爆工作灯 HBV4309  多功能防爆工作灯

额定功率：9W                 额定电压：DC11.1V                   
防护等级：IP65               额定容量：10Ah
防爆标志：Ex d IIC T6                          
工作时间：强光≥8h、 工作光≥16h
重量：2kg                         注：底部带磁力
外形尺寸：165x145x270mm

额定功率：12W                额定电压：DC22.2V                   
防护等级：IP66                额定容量：4.4Ah
防爆标志：Ex dib IIC T6    
工作时间：强光≥9h、 工作光≥12h   
重量：1.5kg   
外形尺寸：φ80x300mm

额定功率：12W                  额定电压：DC7.4V                   
防护等级：IP65                额定容量：6Ah
工作时间：工作光≥16h   强光≥8h 
重量：1.8kg 
注：手摇发电/底部带磁力
外形尺寸：134x140x287mm

额定功率：3x3W                额定电压：DC11.1V                   
防护等级：IP65                  额定容量：4.4Ah
防爆标志：Ex d IIC T6                          
工作时间：强光≥8h、 工作光≥16h
重量：1.45kg                       注：底部带磁力
外形尺寸：160x130x270mm

HV3304  多功能磁力工作灯 HV3305  多功能磁力工作灯 HV3305B  多功能磁力工作灯 HV3306  多功能磁力工作灯

额定功率：3W                  额定电压：DC3.7V                   
防护等级：IP66                额定容量：4Ah
工作时间：工作光≥16h   强光≥8h   爆闪≥24h
重量：0.5kg                      
注：底部带磁力
外形尺寸：194x74x115mm

额定功率：3W                  额定电压：DC3.7V                   
防护等级：IP65                额定容量：4Ah
工作时间：工作光≥16h   强光≥8h   爆闪≥24h
重量：0.8kg 
注：手摇发电/底部带磁力
外形尺寸：220x85x125mm

额定功率：9W                  额定电压：DC12V                   
防护等级：IP66               额定容量：4.4Ah
工作时间：强光≥8h       工作光≥16h
重量：1.5kg 
注：底部带磁力
外形尺寸：165x145x20mm

额定功率：3x3W                额定电压：DC11.1V                   
防护等级：IP65                  额定容量：4Ah
工作时间：强光≥8h、 工作光≥16h
重量：0.93kg              
注：手摇发电/底部带磁力
外形尺寸：215x86x189mm

HBF4101C   防爆泛光工作灯 HBF4103   便携式防爆工作灯 HBF4105   便携式防爆工作灯 HBF4107   便携式防爆工作灯

额定功率：27W               额定电压：DC14.8V                   
防护等级：IP65               额定容量：7Ah
点亮模式：聚光+泛光   防爆标志：Ex de IIC T6 
工作时间：强光≥8H、 工作光≥16H                      
重量：7kg
外形尺寸： 435x210x240mm

额定功率：20-30W        额定电压：DC14.4V                   
防护等级：IP66               额定容量：7.5Ah
防爆标志：Ex de IIC T6                          
工作时间：强光≥8H、 工作光≥16H
重量：3.4kg                       注：底部带磁力
外形尺寸：255x167x343mm

额定功率：50-80W      额定电压：AC220V                   
防护等级：IP66             电缆线长：3m
点亮模式：聚光或泛光(可选）  
防爆标志：Ex de mb IIC T6
重量：4.8kg
外形尺寸：367x242x374mm

额定功率：30W                额定电压：DC24V                   
防护等级：IP65                额定容量：20Ah
防爆标志：Ex de IICT4
放电时间： 强光≥15H、 工作光≥30H
重量：14.5kg
外形尺寸：220x246x646mm

HXF3105  便携式移动工作灯 HXF3106  LED轻便式工作灯 HYZS3606  便携式移动工作灯 HYZS3609  便携式移动工作灯

额定功率：35W (LED)     额定电压：DC21.6V        
电池容量：13Ah
工作时间：强光5h   工作光12h 
升降高度：2.3m          重量：8kg 
防护等级：IP65           警示功能：红蓝色
外形尺寸：:510mmx290x220mmmm

额定功率：2x150W (金卤灯)  
额定电压：AC220V        
发电机功率：2KW (雅马哈发电机)
油箱容量：4.2L                工作时间：6h  
升降高度：2.8m               重量：35kg            
外形尺寸：580x300x480mm(杆子最低1.4米）

额定功率：2x48W (LED)  
额定电压：AC220V        
发电机功率：0.7KW (数码静音发电机)
油箱容量：1.5L                工作时间：5.5h  
升降高度：2.5m               重量：23kg            
外形尺寸：485x340x720mm

额定功率：24W(聚光)+ 45W(泛光)       
额定电压：DC12V             电池容量：24Ah     
工作时间：聚光10h/泛光7.5h      重量：25kg  
充电时间：8h～10h         防护等级：IP65 
升降高度：1.9m                警示功能：红蓝色
外形尺寸：465x290x1900mm

HYZS3603  全方位移动照明灯 HYZS3603L  全方位移动照明灯 HYZS3605 全方位移动照明灯 HYZS3608  大功率月球灯

额定功率：4x100W (LED灯头)            
额定电压：AC220V        发电机功率：2KW                
油箱容量：15L
工作时间：一次性住满燃油13h  
升降高度：1.8-4.5m                    重量：45kg            
外形尺寸： 1850x500x840mm

额定功率：4x200W(LED灯头)   额定电压：220V                   
发电机功率：2KW                 油箱容量：15L
工作时间：一次性住满燃油13h  
升降高度：1.8-4.5m                    
重量：126kg            
外形尺寸： 750x560x2380mm

额定功率：1x1000/2x1000W(飞利浦碘钨灯)
额定电压：AC220V               发电机功率：2KW                         
油箱容量：15L
工作时间：一次性住满燃油13h  
升降高度：1.8-4.5m                    重量：86kg            
外形尺寸： 750x500x1530mm

额定功率：4x500W/4x1000W(飞利浦碘钨灯头)
额定电压：AC220V    
发电机功率：2KW/5KW (本田汽油发电机）
油箱容量：15L/25L          工作时间：13h  
升降高度：1.8-4.5m         重量：45kg/85kg  
外形尺寸：1850x500x840/1850x600x880mm

HYZS3600  移动升降照明灯塔 HYZS3600D 移动升降照明灯 HYZS3600GL  自动装卸照明灯塔 HYZS3600L   自动装卸移动照明

额定功率：4x1000W(金卤灯)     额定电压：220V                   
发电机功率：7KW 柴油机            油箱容量：100L
工作时间：一次性住满燃油60h  
升降方式：手摇升降                       升降高度：9m                    
重量：920kg            
外形尺寸： 2700x1600x1650mm

额定功率：4x1000W(金卤灯)     额定电压：220V                   
发电机功率：6KW 柴油机            油箱容量：100L
工作时间：一次性住满燃油60h  
升降方式：液压升降                       升降高度：9m                    
重量：910kg            
外形尺寸： 2220x1260x2200mm

额定功率：2x320W(LED) + 2x1000W(金卤灯)     
额定电压：220V         发电机功率：5KW 汽油机            
油箱容量：42L            升降方式：气动
工作时间：60h            装卸方式：液压/电动
升降高度：7m、(10m定制）   重量：700kg
外形尺寸： 1340x1390x1300mm

额定功率：4x550W(LED）        额定电压：220V                 
发电机功率：5KW（雅马哈）  油箱容量：25L
控制方式：面板+无线遥控(30米范围)
升降方式：液压(剪叉式升降)           重量：750kg
升降高度：10m                             装卸方式：液压
外形尺寸： 1568x1525x1400mm

工业照明

www.hwt.cc

对本手册所包含的内容，浩旺特照明拥有最终解释权，更多详细资料敬请垂询；
本公司工程技术人员将竭诚为您服务，因产品技术不断创新，请以实物为准；如有变更，届时不另行通知。

精品制造  卓越品质  

PRODUCT 
selection guide
产品选型手册
缔 造 完 美 品 质     伸 展 无 限 未 来

JIANGSU HAOWANGTE ILLUMINATION CO.,LTD.

江苏浩旺特照明有限公司



LED防爆类 固定防爆类
HBND-A820  LED防爆灯

额定功率：10-30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 d IIC T6 Gb/Ex tD A21 T80℃
防护等级：IP66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1.4Kg
外形尺寸：φ173x129mm

额定功率：30-80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 d IIC T6 Gb/Ex tD A21 T80℃
防护等级：IP66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3.9Kg
外形尺寸：φ225x189mm

额定功率：30-80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 d IIC T6 Gb/Ex tD A21 T80℃
防护等级：IP66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5.0Kg
外形尺寸：φ225x294mm

额定功率：30-80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 d IIC T6 Gb/Ex tD A21 T80℃
防护等级：IP66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3.5Kg
外形尺寸：φ225x218mm

HBND-A820A  LED防爆灯 HBND-P820   LED防爆平台灯 HBND-A820C   防眩LED防爆灯

额定功率：1x16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 d e mb IIC T5 Gb
防护等级：IP66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2.8Kg
外形尺寸：1280x123x146mm

额定功率：2x16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 d e mb IIC T5 Gb
防护等级：IP66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3.5Kg
外形尺寸：1280x202x146mm

HBND-Y910D   LED防爆荧光灯 HBND-Y910S   LED防爆荧光灯

额定功率：30-80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 d IIC T6 Gb/Ex tD A21 T80℃
防护等级：IP66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3.5Kg
外形尺寸：φ225x218mm

额定功率：50-120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demb IIC T6 Gb/Ex tD A21 T80℃
防护等级：IP66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6.2Kg
外形尺寸：φ300x209mm

额定功率：50-120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demb IIC T6 Gb/Ex tD A21 T80℃
防护等级：IP66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6.4Kg
外形尺寸：φ300x311mm

HBND-A820G  LED防爆工矿灯

额定功率：30-80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 d IIC T6 Gb/Ex tD A21 T80℃
防护等级：IP66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3.5Kg
外形尺寸：φ225x218mm

HBND-A820L  LED防爆道路灯 HBND-A830   LED防爆灯 HBND-P830   LED防爆平台灯

额定功率：80-150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demb IIC T6 Gb/Ex tD A21 T80℃
防护等级：IP66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7.8Kg
外形尺寸：φ356x209mm

额定功率：80-150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demb IIC T6 Gb/Ex tD A21 T80℃
防护等级：IP66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8.4Kg
外形尺寸：φ356x209mm

HBND-A840-Ⅰ  LED防爆灯 HBND-A840G-I   LED防爆灯

HBND-B310  LED防爆泛光灯 HBND-B310-I  LED防爆泛光灯

额定功率：200-240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demb IIC T6 Gb/Ex tD A21 T80℃
防护等级：IP66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8.8Kg
外形尺寸：φ415x215mm

额定功率：200-240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demb IIC T6 Gb/Ex tD A21 T80℃
防护等级：IP66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9.6Kg
外形尺寸：φ440x325mm

额定功率：30-80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demb IIC T6 Gb/Ex tD A21 T80℃
防护等级：IP66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3.8Kg
外形尺寸：255x186x137mm

额定功率：80-120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d emb IIC Gb/Ex tD A21 T80℃
防护等级：IP66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4.8Kg
外形尺寸：300x186x174mm

HBND-A840-II  LED防爆灯 HBND-A840G-II   LED防爆灯

额定功率：50-120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demb IIC T6 Gb/Ex tD A21 T80℃
防护等级：IP66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6.4Kg
外形尺寸：φ300x316mm

额定功率：50-120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demb IIC T6 Gb/Ex tD A21 T80℃
防护等级：IP66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6.8Kg
外形尺寸：φ300x209mm

HBND-A830G   LED防爆工矿灯 HBND-A830L   LED防爆道路灯

HBND-B310T-II LED防爆投光灯 HBND-B310-IIILED防爆泛光灯

额定功率：80-200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demb IIC T6 Gb/Ex tD A21 T80℃
防护等级：IP66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8.9Kg
外形尺寸：324x276x174mm

额定功率：150-240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demb IIC T6 Gb/Ex tD A21 T80℃
防护等级：IP66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12.5Kg
外形尺寸：425x315x296mm

HBND-B310T-I  LED防爆投光灯 HBND-B310-II    LED防爆灯

额定功率：80-100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d emb IIC Gb/Ex tD A21 T80℃
防护等级：IP66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4.8Kg
外形尺寸：300x186x174mm

额定功率：80-200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demb IIC T6 Gb/Ex tD A21 T80℃
防护等级：IP66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8.9Kg
外形尺寸：324x276x174mm

HBND-B310Z-II  LED防爆灯 HBND-B310Z-III  LED防爆灯

额定功率：300-400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demb IIC T5 Gb/Ex tD A21 T95℃
防护等级：IP66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21Kg
外形尺寸：552x371x199mm

额定功率：300-500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demb IIC T5 Gb/Ex tD A21 T95℃
防护等级：IP66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28Kg
外形尺寸：632x469x203mm

额定电压:AC220V/380V 
防爆标志:Exd IIC T6 Gb     额定电流:20A  
型号选择:二通、三通、四通、二通带吊、
三通带吊、四通带吊
防护等级:IP65                  防腐等级:WF2
螺纹规格:G1/2"、G3/4"、G1"、G1.5"、G2" 

防爆标志:Exe II Gb 
型号选择:直通、三通、四通、左弯通、右弯通
防护等级:IP65    
防腐等级:WF2
螺纹规格:G1/2"、G3/4"、G1"、G1.5"、G2" 

防爆标志:Exd II Gb 
两端螺纹:一内一外、两内螺纹、两外螺纹
螺纹规格:G1/2"、G3/4"、G1"、G11/4"、G11/2"、G2"、
G21/2"、G3"、G4"
软管长度:500mm、700mm、1000mm、(其它
任意长度可定制）

额定电压:AC220V/380V 
额定电流:10A                  
防爆标志:Exde IIC T6 Gb 
防护等级:IP65 
防腐等级:WF2
螺纹规格:G3/4"

HBND-B310ZT  LED防爆投光灯 HBND-B310ZT  LED防爆投光灯

额定功率：300-400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demb IIC T5 Gb/Ex tD A21 T95℃
防护等级：IP66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21Kg
外形尺寸：552x371x199mm

额定功率：300-500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demb IIC T5 Gb/Ex tD A21 T95℃
防护等级：IP66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28Kg
外形尺寸：632x469x203mm

LED三防类
HSF812  LED三防灯 HSF820   LED三防灯HSF810  LED三防灯 HSF811  LED三防灯

额定功率：18/24/27W               额定电压：220V
防护等级：IP66                     
防腐等级：WF2
引入装置：G3/4 "  φ7mm-φ9mm
重量：1.6Kg
外形尺寸：φ203x204x175

额定功率：20-80W               额定电压：220V
防护等级：IP66                     
防腐等级：WF2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1.8/2.5Kg
外形尺寸：φ190x187/φ230x230mm

额定功率：30-70W               额定电压：220V
防护等级：IP66                     
防腐等级：WF2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4.2Kg
外形尺寸：φ261x288mm

额定功率：30-80W               额定电压：220V
防护等级：IP66 
防腐等级：WF2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3.2Kg
外形尺寸：φ225x218mm

移动类
HBTD4603  固态防爆头灯 HBTD4605    微型防爆头灯HBTD4601    便携式防爆头灯 HBTD4602  微型防爆头灯

额定功率：1/3W               额定电压：DC6V                   
防护等级：IP65                 额定容量：6Ah
防爆标志：Ex ib IIC T4 Gb                          
工作时间：强光≥11h、工作光≥22h
重量：950g
外形尺寸：105×53×153mm

额定功率：1/3W               额定电压：DC3.7V                   
防护等级：IP65                 额定容量：2Ah
防爆标志：Ex ib IIC T4 Gb                          
工作时间：强光≥8h、工作光≥16h
重量：88g
外形尺寸：80x63x57mm

额定功率：1/3W               额定电压：DC3.7V                   
防护等级：IP65                 额定容量：2.4Ah
防爆标志：Ex ib IIC T4 Gb                          
工作时间：6-12h
重量：115g
外形尺寸：90x62x65mm

额定功率：3W               额定电压：DC3.7V                   
防护等级：IP65            额定容量：1.8Ah
防爆标志：Ex ib IIC T4 Gb                          
工作时间：强光≥4h、工作光≥8h
重量：170g
外形尺寸：60x65x60mm

HBS4401B   防爆手电筒HBTD4606  防爆头灯(可调焦） HBTD4608  多功能感应防爆头灯

额定功率：3W                额定电压：220V
防护等级：IP65              额定容量：3Ah
防爆标志：Ex ib IIC T4 Gb 
工作时间：6-12h
重量：370g
外形尺寸：96x68x33mm

额定功率：1/3W                额定电压：220V
防护等级：IP66                  额定容量：2.4Ah
防爆标志：Ex ib IIC T4 Gb       重量：115g
工作时间：强光≥8h、 工作光≥16h 、频闪≥24h
外形尺寸：87x75x52mm

HBS4401   防爆手电筒

额定功率：1/3W                    额定电压：DC3.7V                   
防护等级：IP68                      额定容量：2.4Ah
防爆标志：Ex d ib IIC  T6 Gb       重量：176g                    
工作时间：强光≥8h、工作光≥16h、警示光≥24h 
外形尺寸：φ34x150mm

额定功率：3W                            额定电压：DC3.7V
防护等级：IP67                          额定容量：2.4Ah
防爆标志：Ex d ib IIC  T6 Gb           重量：194g
工作时间：强光≥8h、工作光≥16h、警示光≥24h
外形尺寸：φ35x155mm

HBS4401C   防爆手电筒 HBS4402  防爆手电筒

额定功率：1/3W                   额定电压：DC3.7V                   
防护等级：IP67                     额定容量：2.4Ah
防爆标志：Ex d ib IIC T6 Gb       重量：185g                         
工作时间：强光≥8h、工作光≥16h、警示光≥24h
外形尺寸：φ35x160mm

额定功率：1/3W                 额定电压：DC3.7V                   
防护等级：IP68                   额定容量：4.4Ah
防爆标志：Ex d ib IIC T6 Gb     重量：360g                         
工作时间：强光≥8h、工作光≥16h、警示光≥24h
外形尺寸：φ40x215mm

HBS4403   微型防爆手电筒

额定功率：1/3W                    额定电压：DC3.7V                   
防护等级：IP67                      额定容量：2.4Ah
防爆标志：Ex d ib IIC  T6 Gb       重量：120g                    
工作时间：强光≥8h、工作光≥16h、警示光≥24h 
外形尺寸：φ28x136mm

HBS4403B   微型防爆手电筒

额定功率：3W                    额定电压：DC3.7V    
防护等级：IP67                 额定容量：1.9Ah
防爆标志：Ex d ib IIC T6 Gb                          
工作时间：工作光≥6h、快闪≥12h
重量：88g
外形尺寸：φ23x117mm

HBS4405   防爆磁力工作灯 HBS4406  防爆防腐手电筒

额定功率：2x3W                    额定电压：DC3.7V                   
防护等级：IP65                 额定容量：4.4Ah
防爆标志：Ex  ib IIC T4Gb                          
工作时间：工作光≥16h、强光≥12h
重量：250g
外形尺寸：φ48x170mm

额定功率：3W                    额定电压：DC3.7V        防
护等级：IP65                 额定容量：4.4Ah
防爆标志：Ex d ib IIC T6 Gb                          
工作时间：强光≥8h、工作光≥16h
重量：260g
外形尺寸：φ54x191mm

HBS4407   强光防爆手电筒

额定功率：10W                  额定电压：DC3.7V    
防护等级：IP67                   额定容量：2.4Ah
防爆标志：Ex d ib IIC T6 Gb                          
工作时间：工作光≥8h、快闪≥16h
重量：250g
外形尺寸：φ48x170mm

HBS4408  无线充电巡检手电筒

额定功率：5W                   额定电压：DC3.7V                   
防护等级：IP67                 额定容量：2.6Ah
防爆标志：Ex d ib IIC T6 Gb             重量：197g              
工作时间：强光≥8h、工作光≥16h、警示光≥24h
外形尺寸：φ38x160mm

HSF9187G   LED工矿灯 HSF815  LED三防灯HSF9186  LED三防灯

额定功率：50-120W               额定电压：220V
防护等级：IP66                     
防腐等级：WF2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5.2Kg
外形尺寸：φ306x282mm

HSF9187  LED三防灯

额定功率：50-120W               额定电压：220V
防护等级：IP66                     
防腐等级：WF2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4.7Kg
外形尺寸：φ306x189mm

额定功率：50-120W               额定电压：220V
防护等级：IP66                     
防腐等级：WF2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5.2Kg
外形尺寸：φ344x262mm

额定功率：80-150/160-240W    额定电压：220V
防护等级：IP66                               配光角度：70°
防腐等级：WF2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5.6/8.4Kg
外形尺寸：φ356x209/φ415x215mm

HSFC815BG   LED工矿灯 HSF9172   LED工矿灯HSFC815G  LED工矿灯

额定功率：80-150/160-240W      
额定电压：220V
防护等级：IP66                     防腐等级：WF2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5.8/8.6Kg
外形尺寸：φ356x269/φ415x326mm

额定功率：80-150/160-240W      
额定电压：220V
防护等级：IP66                       防腐等级：WF2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5.2/7.2Kg
外形尺寸：φ356x209/φ415x215mm

额定功率：50-300W      
额定电压：220V
防护等级：IP54                     防腐等级：WF2
引入装置：φ8mm-φ14mm
重量：根据功率变化
外形尺寸：根据功率变化

HSFC815B  LED三防灯

额定功率：80-150/160-240W      
额定电压：220V
防护等级：IP66                    防 腐等级：WF2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5.4/7.4Kg
外形尺寸：φ356x269/φ415x326mm

HSF9770  LED三防投光灯 HSF9770B  LED三防投光灯HSF311   LED三防投光灯

额定功率：40-80W      额定电压：220V
防护等级：IP66                     
防腐等级：WF2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4.4Kg
外形尺寸：296x246x125mm

额定功率：80-200W            额定电压：220V
防护等级：IP66                     路灯口径：φ65mm
防腐等级：WF2
引入装置：φ8mm-φ14mm
重量：10.5Kg
外形尺寸：276x590x95mm

额定功率：140-200W(二模、三模可调角度）      
额定电压：220V                   防护等级：IP66              
防腐等级：WF2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4.9/6.9Kg
外形尺寸：339x260x105/339x391x106mm

HSF9126  LED三防投光灯

额定功率：50-200W    额定电压：220V
防护等级：IP65    发光角度：30/60/90/120°
防腐等级：WF2
引入装置：φ8mm-φ10mm
重量：根据功率变化
外形尺寸：根据功率变化

HSF9210  LED三防路灯

额定功率：70-450W (1模,2模 ,3模,4模,6模)
额定电压：220V                  防护等级：IP66   
防腐等级：WF2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2.8Kg(单模重量）
外形尺寸：341x130x95mm(单模尺寸）

HSF9127  LED三防投光灯

额定功率：30-200W       额定电压：220V
防护等级：IP65                发光角度：60°/90°      
防腐等级：WF2
引入装置：φ8mm-φ10mm
重量：根据功率变化
外形尺寸：根据功率变化

HSF9121  LED吸顶灯

额定功率：3x4W    电压：220V (DC12/24/36V）
防护等级：IP65     (可定制应急，应急时间≥6H) 
防腐等级：WF2
引入装置：φ8mm-φ14mm
重量：0.92Kg
外形尺寸：352x133x58mm

HSF9178  LED吸顶灯

额定功率：5W       电压：220V (DC12/24/36V）
防护等级：IP65    (可定制应急，应急时间≥6H) 
防腐等级：WF2
引入装置：φ8mm-φ10mm  
重量：0.6Kg
外形尺寸：180x100x50mm

HSF9173  LED吸顶灯

额定功率：5W       电压：220V (DC12/24/36V）
防护等级：IP65                     
防腐等级：WF2
引入装置：φ8mm-φ10mm
重量：0.7Kg
外形尺寸：φ200x80mm

HSF9169 三防荧光灯

额定功率：1x18/2x18W        额定电压：220V      
 (可定制应急应急时间≥90分钟)
防腐等级：WF2                        防护等级：IP65  
引入装置：φ8mm-φ14mm
外形尺寸：670x65x80/1260x65x80mm(单管）
670x95x80/1260x95x80mm(双管）

HSF9220  LED三防路灯

额定功率：60-100W /120-150W /200-240W    
额定电压：220V           路灯口径：φ65mm
防护等级：IP65            防腐等级：WF2
引入装置：φ8mm-φ14mm 
重量：根据功率变化
外形尺寸：根据功率变化

HSF9221  LED三防路灯

额定功率：60-80W /100-150W /180-200W      
额定电压：220V                 路灯口径：φ65mm
防护等级：IP65                  防腐等级：WF2
引入装置：φ8mm-φ14mm 
重量：根据功率变化
外形尺寸：根据功率变化

额定功率：2x3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d IIB T6 Gb
防护等级：IP54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1.5Kg              应急时间：90-180min
外形尺寸：190x100x60mm

额定功率：3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d IIB T6 Gb
防护等级：IP54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1.8Kg              应急时间：90-180min
外形尺寸：270x233x146mm

HBND-S710B   双头防爆应急灯 HBND-S720B   防爆标志灯HBND-S710  双头防爆应急灯 HBND-S720  防爆标志灯

额定功率：2x6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d IIB T6 Gb/Ex tD A21 T80℃
防护等级：IP66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2.5Kg              应急时间：90-180min
外形尺寸：230x260x85mm

额定功率：6W/3W/1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d IIB T6 Gb/Ex tD A21 T80℃
防护等级：IP66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2.8Kg                应急时间：90-180min
外形尺寸：350x193x77mm

HBND-B310T-III LED防爆投光灯 HBND-B310L   LED防爆路灯

额定功率：150-240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demb IIC T6 Gb/Ex tD A21 T80℃
防护等级：IP66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12.5Kg
外形尺寸：425x315x296mm

额定功率：80-200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demb IIC T6 Gb/Ex tD A21 T80℃
防护等级：IP66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4mm
重量：10.5Kg                        安装口径：φ65mm
外形尺寸：276x590x95mm

额定功率：1x16/2x16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d e mb IIC T5 
防护等级：IP65
引入装置： φ8mm-φ10mm
重量：根据款式变化                        
外形尺寸：根据款式变化 

HBJY51  防爆洁净荧光灯

额定功率：1x16/2x16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d e mb IIC T5 
防护等级：IP65
引入装置： φ8mm-φ10mm
重量：5.6/10.3Kg                        
外形尺寸：780/1380x210x140mm

HBQY51  防爆全塑荧光灯HBND-Y920   LED防爆灯

额定功率：20/40/60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 nR IIC T6 Gb/Ex tD A21 T80℃
防护等级：IP66
引入装置：G3/4 "       φ8mm-φ10mm
重量：3.2Kg                       
外形尺寸：635x125x77mm

HBND-Y930   LED防爆灯

额定功率：20W/40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nR II T6 Gb/Ex tD A21 T80℃
防护等级：IP65
引入装置：  φ8mm-φ10mm
重量：1.7/2.6Kg                       
外形尺寸：(640/1250)x120x35mm

额定功率：10-100W               额定电压：220V
防爆标志：Ex d IIB T6 Gb     防护等级：IP65
防腐等级：WF2
引入装置： φ8mm-φ10mm
重量：2.0Kg                        
外形尺寸：230x160x85mm

ZBXE   防爆应急装置

AH系列  防爆接线盒 BHC系列  防爆穿线盒 BNG系列 防爆挠性连接管 SW系列 防爆照明开关

PXK系列  正压型防爆配电柜

型号：PXK        电源电压：220/380V
非标准电压：12/24/36/127/660V   
总开关电流：10-80A     分开关电流：1-630A
防爆标志：Ex pdib IIB T4     
引入引出方向：上进上出，下进下出（可定制）
防护等级：IP54/55/65

BDZ系列  防爆断路器

型号：BDZ系列
额定电压：AC380V/220V  
主回路电流：32-630A
防爆标志：Ex de IIB T6 、 Ex de IIC T6 
防护等级：IP65         防腐等级：WF2
引入装置：G3/4 "、G1 "、G2 " 、G3 "、G4 "

AC系列  防爆插销

型号：AC系列        
额定电压：AC380V、220V  
防护等级：IP54、IP65
引入装置：G3/4 " 、G11/4 " 
防爆标志：Ex d e IIB T6 Gb、Ex d e IIC T6 Gb  
结构形式：直插式/斜插式        

BXM(D)  防爆照明(动力)配电箱 BXM(D)8050  防爆不锈钢配电箱

型号：BXM(D)                  额定电压：220/380V
主回路电流：60-250A   支路数：4/6/8/12/(K)
支路额定电流：1-60A  
防爆标志：ExdeIIB T6 Gb    
防护等级：IP65                防腐等级：WF2 
管螺纹：G1/4＂-G3＂

BXM8050  防爆防腐配电箱

型号：BXM8050              额定电压：220/380V
主回路电流：60-250A   支路数：4/6/8/12/(K)
支路额定电流：1-60A
防爆标志：ExdeIIC T6 Gb    
防护等级：IP65                 防腐等级：WF2                管
螺纹：G1/4＂- G3＂

型号：BXMG8050           额定电压：220/380V
主回路电流：60-250A   支路数：4/6/8/12/(K)
支路额定电流：1-60A
防爆标志：ExdeIIC T6 Gb     
防护等级：IP65                  防腐等级：WF2 
管螺纹：管螺纹：G1/4＂- G3＂

BZC系列  防爆操作柱

型号：BZC系列
额定电压：AC380V/220V  
额定电流：≤16A
引入装置：1-G1压紧螺母式   
防爆标志：Ex d e IIC T6 Gb
包含装置：指示灯、控制按钮、接线端子

HBS4409  防爆手电筒 HBS4410  多功能防爆手电筒

额定功率：5W                   额定电压：DC3.7V                   
防护等级：IP67                 额定容量：2.4Ah
防爆标志：Ex d ib IIC T6 Gb                          
工作时间：工作光≥8h、快闪≥16h
重量：297g
外形尺寸：φ48x200mm

额定功率：5W                   额定电压：DC3.7V                   
防护等级：IP67                 额定容量：5Ah
防爆标志：Ex d ib IIC T6 Gb                          
工作时间：工作光≥10h、快闪≥20h
重量：516g               尾部带磁力/头部可折叠
外形尺寸：φ50x255mm

HBS4420   防爆摄像手电筒

额定功率：3W                      额定电压：DC3.7V                   
防护等级：IP67                    额定容量：4.4Ah
防爆标志：Ex d ib IIC T4 Gb                           
工作时间：强光≥9h、工作光≥12h
重量：310g
外形尺寸：180x54x58mm

HBV4301  手提式防爆探照灯

额定功率：3x3/3x4W          额定电压：DC12V                   
防护等级：IP67                     额定容量：4.4Ah
防爆标志：Ex d IIC T6 Gb                          
工作时间：工作光≥12h、强光≥6h、频闪≥24h
重量：871g
外形尺寸：φ69x161mm

HBV4301D  多功能防爆探照灯 HBV4304  防腐防爆探照灯

额定功率：2x12W/12W     额定电压：DC22.2V                   
防护等级：IP67                     额定容量：4.4Ah
防爆标志：Ex ia IIC T6 Gb       重量：1150g                    
工作时间：工作光≥10h、强光≥5h
侧灯工作光（单/双侧):≥16h/≥8h(红蓝警示）
外形尺寸：φ73x183mm     聚/泛光/尾部带磁力

额定功率：3x3W                额定电压：DC6V                   
防护等级：IP65                  额定容量：6Ah
防爆标志：Ex d IIC T6                             
工作时间：强光≥6h、 工作光≥12h、 频闪≥20h
重量：730g
外形尺寸：φ102x175mm

额定功率：5W                      额定电压：DC3.7V                   
防护等级：IP65                   额定容量：4.4Ah
防爆标志：Ex d IIC T6 Gb                           
工作时间：强光≥8h、工作光≥16h、弱光≥20h
重量：284g
外形尺寸：φ75x165mm

HBV4304B  防腐防爆探照灯 HBV4305  轻便式防爆强光灯

额定功率：12W                  额定电压：DC11.1V                   
防护等级：IP66                  额定容量：5Ah
防爆标志：Ex d IIC T6                    
工作时间：强光≥10h、 工作光≥24h
重量：1800g   
外形尺寸：171x155x2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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