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losion-Proof
Selection Guide
防爆电器销售手册

为世界人民
提供更安全的电气产品

COMPANY PROFILE
公司简介
人民电器集团是人民控股集团全资公司，中国500强企业之一，始创于1996年。集团以工业电器为核心产业，拥有浙江、上
海、南昌、抚州四大制造基地、12家全资子公司85家控股成员企业、800多家加工协作企业和3000多家销售公司。产品畅销
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应用于浦东机场、京沪高铁、三峡水电、北京地铁、奥运场馆南水北调、青藏铁路、嫦娥探月
工程、越南太安水电枢纽等国内外重大工程项目，位居世界机械企业500强前列。经世界品牌实验室测评，品牌价值
512.65亿。

人民电器集团防爆电器有限公司,系集团十大控股公司之一，主要从事厂用防爆电器、防爆灯具、防爆管件等20多个系
列，500多种规格的防爆产品的开发与制造。近年来公司先后斥资引进了目前国内领先的生产和检测设备，相继开发
了系列高科技产品，其技术性能和技术指标均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在注重科技投入和科技开发的同时，公司本着
“ 优 质 的 产 品 树 立 公 司 信 誉 ， 以 科 学 的 管 理 赢 得 用 户 信 赖 ” 的 方 针 ， 严 格 按I S O 9 0 0 1国 际 质 量 体 系 认 证 和 国 际
GB3836标准进行产品设计，经国家指定检验单位对产品的审查和检验,并取得了产品的防爆CCC证书和生产许可证。

完善的产业链和个性化解决方案，
满足全球客户的不同需求！
电力与能源

工业与机器

医疗设备

电力

矿业/建材

照明

石油石化

水利/水处理

控制

交通

汽车

预警

更安全

更可靠

更高效

更经济

更环保

保障人员生命及
财产安全。

不间断供应电力，
全天随时可用。

降低能源消耗和
成本，提高生产
率，缩短需求供
应时间。

优化机械、工厂
流程，提高使用
舒适性。

通过可再生能源
提供能量，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量。

CERTIFICATIONS
资质证书

Explosion proof electrical equipment
防爆电器

RDB98-I、II系列防爆免维护节能灯(LED)

RDB98-A系列防爆免维护节能灯(LED)

工作电源：AC220V /50Hz(24/36)

工作电源：AC220V /50Hz(24/36)

防爆等级：ExdeIIBT6Gb/ExtDA21IP66T80℃

防爆等级：ExdembIICT6Gb/ExtDA21IP66T80℃

防护等级：IP66

防护等级：IP66

防腐等级：WF2

防腐等级：WF2

光源功率：30~100W

光源功率：20~200W

引入口规格：G3/4”

引入口规格：G3/4”

外形尺寸：Φ275×245mm

外形尺寸：小 250×170×130mm 中330×230×150mm

安装方式：吸顶式、支架式、护栏式、法兰式

大 485×310×150mm
安装方式：吸顶式、支架式、护栏式、法兰式

RDB98-B系列防爆免维护节能灯(LED)

RDB98-C系列防爆免维护节能灯(LED)

工作电源：AC220V /50Hz(24/36)

工作电源：AC220V /50Hz(24/36)

防爆等级：ExdeIIBT6Gb/ExtDA21IP66T80℃

防爆等级：ExdembIICT6Gb/ExtDA21IP66T80℃

防护等级：IP66

防护等级：IP66

防腐等级：WF2

防腐等级：WF2

光源功率：20~150W

光源功率：10~20W

引入口规格：G3/4”

引入口规格：G3/4”

外形尺寸：小 Φ210×245mm 中 Φ250×235mm
大 Φ 320×275mm

外形尺寸：Φ150×165mm
安装方式：吸顶式、支架式、护栏式、法兰式

安装方式：吸顶式、支架式、护栏式、法兰式

RDB98-C系列防爆免维护节能灯(LED)

RDB98-D系列防爆免维护节能灯(LED)

工作电源：AC220V /50Hz(24/36)

工作电源：AC220V /50Hz(24/36)

防爆等级：ExdembIICT6Gb/ExtDA21IP66T80℃

防爆等级：ExdembIICT6Gb/ExtDA21IP66T80℃

防护等级：IP66

防护等级：IP66

防腐等级：WF2

防腐等级：WF2

光源功率：30~100W

光源功率：50~200W

引入口规格：G3/4”

引入口规格：G3/4”

外形尺寸：中 Φ215×145mm 大 Φ300×140mm

外形尺寸：小 340×255×170mm 大 485×310×165mm

安装方式：吸顶式、支架式、护栏式、法兰式

安装方式：吸顶式、支架式、护栏式、法兰式、马路式

RDB98-C系列防爆免维护节能灯(LED)

RDB98-F系列防爆免维护节能灯(LED)

工作电源：AC220V /50Hz(24/36)投光型

工作电源：AC220V /50Hz(24/36)

防爆等级：ExdembIICT6Gb/ExtDA21IP66T80℃

防爆等级：ExdembIICT6Gb/ExtDA21IP66T80℃

防护等级：IP66

防护等级：IP66

防腐等级：WF2

防腐等级：WF2

光源功率：50~100W

光源功率：20~120W

引入口规格：G3/4”

引入口规格：G3/4”

安装方式：吸顶式、支架式、护栏式、法兰式

安装方式：吸顶式、支架式、护栏式、法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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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B98-P系列防爆免维护节能灯(LED)

RDB98-170系列防爆免维护节能灯(LED)

工作电源：AC220V /50Hz(24/36)

工作电源：AC220V /50Hz(24/36)

防爆等级：ExdembIICT6Gb/ExtDA21IP66T80℃

防爆等级：ExdembIICT6Gb/ExtDA21IP66T80℃

防护等级：IP66

防护等级：IP66

防腐等级：WF2

防腐等级：WF2

光源功率：50、100、150W

光源功率：50~100W

引入口规格：G3/4”

引入口规格：G3/4”

安装方式：支架式、马路式

安装方式：吸顶式、支架式、马路灯式

RDB98-170系列防爆免维护节能灯(LED)

RDB98-170系列防爆免维护节能灯(LED)

工作电源：AC220V /50Hz(24/36)投光型/泛光型

工作电源：AC220V /50Hz(24/36)投光型/泛光型

防爆等级：ExdembIICT6Gb/ExtDA21IP66T80℃

防爆等级：ExdembIICT6Gb/ExtDA21IP66T80℃

防护等级：IP66

防护等级：IP66

防腐等级：WF2

防腐等级：WF2

光源功率：100W、120W、150W、180W

光源功率：200~360W

引入口规格：G3/4”

引入口规格：G3/4”

安装方式：吸顶式、支架式、马路灯式

安装方式：吸顶式、支架式、马路灯式

RDB98-170系列防爆免维护节能灯(LED)

RDB98-170系列防爆免维护节能灯(LED)

工作电源：AC220V /50Hz(24/36)投光型/泛光型

工作电源：AC220V /50Hz(24/36)投光型/泛光型

防爆等级：ExdembIICT6Gb/ExtDA21IP66T80℃

防爆等级：ExdembIICT6Gb/ExtDA21IP66T80℃

防护等级：IP66

防护等级：IP66

防腐等级：WF2

防腐等级：WF2

光源功率：300~450W

光源功率：400~600W

引入口规格：G3/4”

引入口规格：G3/4”

安装方式：吸顶式、支架式、马路灯式

安装方式：吸顶式、支架式、马路灯式

FAY-96系列固定式荧光灯具(LED)

FAY-96系列固定式荧光灯具(LED)

工作电源：AC220V /50Hz

工作电源：AC220V /50Hz

防护等级：IP65

防护等级：IP66

防腐等级：WF2

防腐等级：WF2

光源功率：18~30W

光源功率：18~30W

引入口规格：G1/2"

引入口规格：G1/2"

安装方式：吸顶式、支架式、护栏式、法兰式、弯杆式

安装方式：吸顶式、支架式、护栏式、法兰式、弯杆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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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Y-96系列固定式荧光灯具(LED)

FAY-96系列固定式荧光灯具(LED)

工作电源：AC220V /50Hz

工作电源：AC220V /50Hz

防护等级：IP66

防护等级：IP66

防腐等级：WF2

防腐等级：WF2

光源功率：40~60W

光源功率：40~60W

引入口规格：G1/2"

引入口规格：G1/2"

安装方式：吸顶式、支架式、护栏式、法兰式、弯杆式

安装方式：吸顶式、支架式、护栏式、法兰式、弯杆式

RDB98-8117系列防爆免维护节能灯(LED)

RDB98-8117系列防爆免维护节能灯(LED)

工作电源：AC220V /50Hz(24/36)投光型/泛光型

工作电源：AC220V /50Hz(24/36)投光型/泛光型

防爆等级：ExdembIICT6Gb/ExtDA21IP66T80℃

防爆等级：ExdembIICT6Gb/ExtDA21IP66T80℃

防护等级：IP66

防护等级：IP66

防腐等级：WF2

防腐等级：WF2

光源功率：180~240W

光源功率：360~480W

引入口规格：G3/4”

引入口规格：G3/4”

安装方式：支架式、吸顶式

安装方式: 支架式

RDB98-138系列防爆免维护节能灯(LED)

RDB98-138系列防爆免维护节能灯(LED)

工作电源：AC220V /50Hz(24/36)投光型/泛光型

工作电源：AC220V /50Hz(24/36)投光型/泛光型

防爆等级：Ex d e IICT6Gb/ExtDA21IP66T80℃

防爆等级：Ex d e IICT6Gb/ExtDA21IP66T80℃

防护等级：IP66

防护等级：IP66

防腐等级：WF2

防腐等级：WF2

光源功率：100~150W

光源功率：100~150W

引入口规格：G3/4”

引入口规格：G3/4”

安装方式：支架式、吸顶式

安装方式：支架式、吸顶式、马路式

RDB98-138系列防爆免维护节能灯(LED)

RDB98-138系列防爆免维护节能灯(LED)

工作电源：AC220V /50Hz(24/36)投光型/泛光型

工作电源：AC220V /50Hz(24/36)投光型/泛光型

防爆等级：Ex d e IICT6Gb/ExtDA21IP66T80℃

防爆等级：ExdembIICT6Gb/ExtDA21IP66T80℃

防护等级：IP66

防护等级：IP66

防腐等级：WF2

防腐等级：WF2

光源功率：100~150W

光源功率：80~120W

引入口规格：G3/4”

引入口规格：G3/4”

安装方式：支架式、吸顶式

安装方式：支架式、吸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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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B98-1602系列防爆免维护节能灯(LED)

RDB98-104系列防爆免维护节能灯(LED)

工作电源：AC220V /50Hz

工作电源：AC220V /50Hz

防爆等级：ExdembIICT6Gb/ExtDA21IP66T80℃

防爆等级：ExdembIICT6Gb/ExtDA21IP66T80℃

防护等级：IP66

防护等级：IP66

防腐等级：WF2

防腐等级：WF2

光源功率：20~100W

光源功率：30~50W

引入口规格：G3/4”

引入口规格：G3/4”

安装方式：z

安装方式：z、g、x、b、f、h

RDB98-126系列防爆免维护节能灯(LED)

RDB98-111系列防爆免维护节能灯(LED)

工作电源：AC220V /50Hz

工作电源：AC220V /50Hz

防爆等级：ExdembIICT6Gb/ExtDA21IP66T80℃

防爆等级：ExdembIICT6Gb/ExtDA21IP66T80℃

防护等级：IP66

防护等级：IP66

防腐等级：WF2

防腐等级：WF2

光源功率：40~60W

光源功率：40~240W

引入口规格：G3/4”

引入口规格：G3/4”

安装方式：z、g、x、b、f、h

安装方式：支架式、马路式

RDB98-190系列防爆免维护节能灯(LED)

FAD-G系列防水防尘防腐不锈钢灯

工作电源：AC220V /50Hz

工作电源：AC220V /50Hz

防爆等级：ExdembIICT6Gb/ExtDA21IP66T80℃

防爆等级：ExdembIICT6Gb/ExtDA21IP66T80℃

防护等级：IP66

防护等级：IP66

防腐等级：WF2

防腐等级：WF2

光源功率：20W、40W、60W

光源功率：30~50W

引入口规格：G3/4”

引入口规格：G3/4”

安装方式：x、b、f、h

安装方式：z、g、x、b、f、h

FAD系列防水防尘防腐灯

FAD系列防水防尘防腐灯

工作电源：AC220V /50Hz

工作电源：AC220V /50Hz

防护等级：IP65

防护等级：IP65

防腐等级：WF2

防腐等级：WF2

光源功率：200~1000W

光源功率：≤400W

引入口规格：G3/4”

引入口规格：G3/4”

安装方式：z、b、x

安装方式：g、x、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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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D系列防爆警示灯

BBJ系列防爆声光报警器

防爆标志：ExdIICT6 Gb

防爆标志：ExdIICT6 Gb
工作电源：AC220V/50Hz
防护等级：IP65
防腐等级：WF1
光源：LED≤5W
闪光次数：150/min
引入口规格：G3/4”
电缆外径：φ9~φ14（mm）
安装方式：g、
z、
x

工作电源：AC220V/50Hz
防护等级：IP65
防腐等级：WF1
光源：3W LED
引入口规格：G3/4”
电缆外径：φ9~φ14（mm）

BSZD系列航空障碍灯

BAK51系列防爆视孔灯

防爆标志：ExeIIBT6、ExdIICT6

防爆标志：ExdIICT6Gb

工作电源：AC220V/50Hz

工作电源：AC220V/50Hz

防护等级：IP65

防腐等级：WF1

防腐等级：WF1

光源：LED 2W、5W、10W

闪光次数：20〜150次/min

引入口规格：G3/4”

光源：24W LED

电缆外径：φ9~φ14(mm)

引入口规格：G3/4”

安装方式：g、
b1、
b2、
x、
f、
h

电缆外径：φ9~φ14（mm）

BAT51系列防爆投光灯

BAT52-系列防爆泛光灯（新款）

防爆标志：ExdIIBT3Gb

工作电源：AC220V /50Hz

工作电源：AC220V/50Hz

防爆等级：ExdIIBT3 /CT3Gb

防护等级：IP54

防护等级：IP65

防腐等级：WF1

防腐等级：WF1

灯座规格：E27、E40

光源功率：L1000、L400、L250、L175 、L150

适用光源：光源长度<320mm

N1000、N400、N250、N175 、N150

引入口规格：G3/4”

一体式

电缆外径：φ9~φ14（mm）

引入口规格：G3/4”
安装方式：Z

BAT52系列防爆泛光灯

BAT52-系列防爆泛光灯(马路灯式)

防爆标志：ExdeIIBT3、ExdeIICT3 Gb

工作电源：AC220V /50Hz

工作电源：AC220V/50Hz

防爆等级：ExdIIBT3 /CT3Gb

防护等级：IP55、IP65

防护等级：IP65

防腐等级：WF1

防腐等级：WF1

灯座规格： E40

光源功率：L1000、L400、L250、L175 、L150

适用光源：光源尺寸≤300mm

N1000、N400、N250、N175 、N150

引入口规格：G3/4”

引入口规格：G3/4”

电缆外径：φ9~φ14（mm）

安装方式：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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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Y51-Q系列防爆防腐全塑荧光灯

BAY51-Q系列防爆防腐全塑荧光灯

防爆标志：ExdembIICT5Gb

工作电源：AC220V /50Hz

工作电源：AC220V/50Hz

防爆等级：ExdembIICT5 Gb

防护等级：IP65

防护等级：IP65

防腐等级：WF2

防腐等级：WF2

适用光源：T10、T8、T5

光源功率：LED灯管1×16,2×16;T8灯管1×36,

引入口规格：G3/4”

2×36；单脚灯管1×40,2×40

电缆外径：φ9~φ14（mm）

引入口规格：G3/4”

安装方式：d、
x、
f、
w、
g、
h、
b

安装方式：x、f、h、g

BAY51系列隔爆型防爆荧光灯

BAY51系列隔爆型防爆荧光灯

工作电源：AC220V /50Hz

防爆标志：ExdIIBT5Gb

防爆等级：ExdIIBT5Gb

工作电源：AC220V/50Hz

防护等级：IP54

防护等级：IP54

防腐等级：WF1

防腐等级：WF1

光源功率：LED灯管1×16,2×16;T8灯管1×36,

适用光源：T8 荧光灯管

2×36;T5灯管1×28,2×28

引入口规格：G3/4”

引入口规格：G3/4”

电缆外径：φ9~φ14（mm）

安装方式：x、f、h、g

安装方式：g、
w、
x、
f、
h

BJY51系列防爆洁净荧光灯

BAYD51系列隔爆型防爆标志灯

防爆标志：Exed IICT5

防爆标志：Exd II BT6

工作电源：AC220V/50Hz

工作电源：AC220V/50Hz

防护等级：IP65

装配光源：LED发光板

防腐等级：WF1、WF2

引入口规格：G3/4”

适用光源：T10

电缆外径：φ9~φ14（mm）

引入口规格：G3/4”
电缆外径：φ9~φ14（mm）
安装方式： x、
q1、
q2

BAYD51系列隔爆型防爆标志灯

BAYD51系列隔爆型防爆标志灯

防爆标志：Exd II BT6

防爆标志：Exd II BT6

工作电源：AC220V/50Hz

工作电源：AC220V/50Hz

装配光源：LED发光板

装配光源：LED发光板

引入口规格：G3/4”

引入口规格：G3/4”

电缆外径：φ9~φ14（mm）

电缆外径：φ9~φ1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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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D51系列隔爆型防爆灯

BAD52系列隔爆型防爆灯

防爆标志：ExdIIBT4

防爆标志：ExdIIBT3

工作电源：AC220V/50Hz

工作电源：AC220V/50Hz

防护等级：IP54

防护等级：IP54

防腐等级：WF1

防腐等级：WF1

适用光源：光源长度<190mm

适用光源：光源长度<190mm

引入口规格：G3/4”

引入口规格：G3/4”

电缆外径：φ9~φ14（mm）

电缆外径：φ9~φ14（mm）

安装方式：g、
b1、
b2、
x、
f、
h

安装方式：g、
b1、
b2、
x、
f、
h

BAD53系列隔爆型防爆灯

BAD54系列隔爆型防爆灯

防爆标志：ExdIIBT4

防爆标志：ExdIIBT4

工作电源：AC220V/50Hz

工作电源：AC220V/50Hz

防护等级：IP54

防护等级：IP54

防腐等级：WF1

防腐等级：WF1

适用光源：光源长度<145mm

适用光源：光源长度<260mm

引入口规格：G3/4”

引入口规格：G3/4”

电缆外径：φ9~φ14（mm）

电缆外径：φ9~φ14（mm）

安装方式：g、
b1、
b2、
x、
f、
h

安装方式：g、
b1、
b2、
x、
f、
h

BAD56系列隔爆型防爆灯

BAD58系列隔爆型防爆灯

防爆标志：ExdIICT3

防爆标志：ExdIIBT3

工作电源：AC220V/50Hz

工作电源：AC220V/50Hz

防护等级：IP65

防护等级：IP54

防腐等级：WF1

防腐等级：WF1

适用光源：光源长度<180mm

适用光源：光源长度<320mm

引入口规格：G3/4”

引入口规格：G3/4”

电缆外径：φ9~φ14（mm）

电缆外径：φ9~φ14（mm）

安装方式：g、b1、b2、x、f、h

安装方式：g、
b1、
b2、
x、
f、
h

BAD58系列隔爆型防爆灯

BAD系列防爆灯

工作电源：AC220V /50Hz

工作电源：AC220V /50Hz

防爆等级：ExdIIBT4/T3 Gb

防爆等级：ExdIIBT4/T5/T6 Gb
ExtDA20 IP65,T4/T5/T6

防护等级：IP65
防腐等级：WF1

防护等级：IP65

光源功率：L400、L250、L175；N400、

防腐等级：WF1

N250、N175；J85、J65；一体式

光源功率：L250、L175；N250、N175；J105、J85

引入口规格：G3/4”

引入口规格：G3/4”

安装方式：x、f、h、g

安装方式：x、f、h、g

08

防爆电器

BA J-防爆照明应急灯

BAZ51系列防爆镇流器

防爆标志：Exd IIB T4 Gb、ExdIICT6 Gb

防爆标志：Exd IIB T4 Gb、ExdIICT6 Gb

工作电源：AC220V/50Hz

工作电源：AC220V/50Hz

防护等级：IP65

防护等级：IP54

防腐等级：WF1

防腐等级：WF1

适用光源： L、J

镇流器功率：≤400W

引入口规格：G3/4”

引入口规格：G3/4”

电缆外径：φ9~φ14（mm）

电缆外径：φ9~φ14（mm）

RDB98-B系列防爆免维护节能灯(LED)

RDB98-B系列防爆免维护节能灯(LED)

工作电源：AC220V /50Hz

工作电源：AC220V /50Hz

防爆等级：ExdembIICT6Gb/ExtDA21IP66T80℃

爆等级：ExdembIICT6Gb/ExtDA21IP66T80℃

防护等级：IP66

护等级：IP66

防腐等级：WF2
光源功率：70~150W
引入口规格：G3/4”
安装方式：g、x、f、h

等级：WF2
光源功

：70~150W

口规格：G3/4”
式：g、x、f、h

BAM52系列防爆马路灯

BGD系列防爆高杆灯

防爆标志：见配用灯具

防爆标志：见配用灯具、电器

工作电源：AC220V/50Hz

工作电源：AC380V/50Hz

防护等级：IP54、IP65

防腐等级：WF1

防腐等级：WF1

灯杆高度：≤45m

灯杆型号：单臂、双臂

RDB98-D系列防爆免维护节能灯(LED)
工作电源：AC220V /50Hz
爆等级：ExdembIICT6Gb/ExtDA21IP66T80℃

RDB98-D系列防爆免维护节能灯(LED)
工作电源：AC220V /50Hz
防爆等级：ExdembIICT6Gb/ExtDA21IP66T80℃

护等级：IP66

防护等级：IP66

等级：WF2

防腐等级：WF2

光源功

：50~200W

口规格：G3/4”
式：x、f、h、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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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功率：50~100W
引入口规格：G3/4”
安装方式：z、g、x、f、h

FAD822 高效中功率投光灯

FAD827 小型投光灯/变焦灯

光源类型：金卤灯/钠灯 MH/HPS

工作电源：AC220V /50Hz

额定电压：AC220V 50Hz

防护等级：IP65

额定功率：250W、400W
防护等级：IP65

防腐等级：WF2

防腐等级：WF2

引入口规格：G3/4”

外形尺寸：630×440×170mm
产品重量：16.4kg

安装方式：z、g、x、b：

FAD825 防水防尘防震投光灯

FAD826 防水防尘防震投光灯

工作电源：AC220V /50Hz

工作电源：AC220V /50Hz

防护等级：IP65

防护等级：IP65

防腐等级：WF2

防腐等级：WF2

光源功率：20~100W

光源功率：4×3W

光源功率：60、100W

引入口规格：G3/4”

引入口规格：G3/4”

外形尺寸：350×135×90mm

外形尺寸：Φ345×286

安装方式：x、f、h、z

安装方式：x、f、h、z

FAD811A 防眩泛光灯

FAD811C 防眩泛光灯

工作电源：AC220V /50Hz

工作电源：AC220V /50Hz

防护等级：IP65

防护等级：IP65

防腐等级：WF2

防腐等级：WF2

光源功率：50W、100W、150W、200W

光源功率：50~300W

引入口规格：G3/4”

引入口规格：G3/4”

外形尺寸：50W Φ230×155mm

安装方式：z

安装方式：z

FAD防尘防水防腐LED灯

FAD821 防震型投光灯

额定电压：AC220V 50Hz
额定功率：50W

额定电压： AC220V 50Hz
额定功率： 50~200W

防护等级：IP65
防腐等级：WF2

防护等级： IP65
防腐等级： W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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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电器

FAY系列防水防尘防腐全塑荧光灯

RDBW-A系列轻便式移动工作灯

工作电源：AC220V/50Hz

光源类型：LED

防护等级：IP65

额定电压：DC14.8V

防腐等级：WF2

额定功率：3×3W

灯座规格： E27、E40

额定容量：4.4Ah

适用光源：T10、T8荧光灯管

放电时间:8h强光glare/12h工作光normal light

引入口规格：G3/4”

防护等级：IP66

电缆外径：φ9~φ14（mm）

外形尺寸：Φ70×197mm

安装方式：g、
b、
x、
f、
h、
L

RDBW-B系列轻便式移动工作灯

RDBW-C系列轻便式移动工作灯

光源类型：LED

光源类型：LED

额定电压：14.8V

额定电压：DC11.1V

额定功率：3×3W

额定功率：12W

额定容量：4.4Ah

额定容量：5Ah

放电时间:8h强光glare/12h工作光normal light

放电时间:10h强光glare/24h工作光normal light

防护等级：IP66

防护等级：IP66

外形尺寸：Φ69×168mm

外形尺寸：171×156×208mm

RDBW-D系列轻便式移动工作灯

RDBW-E系列轻便式移动工作灯

光源类型：LED

光源类型：LED

额定电压：DC7.4V

额定电压：DC3.7V

额定功率：10W

额定功率：3/1W

额定容量：6.6Ah

额定容量：2.2Ah

放电时间:4h强光glare/10h工作光normal light

放电时间

防护等级：IP66

防护等级：Ip66

外形尺寸：Φ64×250mm

外形尺寸：Φ35×157mm

RDBW-F系列轻便式移动工作灯

CXD6005 警用强光手电筒

光源类型：LED

光源类型：LED

额定电压：DC3.7V

额定电压：DC3.7V

额定功率：3/1W

额定功率：3W

额定容量：2Ah
放电时间

8h

8h

glare/16h

额定容量：2200mAh
glare/16h

normal light

放电时间

8h强光glare/16h工作光normal light

防护等级：Ip66

防护等级：Ip66

外形尺寸：79×67×59mm

外形尺寸：Φ23.5×11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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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l light

CBST6301 A 手提式防爆探照灯

CBST6301B 手提式防爆探照灯

光源类型： LED

光源类型：LED

额定电压： DC12V

额定电压：DC7.4V

额定功率： 3×3W

额定功率：4×3W

额定容量： 4500mAh

额定容量：4500mAh

放电时间

放电时间

10h强光glare/20h工作光normal light

10h

glare/20h

防护等级： IP68

防护等级：IP68

外形尺寸： Φ69×147mm

外形尺寸：Φ69×147mm

CXD6000 防爆强光电筒

CG5200 固态 维护 光电筒

光源类型：LED

光源类型：LED

额定电压：DC3.7V

额定电压：DC3.7V

额定功率：3W

额定功率：3W

额定容量：4000mAh

额定容量：4000mAh

放电时间

放电时间：10h

9h强光glare/18h工作光normal light

normal light

glare/20h

normal light

防护等级：IP68

防护等级：IP65

外形尺寸：Φ40×210mm

外形尺寸：Φ63×180mm

CBNW6019 多功能磁力强光电筒

RMFB820 高射程防爆电筒

光源类型：LED

光源类型：LED

额定电压：DC3.7V

额定电压：DC3.7V

额定功率：1×3W/2×3W

额定功率：5W

额定容量：4000mAh
放电时间

8h

额定容量：3000mAh

glare/17h

normal light

放电时间

12h

glare/24h

normal light

防护等级：IP66

防护等级：IP65

外形尺寸：Φ103×223mm

外形尺寸：Φ164×74×88mm

RMFB821 手提式 爆 照灯

RMFB838 手提式

光源类型：LED

光源类型：LED

额定电压：DC12V

额定电压：DC6V

额定功率：3×3W

额定功率：35W

额定容量：4000mAh
放电时间

6h

glare/12h

照灯

额定容量：5000mAh
normal light

放电时间

1.5h

glare/3h

normal light

防护等级：IP65

防护等级：IP65

外形尺寸：Φ180×100mm

外形尺寸：Φ123×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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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电器

CXD6002固态微型强光防爆电筒

CXD6003 微型防爆电筒

光源类型：LED

光源类型：LED

额定电压：DC3.7V

额定电压：DC3.7V

额定功率：3W

额定功率：1W

额定容量：2000mAh

额定容量：1400mAh

放电时间:8h强光glare/16h工作光normal light

放电时间:7h强光glare/14h工作光normal light

防护等级：IP66

防护等级：IP66

外形尺寸：Φ28×137mm

外形尺寸：Φ23.5×114mm

RDBW 轻便式移动工作灯

RDBW 轻便式移动工作灯

光源类型：LED

光源类型：LED

额定电压：DC3.7V

额定电压：DC3.6V

额定功率：1/3W

额定功率：1/3W

额定容量：2.2Ah

防护等级：IP66

放电时间:8h强光glare/16h工作光normal light

外形尺寸：Φ24×145mm

防护等级：IP66
外形尺寸：Φ28×158mm

RDBW 轻便式移动工作灯

RDBW 轻便式移动工作灯

光源类型：LED

光源类型：LED

额定电压：DC3.7V

额定电压：DC11.1V

额定功率：1/3W

额定功率：2×3W

防护等级：IP66

防护等级：IP66

外形尺寸：Φ29×129mm

外形尺寸：290×120×85mm

RDBW 轻便式移动工作灯

RMFB6201 远程方位灯

光源类型：LED

光源类型：LED

额定电压：DC12V

额定电压：DC2.4V

额定功率：3×3W

额定功率：20×0.2W

防护等级：IP66

额定容量: 20000mAh
放电时间: 15h

外形尺寸：Φ68×193mm

防护等级：IP66
外形尺寸：130×87×3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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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FB818B 手提式强光巡检工作灯

RMFB815A 微型防爆头灯

光源类型：LED

光源类型：LED

额定电压：DC3.7V

额定电压：DC3.7V

额定功率：3W

额定功率：3W

额定容量：4000mAh

额定容量：1700mAh

放电时间

放电时间

10h强光glare/20h工作光normal light

6h强光glare/11h工作光normal light

防护等级：IP65

防护等级：IP65

外形尺寸：Φ212×87×127mm

外形尺寸：Φ80×63×58mm

手遥100r/Min可使用30Min

RMFB815B 微型防爆头灯

RDBW轻便式移动工作灯

光源类型：LED

光源类型：LED

额定电压：DC3.7V

额定电压：DC24V

额定功率：3W

额定功率：30W

额定容量：1700mAh

额定容量：20Ah

放电时间

放电时间

8h强光glare/16h工作光normal light

10h

防护等级：IP65

防护等级：Ip66

外形尺寸：Φ60×40×40mm

外形尺寸：250×220×650mm

RMFB831C 便携式多功能强光探照灯

CBFG6600A 防爆泛光工作灯

光源类型：LED

外形尺寸：Φ120×320mm

光源类型：LED
额定电压：DC24V
额定功率：30W
20000MAH
额定容量：
30H
放电时间 IP65
防护等级：250×220×650MM
外形尺寸：

RMFB830 轻便式多功能强光灯

RMFB831B 便携式多功能强光探照灯

光源类型：LED

光源类型：LED

额定电压：DC12V

额定电压：DC12V

额定功率：3×3W

额定功率：3×3W

防护等级：4000mAh
防腐等级：10h强光glare/20h工作光normal light

额定容量：4000mAh

外形尺寸：IP65

防护等级：IP65

产品重量：Φ165×128×270mm

外形尺寸：Φ120×320mm

额定电压：DC12V
额定功率：6×3W
额定容量：4000mAh
放电时间 10h强光glare/20h弱光low light
防护等级：IP65

放电时间

10h强光glare/20h工作光normal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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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电器

CBFG6600B 防爆泛光工作灯

RMFB823 强光防爆方位灯

光源类型：HID

光源类型：LED

额定电压：DC24V

额定电压：DC3V

额定功率：35W
额定容量：20000mAh

额定功率：/

放电时间

8h
防护等级：IP65

放电时间

外形尺寸：250×220×650mm

外形尺寸：Φ70×46×35mm

RMFB825 多功能声光报警器

RMFB826 双面方位灯

光源类型：LED

光源类型：LED

额定电压：DC3.7V

额定电压：DC3.7V

额定功率：60×0.2W

额定功率：26×3W

额定容量：4000mAh

防护等级：1700mAh

放电时间

防腐等级：30h频闪/15h常亮

10h声光/15h声音

额定容量：/
/

防护等级：IP68

防护等级：IP65

外形尺寸：IP65

外形尺寸：Φ100×100×165mm

产品重量：Φ100×275mm

RMFB828 车载探照灯

RMFB921 移动升降工作灯

光源类型：HID

光源类型：碘钨灯

额定电压：DC12/DC24V

额定电压：AC220V

额定功率：35W

额定功率：4×500W/4×1000W

防护等级：/

工作时间：13h/市电供电

防腐等级：/

升降高度：1.8~3.8/4.5m

外形尺寸：IP65

油箱容量：15L/25L

产品重量

输出功率： 2000W/5000W

Φ321×265×352mm

遥控距离：50米

外形尺寸：800×480×2200mm

左右方向：360度 上下方向：18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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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FB922 全方位自动升降工作灯

CQY6700A 全方位自动升泛光工作灯

光源类型： 碘钨灯

光源类型：金卤灯/钠灯 MH/HPS

额定电压： AC220V

额定电压：AC220V

额定功率： 4×500W

额定功率：2×400W

工作时间： 13h/市电供电

工作时间：13h/市电供电 city power supply

升降高度： 1.8~3.8/4.5m

升降高度：1.8~4.5m

油箱容量： 15L

油箱容量：15L

输出功率： 2000W

输出功率： 2000W

外形尺寸： 800×480×2400mm

外形尺寸：800×480×2500mm

CQY6700B 全方位自动升泛光工作灯

RMFB925 球型月球灯

光源类型： 金卤灯/钠灯 MH/HPS

光源类型：金卤灯 MH

额定电压： AC220V

额定电压：AC220V

额定功率： 4×1000W

额定功率：1000W

工作时间： 10h/市电供电

工作时间：13h市电供电

升降高度： 1.8~4.5m

升降高度：1.8~3.8/4.5m

油箱容量： 25L

油箱容量：15L

输出功率： 5000W

输出功率： 2000W

外形尺寸： 1300×580×2800mm

外形尺寸：800×480×2450mm

CQY3000A 大型升降式照明装置

CBFG6600C 防爆工作灯

光源类型：碘钨灯

光源类型：LED

额定电压：AC220V

额定电压：DC24V

额定功率：4×500W

额定功率：30W

工作时间：市电供电

额定容量：20000mAh

升降高度：1.8~4.5/6m

放电时间

油箱容量：15L(可选配)
输出功率： 2000W(可选配)
外形尺寸：1200×1200×1880mm

30h
防护等级：IP65
外形尺寸：250×220×1220mm

CBFG6600D 防爆工作灯

CBFG6600E 强光工作灯

光源类型：HID

光源类型：LED

额定电压：DC24V

额定电压：DC14.4V

额定功率：35W

额定功率：8/24W

额定容量：4000mAh

额定容量：10000mAh

放电时间

放电时间

4h强光glare/10h工作光normal light

8h

glare/16h

normal light

防护等级：IP65

防护等级：IP65

外形尺寸：Φ250×220×1220mm

外形尺寸：Φ280×220×650mm

CBFG6600F 强光工作灯

CQY3000B 便携式升降照明装置

光源类型：LED

光源类型：碘钨灯

额定电压：DC18V

额定电压：AC220V

额定功率：15/30W

额定功率：2×500W

额定容量：10000mAh

工作时间：市电供电

放电时间

升降高度：1.2~3m

8h强光glare/16h工作光normal light

防护等级：IP65

油箱容量： /

外形尺寸：Φ330×220×1000mm

输出功率： /
外形尺寸：600×550×148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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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电器

RMFB928 便携式应急升降工作灯

RMFB929 便携式移动照明系统

光源类型：HID

光源类型： LED

额定电压：DC24V
额定功率：2×35W
工作时间：26h
1.5~2.8m
升降高度：
battery capacity:100Ah
油箱容量：
/
输出功率：
585×470×560mm
外形尺寸：

额定电压： AC220V
额定功率： 2×48W

外形尺寸： 485×340×720mm

BXM(D)系列防爆照明(动力)配电箱

BXM(D)53系列防爆照明(动力)配电箱

防爆标志：ExdeIIBT6;ExdIICT6Gb/DIPA20TA,T6
额定电压：AC220V/380V
主回路电流：100A、250A
防护等级：IP55、IP65
防腐等级：WF1
进线口规格：G11/4”~G3”
出线口规格：G1/2”~G11/2”
进线电缆外径：φ18~φ36（mm）
出线电缆外径：φ10~φ22（mm）

防爆标志：ExdeIICT5Gb
额定电压：AC220V/380V
主回路电流：60A〜250A
防护等级：IP54
防腐等级：WF1
进线口规格：G11/4”~G3”
出线口规格：G1/2”~G11/2”
进线电缆外径：φ18~φ36（mm）
出线电缆外径：φ10~φ22（mm）

BXQ51系列防爆(动力)电磁起动箱

BXX51系列防爆动力检修箱

工作时间： 6h
升降高度： 0.7~2.3m
油箱容量： 4.2L
输出功率： 700W

防爆标志：ExdeIIBT6、ExdeIICT6

防爆标志：Exde II BT6

回路数：2、3、4、6、8

支路数：2、4

额定电压：AC380V

额定电压：AC380V

总开关电流：≤400A

支路电流：≤100A

支路电流：≤160A

防护等级： IP54、IP65

防护等级：IP54、IP65

防腐等级：WF1

防腐等级：WF1

进线口规格：G2”~G3”

引入口规格：G1/2”~G3”

出线口规格：G11/2”

BXX52系列防爆检修电源插座箱

BXX52-P系列防爆检修电源插座箱(检修电缆盘)

防爆标志：Exde IIBT4Gb

防爆标志：ExdeIIBT4Gb

回路数：2、3、4、6

额定电压：AC380V/220V

额定电压：AC380V/220V

总开关电流：≤400A

额定电流：16A、32A

支路电流：32A、63A

级数：3P+N、1P+N+PE、3P+N+PE

防护等级： IP54、IP65

防护等级： IP54、IP65

防腐等级：WF1

防腐等级：WF1

引入口规格：G3/4”、G11/4”
配用电缆长度：15m、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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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G系列防爆配电柜

PXK系列正压型防爆配电柜

防爆标志：ExdeIIBT4、ExdeIICT4

防爆标志：ExPxde［ib］
ibIIBT4

额定电压：AC380V/220V

额定电压：AC380V

主回路电流：≤630A

额定电流：≤630A

支路电流：≤400A

工作压力：60〜1000Pa

防护等级： IP65

气源压力：0.3〜0.8MPa
防护等级： IP65
防腐等级：WF1

BZC51系列防爆操作柱

BZC53系列防爆操作柱

防爆标志：ExdeIIBT6 Gb
额定电压：AC220V/380V
额定电流：16A
防护等级：IP54、IP65
防腐等级：WF1
使用类别：AC-3、AC-4
引入口规格：I、II、III型1”
电缆外径：φ12~φ17（mm）

防爆标志：ExdembIICT6Gb
额定电压：AC220V/380V
额定电流：10A
防护等级： IP65
防腐等级：WF1
使用类别：AC-3、AC-4
引入口规格：G1”
电缆外径：φ12~φ17（mm）

安装方式：挂式
（G）
、
立式
（L）

安装方式：挂式
（G）
、
立式
（L）

BZC8030系列防爆防腐操作柱

8030系列防爆元件

防爆标志：Exed II CT6Gb/DIPA 20TA,T6
额定电压：AC220V/380V
额定电流：16A
防护等级： IP65
防腐等级：WF2
使用类别：AC-3、AC-4
引入口规格：G1”
电缆外径：φ11~φ18（mm）

元件名称：防爆按钮、防爆指示灯
防爆标志：ExdIICT6
额定电压：AC220V/380V
额定电流：10A
元件名称：48、72交流电压表
精度：1.5级
电压：30〜450V

安装方式：挂式
（G）
、
立式
（L）

BQXR51系列防爆软起动器

BQJ51系列防爆自藕减压电磁起动箱

防爆标志：ExdIIBT4

防爆标志：Exd IIBT6

额定电压：AC380V/220V

额定电压：AC380V

额定电流：6~175A

额定电流：28〜230A

控制电机功率：7.5~90KW

控制电机功率：14〜115KW

防护等级： IP54

防护等级： IP54

防腐等级：WF1

防腐等级：WF1

引入口规格：G11/4”~G3”

进线口规格：G11/2”~G3”

出线电缆外径：φ14~φ55（mm）
；

出线口规格：G11/2”~G3”
电缆外径：φ14~φ5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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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电器

BQXB系列防爆变频调速箱

BXK系列防爆控制箱

防爆标志：ExdIIBT6Gb/DIPA20TA,T6

防爆标志： ExdIICT6Gb/DIPA20TA,T6

额定电压：AC380V

额定电压：AC220V/380V

额定电流：16~112A

主回路电流：16A

控制电机功率：5.5~45KW

防护等级：IP65

防护等级： IP54

防腐等级：WF1

防腐等级：WF1

进线口规格：G3/4”~G11/2”

引入口规格：G1”~G2”

出线口规格：G1/1”~G11/2”

出线电缆外径：φ11~φ38（mm）
；

电缆外径：φ9~φ25（mm）

BXX8050系列防爆防腐电源插座箱

BLK8050系列防爆防腐断路器

防爆标志：ExedIICT6

防爆标志：ExdeIIBT6、ExdeIICT6

回路数：2、3、4、6

ExdeIIBT5、ExdeIICT5

额定电压：AC380V/220V

额定电压：AC220V/380V

额定电流：16A

额定脱扣电流：1A~630A

级数：3P+N、1P+N+PE、3P+N+PE

防护等级：IP54、IP65

防护等级： IP65

防腐等级：WF2

防腐等级：WF2

进线口规格：G1”~G3”
电缆外径：φ11~φ55（mm）

BXM(D)8050系列防爆防腐照明(动力)配电箱

BCZ8030系列防爆防腐插接装置

防爆标志：ExedIICT6

防爆标志：ExedIICT6

额定电压：AC380V

额定电压：AC：380V/220V

主回路电流：60〜250A

额定电流：16〜63A

防护等级： IP65

级数：1P+N+PE、3P+N+PE

防腐等级：WF2

防护等级： IP65
防腐等级：WF2
引入口规格：G3/4”~G11/2”
电缆外径：φ9~φ28（mm）

BZA8030 系列防爆防腐主令控制器

防爆标志：ExdembIIC T6 Gb

使用类别：AC-3、AC-4

额定电压：AC220V、/380V

额定电压：AC380V/220V

额定电流：16A

额定电流：6A

防护等级：IP65

防护等级： IP65

防腐等级：WF2

防腐等级：WF2

进线口规格：G3/4”~G11/2”

进线口规格：G3/4”

电缆外径：φ9~φ30（mm）

电缆外径：φ9~φ1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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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XK8050系列防爆防腐控制箱

防爆标志：ExedIICT6 Gb

BZZ8030系列防爆防腐转换开关

BZM8030系列防爆防腐照明开关

防爆标志：ExedIICT5

防爆标志：ExdeIICT6Gb

额定电压：AC220V/380V

额定电压：AC250V

额定电流：10A、25A、63A

额定电流：10A

防护等级：IP54、IP65

防护等级：IP65

防腐等级：WF2

防腐等级：WF2

进线口规格：G3/4”~G11/2”

进线口规格：G3/4”

电缆外径：φ9~φ28（mm）

电缆外径：φ9~φ14（mm）

BQX51系列防爆星三角起动箱

BLK52系列防爆断路器

防爆标志：ExdIIBT6

防爆标志：ExdeIIBT6、ExdeIICT4

额定电压：AC380V

额定电压：AC220V/380V

额定电流：26~190A

额定脱扣电流：1A〜630A

控制电机功率：13~95KW

防护等级：IP54、IP65

防护等级： IP54

防腐等级：WF1

防腐等级：WF1

进线口规格：G1”~G3”

进线口规格：G11/2”~G3”

电缆外径：φ11~φ55（mm）

出线口规格：G11/2”~G3”
电缆外径：φ14~φ55（mm）

BQD(BQC)53系列隔爆型防爆电磁起动器

BYB系列防爆仪表

防爆标志：ExdeIIBT6Gb、ExdeIICT6Gb

防爆标志：Exe IIT6

回路数：2、3、4、6、8

额定电压：AC：380V/220V

额定电压：AC380V
额定电流：9〜100A

DC：6 ~220V
防护等级： IP55

控制电机功率：≤40KW

防腐等级：WF1

防护等级： IP54、IP65

引入口规格：G3/4”

防腐等级：WF1

电缆外径：φ9~φ14（mm）

引入口规格：G1”~G11/2”
电缆外径：φ11~φ25（mm）

BZA53系列防爆控制按钮

BZZ51系列隔爆型防爆转换开关

防爆标志：ExedIICT6Gb/DIPA20TA,T6

防爆标志：ExdeIIBT5 Gb、Exde IICT5

额定电压：AC：220V/380V

额定电压：AC：220V/380V

额定电流：10A

额定电流：10A、25A、60A

防护等级：IP65

防护等级：IP54、IP65

防腐等级：WF1

防腐等级：WF1

进线口规格：G3/4”

进线口规格：G3/4”、G1”

电缆外径：φ9~φ14（mm）

电缆外径：φ9~φ1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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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电器

BZM-10系列防爆照明开关
ExdeIIBT6Gb/ExtDA21 IP65 T80
AC：250V
10A
IP65
WF1
G3/4”
φ9~φ18
（mm）

BZX51系列防爆行程开关
防爆标志：Exd II BT6Gb
额定电压：AC：380V、DC220V
额定电流：5A
防护等级： IP54
进线口规格：G1/2”
电缆外径：φ6~φ10（mm）

BAL系列防爆电铃

BCX53系列防爆插销

防爆标志：ExdIIBT6
额定电压：AC：220、110、36V
DC：36、24、12V
功率：≤20W
音响强度：≥75dB（R=2m）
防护等级： Ip54
防腐等级：WF1
进线口规格：G3/4”
电缆外径：φ9~φ14（mm）

防爆标志：ExdIICT6Gb/ExtDA21 IP65 T80℃

BAB系列防爆变压器

BK系列防爆空调

防爆标志：Exde II BT6
初级电压：AC：220V/380V
次级电压：6.3、12、24、36、127V
防护等级： IP54
防腐等级：WF1
进线口规格：G1”
出线口规格：G3/4”
进线电缆外径：φ11~φ18（mm）
出线电缆外径：φ9~φ14（mm）

防爆标志：ExdemnA[ib]ibIIBT4
ExdemnAib IIBT4

BCFZ系列防爆工业除湿机

BZA51系列防爆防腐控制按钮

额定电压：AC：220V/380V
额定脱扣电流：16A、32A
防护等级：IP54
防腐等级：WF1
使用类别：AC-1、AC-3
进线口规格：G3/4”~G11/4”
电缆外径：φ9~φ25（mm）

额定电压：AC：380V /220V
制冷量：2.3~28Kw
制热量：2.5~31Kw
循环风量：400~4000m3/h

防爆标志：Exd[ib]mnRIIBT4

防爆标志：Exed IIBT6Gb

额定电压：AC：380V/220V

额定电压：AC：220V/380V

除湿量：6.8~20Kg/h

额定电流：6A

额定功率：2.82~9.8Kw

防护等级：IP65

湿度控制范围：40~95%±5%

防腐等级：WF2

循环风量：2000~5600m3/h

进线口规格：G3/4”
电缆外径：φ9~φ1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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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QC系列防水防尘防腐电磁起动器

FXM（D）系列防水防尘防腐照明(动力)配电箱

额定电压：AC380V

额定电压：AC380V/220V
主回路电流：≤250A
支路电流：≤60A
支路数：4~20
防护等级： IP65
防腐等级：WF2
进线/出线口规格：G11/4”~G3”、G1/2”~G11/2
进线电缆外径：φ18~φ36（mm）
出线电缆外径：φ10~φ22（mm）

额定电流：9~95A
控制电机功率：≤45KW
防护等级： IP65
防腐等级：WF2
引入口规格：G1”~G11/2”
电缆外径：φ11~φ25（mm）

FZC系列防水防尘防腐操作柱

FXJ系列防水防尘防腐接线箱

额定电压：AC220V/380V

额定电压：AC220V/380V

额定电流：10A

额定电流：≤400A

防护等级： IP65

防护等级： IP65

防腐等级：WF2

防腐等级：WF2、WF1

使用类别：AC-3、AC-4
引入口规格：G1”
电缆外径：φ11~φ18（mm）
安装方式：挂式
（G）
、
立式
（L）

BXJ8030系列防爆防腐接线箱
ExeIIT6Gb
AC220V/380V
20A
IP65
WF2

FZA系列防水防尘防腐全塑主令电器
使用类别：AC-3、AC-4
额定电压：AC380V/220V
额定电流：10A
防护等级： IP65
防腐等级：WF2
进线口规格：G3/4”
电缆外径：φ9~φ14（mm）

FXK系列防水防尘防腐控制箱
AC220V/380V
10A
IP65
WF2
G3/4”
φ9~φ14
（mm）

FHZ系列防水防尘防腐转换开关
AC220V/380V
10A 25A 63A
IP65
WF1
G3/4”~G11/4”
φ9~φ14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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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爆电器

BXJ系列防爆接线箱

BHD51系列防爆接线盒

防爆标志：ExdeIIBT6Gb/ExtDA21 IP66 T80℃

防爆标志：ExdIIBT6Gb

额定电压：AC220V/380V

额定电压：AC220V/380V

额定电流：≤250A

额定电流：20A

防护等级： IP65

防腐等级：WF1

防腐等级：WF1

BHD51系列防爆接线盒/吊灯盒(新)

BHC系列防爆穿线盒

防爆等级：ExdIIBT6/CT6 Gb

防爆标志：ExeIICGb

防护等级：IP65

规格：G1/2”~3”

防腐等级：WF1

结构形式：A、B、C、D、E、F、G、H

规格：G1/2”~ G3”

防护等级： IP65

结构形式：A、B、C、D、E、F、G、H、I、J

防腐等级：WF1

BAG

CHD系列防爆接线盒

爆

封盒

防爆标志：ExdIICT6 Gb

规格：G1/2”〜2”

额定电压：AC220V/380V

结构形式：ZI、ZII、H、P

额定电流：20A

防护等级： IP65

防护等级： IP65

防腐等级：WF1

防腐等级：WF1

B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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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防爆标志：Exd II

列

爆

头

DQM系列防爆电缆夹紧密封接头

防爆标志：ExdIICGb/DIPA20

防爆标志：ExdIICGb/ExtDA21 IP66

规格：G1/2”~G4”

螺纹规格：G1/2”~4”

或：公制螺纹、NPT螺纹

或：公制螺纹、NPT螺纹

结构形式：A、B、C、D

结构形式：I~VIII

材质：I、碳素钢；II、不锈钢

材质：I、黄铜；II、不锈钢

防护等级： IP65

防护等级： IP66

DQM系列防爆夹紧密封接头

BHJ系列防爆活接头

防爆标志：ExdIICGb/ExtDA21 IP66

防爆标志：ExdIIGb/ExtDA21 IP65

螺纹规格：G1/2”~G3”

规格：G1/2”〜G4”

或：公制螺纹、NPT螺纹

或：公制螺纹、NPT螺纹

结构形式：I~IX

结构形式：A、B、C

材质：T 碳素钢；G 不锈钢

材质：I、碳素钢；II、不锈钢

防护等级： IP66

防护等级： IP65

BNG系列防爆挠性连接管

BAF系列防爆轴流风机

防爆标志：ExdIIC Gb

防爆标志：ExdIIBT4Gb

螺纹规格：G1/2”~G4”

额定电压：AC220V/380V

或：公制螺纹、NPT螺纹

额定功率：0.18~0.6kW

螺纹：内螺纹、外螺纹、内外螺纹

主轴转速：1450r/min

材质：I、橡胶护套；

叶轮直径：300~600mm

II、不锈钢网编制护套
长度：700mm、1000mm

风量：2280~8700m3/h
引入口规格：G3/4”
电缆外径：φ9~φ14（mm）

FAG系列防爆壁式排风扇

BTS系列防爆摇头扇

防爆标志：ExdIIBT4

引入口规格：G3/4”

防爆标志：ExdIIBT4
额定电压：AC220V/380V
额定功率：0.37～0.45Kw
主轴转速：1450r/min
叶轮直径：500～750mm
风量：110～300m3/h
引入口规格：G1/2”
电缆外径：φ6～φ10（mm）

电缆外径：φ9〜φ14（mm）

安装方式：L、落地式；B、壁式

BAS51系列防爆吊风扇

Bt35系列防爆轴流风机

防爆标志：ExdIIBT4

防爆标志：ExdIIBT4 Gb

额定电压：AC220V

额定电压：AC220V/380V

额定功率：80W

额定功率：0.12～2.2Kw

额定电压：AC220V/380V
额定功率：0.12〜0.37Kw
主轴转速：1450r/min
叶轮直径：300〜600mm
风量：1020〜7980m3/h

防护等级：IP54
风量：250m3/min;270m3/min
引入口规格：G3/4”
电缆外径：φ9~φ14（mm）

主轴转速：960r/min 、1450r/min、2900r/min
叶轮直径：280～710mm
风量：1649～21895m3/h
防腐等级：WF2
引入口规格：G3/4"
电缆外径：φ9～φ14(mm)
安装方式：I、壁式；II、岗位式；
III、固定式；IV、管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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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切关怀

郑元豹率领管理团队，栉风沐雨，砥砺前行，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不断创造中国民营企业追求卓越，创新发展的非凡业绩。习近平、李克
强、王岐山、胡春华、李强、李鸿忠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俞正
声、马凯、刘延东、刘奇葆、李源潮、孟建柱、郭金龙、赵洪祝等曾亲切接见郑元豹，省、市、自治区的党政领导先后莅临人民电器视察、指
导，并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热情的勉励。

VER.2021 C 人民电器版权所有

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

⻋站路555号

: 0577-62778508

: 0577-62795348 http: //www.peopleex.cn

对于本⼿册的内容，若因技术升级或采⽤更新的⽣产⼯艺，⼈⺠电器有权随时更改、变动，不再另作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