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型号：8002-1 型号：8002-2 型号：8003-1 
焦距：10.5 焦距：10.5 焦距：10.5 
角度：100° 角度：100° 角度：100° 
距离：5m 距离：5m 距离：5m 
尺寸：Ф23 尺寸：Ф23 尺寸：Ф23 

   

型号：8003-2 型号：8003-1C 型号：9002 
焦距：10.5 焦距：10.5 焦距：12 
角度：100° 角度：100° 角度：116° 
距离：5m 距离：8m 距离：7m 
尺寸：Ф23 尺寸：Ф22.7                      尺寸：24*16.7 

   
型号：8310 型号：8240 型号：8202-6 
焦距：10.5 焦距：10 焦距：20 
角度：100° 角度：120° 角度：120° 
距离：10m 距离：12m 距离：7m 
尺寸：Ф23   厚度:0.5 尺寸：Ф23.5                          尺寸：31×26×23.7H 

   
型号：7709-1 型号：7709-2 型号：7709-4 
焦距：7.6 焦距：5 焦距：12 
角度：90° 角度：89° 角度：90° 
距离：5m 距离：5m 距离：6m 
尺寸：Ф21 外径：Ф17  内径：Ф15  尺寸：外径 17  内径 15 

   
型号：7709-6 型号：7709-7 型号：2814 
焦距：5  焦距：9.5 焦距：10.5 
角度：90° 角度：90° 角度：140° 
距离：5m 距离：8m 距离：6m 
尺寸：Ф16.6   内径: Ф15 尺寸：18 尺寸：Ф28   厚度:0.6 



 

   

型号：8801-1 型号：8801-2 型号：8801-3 
焦距：26 焦距：26 焦距：26 
角度：100° 角度：100° 角度：100° 
距离：5m 距离：5m 距离：5m 
尺寸：Ф55 尺寸：Ф55 尺寸：Ф55 

   
型号：8102-1 型号：8102-2 型号：8102-4 
焦距：15 焦距：15 焦距：15 
角度：120° 角度：120° 角度：120 
距离：7m 距离：7m 距离：7m 
尺寸：64*52 外径：Ф49 内径：Ф37  外径：Ф43 内径：Ф36 

   
型号：001 型号：2091 型号：8731-1 
外径：Ф55 外径：Ф55 外径：Ф45.2 
内径：Ф44 内径：Ф44 内径：Ф41.7 
距离：10m 距离：10m 距离：10m 
角度：120° 角度：120° 角度：120° 

   
型号：8605-1 型号：8605-2 型号：8605-3 

焦距：15 焦距：15 尺寸：Ф33.5 外边Ф45.7 高度:11.8mm 

角度：100° 角度：120° 焦距：15mm 

距离：5m 距离：5m 厚度：0.7mm 

尺寸：Ф44mm Ф34.5mm                 规格：Ф44.5  角度:120° 

   
型号：8603-3 型号：8603-4 型号：8604 
焦距：17.5 焦距：17.5 焦距：18 
角度：120° 角度：120° 角度：120 
距离：7m 距离：7m 距离：6m 
规格：Ф45.9 规格：Ф45.9 外径：Ф51 内径：Ф35.5 



 

   
型号：8308-1 型号：8308-2(圆柱形) 型号：8308-3 
焦距：6 焦距：9.0 焦距：6 
角度：60° 角度：140° 角度：60° 
距离：5m 距离：8m 距离：5m 
尺寸：Ф11 尺寸：Ф12.5   高度:14.30 尺寸：Ф11 

   
型号：8308-4 型号：8120 型号：8120-2 
焦距：6 焦距：6 焦距：5.2 
角度：60° 角度：120° 角度：60° 
距离：5m 距离：5m 距离：5m 
尺寸：Ф10                        尺寸：Ф12.7   厚度:0.6          尺寸：Ф10.2    高度:8.70 

   
型号：8140 型号：8307-2 型号：8307-3 

焦距：8  焦距：12 焦距：12  

角度：140° 角度：60° 角度：90° 

距离：6m 距离：3m 距离：6m 

尺寸：Ф8   厚度:0.6 规格：Ф14 尺寸：21*21   厚度:0.6 

   
型号：NL-01 型号：NL-02 型号：003 
焦距：10.05 焦距：10.05  焦距：13.50 
角度：100° 角度：100° 角度：180° 
距离：10m 距离：10m 距离：10m 
尺寸：Φ24  高度:14.00 尺寸：Ф23.5   高度:12.30 尺寸：外径 43  内径 35.2 

   
型号：8109 型号：8006 型号：8020 
直径：24mm 焦距：4 焦距：5 
焦距：9mm 角度：100° 角度：100° 
厚度：0.7mm 距离：5m 距离：6m 
角度: 100° 尺寸：Ф9.35    高度:7.16 尺寸：43*20  高度:8mm 



 

   
型号：8134 型号：8135 型号：8136 

焦距：7.5 焦距：7.5 焦距：7.5 

角度：90° 角度: 90 ° 角度: 90 ° 

距离：6m 距离：6m 距离：6m 

尺寸：Ф14.8                      规格：Ф14.8                      规格：Ф14.8 

   
型号：RX-40 型号：LX-402 型号：8019 
焦距：20 焦距：20 焦距：10 
角度：120° 角度：120° 角度：120° 
距离：8m 距离：8m 距离：10m 
尺寸：Ф55   1/4 圆                 尺寸：67*78 尺寸：Ф19 

   
型号：8014 型号：8005 型号：8005-1 
焦距：6  焦距：10.5 焦距：10.5 
角度：120° 角度：100° 角度：100° 
距离：6m 距离：8m 距离：8m 
尺寸：外径Ф16  内径Ф14 尺寸：Ф23   高度:17 尺寸：Ф22.8   高度:12.40 

   
型号：8120-1 型号：7709-8 型号：8120-3 

焦距：12 焦距：15.50  焦距：5.2 

角度：60° 角度：120° 角度：60° 

距离：3m 距离：8m 距离：5m 

规格：Ф13.4 尺寸：Ф22.8   高度:17.28 规格：Ф10.2*Ф9.43 高 8.80 

   
型号：8006-1 型号：RX-30 型号：RX-50 
焦距：4.0 焦距：20 焦距：25 
角度：100° 角度：120° 角度：120° 
距离：5m 距离：8m 距离：10m 

 
 

 

 

 

 

   

 
 
 
 
尺寸：Ф9.32            尺寸：高:30 宽:50                 尺寸：高:55 宽:60 



 

   

型号：8308-7 型号：7709-1A 型号：7450 

焦距：5.4 焦距：8 焦距：22 

角度：90° 角度: 90 ° 角度: 120 °

距离：6m 距离：8m 距离：12m 

尺寸：Ф11                        规格：Ф20.8                      规格：Ф74.5* Ф74.5 

   
型号：NL-03 型号：8103 型号：8202-8 
焦距：11.6 焦距：8.7 焦距：12.6 
角度：120° 角度：100° 角度：120° 
距离：10m 距离：8m 距离：10m 
尺寸：Ф23.3   内径:Ф21.3         尺寸：18*18.6*13.2(高)            尺寸：15.8(21)*21.1(32.8)*17(高) 

   

型号：7709-3 型号：8308-6 型号：7709-1B 
焦距：9.0  焦距：9.0 焦距：7.6 
角度：120° 角度：120° 角度：100° 
距离：8m 距离：9m 距离：9m 
尺寸：外径Ф17.8  内径Ф12 尺寸：Ф12.4(13.4)   高度:15.5 尺寸：Ф21   高度:12.72(16.8) 

   
型号：8102-3 型号：8320 型号：8603-5 

焦距：15 焦距：17.5  焦距：17.5 

角度：120° 角度：120° 角度：120° 

距离：7m 距离：9m 距离：7m 

规格：Ф45 尺寸：外径 Ф44.8 内径 Ф32.00 规格：外径 Ф45.9 内径 Ф33.3 

   
型号：8003-1E 型号：8003-1A 型号：8340 
焦距：10.0 焦距：10.0 焦距：15 
角度：100° 角度：100° 角度：120° 
距离：9m 距离：9m 距离：10m 
尺寸：Ф22.47   高度:16 尺寸：Ф23.5  高度:16.3(厚度 1.0) 尺寸：外径 Ф44.6 内径 Ф35.00 



 

   
型号：8604-1 型号：8603-4B 型号：8605-2C 

焦距：18 焦距：17.5 焦距：15 

角度：120° 角度: 120° 角度: 120° 

距离：10m 距离：8m 距离：8m 

尺寸：内径 34.3 外径 52.5 规格：内径 32.8 外径 37 规格：内径 32.8 外径 34.6 

   
型号：8102-1 型号：8002-3 型号：8050 
焦距：15 焦距：10.5 焦距：50 
角度：120° 角度：100° 角度：120° 
距离：8m 距离：8m 距离：8m 
尺寸：内径 36 外径 45 尺寸：?23 尺寸：内径 ?95.8 外径 ?100 

   
型号：8120-4 型号：8120-5 型号：7709-2B 
焦距：6.0 焦距：6.0 焦距：5.0 
角度：120° 角度：120° 角度：100° 
距离：7m 距离：5m 距离：7m 
尺寸：Ф12.45  高 10.78 尺寸：Ф12.5   高度:10.45 尺寸：Ф17  高度:9.00 

   
型号：7709-9 型号：7804-4A 型号：8604-2 

焦距：6.0 焦距：22 焦距：18 

角度：120° 角度：120° 角度：120° 

距离：7m 距离：7m 距离：10m 

规格：Ф17.5 规格：16.0*45.8(10.0*39.6) 尺寸：内径 36.0 外径 43.5 

   
型号：8003-2A 型号：8727-1A 型号：8225 
焦距：10.0 焦距：17.5 焦距：10 
角度：100° 角度：85° 角度：120° 
距离：7m 距离：3m 距离：6m 



 

   
型号：8341 型号：RX-23 型号：8604-3 

焦距：15 焦距：25 焦距：18 

角度：120° 角度: 100° 角度: 120° 

距离：10m 距离：7m 距离：10m 

尺寸：外径 Ф44.6 内径 Ф35.00 规格：长 32.5*宽 19.6*厚 6.20 规格：内径Ф 35.68 外径Ф 50.75 

  

 

型号：8605-4 型号：002 
焦距：15 焦距：30 
角度：100° 角度：135° 
距离：6m 距离：10m 
尺寸：内径Ф 33.95 外径Ф 43.5     尺寸：内径 62.5 外径 67.8 高 3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