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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光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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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光消防标识

夜光墙贴疏散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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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光标识 /

规格 材质 单位

250×315mm 自粘性乙烯、聚丙烯板材、夜光标识、高亮夜光标识 个

 高品质印刷效果，夜光材料，背面自带不干胶
 清楚的标识消防器材的位置，在危险时刻快速准确找到消防器材
 低高端夜光标识满足不同客户人群要求

 夜光材料，背面自带不干胶 ，安装方便，提示醒目
 规格：120×300mm
型号 描述 单位
E9001 E9002 E9003 E9004 E9005 经济型夜光墙贴疏散标志 个
A4112 A4113 A3190 A3189 A3191 夜光墙贴疏散标志 个

E0500 E0501 E0502 E0503 E0504 高亮夜光标识 个

 普通夜光标识吸光 1小时可持续发光 20小时
 高亮夜光标识吸光 1小时可持续发光 80小时

  黑暗中给你安全疏散指示，有效适用于狭长的走道、过道和楼梯
 无需电源，免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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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视角夜光消防标识 / 简易型安全图框 /

Evacuation MapEvacuation MapEvacuation MapEvacuation Map

简易型安全图框

描述 规格 单位
简易型安全图框 292×327mm 个

Evacuation Map

Evacuation Map

A4038

Department Area Map

A4039

全视角夜光消防标识

 mm5.1 标准铝板衬底，特殊发光材
质使标识于任何场所环境下可视

 室内室外均可使用
 180超大视角
 产品材质精良，持久耐用
 折弯边配备预留安装孔，使得产品安
装更方便

描述 单位
全视角夜光指示标识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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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设备使用指南

 灭火器，消防栓使用图
例采用图文并茂的方
式，将灭火器，消防栓
的使用方法直观的展示
出来，保证在发生紧急
情况时，人员可以正确
使用消防器材

E8571

1.打开或击碎箱门，取出消防水带 2.展开消防水带

3.水带一头接在消防栓接口上 4.另一头接上消防水枪

5.打开消防栓上的水阀开关 6.对准火源根部，进行灭火
火警电话：119

E8555

H0848

H0847

型号 描述 规格 单位
E8555 灭火器使用指南 250×315mm 个
E8571 消防栓使用指南 250×315mm 个
H0675 手提式灭火器使用方法 250×315mm 个
H0676 消防软管卷盘使用方法 250×315mm 个

H0676H0675

M11368

M11362 M11363 M11364M11360

M1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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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急逃生图 / 自发光楼梯标识 / 夜光胶带 /

简易紧急逃生图

  红色亚克力背景色，加强产品本身的识别度；
  内置逃生图有别于其他类别，该系列更为简便，易操作；
  产品规格：300*400mm

型号 描述 规格 颜色

M11315 简易紧急逃生图（外框） 300×400mm 红色

可按客户要求定制
请注明产品尺寸、规格、数量，如有疑问请咨询客服。

紧急逃生组合

  独特设计，可替换式紧急逃生图系列组合，大大节省了开支空间；
 两种不同颜色不同款式的组合可供您选择；
  侧面厚度达 10mm的紧急逃生组合，自重轻，安装简便；

M11145型号 描述 规格 单位
M11145 紧急逃生图外框 530×455mm 件

M11146 紧急逃生图 500×380mm 张
M11147 圆角外框 500×436mm 件
M3421 紧急逃生图内图 470×365mm 张
A3949 A3 紧急逃生图外框 450×360mm 张
A3950 A3 紧急逃生图 297×420mm 张
A3951 A2 紧急逃生图外框 505×624mm 件
A3952 A2 紧急逃生图 420×594mm 张
M11148 紧急逃生图 470×365mm 张

可按客户要求定制
请注明产品尺寸、规格、数量，如有疑问请咨询客服 800 988 0332

自发光楼梯标识

型号 描述 规格 单位

B0001 夜光胶带 -楼梯用 30mm×10m 卷

夜光胶带

型号 描述 宽度（mm） 单位
M3290 夜光胶带 50 卷
M3402 夜光胶带 75 卷

夜光指示类胶带

 该产品由胶带、荧光粉和透明塑料薄膜组成；
 具有一定的阻燃功能，适用于 20-50℃的环境，优良的耐热耐寒性能；
 该荧光胶带不仅具有粘贴的功能，更重要在于黑暗处起到指示作用；
 独特箭头指示及设计，可将指示作用标示的更清晰明了；
 多种规格多种款式包装可供选择，满足您的不同需求；
型号 描述 规格 单位
M3291 发光障碍物指示条 100mm×10m 卷
M3403 箭头指示胶带 50mm×10m 卷

M3291
M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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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型磨砂自发光方块和长条 铝板发光转角标识

独特地面逃生类标识，便于给您在慌乱中一份安全的保障

自发光疏散指示地贴

安全门标识标示导引 紧急出口门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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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发光胶带 / 铝板发光转角标识 / 疏散指示地贴 / 紧急出口门套 /

型号 描述 规格 单位
A4002 经济型磨砂自发光胶带 25mm×18m 卷

A4003 经济型磨砂自发光胶带 50mm×18m 卷

 ●全进口，特殊自发光材质，磨砂表面
 ●蓄光后持续发光 6小时
 ●环保材料，无毒无辐射
 ●粗砾的磨砂表面防滑，防跌倒
 ●室内使用

M3292

 ●  独特的设计感，使得在光源较弱的情况下有效避免受到障碍物阻挡而受伤
的情况

型号 描述 规格 单位
M3292 铝板发光转角标识 600mm×190mm  个 

 ●
M3401

M3294/E1288H0532

型号 描述 规格 单位
M3293 疏散指示 150×300mm 个
M3294 疏散指示 199mm 个
M3401 疏散指示（Emergency Exit） 270mm 个
E1289 疏散指示（高亮） 150×300mm 个
E1288 疏散指示（高亮） 199mm 个
E8567 三向夜光箭头 200mm 个
E8568 四向夜光箭头 200mm 个
E8569 两向夜光箭头 200mm 个
E8570 单向夜光箭头 200mm 个

E8567 E8568 E8569 E8570

为了进一步显现安全门在于消防逃生的重要性，赛盾为您独家提供品种繁
多的产品，专业的方案意见

自发光或蓄电型
疏散指示

自发光门把标示

安全出口门底部
边缘不得安装墙
面贴边贴角

自发光疏散指示

自发光门套

 ●  在光线较弱或者无光线情况下，
能够清晰反应逃生门所在位置；

M3286

型号 描述 规格 单位
M3286 紧急出口门套 82×1000mm  套

 ●  与夜光类产品配套使用效果更佳
 ●含铝合金外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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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塑外框
 逃生疏散指示清晰

自发光紧急疏散指示
逃生类的必备之选

a b c d

型号 描述 规格 单位
M3287 注塑外框 120×330mm 个

 适用于各种场所
 产品规格：120×330mm

疏散指示条

 无毒 , 无害 , 无放射性 
 极高的发光亮度 , 无限次循环使用
 较低的生产制造成本
 不需任何电源 , 是一种节能产品
 含铝合金外框

M3285

型号 描述 规格 单位
M3285 疏散指示条 82×1000mm  套

LED 蓄电疏散指示

  该产品广泛应用在商场、 酒店、写字楼等公共场所以及各种工业和民用建筑的出入口处、走廊，
在紧急情况下，为人员疏散或逃生照亮疏散通道，正确指引人群按安全方向撤离

 铝合金壳体，精致轻便
  超高亮 LED 光源，寿命长、能耗低，绿色环保单面设计，可壁装、吊装
售完即止

f g

型号 描述 规格 单位

M10007 LED蓄电疏散指示 出口 262×142mm  个

消防应急标志灯

 规格：350*150*30mm单面 /双面
 主电电源：AC220V/50HZ；

 光源：高亮绿光椭圆 LED；

 功率：＜ 2W；表面亮度；大于 50CD/M2；

 充电时间：≤ 24Hn；

 应急时间：≥ 90miN；

 工作模式：自带电源，持续型；

 备用电源：镍镉电池，1.2V800Ma；
 材质：航空铝材，表面深层喷砂氧化处理
 仪表高白玻璃 /防紫外线墨；
 电路设计；电脑单片机控制，具有月。年自动巡
检和故障自动报警功能，电池保护功能

 安装方式：壁挂，吊装
 产品满足消防应急灯具标准；GB17945-2010

型号 描述 单位
E6534 明装结构，壁挂或者吊装  单面 个
E6535 吊装  双面 个

 产品获公安部消防产品准入

/ 安全门把标识 / 疏散指示 / 消防应急标志灯 /

出口
EXIT

e

安全门把标识

  采用 1.5mm PVC 材质，使得门
把标识更坚固耐用

 独特设计理念
 通过最巧妙最简单的方式将信息
传递

  适用于各类工作场所，如会议室，
接待室，病房等等

规格 颜色 单位

80×250mm 如图 个

A4096

EVACUA TED

售完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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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应急标志灯

 规格：350*140*25mm单面350*140*30mm双面  350*140*45mm 嵌入式
 主电电源：AC220V/50HZ
 光源：高亮绿光椭圆LED
 功率：＜2W；表面亮度；大于50CD/M2
 充电时间：≤ 24Hn
 应急时间：≥ 90miN
 工作模式：自带电源，持续型
 备用电源：镍镉电池，1.2V800Ma
 材质：精制钢板，电镀不锈钢拉丝
 仪表高白玻璃 /防紫外线墨
 安装方式：壁挂，吊装，嵌入
 电路设计；电脑单片机控制，具有月 ,年自动巡检和故障自动报警功能，电
池保护功能
 产品满足消防应急灯具标准；GB17945-2010
 产品获公安部消防产品准入

型号 安装方式 单位
E6536 明装结构，电镀框，壁挂或者吊装  单面 个

/ 消防应急标志灯 /

 采用双金属壳体，安
装方便快捷，电路设
计合理性能稳定持
久，采用高亮度进口
（韩国）LED 发光管，
光效高，寿命长

型号 描述 单位

E7298 应急标志灯（单面） 个
E7299 应急标志灯（双面） 个

应急标志灯

技术参数：
 外型尺寸：360(L)x150(H)x23(W)
 壳体材料：拉铝型材壳体，玻璃面罩
 光源类型：LED 6颗
 光源功率：1x0.6W
 主电电源：220V~50Hz
 主电功率：＜ 0.3W(充电 )/0.6W(充满 )
 电池规格：1.2V AA600mAh
 安装方式：挂装 D1＝ 2300mm 

                    吊装 D2＝ 205mm
 结构形成：单面 /双面
 环境条件：-10℃ ~50℃ RH：≤ 90%

 电池寿命：4年
 应急时间：≥ 90分钟
 转换时间：≤ 1秒
 充电时间：≤ 24小时
 工作模式：非持续式
 防护等级：IP40
 组态：独立地址编码
 总线技术：
LONWORKS:LonBus-PL 
控制总线

 产品满足消防应急灯具标
准；GB17945-2010

A1 A2

B1B4

消防应急照明灯
 尺寸：240×25×20mm
 光源：日光灯
 光源功率：＜ 36W
 应急时间：≥ 90min
 工作模式：非持续型
 充电时间：≤ 24H
 主电电源：AC220V/50HZ
 备用电源：镍镉电池棒状 . 4.8V1800MA
 安装方式：明装、嵌入、壁挂、吊装

 用途 ; 按装于各种 36W日光灯具中
 产品获公安部消防产品市场准入

 准入证号 ;073124850552ROM

型号 描述 单位
E6542 安装于各种 36W日光灯具中 个

售完即止

售完即止
售完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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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功率防爆手电 中功率防爆手电

中功率防爆头灯（LED）专业级 LED充电式头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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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款手电是世界上最受欢迎 , 可用于各类场所的一款小型手电；
 筒身采用GE 的 Xenoy树脂，坚固耐用，抗化学物质腐蚀，耐极限温度；
 携带更加方便；
 潜水型，可在水下 500英尺（152米）处使用；
 尺寸：长度 10.4 厘米；电池：2节 7号碱性电池，可持续使用 2小时；
 光亮度：7流明；
 重量：0.05 公斤

型号 描述 单位
A4616 小功率防爆手电 个

 

/ 头灯 / 防爆手电 /

  此款手电是世界上安全认证最多的产品，抗冲击聚碳酸酯灯头及前聚焦氙
灯胆制造出的光束可穿透水，烟，雾和雨，比普通手电亮 4倍

  极性电池安全架专利发明，使得用户绝对不可能放借电池正负极，从而更
有效安全使用地保证了电筒的

  潜水型，可在水下 500英尺（152米）处使用
 旋转灯头或开关
  尺寸：长度 20厘米；电池：3节 2号碱性电池（不包括，需自备），可持
续使用 5小时；

 光亮度：33流明；
 重量：0.34 公斤

型号 描述 单位
A4428 中功率防爆手电 个

 灯头可上下调整 90度，光线可照亮任意角落
  尺寸：长度 6.7 厘米；电池：4节 1号碱性电池 ( 不包括，需自配 )，可
持续使用 400小时 ( 低亮 )，15小时 (高亮 )

 ABS 树脂壳体可防高强度撞击，
坚固耐用，抗化学物质腐蚀

 内含 1 个超亮卤素灯泡和 3 个
LED 灯泡，可根据需要调整亮度

 手拨式开关可以调整到低亮或高
亮位置

型号 描述 单位
A4615 中功率防爆头灯（LED） 个

型号 描述 单位 
H0848 专业级 LED 充电式头 台

 ABS 塑料材料
 照明时间长达 6.5 小时
 0.8W 超大光源功率照明
 轻巧方便高效电量，头部软垫加
厚海绵

 电池容量：400mAh
 充电额定电压：AC90~240V 
50/60HZ

 充电额定电流：AC0.08A 0.5W
 使用温度：-10℃ ~40℃

 使用空气湿度：<90%
 温馨提示：充足电约 8个小时；充满
电时，一档可连续使用约6.5 个小时，
二档可连续使用 3.5 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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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器箱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D 型灭火器系列

E7293/E7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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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置地翻盖式灭火器箱 ,按照国标
GB4351-2005《灭火器箱》要求制造

 可用于固定存放手提贮压式干粉灭火器
系列、手提式机械泡沫灭火器系列、手
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系列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适用范围 外形尺寸（mm）高 x宽 x厚 单位
E6391 XMDF8 8号灭火器箱 2具 2kg干粉灭火器 410×170×300 个
E6392 XMDF9 9号灭火器箱 2具 4kg干粉灭火器 530×180×380 个

型号 重量 灭火器容量 有效喷矩（m） 灭火级别 单位
E7036 2kg ≥ 8 ≥ 3 1A3BC 个
E7037 3kg ≥ 13 ≥ 3 2A5BC 个
E7038 4kg ≥ 13 ≥ 3 2A9BC 个

 干粉灭火器 (ABC) 系列 , 为贮压式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
 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剂采用了全硅化防潮工艺 , 具有流动
性好、储存期长、不易受潮结块、绝缘性好和使用广
泛等特点

 干 粉 灭 火 器 (ABC) 系 列 手 提 式 按 照 GB4351、
GB12515 要求制造 , 是一种应用范围广 , 灭火效力高
的灭火器

 使用温度为 -20℃到 55℃ , 存放环境温度为 -10℃到
45℃

 除了能有效地扑灭各种油类、易燃液体、可燃气体和
电器设备等各种初起火灾外 , 还能有效地扑救木材、纸
张、纤维等 A类固体可燃物质的火灾

 是船舶、车辆、仓库、工厂、商场等必备消防器材

型号 描述 单位
E7291 车载泡沫灭火器 0.95kg 红色 个
E7292 D 型干粉灭火器 8kg  普通轻金属 个
E7293 D 型干粉灭火器 8kg  活跃金属 个
E7294 D 型干粉灭火器箱 105*50*32cm 个

D类火灾的种类，特点：
 D类火灾是指轻质金属和烷基类物质火灾
 轻质金属物质火灾如：镁、钛、锂、钠、铷、钯，碱金属类物质等
 烷基类物质火灾如：三乙基铝，正丁基锂，三乙丁基铝物质等
 由于此类物质是属于轻质金属极易复吸空气中的氧气和水分子，从而产生
氧化可燃类氢、烷气体，发生燃烧、爆炸。由于该类物质的特殊特性，一
旦发生火灾非专业灭火器，剂无法将其扑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轻质金属
发生火灾严禁用水施救，否则将发生更大的爆炸性灾难。如果一旦发生此
类火灾须采用专业的 D类灭火器进行有效扑灭，万一没有储备该类灭火器
设备可采用沙土将其隔离，覆盖让其自行燃烧殆尽，防止灾害进一步扩大

 产品保质期 5年

技术优势：
 该系列灭火器考虑到经济实用性，当保护区小面积火灾时，不需要启动固
定式干粉灭火系统时，可以灵活使用配置在现场的移动式D类干粉灭火器，
小剂量使用干粉灭火剂（注：检测数据为每公斤三乙基铝仅需要 6公斤灭
火剂，是其它企业使用量的 60%），达到快速扑灭火灾的目的

 同时考虑到D类火灾特殊性，为D类灭火器设计了一个可快速装卸的干粉
施放手持金属管（专利技术），有助于将干粉灭火剂有针对性地喷射至所
需要的（远、近）着火部距离，增加了消防人员与火焰的安全距离

快速接头打开，卸下金属喷管，进
行稍远距离灭火，避免近距离灭火
效率低下

快速接头合并，连接金属喷管及减压头，
进行近距离低压灭火，防止燃烧物质飞溅，
出现意外

D-Mg（轻质金属）干粉灭火器技术参数：

型号 容量 施放时间（s） 喷射距离 贮存压力 使用温度 有效保
护范围

kg 无减压   有减压 无减压 有减压 （MPa） （℃）   m2

8 ＞ 40s ＞ 42s ＞ 5.5m ＞ 1.5m 1.2MPa -20～ +55  0.5

  药剂含量：氯化钠 80.5% 工作压力：1.2MPa 驱动气体：惰性气体

  燃烧物扑灭 15分钟表面温度：200℃

 水基型灭火器
 适用范围：A,B,C 类初期火灾
 说明：水成漠泡沫灭火剂 3%
 水压试验压力：2.1Mpa
 驱动气体：惰性气体
 驱动气体压力：1.0Mpa
 重量：0.95kg 
 产品保质期：三年

/ 灭火器 / 灭火器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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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毯

逃生工具应急五件套箱

防火毯

逃生绳

扩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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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毯是配备于企业、商店、船舶、汽车、民用建筑物上的一种简便的消
防初始灭火工具，特别适用于家庭厨房、宾馆、娱乐场所、加油站等一些
容易着火场合，防止火势蔓延及保护逃生用

  它是一种经过特殊处理的玻璃纤维缎纹织物，如绸缎一样光滑、柔软、紧
密、而且不刺激皮肤。它的厚度为 0.43mm，对于须远离热源体的人、物
是一个最理想和有效的外保护层，并且非常容易包扎表面凹凸不平的物体，
在无破损的情况下可重复使用

 是国家专利产品

型号 描述 规格 单位
M10017 灭火毯 1.0×1.0m 件
M10018 灭火毯 1.2×1.8m 件

  安全锤：逃生安全锤是指当出现意外情况时用以击碎玻璃、割断安全带等
方式进行逃生的工具。逃生安全锤用于车辆，船只，家庭备用物品，意外
紧急时是报警及逃生的有效工具，是开车 /野营 /家庭生活的好伴侣
  腰斧：本产品是消防战斗员个人破拆装备，斧口可破拆一般木质门窗以及
铁皮。斧头可再倾斜屋顶行走时，借力作为支撑用，斧柄可作为简易杠杆
撬阴井盖等重物，斧柄上绝缘层可绝缘 220V电压

型号 描述 单位
E2251 安全锤 个
E2250 腰斧 个

  产品参数：灭火器一只、防爆手电一只、消
防手套一双、自救呼吸器一只、自救绳一条

 是消防逃生的必备选择

型号 描述 单位
E2142 应急五件套箱 套

型号 描述 规格 单位
M10009 防火毯 1.0×1.0m 件
M10010 防火毯 1.2×1.8m 件

  防火毯柔软且有韧性，是包扎表面
凹凸不平物体和设备的理想选择；
具有紧密的结构和耐高温性，能良
好地保护物体远离热力点及火花
区，且彻底阻烧，是一种较为经济
的阻火层和挡火帘

 耐高温达 550℃
 厚度 1.0mm

  适用于在大型商城、超市、 宾
馆等公共娱乐场所进行动火施工
时：如焊接、切割等；

型号 描述 单位
E2197 ø16 逃生绳 (20 米 ) 个
E2199 ø8逃生绳 (20 米 ) 个

 材质：聚脂纤维布（防水、防火、耐磨材料）
 承重：400公斤
 配件：救生钩
  用途：

   当发生火灾等灾难时，将救生绳的一端用救生钩固定，另一端系在使用者
的腰上，双手抓住绳子，顺墙体缓慢的下降，直至地面。

 性能：
 最小断裂拉力（N）：＞ 14700
 经高温处理后的最小断裂拉力（N）：＞ 14700
 经低温处理后的最小断裂拉力（N）：＞ 14700
 经高温处理后的断裂延伸率（%）：＜ 14
 经低温处理后的断裂延伸率（%）：＜ 15
 经清水浸湿后的断裂延伸率（%）：＜ 22.5
 抗冲击性能：安全绳经高 2M、100KG 的负载自由落体冲击后，无断裂现
象

/ 应急五件套箱 / 逃生工具 / 防火毯 / 逃生绳 / 扩音器 /

   

型号 描述 单位 
E7068 扩音器     个

 吸顶扬声器适合播音，呼叫，背景
音乐及消防报警

 广泛适用于酒店，商业大厦，工厂，
商业小区，广场，学校，超市，快餐厅，
地下车库等地方

 外观简约时尚，推入式连接器，安
装方便灵活，音质细腻，高度保真

 尺寸：219*168*8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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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头盔

 材质：ABS 增强塑料
  头盔由盔壳、面罩、披肩、缓冲层
等部分组成，半盔式设计，款式新颖，
具备防尖锐物品冲击、防腐蚀、防
热辐射、反光、绝缘、轻便等性能

型号 描述 单位
E2175 消防头盔 个

消防手套

  消防手套用于危险作业手部保护。
具备防锐器切割和摩擦系数大等性
能。消防手套由阻燃外层、防水层、
隔热层和衬里组合而成。具备阻燃、
隔热、防水性能

  高温手套用于高温作业时手部防护。
具备隔热耐高温、阻燃等性能。耐
热温度为 1000℃。材质：铝箔复合
阻燃织物

型号 描述 单位
E2183 消防手套 套
E2185 防高温手套 套

/ 逃生手电筒 / 自动闭门器 / 烟雾报警器 / 呼吸器 / 消防手套 /

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

技术优势
 突破自救呼吸器现有的技术缺陷，因
佩戴使用者嘴唇贴近滤毒罐时由于过
滤罐发热而烫伤。本公司生产的防烫
型（专利技术）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
器在滤毒罐口鼻位置设计了防烫隔热
装置，保证佩戴者使用更安全，操作
更简单，为火灾逃生时赢得宝贵时间。

型号 描述 防毒时间 单位
E7029 过滤式呼吸器 ( 普通 ) ≥ 30分钟 套
E7030 过滤式呼吸器 ( 夜光 ) ≥ 30分钟 套

用途
 TZL30型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是宾馆，办公楼，商场，银行，邮电，电力，
医院，地铁，轮船，车站，码头，公共娱乐和住宅等场所预防及发生火灾
事故时，必备的个人防护呼吸保护装置。

主要技术参数
 防毒时间：≥ 30分钟或，两款可供选择。防毒，防烟，防火，防热辐射多
种保护，密封性好，适用于成年人各种脸型。

 防护对象：一氧化碳（CO)，氰化氢（HCN），毒烟，毒雾。本呼吸器有
特殊药剂成份，可用于综合防毒。

 油雾透过系数：＜ 5%
 吸气阻力：＜ 800pa

应急逃生手电筒     

型号 描述 尺寸 单位 
E7069 应急逃生手电筒          19CM*3.0CM*3.0CM     个

 -警示灯：位于手柄部位，有独立开关，发光二极管红光闪烁，可将产品
磁性头部吸于车顶，起报警作用

 注意： 本产品有磁性，不要与金属物体或会被磁性影响的物体放在一起。 
本产品请放于汽车内、或者家中，以备意外时使用，不要随身带走。 使用
时请取出电池，当需要用时再次装入。 灯泡部位请不要多拧 ,电池是从磁
铁部位旋开安装的

 本产品用于夜间故障警告及车祸逃
生之用，也可用于普通照明工具：

 -救生锤/安全锤：尖锐牢固的榔头，
遇事故时打碎玻璃逃生

 -割刀：钩状内嵌式刀片，遇事故
时割断安全带逃生

 -手电筒：位于手柄前端，有独立
开关，可提供持续照明

烟雾报警器

型号 描述 单位 
E7088 烟雾报警器     个

功能特点：
 手动测试 自动复位
 光电传感器
 联网输出 /LED 指示报警
 超薄结构设计
 环境适应性强
 SMT 工艺制造，稳定性强
 防尘防虫，抗白光干扰设计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DC12V
 静态电流：≤ 10uA
 报警电流：≤ 15mA
 工作温度：-10℃ ~+50℃
 工作湿度：≤ 95%RH

 报警方式：无线信号输出 /LED指示报警
 监测面积：20平方米
 灵敏度等级：1级
 报警输出：继电器输出（常闭）
 外形尺寸：Φ107*35mm

防火门自动闭门器     

型号 描述 单位 
E7087 防火门自动闭门器     个

 带止动功能，（90度）定位，及（180
度）无定位

 油封采用进口材料，更好地防止漏油
 活塞齿条采用碳钢制造，经高频调质
处理，使产品使用寿命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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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燃服

型号 描述 单位
E2150 阻燃服 套

 符合GA10-91 标准并通过省级鉴定 
 材质：阻燃抗湿织物 
 颜色：果绿色 
  应用场合：用作灭火战斗的普通防护服装 
阻燃性能，其损毁长度≤ 12cm 续燃时间
≤ 2s， 阻燃时间≤ 10s 

 规格：特、大、中、小号

 符 合 Q/321203CAA008-1999 标 准
并通过省级鉴定 

 材质：进口阻燃、防水、隔热、透气
层布料 

 颜色：草绿、桔红、灰绿、果绿色 
  应用场合：用于进入火场 时穿着
的战斗服 阻燃性能，其损毁长度
≤ 10cm，续燃时间≤ 2s，透汽量
≥ 1000g/m2·d，TPP 值≥ 28cal/cm2 
重量 /套≤ 3.5kg 

 规格：特、大、中 、小号

阻燃服

型号 描述 单位
E2151 阻燃服 套

/ 阻燃服 / 消防灭火战斗服 / 防护靴 / 对讲机 /

防护靴

型号 描述 单位
E8566 消防员灭火防护靴 双

 符合GA6-2004《消防员灭火防靴》标准并
符合以下要求：手拎式，用于小腿部和足
部防护

 具备阻燃、防穿刺、防滑、防水、电绝缘、
耐高温和低温、耐一般酸碱性能

 材料：橡胶帮面，橡胶靴底护靴；靴帮中
加入防火隔毡，耐高温性好。国产优质抗
老化橡胶成型，多层结构，靴头带钢头防
砸（测试冲击力 10.78KN）, 钢头两侧带绝
缘橡胶层 , 靴底有钢中底防刺穿，抗穿刺
性能≥ 1100（N），电绝缘性能：击穿电压
≥ 5000（V），泄漏电流＜ 3毫安

 靴底为特殊防滑设计 , 靴主体为黑色配黄色。靴面无有起皱、砂眼、杂质、
气泡、疙瘩硬粒、亮油擦伤现象。靴面与夹里布、内底布以及防砸内包头
衬垫平整，无脱壳现象。无脱齿弹边、脱空、开胶、喷霜、过硫和欠硫现象。
脚码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尺码：39-45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E6804 T6 民用对讲机 台

 5 种可选呼叫警示音
 背光显示
 耳机插孔
 通话结束确认音
 定时器
 房间监听
 电池充电器
 电量提示
 频道监听
 频道扫描

民用对讲机

隔热服

型号 描述 单位
E2149 普通隔热服 500度 套
E2148 防火隔热服 1000度 套

 材质：铝箔复合阻燃织物
  应用场合：应用于辐射温度 500度或 1000
度 近火场高温区 
 组成：头罩、上衣、背带裤、手套、护脚

商用对讲机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E6810 SPU630 SPU630 商用对讲机 台

 语音播报电量，低电量语音提示
 频率：400-470MHz(UHF 段 ) 或者 150M(VHF) 
 射频功率：4W
 常规信道数量：16个 
 电池容量：2000mAH 
 电池类型：锂电池 
 待机时间：200小时
 电压：3.7V
 体积（高 *宽 *厚）：115mm*55mm*30mm
 重量：180克（主机带电池和天线）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E6817 A10 专业对讲机 台

 机身轻便小巧，出色的语音质量，灵活、耐用
的电池解决方案，语音激活（VOX）内置语
音整理功能增强了保密性。可定制和扩展 PL/
DPL 代码

 频率范围 438至 470MHZ，146至 174MHZ
 音频输出 2000mW  信道容量：10个信道
 信道间隔 12.5/25KHZ

专业对讲机

 键盘锁
 自动关机功能 
 通讯频道数量：20个 
 静音码：121个 
 频率范围：409-410MHz 
 产品功率：0.5W 
 免持功能：支持 
 机身颜色：黑色，灰色 
 产品尺寸：210x170x95mm 
 产品重量：10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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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E6806 商用对讲机 台

 ●机身轻巧，手感舒适，LCD 液晶显示，
1100毫安锂电，快速充电，防雨淋防尘
设计，坚固耐用，实用高效

 ●电源输入 输
出

 ●尺寸 ：97mm*57mm*33mm 
 ●距离 5 公里 
 ●频道数量 32 个 
 ●静音码 组 组 

 ●频率范围 400-470MHz 
 ●背景照明 支持 
 ●重量 230g 

 ●信令 -DTMF 选件板 - 有
 ●键盘 - 无
 ●显示屏 - 无
 ●紧急呼叫按钮 - 无
 ●电池使用时间 -10 个小时（高功率）、13 个
小时（低功率） — 使用标准镍氢电池

 ●美国军用标准 - 美国军用标准 810C、D 和 E
 ●本质安全 - 否
 ●重量 (g/kg) -437g（带标准镍氢电池）
 ●功率输出
 ●频率 -403-440MHz，438-470MHz
 ●信道容量 -16
 ●外形尺寸（长 X 宽 X 厚） -126.5mm x 
61.5mm x 43mm（带标准镍氢电池）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E6813 GP328 防爆对讲机 台

 ●功能强大、用途广泛，将最佳对讲机功能与最新数字技术结合在一起。
GP328 手持对讲机无缝集成了语音和数据，提供易于使用的增强型功能和
业务关键优势，如智能音频。GP328 手持对讲机可以重塑办公场所及员工
协作方式，实现更高效率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E6815 数字专业对讲机 台

 ●具备键盘﹑显示屏和无键盘可供选择
 ●  5W 输出功率 , 有助于长距离通信
 ●  模拟及数字混合模式 , 实现模拟到数字的平滑过渡
 ● 功能 ( 需配合 肩麦选件 )
 ●内置倒地报警 , 让单独作业人员有安全保障 能够对
应数字集群及常规模式
 ●频率范围：400-470MHZ5W输出功率 260个信道 /
组 ID，128个区域
 ●8个字符号字母别名显示
 ●背光 LED 液晶显示屏和带背光按键
 ●功能 /状态 LCD 屏幕图标
 ●发射 /繁忙 /呼叫提示 /报警 LED 指示灯
 ●开 /关音量旋钮
 ●16 位置机械旋钮
 ●4+12个前面可编程功能按键
 ●3个侧面可编程功能按键
 ●紧急报警 /辅助按键

 ●内置MDC1200 信令可提供呼叫人身份显示并可告知被呼叫对讲机是否开
启以及是否在有效范围内。

 ●VOX 免提功能可让您专注于手头的工作。
 ●更高的指标提升了抗干扰能力，为您提供更加清晰的通信。
 ● 技术能够提供清晰的语音。。

 ●多信道 ：99信道允许您与所有员工保持通信畅通。
 ●用户可编程功能：移动过程中定制无线配置文件。
 ●锂电池在高功率时可供电 11个小时之久 (5/5/90工作周期 )，可满足员工
一个班次的工作时间。选配的高容量电池可满足工作时间长或通信要求较
高用户的需求。

 ●高功率：5瓦 (VHF) / 4 瓦 ，可调节的功率等级有利于延长电池使用
寿命。

 ●5个可编程按键 ：可一键触发多达 10个用户可
选功能。。

 ●直通模式可在无中继台时也能确保顺畅的通话。
 ●快速充电 ：能在 3小时内使用充电器完成对标
准容量电池进行的充电。

 ●易于操作，外形轻巧。
 ●全面的摩托罗拉 语音、供电和便捷式
附件以及MagOne ™ 语音外设可为工作量较低
的无线用户提供适用选项。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E7091 CP1308 专业对讲机     台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E3000 BF3112 专业对讲机 台

 ●静噪电平，VOX 电平（声控功能要
插上耳机后才起作用）

 ●语音提示，带宽设置，扫描，繁忙
信道锁定，模拟亚音 QT 和数字亚

音 DQT，监听，电池电压检测，发

射限时

 ●频率范围：VHF ：136~174MHz，

 ●16 信道
 ●射频输出功率 4W
 ●电池容量：2500mAh
 ●重量：196g( 含电池 )

/ 对讲机 /



消防逃生系列

传真/021-6100 6580800 988 0332/400 820 5338 www.seton.com.cnCJ68

数字专业对讲机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E6822 XIR P6600 数字专业对讲机 台

 通话时间更持久，逼真音效
 音效十分出色，通信能力更强。
 电池保险闩功能
 可将电池牢固地紧扣在对讲机上，不易脱落。
 兼容多种附件，快速、轻松编程
 信道数：16，频率范围：403-446MHz

 满足军标：810C、D、E 和 F 
 尺寸：高 x 宽 x 厚（带标准电池）120  x 55 x 35.5mm
 输出功率：1-4w
 重量（含标准电池）：394.5 克（带镍氢电池）

数字专业对讲机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E6823 XIR P8260 数字专业对讲机 台

 清晰的语音通信和更长的电池
寿命，实现从模拟到数字的轻
松转换，三色 LED，

 紧急报警按键
 符合 IP57 标准 - 水下 1 米处可
停留 30 分钟

 可编程的侧面按键
 灵活的菜单界面
 重量（克 /千克） - 360 克（含 
IMPRES 1500 mAH 锂电池）

 信道 - 160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E6824 XIR P8268 数字专业对讲机 台

 先进的位置标示
 向预先指定的人员或小组发送帮
助信号。

 设计坚固耐用
 提供通过分配器或装置与装置之
间的语音选项。

 可容纳多至 256 位联系人。
 灵活的显示
 明亮的传感器
 应急按钮
 信道 -160

数字专业对讲机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E6825 PD700 数字专业对讲机 台

 人性化的外观设计
 专利天线设计
 可靠耐用的质量
 噪音抑制，语音更出色
 更持久的电池使用时间
 更高的频谱利用率，信道倍增
 双时隙虚拟集群功能
 语音加密功能
 丰富的业务功能

数字专业对讲机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E6826 PD780 数字无线专业对讲机 台

 模拟 +数字双模制式，齐全的语音
呼叫功能

 振动提示
 GPS 定位
 支持多种高级模拟信令
 支持多种语言显示，软件可升级

数字无线专业对讲机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E7090 BF3110 专业对讲机 台

 静噪等级；VOX 电平；语音提示
 发射限时；发射提示音
 扫描；带宽设置；繁忙信道锁定
 模拟亚音QT 和数字亚音DQT; 电池
电压检测

 监听；失锁告警
 频率范围：UHF:400~470MHz；16
信道；射频输出功率小于等于 5W

 电池容量：2200mAh
 重量：195g(含电池 )

专业对讲机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E6821 XIR P8200 数字专业对讲机 台

 利用 TDMA 技术，在一个许可频率，可获得两
倍的呼叫容量。可以为模拟或数字运行进行专
门的软件配置  实现模拟到数字的平稳转换。延
长了电池寿命。集成语音和数据，提高无线对
讲机的工作效率

 率范围：136 - 174 MHz，403 - 470 MHz（MHz）
 射频输出功率：4（W）
 信道数：32（个）
 理论通讯距离：7（km）

数字专业对讲机

 重 量（ 克 / 千 克） 
-360 克（含 IMPRES 
1500 mAH 锂电池）

 频 率 -136  -  174 
MHz，403 - 470MHz

 内置 GPS
 外形尺寸（高 X 宽 
X 厚 ） -131.5mm x 
63.5mmx 35.2mm（带 
IMPRES 1500 mAH 
锂电池）

 频率 - 136-174 MHz ;
              350-400MHz ;

              403-470MHz ;

 内置 GPS  
 外形尺寸（高 X 宽 X 厚） 
- 131.5mm x 63.5mm x 
35.2mm（ 带 IMPRES 
1500 mAH 锂电池）

 开放的二次开发接口
 信道数：32

 工作电压：7.4（V）
 频率稳定度：1.0（ppm）

 频率范围 VHF: 136-174MHz
 UHF1: 400-470MHz;
 UHF3: 350-400MHz
 信道数 1024
 组数 64（每组最多 16个信道）
 信道间隔 25/20/12.5 KHz

 电池 2000mAh (Li-Ion)
 电池平均工作时间
 (5-5-90工作循环，高功率发射 )
 2000mAh高容量锂电池
 模拟：大于 10.5 小时
 数字：大于 14小时

/ 对讲机 /

 电池类型：锂电池
 电池理论寿命：8（h）

 频率范围
  VHF: 136-174MHz
 UHF1: 400-470MHz

 UHF3: 350-400MHz

 电池平均工作时间（5-5-90
工作循环，高功率发射）

 2000mAh高容量锂电池，
重量 335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