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准筒射灯

深度防眩，精准控光
模块化设计，超高性价比

萤火系列萤火系列



萤火系列标准筒射灯，

针对广大用户使用筒射灯遇到的具体问题，

提炼市场最关注的筒射灯功能，

华彩推出萤火系列，

外观简约却不简单，

高密度铝材一体压铸成型，

高散热效率保证使用寿命，

功能明了却超实用，

防眩、柔光、精准控光，该有的一个不能少，

功能齐全标准款，萤萤之火以燎原。



萤火系列 - 筒射灯

兼顾高品质和强散热
高密度超高导热铝材一体压铸成型，
多通道百叶结构带来更大散热面积，
更好散热保证灯具品质及使用寿命。

好材料出高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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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m，融合的优雅
灯具与建筑完美融合,
简约从容，尽显优雅。

超薄边面环

2mm



1.5mm

极限挑战1.5mm超薄天花
最薄1.5mm集成吊顶铝扣板安装，
最厚20mm吊顶安装。

创新设计卡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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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设计

安装简化
面环可独立安装，
灯体轻轻一卡即可固定

自由组合
灵活备库、更换、改造

维修便利
光源模组可拆卸，
部件更换维修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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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自由调节

控光更精准，光束更自由
25°可调照射角，
360°水平旋转可调。

25°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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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和舒适光斑

高品质光源，柔和光线
光斑均匀过渡，从 100%-20%光强之间，
没有特别明显的明暗对比，得益于柔光技术，
使光斑的渐层效果更自然。
柔和光线、均匀褪晕效果。

高品质光源
高效LED光源芯片，
性能稳定，光色一致性高

超高显指
Ra>90超高显指，
忠实还原色彩，所见即所得

Ra>90

色温可选
2700K/3000K/4000K，
多种色温随需选择

(图片为 12W，萤火系列 DL-PEC75L12 实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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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核心光学技术加持

UGR<10 深度防眩，
呈现精准柔和光斑

多层折射
反射控光

黑光
此技术实现有效光输出时反射器为暗，
故称为黑光。在保证光源反射效率的同时，
防止反射器二次眩光，有效杜绝天花灯
眩眼的视觉污染。

柔光
光源通过多层折射反射
再配搭光学透镜柔光，
使光线变得柔和不刺眼，
非常适合于酒店客房使用。

遮光
在结构上，萤火系列把出光口科学
收窄配合，更加精准把握发光角度，
减少多余光束，凝聚光线。

截光角30°

防眩舒适
截光角55°

藏光
增加灯具光源与发光口的距离深度，
将光源的发射范围缩小，保证人们在
一定的视觉范围内无法直接看到光源，
减少直接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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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化产品

嵌入式射灯(可调角度) 嵌入式射灯(固定角度) 嵌入式筒灯(泛光)

DL-PET75L12
12W  900LM

尺寸: Φ82.5x59mm
开孔: Φ75MM

DL-PEC55L6
6W  420LM

尺寸: Φ64.5x65mm
开孔: Φ55MM

DL-PEC55L8
8W  560LM

尺寸: Φ64.5x65mm
开孔: Φ55MM

DL-PEC75L10
10W  750LM

尺寸: Φ83x79mm
开孔: Φ75MM

DL-PEC75L12
12W  840LM

尺寸: Φ83x79mm
开孔: Φ75MM

DL-PET75R12
12W  780LM

尺寸: Φ82.5x59mm
开孔: Φ75MM

垂直25°, 水平360°



萤火系列 - 筒射灯(特色款)

更有特色款

深藏更深，遮光角更大
可调角度更大，超窄边面环

7W  400LM
尺寸: Φ64x78mm

开孔: Φ55MM

12W  800LM
尺寸: Φ84x88mm

开孔: Φ75MM

6mm

华彩品牌标志性外观设计
更强散热，更强性能



30°

360°

特色款更自由

30°可调照射角
360°水平旋转可调

萤火系列 - 筒射灯(特色款)



产品列表

DL-PEC55L6 黑光防眩罩 220-240VACIP20 Φ55 COB 4206WΦ64.5×65 Ra>90 <10 30°70 15°/24°/36°
垂直25°

水平360°

型号 图示 光学罩 防护
等级

光源
类型

尺寸
(mm)

开孔
(mm) 输入电压 功率 显指 色温 光通量

(LM)
光效率

（LM/W） 发光角度 可调角度 UGR 遮光角

有边嵌入式射灯(可调角度)

DL-PEC55L8 黑光防眩罩 220-240VACIP20 Φ55 COB 5608WΦ64.5×65 Ra>90 <10 30°70 15°/24°/36°
垂直25°

水平360°

DL-PEC75L10 黑光防眩罩 220-240VACIP20 Φ75 COB 75010WΦ83x79 Ra>90 <10 30°75 15°/24°/36°
垂直25°

水平360°

DL-PEC75L12 黑光防眩罩 220-240VACIP20 Φ75 COB 84012WΦ83x79 Ra>90 <10 30°70 15°/24°/36°
垂直25°

水平360°

DL-PET75L12 黑光防眩罩 220-240VACIP20 Φ75 COB 90012WΦ82.5×59 Ra>90 / 22°75 15°/24°/36° 不可调角

有边嵌入式射灯(固定角度)

DL-PET75R12 黑光防眩罩 220-240VACIP20 Φ75 SMD 78012WΦ82.5×59 Ra>90 / 13°65 泛光 不可调角

有边嵌入式筒灯(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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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 15361412989
电话: +86-755-2923-1888
邮箱: china@colorsled.com
网址: cn.colorsled.com
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青年路七星智慧城A5栋

关注华彩订阅号关注华彩服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