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型号：7803 型号：8309-1 型号：8202 

焦距：20 焦距：20.6 焦距：16 

角度：89° 角度：110° 角度：120° 

距离：7m 距离：12m 距离：12m 

尺寸：25×39 尺寸：25×46 尺寸：25×62 

   
型号：7707-5 型号：1500 型号：8403-2 

焦距：25 焦距：21 焦距：20 

角度：120° 角度：240° 角度：100° 

距离：12m 距离：15m  距离：10m 

尺寸：26×75 规格：26×85 尺寸：26.5×23.8    厚度:0.7 

   
型号：7707-7 型号：8727-1 型号：8403-3 

焦距：25 焦距：17.5 焦距：20 

角度：120° 角度：76° 角度：180° 

距离：12m 距离：10m  距离：6m 

规格：16.1×49.6 规格：18.5×37.2 尺寸：19×29   

   
型号：7804-4 型号：8709SM 型号：7803-1 

焦距：22 焦距：24.5 焦距：20 

角度：112° 角度：97.6° 角度：89° 

距离：12m 距离：10m 距离：7m 

规格：23×56.2 尺寸：23×46.5 尺寸： 22.8×40 

   
型号：8745-2 型号：8001-1 型号：8501-2 

焦距：22 焦距：30 焦距：21 

角度：112° 角度：120° 角度：120° 

距离：12m 距离：10m 距离：15m 

尺寸：37.6×74 尺寸：38×68 尺寸：38×78 

 



 

   
型号：8703-1 型号：8761-1 型号：7810-1 

焦距：23 焦距：22 焦距：21.1 

角度：240° 角度：120° 角度: 152o 

距离：15m 距离：12m 距离：12m 

规格：28.67×98.6 尺寸：29.5×62.3 规格：33×57 

   
型号：7707-1 型号：7708-9 型号：8031 

焦距：25 焦距：23 焦距：30 

角度：120° 角度：120° 角度：100° 

距离：12m 距离：16m 距离：12m 

尺寸：40×92.3 规格： 41×59 尺寸：42×61 

   
型号：7708-1 型号：7708-3 型号：8205-1 
焦距：29.7 焦距：29.7 焦距：20 
角度：89.8° 角度：89.8° 角度：15° 
距离：10m 距离：10m 距离：20m 
尺寸：44.8×56.82 尺寸：45×58 尺寸：44.5×56.5 

   
型号：HL001 型号：7809-5 型号：7707-15 

焦距：20.2 焦距：25 焦距：25 

角度：100° 角度：100° 角度：120° 

距离：10m 距离：12m 距离：12m 

规格：72×38.4 规格：43*24.5 尺寸：82.5*20 

   
型号：8001-2 型号：8708-4 型号：8504 

焦距：30 焦距：20.2 焦距：20.2 

角度：120° 角度：150° 角度：150° 

距离：10m 距离：12m 距离：12m 

尺寸：48×84 尺寸：76×66×32 尺寸：26×89 

 



 

   
型号：8719(幕帘式透镜) 型号：8203-1(幕帘式透镜) 型号：7809(幕帘式透镜) 
焦距：25 焦距：25 焦距：25 
角度：90° 角度：110° 角度：90° 
距离：10m 距离：12m 距离：12m 
尺寸： 34×53.5 尺寸：44×56 尺寸：44×56 

   
型号：7706 型号：7706-3 型号：8011 

焦距：30 焦距：30 焦距：22 
角度：79.8° 角度：114° 角度：120° 
距离：28m 距离：28m 距离：15m 
尺寸：49×69.20 尺寸：37.4×69.2 尺寸：33.6×70 

   
型号：8204-1(窄角度远距离透镜) 型号：8204-3(窄角度远距离透镜) 型号：7706-1 

焦距：25 焦距：25 焦距：30 

角度：10° 角度：10° 角度: 114° 

距离：40m 距离：40m 距离：28m 

尺寸：44*56.2 尺寸：64*52 规格：60*50 

   
型号：7601-15  型号：8702-1 型号：7708-10 

焦距：21.7 焦距：23 焦距：23 
角度：110° 角度：270° 角度：120° 

距离：6m 距离：15m 距离：16m 
尺寸：52×72.5 规格：44×149 规格：49.7×66.5 

   

型号：8650 型号：8650P 型号：7704-2B 

焦距：30 焦距：30 焦距：23 

角度: 120 度 角度：120° 角度：110° 

距离：12m 距离：12m 距离：12m 

规格：59×39.6mm 尺寸：59×39.6mm 尺寸：32*55 

 



 

   
型号：8015 型号：8037 型号：0512H 
焦距：30  焦距：30 规格：60*52mm 
角度：84° 角度：120° 焦距：31mm 
距离：15m 距离：12m 厚度：0.7mm 

尺寸：43*61 尺寸：43*57 角度:垂直 120°水平 60° 

   

型号：8208(平板形) 型号：8200(平板形) 型号：8222(平板形) 
焦距：8 焦距：20 直径：22mm 
角度：30°                           角度：30°                           焦距：20mm 
距离：10m 距离：10m 厚度：0.6mm 
尺寸：Ф12   厚度:0.6 尺寸：Ф20   厚度:0.6 距离比:6:1 

   

型号：8280(平板形) 型号：8360(平板形) 型号：8222-1(平板形) 
直径：20mm 直径：20mm 焦距：20  
焦距：28mm 焦距：36mm 角度：60° 
厚度：0.7mm 厚度：0.7mm 距离比：6:1 
距离比:8:1 距离比:12:1 尺寸：Ф22   厚度:0.6 

   

型号：8160(平板形) 型号：8180(平板形) 型号：8220(平板形) 
焦距：12 焦距：20 焦距：20  
角度：15° 角度：30° 角度：60° 
距离：7m 距离比:6:1 距离：6m 
尺寸：Ф16                        尺寸：Ф18                       尺寸：Ф20   厚度:0.6 

   

型号：8201-9(平板形) 型号：8035(平板形) 型号：7704-1 

焦距：20 焦距：20 焦距：23.00 

角度：60° 角度: 60 度 角度：103° 

距离：10m 距离：15m 距离：12m 

尺寸：Ф22    厚度:0.6 尺寸：Ф35    厚度:0.6 尺寸：46.2×61.5 

 



 

   
型号：8100 型号：8100P 型号：8921 
焦距：32 焦距：32 焦距：32 
角度：120° 角度：120° 角度：60° 
距离：12m 距离：12m 距离：10m 
尺寸：46mm 高 20mm 尺寸：43.2mm 高 19.7mm 尺寸：45X56mm 

   
型号：7601-4 型号：7704-2  型号：7708-1A 
焦距：21.7 焦距：23 焦距：29.7 
角度：110° 角度：110° 角度：89.8° 
距离：17m 距离：10m 距离：10m 
尺寸：66 X 28.5 尺寸：36×57 尺寸：40.8*52.6 

   
型号：8761-2  型号：7626(幕帘式透镜) 型号：8190(平板形) 
焦距：22 焦距：25 焦距：28.7 
角度：120° 角度：110° 角度：30° 
距离：12m 距离：10m 距离比:8:1 
尺寸：29.2×75 尺寸：26×76 尺寸：Ф19 

   
型号：8191(平板形) 型号：7704-4 型号：8206-1(幕帘式透镜) 
焦距：26 焦距：23 焦距：23 
角度：40° 角度：110° 角度：110° 
距离比:12:1 
尺寸：Ф19 

距离：10m 
尺寸：35.5×56.5 

距离：10m 
尺寸：42.3×60.5 

   
型号：7707-16  型号：RX-20  型号：8250(平板形) 
焦距：25 焦距：23 焦距：25 
角度：120° 角度：120° 角度：30° 
距离：12m 
尺寸：23.3*95(112.7) 

距离：8m 
尺寸：24.5*38.2 

距离：10m 
尺寸：Ф13 厚度:0.5 

   



 

   
型号：1600(幕帘式透镜) 型号：8008 型号：8119 
焦距：30 焦距：30 焦距：20 
角度：120° 角度：135° 角度：120° 
距离：12m 距离：20m 距离：10m 
尺寸：81.9*24.8 尺寸：77.5×35.6 尺寸：16*43.5  

   
型号：7707-1B 型号：8203-1C 型号：7903 
焦距：25 焦距：25 焦距：25 
角度：120° 角度：110° 角度：100° 
距离：8m 距离：10m 距离：12m 
尺寸：12×23.6 尺寸：44×56.5 尺寸：43×56.3 

   
型号：7264(双探头透镜) 型号：8222-2(平板形) 型号：8222-3(平板形) 
焦距：25 焦距：30 焦距：32 
角度：110° 角度：30° 角度：30° 
距离：12m 距离比:10:1 距离比:12:1 
尺寸：72×64 尺寸：Ф19.8                          尺寸：Ф19.8 

   
型号：8200-1(平板形) 型号：8702-3  型号：7808(立体侦测透镜) 
焦距：20 焦距：30 焦距：25 
角度：30° 角度：130° 角度：110° 
距离：10m 
尺寸：Ф18.6 厚度:0.5 

距离：15m 
尺寸：37.68*116 

距离：13m 
尺寸：44×56 

   
型号：8702-2  型号：7803-6  型号：7803-3  
焦距：23 焦距：20 焦距：20 
角度：125° 角度：110° 角度：110° 
距离：15m 
尺寸：44*104 

距离：9m 
尺寸：25*38.6 

距离：15m 
尺寸：25*32.5 

   



 

   
型号：7704-1A 型号：7803-2 型号：7601-21 
焦距：25 焦距：20 焦距：21.7 
角度：120° 角度：90° 角度：120° 
距离：12m 距离：15m 距离：10m 
尺寸：25*74.5 尺寸：Ф26.1                          尺寸：49*66  

   
型号：8222-3A 型号：7803-4 型号：7803-7 
焦距：32 焦距：22.4 焦距：30 
角度：30° 角度：110° 角度：110° 
距离：15m 距离：18m 距离：18m 
尺寸：Ф18.6 D:S=12:1              尺寸:25*32.5 尺寸：25×32.5 

  

 

型号：8761-3 型号：8183 
焦距：22 焦距：20 
角度：135° 角度：30° 
距离：12m 距离比:6:1 
尺寸：25×51.5 尺寸：Ф16.8 


	无标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