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D LIGHTING
THE  NAME  TO  BE  TRUSTED  IN  GREEN  ENERGY 壽命更長    光源更亮

產品特色

無汙染綠能燈具

LED Tube  Lighting

SGL20T • C / 10 / 09
SGL20T • W / 10 / 072呎LED燈管

發光角度大 霧面燈罩柔和不刺眼 取代傳統T8、T9燈管無需更換燈具

節能省電50%以上 高功率因數

燈管發光角度高達230度
發光角度越大，光線越均勻自然；
並採霧面燈罩設計，舒適柔和不刺眼

符合傳統T8、T9日光燈管(螢光燈管)
通用的G13 燈頭
只需取下啟動器，
輕鬆更換LED 燈管，免換燈具

功率因數(PF)大於0.9
降低無效電力浪費，發光效率更提升，
較傳統日光燈管省電節能50%以上

高亮度、高發光效率 明亮又清晰

發光效率超高，達90 / 95(流明/瓦)！
9W 燈管 亮度高達 850 / 900 流明
18W 燈管 亮度高達1650 / 1750 流明

通過國際IEC認證 無光生物危害

通過國際IEC光生物安全認證，無紫外線、
紅外線及無藍光危害，不傷害人體、皮膚及
眼睛視網膜！

耐用壽命長

光源壽命長達3萬5千小時，每年光衰低於5%，
抗瞬間高壓衝擊設計，可耐點滅2萬次以上！

高演色性

演色性（顯色性）達CRI 80，視覺色彩自然，
照明效果清楚真實，物體呈現不失真！

不含汞、低排碳量 

產品不含汞，無重金屬汙染，並減少點燈時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留給下一代更好的居住環境

產品兩年保固

色彩自然不失真 環保愛地球

光色 自然白 白光

4000K 5700K

950 流明 1000 流明

95 流明 / 瓦

直徑 28 x 580 mm

210 g

100 流明 / 瓦

色溫

亮度

發光效率

尺寸

重量



LED Tube  Lighting 2呎燈管 

產品型號

色        溫   Color Temperature

功率   Power

功率因數  PF

效率   Efficiency

光通量   Lumen

光效   Light efficiency

顯色性  CRI (Ra)

平均壽命  Lifetime (System)

符合 RoHS 標準的綠能燈具 100 % 回收利用

Locatiom。適合場所 Friendly。環保效益

Features。特色

汙染無   汙染 綠能環保。

1.) 無汞 Mercury free
2.) 無鉛 Lead free
3.) 符合 RoSH RoSH compliant
4.) 低用電量(省電) Low Power consumption
5.) 節能省電照明設備 Energy-saving lighting
6.) 環保減碳愛地球 

1.) 無紫外線，阻擋室內曬黑因素
     No UV can protect skin
2.) 不眩光，眼睛更舒適保護視力
     No flickers can protect eyes
3.) 超環保，無汞對環境零汙染
     Mercury free can protect earth & people

Protecting earth and peopleto reduce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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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

                   850-900(Lm)  /  750-800(Lm)

>70 (Ra)

>30000 (Hr)

≧ 90 (Lm/W)

≧90%

≧0.95

5700 ± 300K / 3000 ± 300K

SGL20T. C/10/09(冷白光)  /  SGL20T.W/10/07(暖白光)

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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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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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座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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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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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壓電流

本體� 鋁合金
燈罩� �P�C

材質

�I�E�C�6�2�4�7�1
光生物安全
認證：無危害

國際認證

�C�N�S�1�4�1�1�5
電磁波標準

國家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