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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感控，聰明節能

� 保安系統的入侵偵測
� 照明與空調的節能感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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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明和電子 About IR-TEC     

 

關於明和電子 

 

IR-TEC明和電子成立於 1982年，是目前全台唯一專業投入研發、製造各種可偵測人員
出現或感應人員活動產品的製造商。IR-TEC旗下產品分 IDSS, OSEM與 OISA三大類，主
要應用於保全系統的入侵偵測，照明與空調的節能感控以及特用 OEM客製產品整合。
IR-TEC所有產品從開發設計到生產組裝，都是在 SGS認證通過的 ISO-9001:2008品質管
理系統的嚴格監督下完成。明和電子深信，唯有持續提供穩定品質的產品，才是確保
最高顧客滿意與企業永續經營的不二法門。 

 

About IR-TEC 

 

IR-TEC is an ISO-9001:2008 certified designer and manufacturer of human activity, space 

occupancy sensors for intruder alarms, lighting controls, HVAC controls and OEM 

integration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982, IR-TEC has always committed itself to deliver 

only the best quality products to its customers spread in more than 90 countries. Until today, 

IR-TEC never stops developing and delivering more intelligent sensor solutions to meet the 

fast changing demands from th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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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動式紅外線偵測器 Passive Infrared Detector   

 產品編號 Code 產品型號及描述 Model No. and Description 價目 Price (HK$) 存倉 Stocks 

30-02-0250 

 

DP-250 紅外線+微波雙鑑偵測器 
� 採用最先進的平面式微波雷達感應器，穩定性高 
� 3D 多面立體抗白光干擾聚焦鏡片，偵測超強 
� 多面向全方位下視感應窗，感應偵測無死角 
� MSD物體移動信號辨識線路，確保穩定性 
� 智慧型紅外線感應脈衝計算，降低誤報率 
� 超強抗無線電射頻與電磁波干擾能力 
� 可依感應區域大小，調整微波感應強度 
� 自動溫度補償紅外線感應，環境適應性強 
� 抗螢光燈干擾微波感應濾波保護線路 

歡迎查詢 

Please ask 

現貨 
Available 

30-02-0530 

 

IR-530 被動式紅外線偵測器 
� 配備下視感應視窗，消除下方偵測死角  
� NC/NO可選擇警報輸出，可配合不同系統  
� 超強抗無線電射頻與電磁波干擾能力  
� 自動溫度補償，維持高溫環境偵測感度  
� 獨家雜訊濾波線路，避免自發性誤報  
� 全罩式感應器密閉設計，提高偵測穩定性  
� 可關閉感應測試LED指示燈號，防止窺探  
� 超大接線空間，安裝接線，省時又快速 
� 可選擇觸發脈衝計數，降低誤動作機率  
� 基板可上下滑動，藉以改變偵測感應範圍 

歡迎查詢 

Please ask 

現貨 
Available 

30-02-0550 

 

IR-550 被動式紅外線偵測器 
� 配備下視感應視窗，消除下方偵測死角 
� NC/NO可選擇警報輸出，可配合不同系統 
� 超強抗無線電射頻與電磁波干擾能力 
� 自動溫度補償，維持高溫環境偵測感度 
� 獨家雜訊濾波線路，避免自發性誤報 
� 全罩式感應器密閉設計，提高偵測穩定性 
� 可關閉感應測試 LED指示燈號，防止窺探 
� 超大接線空間，安裝接線，省時又快速 
� 可選擇觸發脈衝計數，降低誤動作機率 
� 基板可上下滑動，藉以改變偵測感應範圍 

歡迎查詢 

Please ask 

現貨 
Available 

歡迎垂詢會員及工程項目優惠價 Special offer for members and projects, please 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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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動式紅外線偵測器 Passive Infrared Detector   

 產品編號 Code 產品型號及描述 Model No. and Description 價目 Price (HK$) 存倉 Stocks 

30-02-0363

 

IR-363 吸頂式紅外線偵測器 
� 無方向性吸頂專用感應元件，偵測無死角  
� 全罩式感應器密閉設計，提高偵測穩定性  
� 超強抗無線電射頻與電磁波干擾能力  
� NC/NO可選擇警報輸出，可配合不同系統  
� 可選擇觸發脈衝計數，降低誤動作機率  
� 可直接吸頂或埋入安裝，滿足裝潢需求  
� 自動溫度補償，維持高溫環境偵測感度  
� 獨家雜訊濾波線路，避免自發性誤報  
� 可關閉感應測試LED指示燈號，防止窺探  
� 外觀洗鍊，造型高雅，可搭配各種裝潢格調 

歡迎查詢 

Please ask 

現貨 
Available 

30-14-0095 MB-95 偵測器安裝支架 
� 提供水平360°垂直45°的角度調整 
� 適用產品：150、250、520、530、550、830 等系列。 歡迎查詢 

Please ask 

現貨 
Available 

30-14-0099 

 

MB-99 偵測器安裝支架 
� 迷你型的吸頂/掛壁泛用安裝支架 
� 可以隱藏信號線，而不影響角度調整功能 
� 適用產品：150、250、530、550、580 系列，而且也適用其他品牌的產品 

歡迎查詢 

Please ask 

現貨 
Available 

30-14-0360 

 

MB-360 偵測器安裝支架 
� 迷你型的吸頂/掛壁泛用安裝支架 
� 可以隱藏信號線，而不影響角度調整功能 
� 適用產品：IR-360、IR-360DO、LC-360、LC-360HD及其他360系列的產品 

歡迎查詢 

Please ask 

現貨 
Available 

歡迎垂詢會員及工程項目優惠價 Special offer for members and projects, please 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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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動式紅外線感應開關 Passive Infrared SenSwitch   

 產品編號 Code 產品型號及描述 Model No. and Description 價目 Price (HK$) 存倉 Stocks 

30-23-0720

 

LC-720 燈控感應開關 
� 吸頂/壁掛兩用安裝方式，適合各種場所使用 
� 內建光敏電阻，可依環境亮度啟動燈控 
� 可調整設定亮燈延遲時間與光敏電阻 
� 適用100~250伏特電壓，可控制10安培負載 
� IP-54防水等級結構設計，可安裝於戶外使用 
� 感應器可水平/垂直調整，改變感應範圍 
� 超強抗無線電射頻，電磁波與靜電放電干擾 
� 內建過負載保護保險絲，確保用電安全性 

歡迎查詢 

Please ask 

現貨 
Available 

30-23-5360

 

LC-360HD 吸頂式燈控感應開關 
� 採用最新表面黏著技術生產，產品品質穩定  
� 內建光敏電阻，可依室內亮度啟動燈控  
� 獨特五面立體聚焦鏡片設計，感應範圍超大  
� 採插選方式設定亮燈延遲時間與光敏電阻  
� 超強抗無線電射頻與電磁波干擾能力  
� 無方向性吸頂專用感應元件，感應無死角  
� 附感應區域遮蔽貼紙，可依需要縮減感應範圍  
� 自動溫度補償，維持高溫環境偵測感度  
� 分離式本體結構設計，安裝簡單，接線容易 

歡迎查詢 

Please ask 

現貨 
Available 

30-23-0362 

 

LC-362S 吸頂式燈控感應開關 
� 採用最新表面黏著技術生產，產品品質穩定 
� 自動溫度補償，維持高溫環境偵測感度 
� 無方向性吸頂專用感應元件，偵測無死角 
� 超強抗無線電射頻與電磁波干擾能力 
� 內建光敏電阻，可依室內亮度啟動燈控 
� 可依實際需要，調整改變亮燈延遲時間 

歡迎查詢 

Please ask 

現貨 
Available 

30-23-0363 

 

LC-363 吸頂式燈控感應開關 
� 無方向性吸頂專用感應元件，偵測無死角 
� 自動溫度補償紅外線感應，維持高溫環境偵測感度 
� 絕佳抗無線電射頻與電磁波干擾能力 
� 採用最新表面黏著技術生產，產品品質穩定 
� 內建光敏電阻，可依室內亮度啟動燈控 
� 可調整亮燈延遲時間，配合不同場所需求 
� 獨創的延遲時間結束警示聲響 

歡迎查詢 

Please ask 

現貨 
Available 

歡迎垂詢會員及工程項目優惠價 Special offer for members and projects, please 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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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動式紅外線感應開關 Passive Infrared SenSwitch   

 產品編號 Code 產品型號及描述 Model No. and Description 價目 Price (HK$) 存倉 Stocks 

30-23-1780 

 

LC-780HD燈控感應開關 

� 吸頂/壁掛兩用安裝方式，適合各種場所使用 
� 內建光敏電阻，可依環境亮度啟動燈控 
� 可調整設定亮燈延遲時間與光敏電阻 
� 適用100~250伏特電壓，可控制16安培負載 
� IP-54防水等級結構設計，可安裝於戶外使用 
� 感應角度可達150度，可以上下調整改變範圍 
� 超強抗無線電射頻，電磁波與靜電放電干擾 
� 內建突波吸收線路，提高產品運作的穩定性 

歡迎查詢 

Please ask 

現貨 
Available 

30-23-2780 

 

LC-780LV燈控感應開關 
� 吸頂/壁掛兩用安裝方式，適合各種場所使用 
� 內建光敏電阻，可依環境亮度啟動燈控 
� 適用10~16VDC電壓，可控制10安培負載 
� IP-54防水等級結構設計，可安裝於戶外使用 
� 感應角度可達150度，可以上下調整改變範圍 
� 內建突波吸收線路，提高產品運作的穩定性 

歡迎查詢 

Please ask 

現貨 
Available 

30-23-0750 

 

LC-750S感應開關 
� 自動溫度補償，維持高溫環境偵測感度 
� 內建光敏電阻，可依環境亮度啟動燈控 
� 可調整設定亮燈延遲時間與光敏電阻 
� 感應角度可達140度 
� 超強抗無線電射頻，電磁波與靜電放電干擾 

歡迎查詢 

Please ask 

現貨 
Available 

歡迎垂詢會員及工程項目優惠價 Special offer for members and projects, please as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