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LED紫外线手电筒 
●    手持式LED紫外线探伤灯 
●    悬挂式紫外线探伤灯 
●    头盔式探伤灯 
●    荧光渗透剂 
●    紫外线防护用品 

紫外线探伤灯/荧光渗透剂

无损检测选型手册



上海路阳仪器有限公司（简称：上海路阳）是美国路阳仪器设备有限公司在中国注册成立的分公司，负责中国

地区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以及售后服务。美国路阳是注册在美国加州的一家专注于紫外线光源研发的公司，

主要产品有手电筒式紫外线光源、手持式紫外线光源、悬挂式紫外线光源，产品被广泛用于荧光探伤、荧光检

漏、生物监测发现、光催化反应等行业。

紫外线黑光灯用于荧光探伤 荧光渗透剂以及荧光磁粉在紫外线黑光灯的照射下能够清晰显示出金属、陶瓷等

材料的细微缺陷。荧光探伤被越来越多的行业得以应用。特别是高铁车轮、车轴、风机叶片、飞机起落架、轴

承、发动机连杆等部件的缺陷检查。 

公司简介
Company Profile

微信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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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YOR-3104/3105便携式LED紫外线探伤灯是美国路阳针对荧光磁粉探伤、荧光渗透探伤行业研发的便

携式紫外LED探伤灯。LUYOR-3104便携式LED紫外线探伤灯采用了4颗高能量紫外LED，紫外线波段范围

为360-370nm，没有有害的UVB和UVC，40cm处紫外线强度为7000uw/cm²，有效照射面积为150mm，

LUYOR-3104/3105 便携式紫外线探伤灯没有了繁重的电源箱，采用了直插交流220V电源，大大方便了探伤工

人的便捷性。

特 点：

1. 纯365nm长波紫外线输出（3650埃波段紫外线）。

2. 铝合金外壳，有效地将热量传递出去。

3. 瞬间启动，即开即亮，无需等待。

4. 冷光源，即使24小时工作，外壳温度也不会超过60度。

5. 白光照度低于18 lux（采用日本日置HIOKI 3423白光照度计38cm处测量数据）。

6. 为了开拓中国市场，价格仅为同类产品的50%。

7. 免费保修三年（人为因素除外）。    

LUYOR-3104/3105系列
手持式紫外线探伤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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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YOR-3104/LUYOR-3105便携式LED紫外线探伤灯的技术参数: 

 LUYOR-3103P
LUYOR-3104/
LUYOR-3104D

LUYOR-3105/
LUYOR-3105D

LUYOR-3108

紫外线光源 3颗 4颗365nm紫外线LED 5颗365nm紫外线LED 8颗

白光光源 1颗
1颗3瓦白光光源，

色温5700k
无 1颗

供电方式
100-260v 交流供电

LUYOR-3104D/LUYOR-3105D  24v锂电池包供电

光源寿命 20000小时以上

38cm处中心紫外线强度 4500uw/cm² 6000uw/cm² 7000uw/cm² 12000UW/cm²

白光LED亮度 大于 3000 lux 大于 3000 lux 无 大于 3000 lux

光强度可调 30-100%可调

紫外光的可见光亮度 低于18 lux 低于18 lux 低于18 lux 低于18 lux

电池工作时间  
大约6小时

（仅LUYOR-3104D)
大约6小时

（仅LUYOR-3105D)
 

电池充电时间  
大约6小时

（仅LUYOR-3104D)
大约6小时

（仅LUYOR-3105D)
 

滤色片 标配透明石英光学镜片（白光照度如要求低于10 lux，请选配黑色滤色片）

透镜 标准配置为窄束透镜/可选配散光型透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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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强大、多LED、大面积紫外线探伤黑光灯LUYOR-365L 
LUYOR-365L——真正的冷光源探伤黑光灯！

LUYOR-365L手电筒式大面积紫外线探伤黑光灯是采用3颗大功率长波紫外线LED(UVA LED 365NM）做为光

源,输出大面积的紫外线，内置3只高容量锂电池，充满电能够连续工作2-3小时，紧凑的设计，小巧的机身能够

携带到非常狭小的空间工作，特别适合船舶、压力容器、风机叶片等特种设备的现场荧光渗透检测、荧光磁粉

检测。 

LUYOR-365L 手电筒式大面积紫外线探伤灯的技术参数： 
1. 光源：3颗大功率紫外线光源。 
2. 中心波长：365nm，波段范围：360-370nm 
3. 38cm处光斑中心紫外线强度6000uw/cm²
4. 38cm处有效紫外线照射面积高达150mm 
5. 电池：3节锂电池 
6. 充电器：220v，50Hz 
7. 尺寸：长度200mm，

头部直径70mm，

尾部直径45mm。 

LUYOR-365L
大面积紫外线手电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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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YOR-365L 手电筒式大面积紫外线探伤灯的性能： 
1. 38cm处有效紫外线照射面积高达150mm。 
2. 瞬间启动，即开即亮，无需等待。 
3. 纯365nm，没有有害的UVB，UVC. 
4. 电池供电，轻便小巧，满足各种场合使用。 
5. 满足国家探伤标准、国际探伤标准以及军用探伤标准。 
6. 配有紫外线防护眼镜和手提箱。 
7. 军工级氧化，耐用。 
8. 真正的冷光源探伤灯。  

6000uw/cm²

5000uw/cm²

3000uw/c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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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YOR-3130 手电筒可调聚光散光紫外线灯/荧光探伤灯的技术参数： 
◆    光源：UV-A LED
◆    灯管类型：充电式手电筒

◆    灯头直径：35mm 
◆    长度：5.9英寸（15厘米）  
◆ （W /电池）重量：4.6盎司（130克）

◆    电源要求：3.7V 2200mA/Hr 锂离子电池（可充电）

◆    运行时间：4小时（连续）

◆    充电时间：8小时

◆    与AC电源线，充电底座：双电池容量。

◆    可在120V，230V，240V和100V版本。

LUYOR-3130 手电筒可调聚光散光紫外线灯/
荧光探伤灯的性能：

◆    聚光 38cm处光斑最小3cm，

◆    强度10000uw/cm²。 
◆    散光 38cm处光斑调整到直径20cm时，

强度1000uw/cm²。 

LUYOR-3130 光斑可调紫外线手电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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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数 据

光源 360-370nm，中心波长：365nm

紫外线强度 UVA:7000UW/cm²（38cm处中心强度）

白光强度 低于15lux(38cm处）

UVB，uvc 0

电源 交流220V，50hz，0.5A 

灯头尺寸 150x120（长×直径)

长臂长度 50cm

质量 0.8kg，毛重：3kg 

LUYOR-3405台式LED紫外线探伤灯是美国路阳针对荧光磁粉探伤、荧光渗透探伤行业研发的台式紫外LED探

伤灯。LUYOR-3405台式LED紫外线探伤灯采用了4颗高能量紫外LED，紫外线波段范围为360-370nm，没有有

害的UVB和UVC，40cm处紫外线强度为7000uw/cm²，有效照射面积为150mm，LUYOR-3405台式紫外线探伤

灯没有了繁重的电源箱，采用了直插交流220v电源，采用桌夹式设计，360度旋转，非常适合自动化产线上批

量检测。

LUYOR-3405 台式LED紫外线探伤灯的特点：

1. 纯365nm长波紫外线输出（3650埃波段紫外线）。

2. 铝合金外壳，有效地将热量传递出去。

3. 瞬间启动，即开即亮，无需等待。

4. 冷光源，及时24小时工作，外壳温度也不会超过60度。

5. 白光照度低于15 lux（采用日本日置HIOKI 3423白光照度计38cm处测量数据）。

6. 为了开拓中国市场，价格仅为同类产品的50%。

7. 免费保修三年（人为因素除外）。

LUYOR-3405 台式LED紫外线探伤灯的技术参数：

LUYOR-3405 台式LED紫外线探伤灯

LUYOR-3405 台式LED紫外线探伤灯的标准配置： 
◆    LUYOR-3405主机；

◆    硬携箱；

◆    LUV-10透明防护眼镜；

◆    LUV-30荧光增强防护眼镜；

◆    说明书；

◆    合格证；

◆    保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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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YOR-3103悬挂式LED紫外线荧光探伤灯是美国路阳2014年最新推出的悬挂式紫外线荧光探伤灯，

LUYOR-3103采用3颗大功率紫外线LED光源，经过特殊的紫外线透镜聚焦，紫外线光斑均匀，采用铝合金压铸

外壳，散热迅速，达到IP67防水设计,满足各种恶劣工况条件，高强度紫外线输出，满足荧光磁粉探伤、荧光渗

透探伤、设备清洗检查、半导体表面异物检查等各种应用。   

LUYOR-3103悬挂式LED紫外线荧光探伤灯

LUYOR-3103悬挂式LED紫外线荧光探伤灯的技术参数 
1. 大面积照射：38mm处有效照射面积的光斑直径可达160X140mm；

2. 高强度输出：38cm处中心强度高达6000uw/cm²；
3. 冷光源：采用多颗大功率紫外线LED，长时间运行外壳温度也仅有50度左右；

4. 即开即亮：LED光源克服了传统高压汞灯长达5分钟的启动时间，瞬间启动，无需等待；

5. 窄波段输出：主峰365nm（3650埃），波段范围为360-370nm，没有有害的uvb和uvc。
6. 交流供电：采用220V电源供电，可以24小时持续无间断工作；

7. 365nm紫外光源：3颗365nm大功率紫外线LED。

8. 光源使用寿命：100000小时；

9. 灯尺寸：113mm×85mm×110cm

LUYOR-3103 UV LED L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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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YOR-3101H采用上海路阳最新研制LED高强度紫外光源，紫外LED光源比原来的高压汞灯紫外线灯管更有

效率、更节省电量，LUYOR-3101H采用头戴式，解脱双手，操作方便。LUYOR-3101H头盔式紫外线灯发出的

高强度紫外线，在38cm处紫外线强度高达6000uw/cm²。LUYOR-3101H头盔式紫外线灯是目前世界上最小巧

的高强度LED紫外线灯。

LUYOR-3101H头盔式LED紫外线灯的特点：

1. 安装在头盔上，解脱双手，现场操作更方便。

2. 可选择手持式操作的手柄，做为手持式紫外线灯使用。

3. 可调照射角度，方便现场使用。

4. 纯365nm，没有有害的UVB，UVC. 
5. 电池供电，轻便小巧，满足各种场合使用。

6. 瞬间启动，即开即亮，无需等待。

7. 38cm处有效紫外线照射面积高达150mm。

8. 满足国家探伤标准。

9. 配有紫外线防护眼镜和手提箱。

LUYOR-3101H头盔式LED紫外线灯技术参数：

1. 光源：3颗高强度LED纯紫外光源 
2. 强度：38cm处中心强度为6000uw/cm2 
3. 照射面积：38cm处有效光斑直径为15cm 
4. 光源寿命：50000小时以上。 
5. 中心波长：365nm，波段范围：360-370nm 
6. 工作电流：700mA
7. 电池电压：4V
8. 功率：9W
9. 电池：锂电池

10. 电池寿命：充放电500次
11. 充电器：220V，50Hz

LUYOR-3101H头盔式LED紫外线探伤灯的的主要用途: 
荧光探伤（NDT)：非破坏检测的荧光渗透探伤，荧光磁粉探伤

污染检测：电子元件，主板的焊剂，污染检测，LCD板的污染检测，清洗室的进入者的检查

泄漏检查：液压设备、油罐、配管等的漏油检测，使用荧光剂后可进行漏水检测

脱脂清洗的确认：食品产业、供给饮食设备的厨房、烹饪工具、食具的脱脂清洗确认   

LUYOR-3101H 头盔式LED紫外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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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YOR-3110是LUYOR®最新推出的新一代吊顶式黑光灯，采用最先进的环保节能的UV LED光源系统，可广

泛用于无损检测行业的荧光渗透探伤和荧光磁粉探伤。该紫外LED光源可产生360 -370纳米波长范围紫外光的

紫外光(长波紫外线)，并且光源输出稳定(在整个使用周期内不会出现任何衰减)，照射范围广，照射面积内紫外

光强度均匀。由于UV LED 不会产生任何对人眼有害的中波紫外线或紫外辐射，所以操作人员只需佩戴简单的

防紫外眼镜即可。LED光源的另一大优势就是使用寿命远远长于普通黑光灯，其灯体的寿命提高到了50,000小

时。

LUYOR-3110悬挂式LED紫外线探伤灯的特色:
◆   真正的LED UV-A光源，无需滤光片

◆   检验认证，严格确保波长长时间稳定于360 – 370纳米之间

◆   最高50,000小时寿命的LED灯

◆   超静无风扇散热机构，保持安静舒适的工作环境

◆   易于安装，方便地照射角度调节

◆   符合ASTM 规范要求

◆   外壳坚固耐用，抵御现场的严苛条件

◆   白光泄漏低于2英尺烛光(22勒克斯)

◆   方便悬挂检测或在线检测安装

◆   内置冷却风扇，保持LED灯冷却 以维持最佳紫外输出

◆   满足美国材料实验协会ASTM荧光透渗探伤及磁粉探伤规范

◆   用户可按自已需求进行组合，进行纵向或背靠背组合。

◆   高强度及标准强度版本可提供内置黑光滤色片。 

LUYOR-3110悬挂式LED紫外线探伤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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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YOR-3115 UV LED LARGE AREA LAMP

白光照度 < 5 lx 

峰值波长  365 nm 

电源 110-230 V/50Hz 

防水等级 IP65 

冷却方式 自然冷却

LUYOR-3118悬挂式LED紫外线探伤灯规格参数:
◆   UV光源: 多个 UV-LED 灯组

◆   波 长: 365±5 nm

◆   UV-A 输出 (EUV-A): 9,500 μW/cm² （距灯400mm处）

◆   UV-B/C 辐射: 0 W/m²

◆   白光亮度: < 22 Lux

◆   EM 6使用风险等级: 2 (EM06 / DGZfP)

◆   输入电压: 85-240 V AC / 47-63HZ

◆   防护等级: IP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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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LED数量 380mm处照射面积 尺寸

LUYOR-3103 3 app. 160×140 mm 

LUYOR-3106 6 app. 250×250 mm 

LUYOR-3109 9 app. 300×300 mm 

LUYOR-3115 15 app. 250×500 mm 

LUYOR-3118 18 app. 300×500 mm 

LUYOR-3121 21 app. 250×650 mm 

LUYOR-3124 24 app. 300×65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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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V-400探伤黑光灯为输出中心波长为365nm的大面积辐照长波探伤黑光灯，LUV-400探伤黑光灯又叫黑光

灯、探伤灯，LUV-400的38cm处照射面积为61x25cm，中心强度高达10000uw/cm²，它是渗透检测、荧光探

伤、晶圆表面微粒检测的首选设备！  

LUV-400大面积辐照长波探伤黑光灯的特点：

1. 抛物线模式镁合金反光板，反光效率高达90%
2. 防误操作面板搭扣，免工具更换灯管。

3. 双滤色片设计，有效隔绝可见光和对人体有害的中波紫外线。

4. 独有的镀膜石英滤色片，有效降低滤色片表面温度。

5. 多孔悬挂装置，方便任意角度照射。

6. 光谱中心波长为365nm，最高强度高达高达10000uw/cm²。

LUV-400大面积紫外线探伤灯

LUV-400大面积辐照长波探伤黑光灯的

技术参数：

项 目 数 据
中心波长 365nm

辐照面积 41x25cm

中心辐照强度 10000uw/cm²

辐照面积内 2000uw/cm²

电源 AC220V, 50Hz

尺寸 38.1L×30.5W×30.5Hcm

质量 16.3Kg

1. LUV-400主机 1台

2. 灯管400DG 1只

3. 防护眼镜LUV-10 1个

4. 不锈钢吊链 2根

5. 中文说明书 1本

6. 保修卡 1张

7. 装箱单 1张

LUV-400大面积辐照长波探伤黑光灯的

标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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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YOR-950系列工业LED观片灯是美国路阳最推出的产品，是率先推出平板式工业LED观片灯，用于观察和评

定黑度＜5.0的底片；是国内外真正超越JB/T4730.2-2005《承压设备无损检测》标准和JB/T7903-1999《工业

射线照相底片观片灯》标准要求的观片灯。LUYOR-950观片灯彻底颠覆了现有工业观片灯的外观和结构，把粗

大笨重的观片灯变为平板式；无噪音设计；外壳采用铝合金拉制成型，整体作为散热器；评片角度可以根据评

片人员的工作习惯任意调节；采用电容式触摸调光技术，带上厚手套也不会影响调光灵敏度。

技术特征及创新点： 
◆   平板式-彻底颠覆了现有工业观片灯的外观和结构，把传统粗大笨重的台式观片灯变为平板式，

厚度仅仅4cm； 

◆   无噪音-机壳采用铝合金拉制而成，整体作为散热器，把传统的内散热变为外散热，散热效果好，

开机后无噪音； 

◆   电容式触摸调光-技术优于iPhone，轻触就能感应，即使带上厚厚的手套，也不影响其灵敏度，

寿命长达30年； 

◆   温控散热-采用温度传感器检测LED温度，控制外置散热风扇工作，节约能源，无噪音； 

◆   增设柔光灯-柔光灯与脚踏联动，光线柔和不刺眼，便于记录和书写，而且，便于观察和

分辨底片表面的伪缺陷； 

◆   角度可调-专利技术的活动支架，使用角度360°任意调节，展开锁定后，可以承重70多公斤，经久耐用； 

◆   精湛的电路设计-精心设计的恒流源电路，量身定做的DC24V交流适配器供电，性能稳定，经久耐用。

主要技术参数：

◆   最大亮度：>138000cd/m²  

◆   最大照度：>430000LX  

◆   散射系数: σ＝0.9  

◆   均匀系数: g＝0.9  

◆   整机功率：90W  

◆   整机重量：4.0 kg  

◆   窗口大小：200×60mm  

◆   外观尺寸：410×200×40mm  

◆   供电电源：～220V,50Hz/DC24 V  

LUYOR-950系列工业LED观片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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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V-10紫外线防护眼镜

LUV-10紫外线防护眼镜是美国路阳针对紫外线灯

操作人员而设计的一款保护眼睛免受紫外强光的伤

害的防护眼镜，LUV-10紫外线防护眼镜的镜片是

由特殊的有机材料和吸收剂制成的，是一种高效、

安全、无毒的眼睛防护产品，尤其能有效的防护

UV灯的紫外光对人体的潜在伤害。LUV-10紫外线

防护眼镜是有效防止紫外线（UVA、UVB、UVC）

对工作人员眼睛伤害的必备的防护工具。防护波长

100-400nm,可见光透过率90%.

LUV-30紫外线防护荧光增强眼镜

在荧光渗透探伤以及荧光磁粉探伤操作紫外线探伤

灯时，因为紫外线探伤黑光灯发出的强烈紫外线对

操作人员眼镜有伤害，操作人员必须佩戴紫外线防

护眼镜，LUV-30紫外线防护眼镜不仅仅能够完全阻

隔紫外线，同时能够增强荧光磁粉或荧光渗透剂的

荧光亮度，让操作人员观察缺陷更方便，同时又增

加了检出微细缺陷的机会。 

LUV-40紫外线防护面罩

LUV-40紫外线防护面罩是上海路阳精心研制的高

亮度紫外线防护面罩，能够有效防护短波紫外线

（UVC)、中波紫外线(UVB)、长波紫外线(UVA)的辐

射, LUV-40紫外线防护面罩带有半部头盔的紫外线

面罩能够稳定地固定在操作人员头部，有效保护操

作人员整个面部的紫外线辐射，LUV-40紫外线防护

面罩是荧光检测、生命科学实验人员的首选保护用

品。

●   5档头带调节位置，便于舒服佩戴

●   柔软前额衬垫提供长时间舒适佩戴

●   优异的抗冲击性能

●   优异的耐热性能

●   便捷的调节旋钮

●   吸收80%辐射热

●   吸收99%紫外线

●   防高强度冲击

●   面屏厚度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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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YOR-6220是一种水基荧光渗透剂，不含有石油类溶剂，在紫外线照射下呈现黄绿色荧光， 溶于水，可稀

释。但通常直接使用，或以1:1~1:2的比例与水混合使用。不宜与水基显像剂配合使用，因为可能会出现过洗现

像。

LUYOR-6220水基荧光渗透剂应用范围

LUYOR-6220水基荧光渗透剂主要用于检测塑料和陶瓷工件的裂纹，也可作为检漏渗透剂检测通透缺陷,也可应

用于局部检测，来发现金属，橡胶及陶瓷表面各种的裂纹，漏洞及不连续性。能广泛应用于一般工程，尤其应

用于大型结构或不适合浸润法检测的领域。

LUYOR-6220水基荧光渗透剂广泛应用于黑色和有色金属锻件、铸件、焊接件、机加工件以及陶瓷、玻璃、塑

料等表面缺陷的检查。它能检查出裂纹、冷隔、夹杂、疏松、折叠、气孔等缺陷；但对于结构疏松的粉末冶金

零件及其他多孔性材料不适用。 适用于化工、造船、铁路、石油、重型机械、冶金、军工、压力容器等部门对

表面较粗糙、探伤灵敏度要求为2级的铸锻、板、棒等金属原材料、大型零件及结构的渗透探伤。

LUYOR-6220水基荧光渗透剂的包装标准：

LUYOR-6220 水基荧光渗透剂

订货号 包装容量 包装方式

LUYOR-6220-00500 500毫升 塑料瓶

LUYOR-6220-04000 4升包装 塑料壶

LUYOR-6220-20000 20升包装 塑料壶

* 可提供200kg钢桶包装

LUYOR-6220水基荧光渗透剂用于检测金属及陶瓷的水基型

荧光渗透剂(用于非航空领域)

物理状态 浓缩的水基型乳化溶液，含有表面活性剂及防腐剂

施加方法 常规喷洒、涂刷、浸泡(不可使用静电喷涂)

操作向导 浓度[50-100%]；温度[常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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