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P150/RVP250/RVP350

conTempo Floodlight /conTempo 投光灯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 安装说明

conTempo-PC100

ta25°

ta35°

IP65

1m

Installation安装应用

Dimensions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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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all insta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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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orner installation

RVP150 bracket/支架 RVP250 bracket/支架

Unit: mm
单位: mm

蓬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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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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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RVP150 267 303 284 306 109 347
RVP250 327 346 343 363 117 424
RVP350 425 430 440 460 137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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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anopy insta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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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落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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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VP150 max. 0.08m2
RVP250 max. 0.102m 2
RVP350 max. 0.165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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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VP150 max.45°
RVP250 max.10°
RVP350 max.10° 45°

RVP350 bracket/支架

Making conTempo ready for mounting 准备安装
1 Unclench the four clip by a
suitable tool

2 Pull up the two clips as shown and lift the glass gently
捏住图示的两个搭扣,小心地提起玻璃

用工具打开四个搭扣

3 Open the glass by rotating it
gently

抓住玻璃的另一端将其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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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ix the suitable lamp gently
小心地装上合适的光源
3

Wire connection接线
1 Unscrew the clamp as shown
松开所示压线板的螺钉

2 Insert power cord through the grommet,the clamp, and
then into the terminal block; tighten the screws as shown
将电源线穿过防水接头,压线板,然后插入接线座;再把图示
的五颗螺钉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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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m≤￠≤10mm
External cable/外部接线：
60245IEC57
3x1.0mm2

Philips Lighting Luminaires (Shanghai) Co., Ltd.
Address: No. 2688, Huyi Road, Jiading, Shanghai, China
Postalcode: 201801
飞利浦灯具（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沪宜公路2688号
邮编：201801

3 Fix the grommet tightly
将防水接头帽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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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conTempo ready for use安装使用
1 Close the glass gently

2 Press the four clips onto
their initial locations

将玻璃小心地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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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四个搭扣扣回原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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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ind the power cord as
shown

3 Fix the bracket tightly onto
a suitable firm base by 3 bolts
用三颗螺栓将灯具锁紧在牢固的
支撑面上

将电源线如图绑在支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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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Nm) M8
(29Nm) M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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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st the angle of the product using the aiming device for
optimum effects
利用瞄准器调整所需角度

将灯具两侧的两螺栓拧紧

70

30

30 60

120 100

Aiming device

130 150 170 180
90

0

6 Twist the eblow screws
tightly

≥44Nm
≤50Nm

Maintenance保养方法
1.In order to ensure optimum perfermance,please clean the luminaire regularly(recommended twice a year).While cleaning the
luminaire, please use a soft cotton pad only.
为了保持灯具明亮效果，请定期（半年一次）进行清洁。灯具清洁时请使用软布擦拭。

2.Don’t use chemical solvents to clean the luminaire,it maight damage the painted surface.
请勿使用任何化学溶剂擦拭灯具表面，否则可能会对灯具喷涂表面造成腐蚀或变色。

3.Please replace protective front glass immediately,in case of any crack/deterioration.
万一玻璃破裂或出现其它异常，请立即更换玻璃。

4.The product is suitable for installing at an elevation not higher than 1500 meters.
本产品适合安装在海拔1500米以下。

5.Not suitable for usage in area’s prone to hurricane and extreme winds (e.g. coastal area’s, habour,etc.).
本产品不适合安装在海边、港口等强台风多发地区。

Caution:please shut off power before changing the lamp or maintenance.
注意: 更换光源或维护前，请先切断电源。

用户资料
用户姓名：
地

身份证号码：

飞利浦灯具产品
专用说明书
保修条例

址：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出售单位及地址：
购买日期：

年

月

日

发票号码：

飞利浦照明
上海办事处
上海市沪宜公路1805号
电话：021-59151088
传真：021-59151804
邮政编码：201801

西安办事处
西安市南大街30号中大国际508室
电话：029-87203516
传真：029-87203633
邮政编码：710002

北京办事处
北京建国门北大街华润大厦16层
电话：010-65172288
传真：010-65181203
邮政编码：100005

成都办事处
成都市人民南路2段川信大厦28层
电话：028-86199799
传真：028-86200703
邮政编码：610016

广州办事处
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三路33号
中华国际中心B塔18楼
电话：020-83141682
传真：020-83777543/83777542
邮政编码：510055

武汉办事处
武汉市汉口建设大道568号
新世界国贸大厦35层02-03室
电话：027-85560332
传真：027-85793397
邮政编码：430022

沈阳办事处
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206号
城市广场第一座11层1103室
电话：024-23341635
传真：024-23341632
邮政编码：110001

南京办事处
南京市汉中路2号
金陵饭店世界贸易中心6楼
电话：025-86556588
传真：025-84718215
邮政编码：210005

仅限中国大陆地区

符合国标 GB7000.7-2005, GB7000.1-2002
Suit for GB7000.7-2005, GB7000.1-2002
产品通过CQC认证 Pass CQC remark
认证号码：CQC05010014880
CQC No.: CQC05010014880
顾客免费热线：8008201201(限中国大陆地区)
Free charge service line: 8008201201 (For China)

本公司保证该产品在正常使用及保养下能发挥其优越性能，
同时本公司将为持证用户提供一年之保修服务（不含光源）。
1 自购买日起一年内，凡经本公司维修人员确认为正常使用情况
下因制造工艺或材料而导致的故障及损坏，您都将获得免费门市
保修服务；
2 此免保修服务包括附件、辅助装置、运输费及维修人员上门服
务费；
3 维修时，保修证及发票正本或其他有效凭证同时使用方为有效；
4 以下情况将不能享受免费服务：
1）接不适当电源，使用不适当之安装而造成的损坏；
2）非经本公司认可之维修和改装而造成的损坏；
3）错误或疏忽使用或不适当配件而造成的损坏；
4）因运输及其他意外而造成的损坏；
5 此证若经涂改即作废；
6 此证仅限在中国境内使用有效。
顾客热线：8008201201
飞利浦灯具（上海）有限公司

仅限中国大陆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