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5带来的好处
公司简介
500V额定电压设计为客户提供宽泛灵活的统一标准接口
500V额定电压完全满足认证的要求,使用范围非常宽泛。
M15接口可以应用到一出二到一出六串/并联不同的接

我们的能力：
乔合里主要 提供 广泛应用 在 恶劣或者敌对环境下的环保密封、可
靠坚固的连接器。这为各种各样的海洋和室外应用开启了大门，这些
行业领域 需要 稳固设计、防尘防水的连接器以及电缆，例如 LED（路
灯、显示屏、灯）、工业自动化、航海电子设备、工程机械、新能源
（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 。 我 们能简化您的系统需求并提供便利
的低 成本 高 效益方案以及 宽 泛的防水 连接器选择。我们所有的产品都
拥有高质量、高稳定性能、高可靠度。乔合里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年， 至今已有300多名研 发、制造、销售团队，7千平方米的厂
房、按行 业国际标准建设的实验室和精益化生产线，可以为 您提供 全
面完整的 解 决方案和产品。

线模组上，接口规格整齐统一，并方便客户备料和管理。

IP68防护设计和100%真实防水验证
保证路灯户外严酷的长期工作
采用螺纹对接、压紧密封、一体注塑、隔断和卡点止退设计，
保证防水长期可靠，全部出货均进行IP68的防水测试，让客户放心使用。

我们的优势：
乔合里作为国内最早的专业防水连接器公司之一，已积累了10大
系列3000多个标准产品。拥有UL，CCC，CE，TUV等多项认证。我
们的直接团队包括来自中国、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等行业精英，
合作伙伴遍布美国、欧洲、亚洲等工业发达地区。拥有高度灵活性的
研发定制化能力和强大的成型技巧，我们确保产品完全符合您的需
求，并接受不同层级的定制。2014年1月乔合里参与指定了《LED模
组路灯接口的国家标准》。我们是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大运会
等工程中显示和亮化连接器指定的产品供应商。

长寿命的使用特性依靠于纯正、高性能的材料选用
接触件采用实心接触件，符合国标安规要求；塑胶料采用尼龙料，

CHOGORI

乔合里

中国国家标准路灯模组接口;
上海市路灯模组标准接口;
浙江省路灯模组标准接口;
湖南省路灯模组标准接口;
广东省路灯模组标准接口;

满足125℃球压试验，从而保证路灯在户外严寒酷暑的工作环境
中的长久寿命，同时降低售后维护成本。

为您做到：
1、 三 个事业部针对不同行业客户需求深入研发产品
2、 研 发体系严格按照APQP管控流程
3、 乔合里从2013年 开始运用“精益管理哲学”以及TS16949系 统
4、 运用各种精益工具来全面提升客户关切的品质保证和交货期服务
5、 对客户的交货期承诺为7-15天
6、 对重要产品的寿命承诺超过25年

依据于国家标准和多省市地方标准，用户更易接受

UL TUV 3C认证齐全;
500V额定电压设计;
IP68防水保障;
内置Netsok转簧插孔;
超过200万个路灯模组的市场应用;

M15已成为国家《LED照明应用接口要求》的标准和上海、湖南、广东、
浙江四省的地方标准，为路灯建设和改造的上下游供应链（包含业主、

上海

销售商、施工方、灯具厂家、接头厂家）提供了统一认可的标准。

浙江

湖南

LED路灯国家标准接口

广东

M15连接器
内置我司专有的核心技术——NETSOK转簧插孔

乔合里科技有限公司
Z

转簧端子优点：全圆周线接触，接触电阻低，通载电流大，
插拔柔顺，抗强振动！让高压电路连接双倍可靠。

地址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章阁市场中港星工业区E 栋
电话 +86

超过200万个路灯模组的市场应用，验证了质量的可靠
从2012年初研发设计，到2012年下半年的反复验证和试产，到2013年
初推向市场，乔合里持续跟进客户反馈，对产品进行不断地改良升级。
目前M15系列已是非常成熟和稳定的产品，已出货200万PCS.

成都华阳道路改造项目

南京道路改造项目

武进道路改造项目

云南曲靖沾益

Z

重庆路灯项目

传真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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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和参数：
额定工作温度：- 40℃~105℃

1、提供各种规格模组接线方式（以下图示说明）

额定电压：500V

2、基于国标和地标尺寸的灵活接线方式

额定电流：10A

3、 500V电压设计利于串联方案的扩容

防水等级： I P68

4、 IP68的高等级防护

乔合里

LED路灯国家标准接口

1.标准设计方的优势:主导设计方。

ICS 点击此处添加ICS号
点击此处添加中国标准文献分类号

乔合里是国家《LED照明应用接口要求》的主导设计方，推动M15
成为国家LED照明应用接口的标准，后又相继成为上海《道路LED
照明应用技术规范》、湖南《LED路灯》、广东《广东LED照明标
准光组件技术规范》、浙江四省的地方标准。

ICS 29. 140
K73

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

湖 南 省 地 方 标 准

道路LED照明应用技术规程

E470468

E470468

E470468

E470468

Application Code for the LED Road Lighting Technology

2014上海

广东省半导体照明产业联合创新中心

M15型号选择

5、镀金实心铜材端子，耐盐雾实验超过48小时

塑胶材质：尼龙

广东LED照明标准光组件技术规范

电缆可选：- 40℃~ 80℃橡胶电缆

2.认证齐全的优势。
M15认证齐全，消除客户认证的后顾之忧。
已有UL、TUV认证，CCC认证正在进行中。
UL认证号：E470468,TUV证书号：B141181970007.

M15系列2芯公头

E470468

料号：48002113 - 01 - XXX

M15系列3芯公头
料号：48003113 - 01 - XXX
M15 2芯公头的电气间隙
5.2mm
爬电距离
23.77mm

M15 2芯母头电气间隙
6.5mm
爬电距
21.5mm

产品优势：

路灯不同模组示意图：

3.生产品质100%防水测试和电气检测的保障优势。

M15系列2芯母头

M15产品在打包入库前，均要进行防水测试和电气检测以及外
观检查，这些检验均纳入生产拉，检验为良品才可以流入下一道工序。

M15系列3芯母头

料号：48002413 - 01 - XXX
料号：48003413 - 01 - XXX

电子连接器公端

电子连接器公端

电子连接器母端

电子连接器母端

电子连接器公端

2008北京奥运会

电子连接器母端

M15系列一出二 A款

电子连接器公端

2010年上海世博会

2011年广州亚运会

串联料号：48002010 - 01 - XXX

电子连接器母端

防水接头
防水接头

电子连接器公端

电子连接器母端

电子连接器公端

并联料号：48002010 - 11 - XXX

设计特点：

电子连接器母端

2014北京APEC会议

A.清晰的对接到位指示
B. 不存水式设计

电子连接器公端
电子连接器公端
电子连接器母端
电子连接器母端

内螺纹螺母不作为封胶体，从而保证内螺纹螺母和胶芯之
间没有储水隐患，增强防水可靠性。

公母对接到位的标示清楚明了。只要公端标识箭头在母端
标识的两个箭头之间的范围内，则公母对接到位。

4. 10年LED行业方案产品供应商的经验优势。

M15系列一出二 B款
串联料号：48002011 - 01

在防水连接器和国际专利大电流连接器方面有十几年的研发制造经验。
产品多达15个系列3000多个品种。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
会、深圳大运会以及2014北京APEC会议等重要工程中都有乔合里连接器的贡献。

防水接头
防水接头

并联料号：48002011 - 11

冲压母头
电子连接器公端

电子连接器母端

电子连接器公端

电子连接器母端

电子连接器公端

电子连接器公端

电子连接器母端

电子连接器母端

M15母头，老化测试中
5.独特专利的端子技术与冲压端子比较的可靠优势。 对比
冲压母头的塑胶已经严重烧毁
冲压端子采用空心结构，铜片冲压而成，接触不稳定，在长期户外使用过程，
会存在端子氧化发白以及胶头烧毁等隐患，最终导致模组路灯失效。
而M15使用实心接触件，符合CCC安规要求；并且母端插孔均是采用我司专
有的转簧设计，接触非常可靠。

水流

C. 内置转簧发明专利端子

接触件采用高可靠转簧端子，实心插针 。
特征和优点

电子连接器公端

电子连接器母端

电子连接器公端

电子连接器母端

M15系列一出三

M15公母对插有精准弹性：
转簧实心孔，后装入胶头，不受应力，
且有铜管保护，在宽松空间内孔有精
准的弹性来和针配合。

串联料号： 48002010 - 02 - XXX
并联料号： 48002010 - 12 - XXX

冲压端子公母对接为刚性,无准确弹性：
空心孔在注塑后被胶料紧紧包裹，受
到应力没有空间来弹性张开，在公母
对插时只能靠公针变形来插入。

防水接头

防水接头

M15母头

空心针孔

全自动成型和全自动组装技术能有效降低成本

实心针孔

小尺寸大电流,同样尺寸承载电流增加90 %
插拔次数10000次以上
震动和冲击环境中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媲美线簧孔

插针尺寸覆盖0 . 66mm ~ 14mm,电流高达1000A
电子连接器公端

电子连接器公端

较低的插拔力,插拔过程中自我清洁（氧化层）

电子连接器母端

电子连接器母端

接触电阻0 . 5m Ω~ 5m Ω

防水接头

防水接头

M15系列一出四

6.多处独特防水设计的优势。
采用螺纹对接、压紧密封、一体注塑、隔断和卡点止退设计，保证防水
长期可靠。

串联料号： 48002010 - 03 - XXX
并联料号： 48002010 - 13 - XXX
卡点止退

螺母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