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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火科技（MicroFire)是一家独立研发与设计战术

照明装备的科技公司，专注于运用最先进的光学、

电子技术、新材料和精益制造工艺，创造高品质、

超远照距、高可靠性的专业战术照明装备。

威火设计并制造的军用及警用战术照明装备严格按

照美国军用标准（MIL-STD-810G）设定检测计划，

产品已装备多个发达国家特种作战部队与执法部门，

成为多国执法与作战人员最好的工具伙伴。

十年来，威火持续追求在技术上领先世界的目标，

并在多项技术指标上全面超越了全球同类产品，成

为世界战术照明领域当之无愧的领跑者。

2018起，威火将重新定义全球战术照明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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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战术手电（Tactical Flashlights）

威火专注于持续创新和研发，旗下的产品重新定义了手持照明装备的功能。

威火为作战与执法等专业任务的细分需求量身定制性能，因此，必有一款

照明产品符合甚至超出您的期望。

优质光学设计，稳定性能和高可靠性的手持战术手电均为适应最严峻的任

务环境通过严格测试。

威火专业照明装备是作战及专业执法人员的第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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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

2,000米

1,000,000
坎德拉

IP68

超强光战术手电系列
（神剑H20)

3

采用世界最先进系统光学设计和特别定制的LED芯片，超强

光战术手电可投射出有效照距远达2,000米的光束，此产品

是同口径同功率战术灯照距世界冠军。

◎ 多种照明模式：100%高亮，1%-100%渐变弱光，战术频
闪。数字开关，方便操作，一键式按压操作可得任意模
式；

◎ 光束发散角在1.4°- 30°范围内可调，既能进行远距
离搜索，也能满足近距离的匀光照明应用；

◎ 尾部设有电池电量智能指示灯，确保用户的安心使用；
◎ 航空级铝材筒身，美国军用三级（HAIII）硬质氧化表

面处理，电筒在极限环境下耐用可靠。

H20适用于单兵单警巡逻搜索，反恐防暴反骚乱，强光战术
压制等。

建议适配：

陆军
（武警）

海军

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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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米实拍效果图

最大发光强度 1,000,000坎德拉

照距 2,000米（按照美国ANSI/NEMA FL-1标准测试）

照明模式 100%全亮； 1%-100%渐变弱光； 战术频闪

运行时间 6.5小时（最强光模式）； 226小时（最弱光模式）

电源方案 可充电锂离子电池棒（6*3400毫安时）

充电时间 3.5小时（威火科技D3交流充电器）

光束发散角 1.4°- 30°

光源功率 10 W

头件直径 87 mm

筒身直径 46 mm

长度 257 mm

重量 960 g

工作温度 -20 ℃ - +70 ℃

防水等级 IP68，防水5米（按照美国军用标准MIL-STD-810G测试）

跌落 1.5米，无包装（按照美国军用标准MIL-STD-810G测试）

标准配件 车用直流充电器，3A交流充电器，战术携行肩带，防水防震携行箱

可选配件 红色/黄色/绿色/蓝色滤镜片

详
细

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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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米

120小时

330,000
坎德拉

远射战术手电系列
(探索者H11)

5

极具人体工程学之美的远射战术手电系列产品，采用特别定
制的LED和专业的光学透镜，能投射出远达1,100米照距的光
束。它的独特之处在于：

◎ 多种照明模式：100%高亮，1%-100%渐变弱光，战术频闪。
数字开关，方便使用，一键式按压操作；

◎ 持续旋转头部，可获得3°- 28°范围内不同的光束发散
角；

◎ 多功能尾盖能快速切换手持战术按压与枪用线控两种操
控方式。无需取出电池，即可快速充电；

◎ 在各种极限环境下，耐用可靠；可浸于10米水下而正常
使用。

远射战术电筒系列产品可用于突击步枪、通用步枪的战术照
明，以及单兵单警随身装备，救援，户外等专业照明应用。

建议适配：

陆军
（武警）

海军

公安

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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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发光强度 330,000坎德拉

照距 1,100米（按照美国ANSI/NEMA FL-1标准测试）

照明模式 100%高亮； 1%-100%渐变弱光； 战术频闪

运行时间 2小时（最强光模式）； 120小时（最弱光模式）

电源方案 2*18650（3400毫安时）锂离子充电电池

充电时间 3.5小时（威火科技C2充电器）

光束发散角 3°- 28°

光源功率 10 W

头件直径 54 mm

筒身直径 42 mm

长度 170 mm

重量 430 g (含电池）

工作温度 -20 ℃ - +70 ℃

防水等级 IP68, 防水10米（按照美国军用标准MIL-STD-810G测试）

跌落 1.5米，无包装（按照美国军用标准MIL-STD-810G测试）

可选配件
红色/黄色/绿色/蓝色滤镜，威火科技C2交流/车用充电器，
3400毫安时锂离子充电电池*2，1A直充充电器，战术腰套

详
细

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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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米

56小时

160,000
坎德拉

中照距战术手电系列
(猎隼H8)

7

中照距战术手电是一款结构完美，量轻，为使用者提供完
美光束的照明工具。

◎ 照距远达800米，是同口径同功率战术灯照距世界冠军；
◎ 多种照明模式：100%高亮，1%-100%渐变弱光，战术频

闪。使用方便，数字开关，一键式按压操作；
◎ 连续旋转头件，可得到2.4°至24°之间不同发散角的

光束；
◎ 防护等级IP68，可浸于5米水下使用，在各种极端环境

中耐用并保持稳定性能。

H8适用于突击步枪、轻狙击步枪、狩猎与运动步枪，是单
兵单警随身装备的最佳选择。

建议适配：

陆军
（武警）

海军

公安

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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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发光强度 160,000坎德拉

照距 800米（按照美国ANSI/NEMA FL-1标准测试）

照明模式 100%高亮； 1%-100%渐变弱光； 战术频闪

运行时间 2小时（最强光模式）； 56小时（最弱光模式）

电源方案 1*18650（3400毫安时）锂离子充电电池或者2*CR123A（3 V）

充电时间 3.5小时（威火科技C1充电器）

光束发散角 2.4°- 24°

光源功率 10 W

头件直径 40 mm

筒身直径 25.4 mm

长度 149 mm

重量 212 g（含电池）

工作温度 -20 ℃ - +70 ℃

防水等级 IP68，防水5米（按照美国军用标准MIL-STD-810G测试）

跌落 1.5米，无包装（按照美国军用标准MIL-STD-810G测试）

标准配件 战术按压尾盖

可选配件
红色/黄色/绿色/蓝色滤镜，威火C1交流/车用多功能充电器，

3400毫安时锂离子充电电池，战术腰套

详
细

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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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米

5,000流明

50,000
坎德拉

9

手持战术手电系列
(挑战者H5)

为满足中近程强光战术照明的要求，手持战术手电系列产品
具备以下强大的功能：

◎ 出色的加强档，亮度最高可达5,000流明，充分满足了对
强大而紧凑的光束需求；

◎ 先进的电路设计与独出心裁的散热处理，确保了高亮度
光束的长时间安全运行；

◎ 新增的照明模式选择环，便于单手选择各种功能，并可
在开灯之前预定所需要的模式；

◎ 航空级铝材，美国军用三级（HAIII）硬质氧化表面处理，
确保在各种极端环境下保持稳定的性能；

◎ 防水等级IP68，且可浸于10米水中正常使用。

高质量和最优性能的完美结合，手持战术电筒系列产品是单
兵单警巡逻，搜救，狩猎，个人防卫和摄影照明的最佳选择。

建议适配：

陆军
（武警）

海军

公安

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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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拍图

10

最大发光强度 50,000坎德拉

照距 450米（按照美国ANSI/NEMA FL-1标准测试）

照明模式 加强档； 100%高亮； 50%中亮； 5%弱光； 战术频闪； 待机

运行时间
1.5小时（K3S-X：100%高亮）； 35小时（K3S-X：5%弱光模式）

3小时（K6：100%高亮）； 70小时（K6：5%弱光模式）

电源方案 K3S-X（3*3400毫安时）或K6（6*3400毫安时）可充电锂离子电池棒

充电时间 3.5小时（威火科技D1交流充电器）

光束发散角 40°

光源功率 35 W

头件直径 76 mm

筒身直径 47 mm

长度 178 mm

重量 670 g（含电池）

工作温度 -20℃ - +70℃

防水等级 IP68，可防水10米（按照美国军用标准MIL-STD-810G测试）

跌落 1.5米，无包装（按照美国军用标准MIL-STD-810G测试）

标准配件 K3S-X：1.2A交流充电器,        K6：3A交流充电器

可选配件
红色/黄色/绿色/蓝色滤镜片，K3S-X（3*3400毫安时）可充电电池棒，

K6（6*3400毫安时）可充电电池棒，车用直流充电器，战术腰套

详
细

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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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米

四种光谱

249克

多光谱LED战术手电系列
(CSI HMC2)

11

多光谱LED战术手电系列产品是一款功能丰富的多光谱LED战术电
筒。独特的设计和出色的性能使之成为供给多个发达国家特种部
队的专业军事装备。

◎ 旋转头件即可获得所需的光谱，并确保每一个光谱投射
出来的光斑都均匀且居中；

◎ 四个不同的光谱光束，都有高-中-低-频闪四种照明模式，
通过旋转环调节；

◎ 枪用版采用一体化快速装卸枪夹和枪用线控尾盖，手持
版替换成战术按压尾盖；

◎ 在各种极限环境中能保持稳定的性能，抗1.5米的高度跌落，
且在20米水下能长时间稳定工作。

无需携带多只电筒，一只多光谱LED战术手电系列产品即能满足多
种光谱的应用需求。我们接受光源组合定制（包括红外和紫外）。

建议适配：

陆军
（武警）

海军

公安

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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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拍效果图

12

最大发光强度 9,000坎德拉

照距 200米（按照美国ANSI/NEMA FL-1标准测试）

照明模式 100%高亮； 50%中光； 10%弱光； 战术频闪

运行时间
白光4.5小时（高亮度）； 红光4小时（高亮度）
绿光6.5小时（高亮度）； 蓝光3小时（高亮度）

紫外（定制）3.5小时（高亮度）； 红外（定制） 43小时（高亮度）

电源方案 1*18650（3400毫安时）锂离子充电电池或者2*CR123A电池（3 V）

充电时间 3.5小时（威火科技C1充电器）

头件直径 45 mm 

筒身直径 25.4 mm

长度 143.7 mm

重量 249 g（含电池）

工作温度 -40℃ - +70℃

防水等级 IP68, 防水20米（按照美国军用标准MIL-STD-810G测试）

跌落 1.5米，无包装（按照美国军用标准MIL-STD-810G测试）

标准配件 战术按压尾盖

可选配件 威火科技C1交流/车用充电器，3400毫安时锂离子充电电池，战术腰套

详
细

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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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毫瓦

IP68

175克

手持绿激光炫目器
(HGLD3)

13

作为一种旨在使目标人员失去战斗能力的非致命武器，

HGLD3同其竞争对手相比，具有许多优势。例如：选用半

导体激光头，不仅使整机体积紧凑、重量轻巧，而且使其

最大输出功率高达300毫瓦。这款“改变游戏”的激光眩

目器还拥有以下特点：

◎ 连续旋转头件，可得不同发散角的激光光束；

◎ 多种操作模式：战术频闪，100%全功率输出，10%-

100%低功率渐变，使用方便，数字开关，一键式按压

操作；

◎ 使用寿命长达20,000小时，在极端环境下能保持稳定

工作。

建议适配：

陆军
（武警）

海军

公安

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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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输出功率 300毫瓦（绿激光）

最大有效距离（眩目）
960米（白天）
6,400米（夜间）

模式 100% 全功率；10%-100% 弱功率渐变；战术频闪

运行时间 3小时（100%全功率）； 6小时（战术频闪）

激光光束发散角
0.1°（聚光）
5°* 1°（散光）

电池 1*18650（3400毫安时）锂离子可充电电池或者2*CR123A（3 V）

充电时间 3.5小时（威火科技C1充电器）

头件直径 40 mm

筒身直径 25.4 mm

长度 197 mm

重量 195 g

工作温度 -20℃ - +50℃

防水 IP68, 防水10米（按照美国军用标准MIL-STD-810G测试）

跌落 1.5米，无包装（按照美国军用标准MIL-STD-810G测试）

备选配件 战术腰套

14
详

细
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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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用战术灯（Weapon Lights）

枪灯的推出和应用极大程度地提高了夜间作战和特殊任务的执行效率。

为了响应迅猛增长的市场需求，威火科技推出了枪灯系列。此系列的初

衷就是为了满足各类专业人士对于不同枪支和环境下的照明需求和个人

需求，不管您是需要近距离作战还是超远距离瞄准，威火的产品总能够

保证您顺利完成任务，安全回归。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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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米

120小时

330,000
坎德拉

远照距枪灯G11，采用特别定制的LED和专业的光学透镜，
能投射出远达1100米照距的光束。它的独特之处在于：

◎ 多种照明模式：100%高亮，1%-100%渐变弱光模式，战
术频闪，数字开关，一键式按压操作；

◎ 持续旋转头部，可获得3°- 28°范围内不同发散角的
光束；

◎ 多功能尾盖可快速连接枪用线控尾盖与直充充电器；
◎ 筒身上特有设计，能方便快捷地装上带皮卡汀尼导槽

的枪夹，将电筒固定在武器上使用；
◎ 在各种极限环境下，耐用可靠；可浸于10米水下而正

常使用。

G11可用于突击步枪，通用步枪，单兵单警随身装备，救
援专业等专业照明应用。

远照距枪灯系列
（探索者G11)

16

建议适配：

陆军
（武警）

海军

公安

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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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发光强度 330,000坎德拉

照距 1,100米（按照美国ANSI/NEMA FL-1标准测试）

照明模式 100%高亮； 1%-100%渐变弱光； 战术频闪

运行时间 2小时（最强光模式） 120小时（最弱光模式）

电源方案 2*18650（3400毫安时）锂离子充电电池

充电时间 3.5小时（威火科技C2充电器）

光束发散角 3°- 28°

光源功率 10 W

头件直径 54 mm

筒身直径 42 mm

长度 170 mm

重量 430 g (含电池）

工作温度 -20 ℃ - +70 ℃

防水等级 IP68, 防水10米（按照美国军用标准MIL-STD-810G测试）

跌落 1.5米，无包装（按照美国军用标准MIL-STD-810G测试）

可选配件
红色/黄色/绿色/蓝色滤镜，皮卡汀尼导轨枪夹，威火科技C2交流/车用充电器，

3400毫安时锂离子充电电池*2，1A直充充电器，战术腰套

详
细

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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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体积却投射出远达800米的光束，中照距枪灯G8是一款结
构完美，量轻，为长枪和运动步枪使用者提供完美光束的照
明工具。

◎ 连续旋转头件，可得不同发散角的光束；
◎ 多种照明模式：100%高亮，1%-100%渐变弱光，战术频闪。

使用方便，数字开关，一键式按压操作；
◎ 枪用版采用可快速装卸的皮卡汀尼枪夹和枪用线控尾盖；
◎ 在各种极端环境中耐用并保持稳定的性能；
◎ 同口径同功率战术灯照距世界冠军。

G8适用于突击步枪、轻狙击步枪、狩猎与运动步枪。

中照距枪灯系列
（猎隼G8)

18

800米

56小时

160,000
坎德拉

建议适配：

陆军
（武警）

海军

公安

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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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发光强度 160,000坎德拉

照距 800米（按照美国ANSI/NEMA FL-1标准测试）

照明模式 100%高亮； 1%-100%渐变弱光； 战术频闪

运行时间 2小时（最强光模式）； 56小时（最弱光模式）

电源方案 1*18650（3400毫安时）锂离子充电电池或者2*CR123A（3 V)

充电时间 3.5小时（威火科技C1充电器）

光束发散角 2.4°- 24°

光源功率 10 W

头件直径 40 mm

筒身直径 25.4 mm

长度 149 mm

重量 212 g（含电池）

工作温度 -20 ℃ - +70 ℃

防水等级 IP68，防水5米（按照美国军用标准MIL-STD-810G测试）

跌落 1.5米，无包装（按照美国军用标准MIL-STD-810G测试）

标准配件 RS7枪用线控尾盖

可选配件
红色/黄色/绿色/蓝色滤镜，WM7皮卡汀尼导轨枪夹，
威火科技C1交流/车用多功能充电器，USB接口充电线；

3400毫安时锂离子充电电池，战术腰套

详
细

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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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米

1瓦

136克

红外LED枪灯
（掠夺者GI4)

20

采用大功率的红外光源，通过优秀的光学透镜，红外LED
手电系列产品为夜视设备提供强大而紧凑的红外光源。它
的独特之处在于：

◎ 有效照距远达400米（以第三代夜视仪为标准测量）；
◎ 输出红外光功率高达到1瓦；
◎ 支持四种亮度模式，满足不同需求；
◎ 光束发散角在9°- 37º范围内可调，既能进行远距离

搜索，也能满足近距离的匀光夜视应用；
◎ 尾部设有电池电量智能指示灯，确保用户的安心使用；
◎ 操控无声，符合欧洲用眼安全标准；
◎ 航空级铝材筒身，在极限环境下确保电筒的耐用可靠。建议适配：

陆军
（武警）

海军

公安

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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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状态下，紧致而又及远的光束 散光状态下，均匀的光束

实拍效果图

21

最大输出功率 1 W（红外有效光）

照距 400米（配用第三代夜视仪，按照美国ANSI/NEMA FL-1标准测试）

照明模式 100%高亮； 75%中光； 50%中光； 10%弱光； 电量检测； 关闭

运行时间
2小时（100%高亮） 3小时（75%中光）
5小时（50%中光） 20小时（10%弱光）

电源方案 1*CR123A锂离子电池（3 V）

波长峰值 850 nm

光束发散角 9°- 37°

头件直径 32 mm

筒身直径 25.4 mm

长度 118.3 mm

重量 136 g（含电池）

工作温度 -20 ℃ - +70 ℃

防水等级 IP68，防水5米（按照美国军用标准MIL-STD-810G测试）

跌落 1.5米，无包装跌落（按照美国军用标准MIL-STD-810G测试）

可选配件 夜视仪夹具，WM7皮卡汀尼导轨枪用夹具

详
细

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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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米

四种光谱

249克

多光谱LED枪灯系列
(CSI GMC2)

多光谱LED战术手电系列产品是一款功能丰富的多光谱LED
战术电筒。独特的设计和出色的性能使之成为供给多个发
达国家特种部队的专业军事装备。

◎ 旋转头件即可获得所需的光谱，并确保每一个光谱投
射出来的光斑都均匀且居中；

◎ 四个不同的光谱光束，都有高-中-低-频闪四种照明模
式，通过旋转环调节；

◎ 枪用版采用可快速装卸的皮卡汀尼枪夹和枪用线控尾
盖；

◎ 在零下40℃至零上67℃的温度下都能保持稳定的性能，
抗1.5米高度跌落，且在20米水下能长时间稳定工作。

无需携带多只电筒，一只多光谱LED战术手电系列产品即
能满足多种光谱的应用需求。我们接受光源组合定制（包
括红外和紫外）。

建议适配：

陆军
（武警）

海军

公安

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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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拍图

23

最大发光强度 9,000坎德拉

照距 200米（按照美国标准ANSI/NEMA FL-1测试）

照明模式 100%高亮； 50%中光； 10%弱光； 战术频闪

运行时间
白光4.5小时（高亮度） 红光4小时（高亮度）
绿光6.5小时（高亮度） 蓝光3小时（高亮度）

紫外（定制）3.5小时（高亮度） 红外（定制）43小时（高亮度）

电源方案 1*18650（3400毫安时）锂离子充电电池或者2*CR123A电池（3 V）

充电时间 3.5小时（威火科技C1充电器）

头件直径 45 mm 

筒身直径 25.4 mm

长度 143.7 mm

重量 249 g（含电池）

工作温度 -20 ℃ - +70 ℃

防水等级 IP68, 防水20米（按照美国军用标准MIL-STD-810G测试）

跌落 1.5米，无包装（按照美国军用标准MIL-STD-810G测试）

标准配件 SR7枪用线控尾盖

可选配件
WM7皮卡汀尼导轨夹具，威火科技C1交流/车用多功能充电器，

3400毫安时锂离子充电电池，战术腰套

详
细

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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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照灯（Searchlights）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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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0米

10,000小时

20,000,000
坎德拉

完美地利用了一颗45W新型光源的能量，超远距离战术探
照灯S90系列产品能投射出有效照距远达9,000米的超亮光
束 （★同功率世界纪录★）。结合艺术级的光学设计工
艺与特别定制的固体光源，超远距离战术探照灯S90系列
产品拥有以下特点：

◎ 多种照明模式：频闪，高亮，10% - 100% 渐变弱光；
◎ 通过RS232接口与电脑软件操作界面，能实现不同的光

束发散角，照明模式的遥控调节；用户可自行设置特
殊的频闪速率；

◎ 可外接直流电源，也可使用方便携行的高能电池棒；
◎ 通过一体化的皮卡汀尼导槽固定在武器及机载、舰载、

车载设备上提供照明，也可使用备用把手成为能携行
的手持探照灯；

◎ 在极限环境下，耐用可靠；

超远距离战术探照灯S90系列产品是一款能满足军事和执
法用途的照明设备，同时也是民用安防专业人士和资深户
外运动员的理想照明工具。

超远距离战术探照灯系列
(光风暴S90)

25

建议适配：

陆军
（武警）

海军

公安

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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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千米实拍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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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发光强度 20,000,000坎德拉

照距 9,000米（按照美国ANSI/NEMA FL-1标准测试）

照明模式 100%高亮度； 10%-100%渐变弱光； 战术频闪

光束发散角 0.5°- 25°

光源工作功率 45 W

电源方案 12-28 V外接直流电源或者高能电池棒

头件直径 160 mm

筒身直径 150 mm

长度 280 mm

重量 4.5 kg

工作寿命 10,000小时

防水等级 IP67（按照美国军用标准MIL-STD-810G测试）

跌落 1.5米（按照美国军用标准MIL-STD-810G测试）

标准配件 数控手柄，电源线，防水防震携行箱

可选配件
红色/黄色/绿色/蓝色滤镜，信号线，皮卡汀尼导轨枪夹，可充电电池棒

（9*3400毫安时），车用直流充电器

详
细

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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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米

IR 850纳米

6,250,000
坎德拉

远距离战术探照灯系列
(光刃S50)

27

建议适配：

陆军
（武警）

海军

公安

新产品

远距离战术探照灯S50系列旨在为轻型自动武器平台、重机
枪、榴弹机关枪、反器材步枪、陆航或警用直升机提供强有
力照明的车载或手持探照灯。 结合艺术级的光学设计与特
别定制的LED光源，该系列拥有以下特点：

◎ 多种照明模式：频闪，高亮，10% - 100% 渐变弱光；
◎ 特集成了红外光源，为夜视设备提供充足且聚焦的不可

见红外光；
◎ 通过美国军用安费诺连接器，可遥控调节不同的光束发

散角与照明模式；
◎ 可外接直流电源或使用便携式高能量电池包供电；
◎ 通过一体化的皮卡汀尼导槽固定在武器及机载、舰载、

车载设备上提供军事照明，也可使用备用手柄成为能携
行的手持探照灯；

◎ 在各种极限环境中保持可靠的性能。

远距离战术探照灯S50系列符合各项严格的军用规格要求和
工业规格要求（包括随机/船载摆动，冲击响应谱（SRS）/
船载振动等等），是一款能满足军事用途，执法用途的专业
照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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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发光强度 6,250,000坎德拉

照距 5,000米（按照美国标准ANSI/NEMA FL-1测试）

照明模式
全功率高亮度（100%）；多档低亮度（10% - 100%）；高亮度战术频闪；

红外光源（850纳米）

电源方案 12 -28 V直流电源

光束发散角 1°- 35°

头件直径 133 mm 

筒身直径 84 mm 

长度 218mm

重量 2.1 kg

工作温度 -20℃ - 55 ℃（按照美国军用标准MIL-STD-810G测试）

防水等级 IP68，防水10米（按照美国军用标准MIL-STD-810G测试）

跌落 1.5米（按照美国军用标准MIL-STD-810G测试）

随机振动 按照美国军用标准MIL-STD-810F测试

防盐雾等级 按照美国军用标准MIL-STD-810F测试

安全等级 按照美国军用标准MIL-STD-1474D测试

标准配件 防水防震携行箱

可选配件
红色/黄色/绿色/蓝色滤镜；电源线，信号线，数控手柄，皮卡汀尼导轨枪夹，

车用直流充电器，可充电电池棒（6*3400毫安时）

28
详

细
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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