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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说 明 

现行

版次 
修订内容 制/修订 审核 批准 生效日期 

A0 首次制定 周波 梁婉侦 吴霆仑 2017-09-29

A1 

1.增加 2.2.2 条款组成产品主要部件清

单； 

2.增加 2.5 条款件号说明； 

3.增加 2.6 条款批号说明； 

4.增加 3.3 条款安装示意图，原 3.3 和

3.4 条款变更为 3.4 和 3.5。 

周波 梁婉侦 吴霆仑 2018-01-22

A2 

1. 在 2.3 技术指标中增加线长和   重

量的指标描述； 

2. 2.4.1标识中图 4和图 5根据铭 牌图

进行替换； 

3. 2.5.3 件号举例中删除第 2 个； 

4. 2.6.2 批号举例中删除第 2 个； 

5. 3 中各条款号顺序做了修改，内容不

变。 

周波 梁婉侦 吴霆仑 2018-05-25

A3 
1.将 2.5.2 中的件号从 15XXXXXX 改为

15(XX)(XXX)(X),相应描述也做变更。 
周波 梁婉侦 吴霆仑 2018-08-30

A4 

1. 将 2.2 和 3.2.4 中对件号

1501(XXX)(X)和 1502(XXX)(X)的构型

和安装进行分别描述； 

2. 删除 2.2 中产品部件说明和 2.5 件号

说明； 

3. 增加 3.3 使用要求； 

周波 梁婉侦 吴霆仑 2019-01-10

A5 

1.第 2.2 条说明产品的基本构型为带拉

环和不带拉环两种结构，并增加 2.2.2

条的批准产品件号索引表。 

2.第 2.5.1 条变更为“基本标识如图 3~5

所示，若有与客户相关的附加信息将标

于图 3 的标识底部。” 

3．第 3 条款中对应的构型件号变更为

“带拉环和不带拉环构型”。 

周波 傅南洲 吴霆仑 20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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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本手册规定了 LNK-AL15 型救生定位灯的简介、安装使用、贮存要求、检测和维修等，用于

指导用户正确使用和维护产品。 

2 产品描述 

2.1 功能说明 

LNK-AL15 型救生定位灯是用于安装在单个或多部位漂浮装置上用以标记位置和帮助在水中

的航空事故幸存者集结的由电池供电的应急灯。当漂浮装置落入水中时，救生定位灯会在接触或

浸入海水或淡水中时自动启动，连续发出至少 8 小时且光强大于 1cd 的常亮白光信号，能清楚地

指示漂浮装置所处位置，提高落水人员获救的成功率。 

2.2 构型说明 

2.2.1 基本构型： 

LNK-AL15 型救生定位灯由光源、电池盒和连接线组成，包括带拉环和不带拉环两种基本构

型，产品结构组成见图 1 和图 2。 

 

 

 

 

 

 

图 1： 带拉环的产品构型               图 2：不带拉环的产品构型 

2.2.2 件号索引： 

  经批准的产品件号，见表 1。 

表 1 件号索引表 

产品名称 型号 件号 构型说明 

救生定位灯 LNK-AL15 

15(01) (XXX)(X) 带拉环 

15(02) (XXX)(X) 不带拉环 

15(03) (XXX)(X) 不带拉环 

备注： (XXX)代表连接线裸露线长，单位为 cm，长度范围 20~150cm，客户可选

项；(X)代表灯体外壳颜色，红色（R）或蓝色（B），客户可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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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主要技术指标 

主要技术指标见表 2。 

表 2 主要技术指标 

技术指标 规格参数 

发光类型 常亮白光 

启动方式 遇水自动启动 

低光亮强度和工作时间 在正常启动后的 8h 光强≥1cd 

启动时间 2℃海水或淡水中启动时间均小于 2 分钟  

工作温度 2 ~30 (+35.6°F~+86°F)℃ ℃  

产品主要尺寸 电池盒主体：64.9*20.8*9.2mm；  光源：φ38.2*26.9mm 

外露连接线长 根据客户要求定制长度在 20~150cm 范围 

产品重量 
带拉环的产品构型，根据线长重量约 29~40g 

不带拉环的产品构型，根据线长重量约 27~39g 

2.4 批号说明 

2.4.1 MFG 代表产品批次号，由 5 位数组成：XXXX– X 

① ② ③    

① ：XX 代表年的末两位数，如 17， 18，…，即为 2017，2018…； 

② ：XX 代表月的两位数，如 01，02，03，…..12； 

③ ：X 代表当月成产的批次序号，如 1，2，3，….9。 

2.4.2 批次号举例 

例：批次号为 1706-1，代表 2017 年 6 月生产的第 1 批次产品。 

2.4.3 当进行救生定位灯检查后，检查人员须在电池盒体上的记录框中写明检查人员及检查

日期信息，以便追溯。 

2.5 标识说明 

2.5.1 LNK-AL15 型救生定位灯产品标识分布在电池盒的两面，一面为产品信息，另一面为

制造商信息，手动拉环为可拆卸部件，同样标识件号和认证标准。基本标识如图 3~5

所示，若有与客户相关的附加信息将标于图 3 的标识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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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3                                 图 5 

2.5.2 产品件号 P/N 和批号 MFG 为可变要素，根据其实现产品追溯。因此用户在购买

LNK-AL15 型救生定位灯后，在安装时应记录件号和批次号，以及对应安装载体的信息，

以便对问题产品进行追溯。 

3 安装和使用说明 

3.1 安装限制声明 

“本设备满足CTSO-C85b和TSO-C85b技术标准规定的 低性能标准和质量控制标准。如欲

在飞机上安装此设备，必须获得单独的安装批准。” 

3.2 安装要求 

LNK-AL15 型救生定位灯可安装在航空救生衣、救生筏或救生艇等漂浮装置上用于指示漂浮

装置位置。当触水后，灯会自动启动，并至少连续 8 小时光强大于 1cd 的常亮光。无论安装在

任一种漂浮装置上，均要保证： 

3.2.1 光源安装牢固，发光面能在朝上的 360°范围内清晰可见，不被漂浮装置遮挡； 

3.2.2 电池盒安装牢固，安装位置要确保漂浮装置落水后，电池盒能浸入水中； 

3.2.3 对于带有手动拉环的 LNK-AL15 产品，手动拉环应始终正确安装在灯的电池盒上，且

确保手动拉环在漂浮装置从包装袋中取出或膨胀入水前自动脱落； 

3.2.4 救生衣安装实例 

A）带手动拉环的LNK-AL15型救生定位灯安装在救生衣上的步骤如下图6~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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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图8   

B) 不带手动拉环的LNK-AL15型救生定位灯安装在救生衣上的步骤如下图9~11所示： 

 

 

 

 

 

 

 

图 9                      图 10                         图 11 

3.3 使用要求 

为了能确保LNK-AL15示位灯的正常使用和延长产品寿命，如灯安装在漂浮装置上后是长期处

于暴露在空气中的备用状态，建议使用带手动拉环的产品；如在安装后随同漂浮装置包装后处于

备用状态，建议使用不带手动拉环的产品。 

4 贮存要求 

4.1 LNK-AL15 型救生定位灯贮存于清洁、无污染、无液态物体直接接触的环境； 

4.2 允许贮存温度为-30℃～+65 (℃ -22°F～+149°F)，贮存环境湿度小于 80%； 

4.3LNK-AL15 型救生定位灯在安装前的储存期间，确保产品始终处于原始包装状态下。 

5 产品寿命 

5.1 因 LNK-AL15型救生定位灯采用贮备电池，具备化学惰性，在满足第 4条贮存要求的条件下，

电池寿命不会自动衰减，因此不限制产品本身寿命； 

5.2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只要电池盒与水接触，均视为产品被使用过，应做报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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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查 

6.1 LNK-AL15 型救生定位灯在安装前或安装后随所在的漂浮装置进行定期检查； 

6.2 通过目视检查电池盒是否存在膨胀、变形、磨损、擦伤和开裂等不合格现象，若出现任何一

种不合格现象，判定该 LNK-AL15 型救生定位灯已失效，应报废； 

6.3 对于安装在漂浮装置上的救生定位灯，检测合格后，在其电池盒上的检查记录中填写检查人

和检查日期信息，作为鉴定的标识。 

7 维护 

LNK-AL15 型救生定位灯在储存及安装备用状态下，均免维护，只需确保按要求进行贮存、

安装、使用和定期检查即可。 

8 维修 

LNK-AL15 型救生定位灯本身不能维修，当安装前检查或随漂浮装置进行定期检查发现不符

合使用要求时，需拆除，并用新的灯替代。 

9 制造商信息 

公司名：厦门朗纳科工贸有限公司 

地  址：中国 福建 厦门 

电  话：0592-5689172 

传  真：0592-5689173 

邮  箱：info@lonako.com 

网  址：www.lonako.com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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