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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展览馆 
 

线上展览馆将于每月 15 日更新资料，欢迎前往观看 
2023.05 

本月更新内容如下 

主馆名称 展馆名称 项目 更新内容 

轮播动画 

 (到达页) 

XLG-DA2系列 LINK 主打新上市 DA2调光版 

高压直流(HVDC) 

电源解决方案 

LINK 新增NCP-3200及开发中机型

SHP-30K 

产品展览馆 A1. 机壳型电源馆 产品介绍 更新产品蓝图 (新增开发中机型

LRS-N2系列、HRP-1000N3

与 SHP-30K) 

A2. LED驱动电源馆 最新产品 新增 XLG-240320-48-ABV 

解决方案 新增 XLG-240320-48-ABV应

用图 

A4. 基板型电源馆 产品介绍 更新产品蓝图 (新增开发中机型

LOP系列) 

B1. 适配器馆 产品介绍 更新产品蓝图  

B2. DC/DC转换器馆 解决方案 新增铁道真空断路器应用图 

B3. 充电器和逆变器 产品介绍 更新产品蓝图 (新增开发中机型

NTN-5K系列) 

C1. VFD馆 产品介绍 更新产品蓝图(修改输出分类) 

最新产品 更新规格书链接 

C2. 联源精密馆 产品介绍 更新产品蓝图(产品线整并、工

业机器人删除部分系列) 

最新产品 新增 7.5/15 mm TS35 DIN 导

轨 

C3. 3+N 产品馆 解决方案 新增质谱仪应用 

C4. 产品与技术服务

中心 

技术新知 更新技术文章 

认证新知  新增 safety：IEC,EN,ANSI 

AAMI ES60601-1 Ed.3.2现

https://led.meanwell.com/outdoor-lighting/XLG/indexCN.aspx
https://www.meanwell.com/Enclosed/HVDC/CN/index.html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2#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3#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3#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4#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5#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6#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7#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53#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53#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6#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6#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9#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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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与要求说明 

 新增 IA：IEC62368各国转

证市场准入动态、中国 CCC

标准 GB17625.1-2022说明

与 CQC辅助散热决议 

产业应用与

技术支持 

 技术新知 更新技术文章 

认证新知  新增 safety：IEC,EN,ANSI 

AAMI ES60601-1 Ed.3.2现

况与要求说明 

 新增 IA：IEC62368各国转

证市场准入动态、中国 CCC

标准 GB17625.1-2022说明

与 CQC辅助散热决议 

解决方案馆 能源管理系统 集中电源 更新实景应用图 

充电桩  更新实景应用图 

 新增 UHP 系列链接 

B.A 控制技术 KNX 更新实景应用图 

CANBUS 新增 NCP-3200连结 

PMBUS 新增 NCP-3200连结与应用图 

制造自动化 BLDC马达

驱动 

 更新连结 

 新增实景应用图 

资通讯系统 数据中心 更新实景应用图 

室内显示屏  更新连结 

 新增实景应用图 

集团介绍  公司新闻 新增北美经销会报导 

 
2023.04 

本月更新内容如下 

主馆名称 展馆名称 项目 更新内容 

产品展览馆 A1. 机壳型电源馆 最新产品 新增 NCP-3200系列 

影音专区 新增技研会两大主流新品介绍

及应用影片和讲义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44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44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46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46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46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1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1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1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47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47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47
http://expo.meanwell.com.cn/index.html#intro_se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2#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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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新增 NCP-3200应用图 

A2. LED驱动电源馆 产品介绍 更新产品蓝图 

影音专区 新增技研会两大主流新品介绍

及应用影片和讲义 

A3. 导轨型电源馆 影音专区 新增技研会六利基新品介绍及

应用影片和讲义 

A4. 基板型电源馆 影音专区 新增技研会六利基新品介绍及

应用影片和讲义 

B1. 适配器馆 影音专区 新增技研会六利基新品介绍及

应用影片和讲义 

B2. DC/DC转换器馆 影音专区 新增技研会六利基新品介绍及

应用影片和讲义 

B3. 充电器与逆变器馆 影音专区 新增技研会六利基新品介绍及

应用影片和讲义 

C1. VFD馆 影音专区 新增技研会六利基新品介绍及

应用影片和讲义 

C3. 3+N 产品馆 最新产品 新增 NCP-3200系列 

影音专区 新增技研会六利基新品介绍及

应用影片和讲义 

解决方案 新增仓储机器人充电应用 

C4. 产品与技术服务中心 技术新知 更新技术文章 

认证新知 新增 safety 3/20欧洲 VFD法

令简介 

产业应用与

技术支持 

 技术新知 更新技术文章 

认证新知 新增 safety 3/20欧洲 VFD法

令简介 

集团介绍  公司新闻 新增中国经销会新闻 

 
2023.03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馆名称 展馆名称 项目 更新内容 

产品展览馆 A1. 机壳型电源馆 本馆介绍 新增馆长联络方式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2#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3#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3#B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3#B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4#B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5#B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6#B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7#B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53#B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9#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9#B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9#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D
http://expo.meanwell.com.cn/index.html#intro_se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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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更新产品蓝图 

最新产品 新增 ERG-5000系列 

解决方案 新增 ERG-5000应用图 

A2. LED驱动电源馆 本馆介绍 新增馆长联络方式 

产品介绍 更新产品蓝图 

最新产品 新增 SLD-150系列 

解决方案 新增 SLD-150应用图、DLC-

02-KN 数字照明、人因照明

与户外照明应用案例 

A3. 导轨型电源馆 本馆介绍 新增馆长联络方式 

产品介绍 更新产品蓝图 

A4. 基板型电源馆 本馆介绍 新增馆长联络方式 

产品介绍 更新产品蓝图 

解决方案 新增 IRM-90应用图 

B1. 适配器馆 本馆介绍 新增馆长联络方式 

产品介绍 更新产品蓝图 

B2. DC/DC转换器馆 本馆介绍 新增馆长联络方式 

产品介绍 更新产品蓝图 

B3. 充电器与逆变器馆 本馆介绍 新增馆长联络方式 

产品介绍 更新产品蓝图 

B4. 医疗用电源馆 本馆介绍 新增馆长联络方式 

产品介绍 更新产品蓝图 

解决方案 新增 MPM-45/65/90、RPS-

120S、RPS-500、GSM、

GEM06I 系列应用图 

C1. VFD馆 本馆介绍 新增馆长联络方式 

产品介绍 新增产品蓝图 

影音专区 新增苏州智能园区流水造景应

用案例 

解决方案 新增 VFD-350P-230、VFD-

350C-230应用图 

C2. 联源精密 本馆介绍 新增馆长联络方式 

产品介绍 新增产品蓝图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2#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2#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2#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3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3#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3#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3#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3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3#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4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4#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4#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5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5#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6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6#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7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7#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8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8#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4#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53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53#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53#B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53#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6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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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产品 新增 USB 3.1 GEN2 Type C

充电/传输线 

C3. 3+N 产品馆 本馆介绍 新增馆长联络方式 

产品介绍 更新产品蓝图 

解决方案 新增烧机系统、粒子加速器、

DALI 智能灯控应用图 

C4. 产品与技术服务中

心 

本馆介绍 新增馆长联络方式 

技术新知 更新技术文章 

应用案例 移除 

影音专区 移除 

产业应用与

技术支持 

 技术新知 更新技术文章 

 

2023.02 

本月更新内容如下 

主馆名称 展馆名称 项目 更新内容 

产品展览馆 DC/DC转换器馆 最新产品 新增 DDRH-120/240系列 

解决方案 新增 DDRH-120/240应用图 

产业应用与

技术支持 

 技术新知 更新技术文章 

 

2023.01 

本月更新内容如下 

主馆名称 展馆名称 项目 更新内容 

首页   

 

 

 将 13则新品 Banner 轮播置顶 

 原 13馆浓缩为 11馆 
(移除 KNX 智能建筑馆及系统电源馆) 

 新增 3+N产品馆、产业应用与技

术支持 

 集团介绍置底 

 主选单新增「产品快选表」 

产品展览馆 DC/DC转换器馆 最新产品 新增 SKM30-N/DKM30-N 系列 

解决方案 新增 SKM30-N/DKM30-N 应用图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6#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9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9#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9#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6#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6#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6#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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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源精密 最新产品 新增 PSC/PSD和 JM/JMD系列 

影音专区 新增 PSC/PSD和 JM/JMD影片 

3+N 产品馆 产品介绍 新增 8份全系列产品介绍 PDF 档 

集团介绍 

(原主题馆) 
   新增苏州新厂启用新闻 1则 

 集团介绍连结至 SDG 永续发展网 

产业应用与

技术支持 

 技术新知 更新技术文章 

认证新知 IA 项目新增 IEC62368各国转证市场

准入动态信息 

 
2022.12 

本月更新内容如下 

主馆名称 展馆名称 项目 更新内容 

展览主题馆  媒体专区 新增得奖新闻及新厂开幕讯息 

产品展览馆 系统电源 解决方案  烧机系统应用新增两个案例 

 粒子加速器应用新增系统电源与

电源管理案例 

产品与技术

服务中心 

 技术新知 更新技术文章 

认证新知 Safety 新增安规标准更新信息 

联源精密  最新产品 新增 Push-in工业开关及配线控制箱 

 
2022.11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馆名称 展馆名称 项目 更新内容 

展览馆首页  推广影片 更换为苏州智能园区导览影片 

展览主题馆  主打产品 新增直流集中供电照明解决方案

Banner 产品展览馆 LED 电源馆 本馆介绍 

KNX 智慧

建筑馆 

本馆介绍 

解决方案馆 

(原未来馆) 

 智能园区导览影片 

(原苏州智能园区) 

 新增苏州智能园区导览影片 

 电源系统解决方案链接按钮 

能源管理系统 老化能源回收(原烧机能源回收)/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6#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6#B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9#A
http://www.sdg-mps.com/cn/about.aspx?i=1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E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17#B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9#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E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6#D
http://expo.meanwell.com.cn/index.html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17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3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9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40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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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自动化 直流输出产品应用内容更新 

产品与技术服

务中心 

 技术新知 更新技术文章 

联源精密  最新产品 新增 Push-in轨道式端子 

 
2022.10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馆名称 项目 更新内容 

展览主题馆 主打产品 新增智慧建筑及通信电源解决方案 

活动快讯 新增 2022新产品技术发表会及产品博览会 13支

影片 

产品与技术服务中心 技术新知 更新技术文章 

应用案例 新增案例 2于电源与控制；新增案例 2于灯控与

智能建筑 

联源精密 影音专区 新增 4支影片 

 

2022.09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馆名称 展馆名称 项目 更新内容 

展览主题馆  媒体专区 新增公司新闻一则 

产品展览馆 机壳型电源 最新产品 新增 RST-7K5/15K 系列 

解决方案 新称 RST-7K5/15K 应用图 

未來館 安防監控系統 消防系統 新增 LAD系列产品应用图与连结 

产品与技术服务中心  认证新知 1. Safety 项目新增 2则全球法

规动态 

2. EMC项目新增欧洲讯息 

3. IA 项目新增泰国和中国讯息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1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6#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17#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17#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6#B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17#B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2#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2#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41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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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馆名称 展馆名称 项目 更新内容 

展览主题馆  主打产品 新增高压直流输出电源解决方案 

媒体专区 新增公司新闻二则 

产品展览馆 机壳型电源 本馆介绍 新增高压直流输出电源 Banner 连结 

最新产品 新增 SHP-10K 系列 

影音专区 新增 SHP-10K 系列影片 

解决方案 新称 SHP-10K 应用图 

LED驱动电源 影音专区 新增 DLC-02控制器应用介绍 

系统电源 本馆介绍 新增系统电源解决方案 Banner 连结 

解决方案 新增基地台、资料中心、高压集中电

源、充电应用 

产品与技术服

务中心 

(原技术服务馆

与售后服务馆

整并) 

 服务团队 加入售后服务人员 

技术支持  更名为服务项目 

 新增售后服务连结 

技术新知 更新技术文章 

影音专区  更名为应用案例与影音专区 

 新增 3+N系统解决方案应用案例 

 更新影片三支 

零组件与自动

化设备馆 

(原售后服务馆) 

 产品介绍  新增零组件品项链接 

 新增自动化设备品项连结 

最新产品 新增三项产品链接 

影音专区 新增影片一支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17#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17#B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2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2#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2#B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2#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3#B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9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2#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A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B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6#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6#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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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馆名称 展馆名称 项目 更新内容 

展览主题馆  主打产品 新增系统、充电器与逆变器、安防

3项电源解决方案 

媒体专区 新增公司新闻一则 

产品展览馆 机壳型电源 本馆介绍 新增 HRP-N3系列介绍连结 

最新产品 新增 NSP-1600/3200系列 

影音专区 新增 HEP-2300与 LRS系列介绍 

解决方案 新称 NSP-1600/3200应用图 

LED驱动电源 本馆介绍 新增 XLG 系列介绍连结 

产品介绍 新增选型手册下载连结 

充电器与逆变器 本馆介绍 新增新一代产品介绍连结 

影音专区 新增充电器与逆变器介绍影片 

导轨型电源 本馆介绍 新增主打系列连结 

医疗用电源 本馆介绍 新增 NMP系列介绍连结 

技术服务馆  技术新知 更新技术文章 

认证新知 IA 项目新增新加坡认证讯息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17#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17#B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2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2#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2#B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2#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3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3#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7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7#B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3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8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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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馆名称 展馆名称 项目 更新内容 

展览主题馆  媒体专区 更新 3则公司新闻 

产品展览馆 LED驱动电源 最新产品 新增 LCM-40TW系列 

影音专区 新增 DLC-02数字控制器应用影片 

KNX智慧建筑 影音专区 新增 KNX Data Secure介绍影片 

充电器与逆变

器 

最新产品 新增 NTS/NTU-2200/3200系列 

影音专区 新增智能充电器与高效能逆变器组

合展示影片 

解决方案 新增 NTS/NTU-2200/3200应用图 

未来馆  首页入口 更新苏州智能园区新厂大图 

BA控制技术 DALI：新增 DALI-2照明系统介绍

影片 

物业管理系统 景观亮化：更新解决方案连结 

能源管理系统 太阳能相关应用：新增太阳能充电

功能逆变器解决方案 

制造自动化 烧机能源回收之锂电池测试设备应

用：更新解决方案连结 

资讯通讯系统 数据中心、视频会议系统、室内显

示屏：解决方案连结更新 

技术服务馆  技术新知 更新技术文章 

影音专区 新增 HEP-2300系列介绍影片及

3+N 直流高压集中供电展示影片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17#B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3#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3#B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9#B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7#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7#B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7#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40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46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42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44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44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47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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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 

本月更新内容如下 

主馆名称 展馆名称 项目 更新内容 

展览主题馆  主打产品 新增 XLG 家族介绍 

产品展览馆 机壳型电源 产品介绍  更新全产品介绍 PDF 文件 

 更新产品蓝图 PDF文件 

最新产品 新增 HEP-2300 系列 

解决方案 新增 HEP-2300 应用图 

LED驱动电源 产品介绍  更新全产品介绍 PDF 文件 

 更新产品蓝图 PDF文件 

医疗用电源 产品介绍  更新全产品介绍 PDF 文件 

 更新产品蓝图 PDF文件 

导轨型电源 产品介绍  更新全产品介绍 PDF 文件 

 更新产品蓝图 PDF文件 

基板型电源 产品介绍  更新全产品介绍 PDF 文件 

 更新产品蓝图 PDF文件 

适配器馆 产品介绍  更新全产品介绍 PDF 文件 

 更新产品蓝图 PDF文件 

最新产品 新增 GST360B系列 

解决方案 新增 GST360B应用图 

系统电源 产品介绍  更新全产品介绍 PDF 文件 

 更新产品蓝图 PDF文件 

充电器与逆变器 产品介绍  更新全产品介绍 PDF 文件 

 更新产品蓝图 PDF文件 

DC/DC 转换器 产品介绍  更新全产品介绍 PDF 文件 

 更新产品蓝图 PDF文件 

技术服务馆  技术新知 更新技术文章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17#D
https://led.meanwell.com/outdoor-lighting/XLG/indexCN.aspx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2#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2#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2#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3#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8#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3#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4#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5#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5#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5#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9#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7#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6#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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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馆名称 展馆名称 项目 更新内容 

展览主题馆  活動快訊 新增 2022 新品暨应用介绍 6 支影片 

六利基电源新品介绍影片+讲义 

机壳型电源新品介绍影片+讲义 

KNX&B.A 电源新品介绍影片+讲义 

产品展览馆 机壳型电源 最新产品 新增 LRS-450/600 系列 

解决方案 新增 LRS-450/600 应用图 

轨道型电源 最新产品 新增 DRS-240/480 系列 

解决方案 新增 DRS-240/480 应用图 

技术服务馆  技术新知 更新技术文章 

认证新知 新增 Safety 和 EMC 新闻 2 则 

 
2022.03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馆名称 展馆名称 项目 更新内容 

展览主题馆  主打产品 新增小间距 LED显示屏电源方案 

活動快訊 新增 2022 新产品与应用技术介

绍：LED电源新品介绍影片+讲义 

产品展览馆 机壳型电源 最新产品 新增 UHP-1500-HV 系列 

解决方案 新增 UHP-1500-HV 应用图 

系統电源 最新产品 新增 CMU2 系列 

轨道型电源 最新产品 新增 DRC-180 系列 

解决方案 新增 DRC-180 应用图 

技术服务馆  技术新知 更新技术文章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17#A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1MTI1MTkxMg==.html?spm=a1z3jc.11711052.0.0&isextonly=1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1MzU5NzAwNA==.html?spm=a1z3jc.11711052.0.0&isextonly=1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1NjAyMTE1Mg==.html?spm=a1z3jc.11711052.0.0&isextonly=1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2#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2#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3#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3#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tw/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17#D
https://mailchi.mp/meanwell.com/miniled_cn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17#A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0OTg3OTgyMA==.html?spm=a1z3jc.11711052.0.0&isextonly=1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2#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2#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9#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3#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3#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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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 

本月更新內容如下 

主馆名称 展馆名称 项目 更新内容 

首頁  导览影片 由各馆主介绍 2022 展馆 

产品展览馆 机壳型电源 最新产品 新增 HRP-N3 系列 

解决方案 新增 HRP-N3 应用图 

LED驱动电源 最新产品 新增 XLG-20/320 系列 

充电器与 

逆变器馆 

最新产品 新增 NTS/NTU-1700系列 

解决方案 新增 NTS/NTU-1700应用图 

适配器馆 
(原外接型电源馆改名) 

最新产品 新增 GST360A 系列 

解决方案 新增 GST360A 应用图 

技术服务馆  技术新知 更新技术文章 

技术支持 新增 3+N 系统解决方案 

售后服务馆  GTIN 号

码查询 

于该馆入口新增 GTIN 号码查询

链接 

 
2022.01 

本月更新内容如下 

主馆名称 展馆名称 项目 更新内容 

展览主题馆  媒体专区 新增公司新闻 3 则 

产品展览馆 充电器与 

逆变器馆 

最新产品 新增 NPB/NPP-1700 系列 

解决方案 新增 NPB/NPP-1700 应用图 

技术服务馆  技术与认

证新知 

 更新认证新知 

 更新技术文章 

影音专区  更新 CMU2 展示套件介绍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0NDMzMTk5Ng==.html?spm=a1z3jc.11711052.0.0&isextonly=1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2#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2#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3#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7#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7#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5#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5#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B
http://expo.meanwell.com.cn/exhibition_9.html
http://expo.meanwell.com.cn/exhibition_9.html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17#B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7#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7#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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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 

本月更新内容如下 

主馆名称 展馆名称 项目 更新内容 

展览主题馆  媒体专区 新增公司新闻 1 则 

产品展览馆 充电器与 

逆变器馆 

产品介绍 更新全产品介绍 PDF 文件 

最新产品 新增 NPB/NPP-1200 系列 

解决方案 新增 NPB/NPP-1200 应用图 

LED驱动 
电源馆 

最新产品 新增 NHDD系列 

技术服务馆  技术与认

证新知 

 技术新知改名为技术与认证新

知，并新增认证最新消息链接 

 更新技术文章 

 
 

2021.11 

本月更新内容如下 

主馆名称 展馆名称 项目 更新内容 

展览主题馆  主打产品 新增 LSP/UHP/PHP 系列 

媒体专区 新增「双向电源」等相关新闻 3 则 

产品展览馆 充电器与 

逆变器馆 

产品介绍 更新产品蓝图内容 

最新产品 新增 NPB/NPP-450/750 系列 

解决方案 新增 NPB/NPP-450/750 应用图 

DC/DC

转换器馆 

产品介绍 更新产品蓝图内容 

技术服务馆  技术新知 更新应用文章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17#B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7#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7#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7#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3#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17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17#B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7#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7#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7#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6#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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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 

本月更新内容如下 

主馆名称 展馆名称 项目 更新内容 

产品展览馆 DC/DC 

转换器馆 

最新产品 新增 1~2W SMD型系列机型 

解决方案 新增 1~2W SMD型系列应用图 

LED驱动电源馆 影音专区 新增 DLC-02 套件展示影片 

KNX 智慧建筑馆 影音专区 新增 KNX 套件展示影片 

轨道型电源馆 最新产品 新增 DUPS20/40 系列 

解决方案 新增 DUPS20/40 系列应用图 

外接型电源馆 最新产品 新增 SGAS06/60 系列 

解决方案 新增 SGAS06/60 系列应用图 

技术服务馆  技术新知 更新应用文章 

影音专区 新增 DLC-02 及 LCM&PWM 

IoT 系列套件展示影片 

 
2021.09 

本月更新内容如下 

主馆名称 展馆名称 项目 更新内容 

产品展览馆 系统电源馆 

(与可配置型电源

拆分，单独介绍

系统电源产品) 

产品介绍 更新介绍内容与 PDF 檔 

最新产品 新增 RxP-1600 系列 

解决方案 新增 4 种常见系统电源应用场

景 

LED驱动电源馆 最新产品 新增 GSV30/60 系列 

外接型电源馆 最新产品 新增 SGAS15 系列 

技术服务馆  技术新知 更新应用文章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6#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6#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3#B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9#B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3#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3#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5#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5#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9#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7#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7#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3#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5#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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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 

本月更新内容如下 

主馆名称 展馆名称 项目 更新内容 

展览主题馆  媒体报导 新增「明纬制造执行系统(MES) 

提升标准电源的质量」新闻一则 

主打产品 新增 HRP-N 系列 

产品展览馆 充电器与逆变器

馆 

最新产品 新增 BIC-2200 系列、 

NPB-120/240/360 系列 

影音专区 新增 NTS/NTU 介绍影片 

解决方案 新增 NPB系列/BIC-2200 应用图 

技术服务馆  技术新知 更新应用文章 

 
2021.07 

本月更新内容如下 

主馆名称 展馆名称 项目 更新内容 

展览主题馆  媒体报导 新增「明纬制造执行系统(MES) 

提升标准电源的质量」新闻一则 

产品展览馆 DC/DC 转换器馆 最新产品 新增 MDS/MDD03/06 系列 

LED驱动电源馆 最新产品 新增 DLC-02 

KNX 智慧建筑馆 最新产品 新增 DLC-02-KN 

技术服务馆  技术新知 更新应用文章 

 

2021.06 

本月更新内容如下 

主馆名称 展馆名称 项目 更新内容 

展览主题馆  主打产品 新增 NMP 系列医疗与工控应用

网页 

活动快讯 新增高端电源在线课程影片 

媒体报导 精选为近期 3 则 

集团介绍 新增信赖伙伴的力量影片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17#B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17#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7#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7#B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7#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17#B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6#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3#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9#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17#D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17#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17#B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1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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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馆 能源管理系统 DC 

HOUSE 

新增直流集中供电和直流照明应

用方式图说 

产品展览馆 机壳型电源馆 产品介绍 新增 PHP-3500-HV 

LED驱动电源馆 产品介绍 新增 PWM-200KN 系列 

KNX 智慧建筑馆 产品介绍 

技术服务馆  技术新知 更新应用文章 

 
2021.05 

本月更新内容如下 

主馆名称 展馆名称 项目 更新内容 

展览主题馆  活动快讯 新增四场在线课程影片 

媒体报导 新增两则新闻 

产品展览馆 LED驱动电源馆 产品介绍 更新全产品介绍及产品蓝图 

充电器与逆变器馆 产品介绍 更新全产品介绍及产品蓝图 

最新产品 新增 NTS-750 与 

NTS/NTU-1200 系列 

解决方案 新增三项应用图例 

技术服务馆  技术新知 更新应用文章 

影音专区 新增 BIC-2200 应用影片 

 

2021.04 

本月更新内容如下 

1. 主题馆，PBM 伙伴专区：在线型录更新 

2. 机壳型产品馆，新增新品介绍，HRP-150N/300N/600N 系列 

3. LED 电源馆，新增新品介绍，OWA/PWM/NPF-200 系列 

4. 充电器与逆变器馆，新增新品介绍，NTS-250P/400P 系列与 NTS-

300/450 系列 

5. 技术服务馆，新增 FAQ 类别-智能控制 

6. 技术服务馆，新增技术文章专区 

7. 未来馆-能源管理系统，新增智能电表介绍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44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44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2#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3#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9#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17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17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3#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7#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7#A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37#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C
http://expo.meanwell.com.cn/aboutRange.aspx?i=2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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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 

本月更新内容如下 

1. 机壳型产品馆，新增新品介绍，HEP-1000-W系列 1000W出线式抗恶

劣环境电源供应器与 PHP-3500 系列 3500W数字化可并联水冷电源供

应器 

2. LED 电源馆，新增新品介绍，LCM/PWM-DA2 系列 25~120W DALI 

2.0 数字调光 LED驱动电源 与 NLDD-H/ LDDS-H 系列 DC-DC LED

驱动器电源 

3. 未来馆-新增 BA 控制技术/DALI 

4. 未来馆-新增环境监测系统/环保排烟 

 

2021.02 

本月更新内容如下 

 

1. 未来馆-新增能源管理系统/DC HOUSE  

2021.01 

本月更新内容如下 

1. Configurable 系统电源馆，新增 NMD-240 模块新品，更新全产品介

绍与产品蓝图 

2. 未来馆-新增信息通讯系统/VOIP 

3. 未来馆-新增物业管理系统/建筑照明 

4. 未来馆-新增环境监测系统/环保排烟 

2020.12 

本月更新内容如下 

1. 主题馆，新增媒体曝光新闻 

2. 充电器与逆变器馆，正式启用 

3. 机壳型产品馆，更新 LSP/UHP/PHP 新品介绍 

4. 技术服务馆，新增「技术文章」区域 

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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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更新内容如下 

1. 主题馆，活动快讯新增集团展览直播信息 

2020.09 

本月更新内容如下 
 

1. DC/DC 转换器馆，新增光伏电源系统解决方案 

2. 未来馆-安防监控系统，新增消防应用实际案例介绍 

2020.08 

 

本月更新内容如下 
 

1. 外接型电源馆，全产品线介绍更新 

2. LED 电源馆，新品介绍-DC/DC 驱动电源/ LCM-PWM-IOT 内容更新 

3. KNX 智慧建筑馆，新增影片，重建更美好的家园:明纬智慧建筑解决方

案 

4. Configurable 系统电源馆，新增影片，模块电源:值得您信赖的多组输

出电源方案 

5. Configurable 系统电源馆，新增新品介绍，包含 NMP 系列、UMP 系

列、DRP 系列 

6. 售后服务馆，新增 Q&A 专区 

7. 未来馆-安防监控系统- 新增紧急照明集中电源、消防授信总机系统应用 

8. 未来馆-物业管理系统- 新增招牌与显示屏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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