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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形光 & 现代建筑
LINEAR LIGHT &

 MODERN ARCHITECTURE

现代建筑基于点、线、面设计,

探索人与空间最紧密的关系

线形, 勾勒轮廓、描绘细微、塑造形体,

是光在空间结合最完美的载体

创新, 意味着蜕变

实例, 见证了实力

所有匠心的设计

每个至臻的细节

都非偶然

而是倾心塑造

当光学邂逅创新科技

颠覆传统  重塑想象

完美融合  挑战未知

化繁为简  体验至上

只为打造最佳用光体验

经典不只过往

创新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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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光彩，

全球华彩！

寻根溯源为华夏中华,

繁盛生发得华美精华,

春华秋实享永世年华

颜色交织超越五彩,

光色融合幻化多彩,

为光明为生命喝彩

光，驱散黑暗，温暖人心，

指明人类命运共同之路

大道至简，万般颜色融汇于黑白，

无中生有，黑白之间成就华彩世界



华彩光电，创立于2008年，照明行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旗下自主品牌“COLORS”，专注于LED线形照明，

成长为细分领域出口前三、国内头部品牌，为居住、办公、商业等空间场所提供专业照明整体解决方案，致力

于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室内照明创新品牌。

华彩坚持自主研发与知识产权管理，具有成熟稳定的产品开发体系：低压灯带紧随技术前沿、定位高端品类丰

富，硅胶霓虹灯带奠定该品类最高技术标准，在国内率先打造线形照明系统、已迭代到“专业配光、模块安

装、智能物联”的第四代，累计获得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等逾百项，先后囊括德国RED DOT红点奖、IF设

计奖，美国IDEA设计奖，台湾金点设计奖。

华彩投资百万自建光电实验室，自建扬州华彩工业园逾两万平米，生产涵盖封装、贴装、五金、组装等全链

条。所有产品通过行业顶级实验室、认证机构验证，获得CE ROHS UL TUV CCC等主流市场认证；品控体系，

自建生产供应链。

华彩遵循“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的企业价值观，立足深圳，布局全球，坚持走自主品牌路线，产品销

往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签订20多家品牌代理合作伙伴，主打欧洲市场，并与多家国际大牌深度合作。

2018年以来，华彩COLORS品牌重点发力国内市场，通过行业展会论坛、设计师沙龙活动，及全面覆盖一二线

城市近百家品牌经销商，将“华彩-线形照明”理念与产品带给终端用户，共创美好空间光环境，发展迅猛，未

来可期！

关于华彩
ABOUT COLORS

集团公司
以深圳为总部基地，并在欧洲、美国设立分
公司，长三角、珠三角多点布局

自主研发
华彩坚持自主研发与知识产权管理，荣获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称号，多次摘得 IF、IDEA、
RED DOT, GOLDEN PIN 等国际设计大奖

产品体系
产品覆盖LED灯珠封装、灯带霓虹光源、线形
照明系统与各类成品灯具，为居住、办公、商
业等空间场所提供专业照明整体解决方案

全球市场
产品销往全球 90 多个国家地区，在欧洲市
场领先同行，与各大知名品牌合作

认证体系
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 ISO14001
环境体系认证，和各主流市场CE、UL、
CCC等产品认证

制造基地
自建江苏扬州华彩工业园，佛山、江门多地
设厂，质量稳定，产能强大，交货能力强

国际品牌
全球30个国家区域商标注册，全年20多场
巡回推广，品牌合作伙伴遍布全球

十五年历程
15 年积淀，成就细分领域头部企业



使命
通过创新科技与设计，让光和空间完美融合

愿景
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照明企业，中华光彩，全球华彩

品牌定位
华彩线形照明，空间光环境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
为知己而生，新生代中高档-综合商照品牌

品牌调性
简约大气，专业极致，温暖用心

产品理念
化繁为简，体验为王，用户至上

价值观
以客户为中心 │ 以奋斗者为本 │ 因为信任所以简单 │ 唯一不变的是变化

品牌理念
专注 │ 专业 │ 极致 │ 迭代 │ 创新

新生代中高档  -  综合商照品牌



注册中山华彩光电有限公司
自主生产 LED 柔性灯带产品
首次亮相广州光亚展、香港照明展

自建工厂

公司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
ISO14000 环境体系认证
优化产品体系，聚焦 LED 柔性灯带

格局初定/产品聚焦

扬州华彩光电成立，工业园投产
深圳华彩荣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研发全新线形照明产品，推出 LLS1.0
年销售额突破 1 亿

双城同耀

深入建设海外渠道合作机制
建立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品牌经销商体系

渠道建设

品牌定位升级“LED线形照明解决方案供应商”
推出“硅胶霓虹软灯带”，确定行业标准
推出“GLS 1.0专业线形灯具”，
斩获 2017 年金点设计奖和 2017 年美国IDEA设计奖
产品专利数量积累突破50个
布局国内市场，产品出口覆盖90多个国家和地区

布局全球

制造中心全面升级改造，扬州二厂投产，
全新打造现代化灯具制造厂
推出国内首款天际线产品 SKYLINE，
2020 年疫情期间发布即成为网红产品
年销售额突破 2 亿，线形领域出口行业前三
国内市场品牌经营初见成效

制造升级

搭建电商平台，拉近抗疫时期客户距离
NNR25 360°发光硅胶软管灯和小圆轨
斩获 2021 年德国红点奖和台湾金点奖
疫情阻隔，逆水行舟，业绩增长 30%
确定“一站式线光源整体解决方案”和

“空间光环境整体解决方案”双模式定位

战略调整

20081994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2019 2021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2020

创始人乔华剑先生 2001 年前往莫斯科大学，
求学期间开始尝试中俄两国商品贸易工作

求学探索

乔华剑先生求学归来
直奔中山古镇开启创业之路

海归创业

成立深圳华彩光电
公司迁入深圳宝安
产品通过全球主要认证

立足深圳

“COLORS、华彩光” 商标全球注册
深圳生产规模扩大一倍
扬州华彩工业园奠基

品牌诞生

品牌定位“LED 线形照明专家”
首次亮相德国法兰克福展
欧洲市场快速增长

明确定位

提炼公司使命、愿景，
立志成为全球 LED 室内照明创新品牌
推出线形照明系统 LLS 2.0，
为客户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LLS 2.0 斩获 2016 年德国IF设计奖，
奠定线形照明行业地位

使命愿景

定义深圳总部以营销、研发为中心，
搬迁至整栋办公空间，所有生产迁移至扬州
推出“LLS-C 弧形照明系统”，引领潮流，
开启线形灯专业照明时代

华彩十年

疫情之下，稳定公司业绩，
对接上市机构规范公司经营，部署五年战略
建成深圳华侨城灯光体验展厅，建立佛山工厂
推出小圆轨和 NNR25 360°魔术线霓虹灯管
国内与近百家经销商达成合作
国际签订20家品牌经销商，
和多家国际大牌公司开启合作

危机并存

董事长乔甲章先生
在北京创建华飞霓虹灯厂

前身渊源

华彩大事件
COLORS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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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及子公司
品牌服务经销商
销售区域

中国·深圳总部

中国·扬州制造基地

中国·深圳总部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青年路
七星智慧城A5栋

中国·扬州制造基地
扬州市江都区忠爱村华彩工业园

中国·台湾品牌服务中心
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三路168號7樓

智利·品牌服务中心
Av. Padre Hurtado Norte 2248, 
Vitacura, Santiago 7640093, Chile

华彩全球
COLORS GLOBAL

2012年，华彩光电成功注册 COLORS 商标，正式进入品牌时代，2015年，开始深入建设海外渠道合作机制。

以深圳总部为中心，在欧洲、美国成立分公司，搭建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品牌经销商体系，除国内扬州、佛山多

个生产基地外在白俄罗斯建立工厂。发展至今，已在全球40个国家区域商标注册，全年20多场巡回推广。

产品销往欧洲、东南亚、北美、拉美、澳洲、中东等全球90多个国家地区，品牌合作伙伴遍布全球，在欧洲市

场领先同行，与各大知名品牌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台湾

北美

秘鲁

智利

以色列
伊拉克

黎巴嫩

乌克兰

希腊
意大利

奥地利

斯洛伐克捷克

西班牙

法国

南非 澳大利亚

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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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及子公司
品牌服务经销商

黑龙江

北京
天津

江苏
上海

浙江

湖南

四川

云南

吉林

辽宁

河南
陕西

山西 山东
河北

福建

江西

海南

湖北

广东

新疆 甘肃

贵州

重庆

中国·深圳总部

中国·扬州制造基地

华彩中国
COLORS CHINA

2018年，华彩光电着眼布局国内市场，国内自主品牌发力。

自2010年迁至深圳后，华彩先后于2013年和2019年在扬州建立一厂和二厂，2014年在上海设立办事处；2020 

年旗下细分子品牌运作的同时，启动多项对外投资，扩展应用领域；2021年在佛山建立工厂，同时品牌战略全

面升级，提供空间光环境整体服务，深圳华侨城灯光体验展厅建成。发展至今，几乎全面覆盖国内一二线城

市，跟近200家经销商达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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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
QUALIFICATION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产品认证体系

CQC 产品认证证书 ISO-9001证书 & ISO-14001证书

2016 年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称号，并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和 ISO14001 环境体系认证；

所有产品全部通过第三方权威实验室机构测试，获得各国家地区的质量认证：CQC, CE, REACH, 

ROHS, UL, ETL, SAA, TUV, LM-80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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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商标
BRAND

华彩用心经营自己的品牌，积累客户及市场信任，仅 COLORS 品牌就在全球40多个国家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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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奖项
HONORARY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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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 & 设计
R&D

实验室 & 检验
LABORATORY & INSPECTION

华彩实验室2014年成立，2019年扩建至460㎡，实验室按照国际标准

ISO17025规划建设，包含LED光色电性能、安全、电磁兼容、可靠性和原

材料四大类别品控标准检测系统，为产品销售全球保驾护航。

华彩由安全测试区、电磁兼容测试区、光谱测试区、IES测试区、IP防水测试室、

机械强度测试区、可靠性测试室、老化测试室、材料测试区、样品存储区、办公

区共11个功能分区构成，主要检测LED通用灯带，LED霓虹灯带，LED线形灯具及

LED灯控制器四大类产品及相关配件；

华彩研发团队现有核心技术人员50余人，骨干技术人员主要毕业于985、211院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曾就职于

国内知名高科技企业或科研院所，具有照明行业十年以上工作经验，在光学、结构、工艺、材料学、电学、热

学、智能控制、工业设计等领域具备丰富的技术积淀，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线形照明专家团队。

光谱测试系统 压片机 气密性防水测试仪

光谱测试系统 IK摆锤测试仪、
灯带缠绕试验装置

高温烤箱

电源老化测试架



专利
PATENT

华彩专注产品及技术研发，拥有3项发明专利，及近100项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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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坚持自主研发、持续创新，产品荣获 IF、IDEA、RED DOT、GOLDEN PIN 等多项国际设计大奖。

产品设计大奖
PRODUCT DESIGN AWARDS



2021 年德国红点奖
German Red Dot Award 2021

2021 年金点设计奖
Golden Pin Design Award 2021

NNR25 魔术线

360° 发光硅胶软管灯

360°均匀发光 · 随心弯折 · 任意裁剪

MAGIC LINE NNR25

Magic Line

2021 年金点设计奖
Golden Pin Design Award 2021

TLS-R 小圆轨

低压磁吸霓虹轨道系统

刚柔并济 · 纤细优雅 · 多种光学

TLS-R NEON TRACK SYSTEM

Neon flex
霓虹灯

射灯

筒灯
霓虹灯管

模块
Module

Neon tube

Spotlight

Downlight

2016 年德国IF设计奖
German IF Design Award 2016

LLS 2.0 自由光

线形照明系统 2.0

多种应用方式 · 自由穿梭造型

LLS 2.0 LINEAR LIGHT SYSTEM

2017 年金点设计奖
Golden Pin Design Award 2017

2017 美国IDEA设计奖
International Design Excellence 
Awards 2017

M-LINE 60 超模

模块化线形系统

布线和灯具安装合二为一 · 简约而不简单

M-LINE60 MODULAR LIGHTING SYSTEM

26 27



生产制造
MANUFACTURING

公司在扬州拥有自己的生产制造基地，面积2.5W平。制造中心全面改造升级后，根据不同产品线分为光源一

厂、型材二厂。在职人员300人，90%本地员工，人员稳定。单位面积产值镇前5名，连续5年蝉联所在行政区

域明星企业。

扬州制造中心拥有30余条高速自动化封装线，15条自动贴装与应用焊接线，5条自动挤出线以及6条自动化灯具

生产线，具有灯珠封装、高速贴片、自动焊接及全系列防水等完整的灯带光源生产工艺，月均产能150万米，

全新打造现代化灯具制造厂，实现精密加工、自动组装、颜色喷涂、自由定制的全链条线形照明灯具生产工

艺，月均产能12万条，为客户快速交付高品质、高性价比的产品。

供应链系统
SUPPLY CHAIN SYSTEM

华彩拥有一支完整、高效、优质的供应链体系。团队成员均为深耕行业五年以上的专业人

员，管理层拥有同行业十年以上的管理经验。整个供应链通过OA、E10、SRM三大系统承接

订单管理部、供应商管理部、生产制造三大部门，实现跨部门和跨企业的供应链协同流程和

机制。从供应商导入⸺绩效管理⸺淘汰有一套严格规范的指标考核体系，不论是供应还是

价格在国内同行业中都是最优的。核心关键材料均来自国内同行业排名前五的供应商，每种

材料配备两家以上的供应商，以确保产品准时、高质量交付给客户。交付达到95%以上，在

同行业中处于数一数二的地位。

扬州第一生产基地 扬州第二生产基地



数字化建设
DIGITAL CONSTRUCTION

公司采用高效而精细化的全渠道管控ERP系统、PLM产品生命周期系统、WMS仓储管理系统、MES系统对物

料、产品、仓储进行数字化管理，实现整个工厂从订单到出入库全自动化、全无纸化的制造生产。

电商
华彩在线商城

WMS
仓储管理系统

有效控制并跟踪仓库业务的物

流和成本管理全过程，实现仓

储信息管理。

PLM
产品生命周期
管理系统

ERP
企业资源计划
管理系统

集成与产品相关的流程、应用

系统和信息、人力资源以及其

他要素。

华彩自主开发线上选购下单系

统，订单无纸化，流程及订单

动态即时反馈。

以客户数据管理为核心，更新

客户联系信息，跟进客户与企

业交互及管理客户帐户。

对外订单管理、资料管理、供

应商考核管理体系。

有效联接管理层和执行层，形

成计划从制定、下达、执行、

反馈和控制的闭环系统。
MES
制造执行系统

全网主流平台对接、全渠道数

据统一管理，高效自动化订单

库存处理，完善配套服务。

CRM
客户管理系统

SRM
供应商管理系统



项目服务
PROJECT SERVICE

别墅酒店空间
VILLA & HOTEL

商业文娱空间
COMMERCIAL & RECREATION

照明设计支持
LIGHTING DESIGN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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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拥有专业的照明设计团队，重点项目提供前期设计规划-中期选型模拟

-后期安装调试的专业支持。应用小组根据客户居住、办公、商业、智能不

同需求提供设计规划，顾问参与给出合理建议，制定适合的方案，支持线

上商城+线下体验展厅双模式选型，灯光模拟，节点安装，调试测试，应

用成本，安装指导等一系列专业化服务。从概念品牌的策划与制定，到可

行性调查、灯具选择、RGB伪色分析、照度计算等一系列流程，均全力以

赴悉心完成。

精品办公空间
BOUTIQUE OFFICE

智能照明系统
INTELLIGENT LIGH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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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售门店
STORE

展售门店是品牌产品+服务的重要呈现端口，华彩展售门店以极简主义诠释简约大气之美，

于细节之中成就华彩品质。门店分空间体验区和产品陈列区两大部分。

体验区按场景分为居住空间、办公空间和商照空间，通过不同微场景产品与体验，传达华彩

品牌“通过创新科技与设计，让光和空间完美融合”的使命，演绎光影与人文的艺术魅力。

陈列区侧重展示产品的多元化，传递华彩“化繁为简，体验为王，用户至上”的产品理念。

华彩光电，在全国32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分布近200家品牌经销商门

店，华彩的品牌经销商体系还在不断完善中，也会继续打通新的销售渠

道，让更多灯光需求方能更方便的购买使用华彩的产品。

在全球，产品销往东南亚、北美、拉美、非洲、澳洲、中东、欧洲等全球

90多个国家地区，在欧洲市场领先同行，与各大知名品牌建立友好合作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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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中心
EXPERIENCE CENTER

华彩深圳华侨城灯光体验厅，坐落于深圳市中心地带，建筑面积200平方米，邀请多位知名空间及照明设计师

参与设计。体验厅重点辐射珠三角重点设计机构及照明组织，年统筹组织照明沙龙三十余场，为空间赋能，促

照明新生。

线形照明产品矩阵极广，未来还有更多的可能性有待我们去开发，去突破。因为设计是在产品演变、产品落地

环节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媒介。设计可以反哺产品，产品也和设计依存共生，华彩希望借助这个空间，提供产品

和设计师的社交平台，让灵感与实践在这方空间中发生碰撞，融合、新生，呈现出更理想的照明空间环境，这

便是华侨城灯光体验厅的初衷。



市场活动
MARKETING

展览展会

行业论坛

区域路演

品牌建设

COLORS 华彩通过行业展会、专业论坛、设计师推广及全国近百家品牌合

作伙伴的共同努力，将“线形照明”产品品类和照明设计理念，带给广大

设计师群体和终端业主。

在“线形照明”的核心优势、品质定位与理念主张基础上，进一步推出专业筒射

灯、低压轨道灯、装饰灯与智能类产品，为“别墅酒店、精品办公、商业文娱”

等场所，提供“空间光环境整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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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
MAGAZINE

多年来，华彩持续通过国际建筑照明设计界排名第一的“ARC”杂志，

及国内各主要照明专业杂志的合作，将品牌、新品、案例推介给设计师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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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2

国家会展中心    中国·上海

上海中心大厦    中国·上海

成都丰德中心    中国·四川

珠海长隆    中国·珠海

地标工程
KEY PROJECT

02

地标是城市景观的视觉中心，夜幕降临时，远远望去，地标建筑因安装了

灯光而熠熠生辉。地标本身从建筑设计上就已经尽可能地考虑到了城市的

历史、文化以及它所处的环境，因此，对于城市地标的照明设计首先应该

尊重建筑师原有的意图，对地标建筑做出得体的光表现，鉴于建筑物的功

能和体量不同，可以对其做出不同寻常的照明设计，以突显其在城市环境

中的价值。

华彩基于满足全场景需求的照明产品更符合现代建筑风格，无论是色彩，

还是灯具的造型，都可根据地标的独特性进行与众不同的设计呈现，且能

满足对灯光高品质的要求。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中国·上海   2017年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英文名“National Exhibition and Convention Center（Shanghai）”，简称“NECC

（Shanghai）”，位于中国上海市，是集展览、会议、办公及商业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会展综合体，也是上海

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总建筑面积超150万平方米。集展览、会议、活动、商业、办公、酒店等多种业态为一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

的会展综合体。主体建筑以伸展柔美的四叶幸运草为造型，采用轴线对称设计理念，设计中体现了诸多中国元

素，是上海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2020年荣获国家绿色建筑运行三星标识认证，达成设计、运行三星双认证，

成为国内首家大型会展类三星级绿色建筑，同时也是国内体量最大的绿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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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所用产品属于“通用灯带”系列。 该

系列采用通过LM80 和TM30 测试的自主

封装灯珠，通过高速SMT 自动贴装而成，

可提供不同功率、颜色、色温、显指选择。

适用于室内外照明，家具、车船、广告等

配套使用。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5050 灯珠，发光面更广

自主封装，提供2300-6000K  5 种白光可选，

以及RGBY 4 种彩光可选

高品质FPC，高导热3M 胶

CRI>954000K
D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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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心大厦
中国·上海  2021年

上海中心大厦(Shanghai Tower)是一座巨型高层地标式摩天大

楼，其设计高度超过附近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大厦项

目面积433954平方米，建筑主体为119层，总高为632米。2020

年1月6日，入选上海新十大地标建筑。

该项目灯光设计需要高，产品数据，质保，一致性，都有很高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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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952700K
D8120

提供1900-6000K 8 种白光可选

高品质FPC，高导热3M胶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902700K
D860

提供1900-6000K 8 种白光可选

高品质FPC，高导热3M胶

寿命大于600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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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丰德成达中心
中国·四川  2021年

丰德成达中心项目地处城市中心CBD区域，占地面积18亩，总建筑面积达17万平方米。主楼为47层的超甲级写

字楼，建筑高度达210米，是该区域的地标型建筑。获得“leed v4新建建筑铂金级预zv认证”。

高端商业中心使用线形照明更显大气，成都丰德中心项目设计师选用COLORS的LLS2.0系列中的LS10570型

材，使得光与光在墙角拼接，造型时尚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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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804000K
LS10570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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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长隆海洋科学馆
中国·广东   2021年

由中建三局一公司承建的珠海长隆海洋科学馆现已进入装饰装修

阶段，预计于年内完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集动物

展览、动物生活环境展示、动物科普教育、珍稀动物繁育等功能

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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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NMT1312

PLUS

高透光率、环保级轨迹材料，一体挤压成型，IP67 防护等级

耐盐液、抗酸碱腐蚀、抗阻燃、耐紫外线

系统化安装，拼接应用解决方案

历经“9 大测试”，排除潜在故障，获得UL\CE\ROSE 等认证

顶弯产品可满足多种实用场景的照明需求，让空间设计不设限

CRI>804000K
NMS1217

PLUS

平面顶发光，12mm 发光面，适用于室内外装饰照明、建筑轮廓勾勒

高光效源，LM80 测试认证

硅胶挤压成型工艺，IP67 防护等级

系统化安装、拼接应用解决方案

3年质保 ( 幻彩2 年），工作寿命≥ 36000 小时

CRI>804000K
D560 RGB

RGB 炫彩灯带

广泛适配于各类控制器

高品质FPC，高导热3M 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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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场所需要一个简洁明亮的环境，在照明设计上要满足办公、沟通、思

考、会议、休息等不同场景需求，提高工作效率，同时营造放松休闲的空

间氛围。华彩充分考虑办公空间的照度、舒适性、安全性，结合智能化控

制系统达到安全节能效果，营造和谐高效的多场景办公环境。

针对教学空间，华彩充分考虑到阅读、写作对光线亮度和舒适性的需求，

保证视觉目标水平和垂直照度要求，保护视力健康。同时满足不同的演示

和教学情景需求，营造一个健康舒适的学习环境。

精品办公
BOUTIQUE OFFICE

03家行隆美办公空间    中国·辽宁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中国 ·北京

乐高中国总部    中国·上海

汉高上海总部    中国·上海

阿迪达斯拉丁美洲总部    智利 · 圣地亚哥

上海青山实业总部    中国·上海

LOVIVO GALLERY    中国·沈阳

大景国际办公楼    中国·陕西

晨风集团花桥学院+晨风（金坛）总部会议中心项目    中国·江苏

新郎希努尔集团新厂区办公项目    中国·山东

纵横钢铁公司办公楼及广场    中国·河北

劲松新华创意产业园    中国·北京

1949 办公空间    中国 · 沈阳

某公司新办公室    智利

OFICINAS EMPRESA NACIONAL DEL PETROLEORICAN   智利 · 圣地亚哥

OFICINAS JLL ‒COSTANERA CENTER   智利 · 圣地亚哥

OFICINAS ANGLOAMERICAN    智利 · 圣地亚哥

三菱汽车    以色列

以色列某办公楼    以色列

意大利进口傢饰-上海分公司    中国 ·上海

TML CORPORATE OFFICE BUILDING    孟加拉国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建华楼·卓越楼    中国 ·北京

哈工大烟台研究生学院    中国·山东

深圳南方科技大学    中国·深圳

台南交通大学    中国·台湾

莫纳什大学    澳大利亚·悉尼

比利时某学校    比利时

新加坡南洋大学    新加坡

德微科技公司    中国·台湾

台中某司办公室    中国·台湾

以色列办公楼    以色列

艾伯特•莱文•奥瓦迪亚会计师事务所    以色列

迪拜某办公楼    阿联酋·迪拜

沙迦办公室    阿联酋·迪拜

伊拉克会议室    伊拉克

三商美邦大楼    中国·台湾

台北某办公室    中国·台湾

智利某办公室    智利

以色列某写字楼    以色列

伊拉克办公楼    伊拉克



家行隆美办公空间
中国·辽宁  2021年

家行隆美是一家提供世界一流日用品和服务的品牌管理公司，办公空间2,000平方米。通过多元化营销方式，打

造“人-货-场”一体化交互模式，颠覆传统零售模式，让购物体验更有广度和温度。

展厅设计溯源 来自营口蜿蜒海岸线，引导着行者动线以珍稀动物黑嘴鸥的巢为原型，演绎层层交叠构筑体 ，围

合成空间温暖氛围。

平面顶发光，12mm 发光面，适用于室内外装饰照明、建筑轮廓勾勒

高光效源，LM80 测试认证

硅胶挤压成型工艺，IP67 防护等级

系统化安装、拼接应用解决方案

3 年质保 ( 幻彩2 年），工作寿命≥ 36000 小时

CRI>903000K/4000K
DF8

无光斑的线性灯条，大发光角度

CRI>90,80LM/W,800LM/M

易安装、易维护

提供2700\3000K\4000K\6500K\R\G\B,7 种光色可选

CRI>804000K
NMS1217

PLUS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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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中国 ·北京  2017年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院”，英文标识CADG）隶属于国务院国资委直属的大型骨干科技

型中央企业⸺中国建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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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804000K
LS7977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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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高中国总部
中国·上海   2018年

“LEGO”这个名字是丹麦语“leg godt”这两个词的缩写，意思是“玩得好”。这是我们的名字，也是我们的

理想。

乐高集团由 Ole Kirk Kristiansen 于 1932 年创立。该公司已由父亲传给儿子，现在由创始人的孙子 Kjeld Kirk 

Kristiansen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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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LS7977
CRI>804000K

LS7977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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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高公司1876年9月26日创建于亚琛，创始人为Fritz Henkel。1878年公司迁往杜塞尔多夫。经140多年发

展，汉高从80个工人企业扩展成为世界性的集团公司，2016财年销售额为187.14亿欧元，调整后营业利润为

31.72亿欧元。汉高优先股被列入德国DAX指数。

项目所用产品属于“线形照明系统”系列。该系列基于“灵活”“互联”的线形光源，强化灯具结构和光学设

计，将照明作为室内外设计的重要因素，可用于天花板、地板和墙壁的边缘。 最终营造出创意感和未来感的效

果，赋予空间全新的定义。

汉高（上海）总部
中国·上海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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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804000K
LS5470(F)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可自由搭配普通PC 面罩、柔性面罩、

防眩光柔性面罩、黑色面罩、铝面罩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壁挂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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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壁挂

CRI>804000K
LS3360

阿迪达斯拉丁美洲总部
智利 · 圣地亚哥   2016年

Adidas（阿迪达斯）创办于1949年，是德国运动用品制造商阿迪达斯AG成员公司。以其创办人阿道夫·阿迪·

达斯勒（Adolf Adi Dassler）命名，1920年在黑措根奥拉赫开始生产鞋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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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青山实业总部
中国·上海  2021年

青山实业下辖公司340余家，员工77000多人，其中外籍员工

44000多人。2019年度青山公司实现销售收入2646亿元人民币，

位居2020年世界500强第329位。

线形照明在办公室的舒适度方面,带来了更好的提升,使用LLS2.0

做出创意造型，不仅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整体形象,也给人带来全新

的视觉感觉,加深客户对公司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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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LS5470(F)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可自由搭配普通PC 面罩、柔性面罩、

防眩光柔性面罩、黑色面罩、铝面罩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壁挂

CRI>803800K
DS860

单端供电最大使用长度30m，

首尾亮度一致

提供1900-6000K 8 种白光可选

寿命大于600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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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IVO GALLERY
中国·沈阳   2021年 LOVIVO GALLERY 是在前帆竞合在一、二层的概念空间。空间的理念从科技入手，提取出“未来”和“信息爆炸”

作为构成的核心，从中推导出悬浮、体块、无限、金属、未知、网络一系列情绪点。当下科技飞速发展，人类面

临是一个无限的未来，以及无限的未知。

科技公司，一定是作为探索者走在这条路的前面，路的尽头无人能够预见，但对于这个未知命题的持续思考，是

科技从事者的社会责任。这个空间意义无关美丑，而是使人产生一种对未知探索的力量，对无限的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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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LS1911K

三面出光效果，无点光源效果，出光均匀柔和

AL6063-T5 铝型材，优秀的散热性能

高品质表面处理，高品质PC 扩散面罩

带孔& 不带孔堵头可选

自由灵活拼接

光效高达159lm/W

提供1900-6000K 8 种白光可选

寿命大于60000H

CRI>803800K
D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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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景国际办公楼
中国·陕西   2021年

陕西大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能源为依托，发展成集能源深加工、经营性物业、精品度假酒店、马术俱

乐部、精品咖啡为一体的多元化集团公司，公司以“慎终如始，止于至善”的企业价值观指引企业发展。

CRI>953500K
D8120

提供1900-6000K  8种白光可选

高品质FPC，

高导热3M胶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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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风集团花桥学院+
晨风（金坛）总部会议中心项目
中国·江苏   2021年

晨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大型企业，创建于1967年，是国际可持续服装联盟（SAC）成员。北京服装学院

晨风时尚产业学院，由北京服装学院与晨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共建，致力于聚集优秀设计师、培养实践人

才。不仅是原创设计师的梦工厂，还是北京服装学院产教融合的一个重要平台。

该项目供货涵盖了昆山服装学院和中部会议中心两部分，困难点在学院部分我司线材类产品满足不了客户需

要，只有光源产品客户十分满意。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壁挂

CRI>804000K
LS3360

CRI>953500K
D8120

提供1900-6000K  8种白光可选

高品质FPC，

高导热3M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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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804000K
LS5470(F)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可自由搭配普通PC 面罩、柔性面罩、

防眩光柔性面罩、黑色面罩、铝面罩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

T 型、X 型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壁挂

CRI>804000K
LS4067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壁挂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新郎希努尔集团新厂区办公项目
中国·山东   2021年

新郎希努尔集团新郎希努尔集团创始于1993年是以服装、家具经营制造为主业，集房地产开发、酒店等一体化

的大型企业。新产业园占地2000亩，是国内最大的男士正装生产基地，希努尔是职业装发展的领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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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LS1613

无点光源效果，出光均匀柔和

AL6063-T5 铝型材，优秀的散热性能

高品质表面处理，高品质PC 扩散面罩

无螺丝紧配堵头，带孔& 不带孔堵头可选

多种安装卡子可选，任意调节发光角度

专配智能控制器，超高颜值

CRI>804000K
LS1911K

三面出光效果，无点光源效果，出光均匀柔和

AL6063-T5 铝型材，优秀的散热性能

高品质表面处理，高品质PC 扩散面罩

带孔& 不带孔堵头可选

自由灵活拼接

1949 办公空间
中国 · 沈阳   2019年

1949是一个共享的工作空间概念设计，开放、灵活的空间侧重激发更多想象的可能，促进团队成员有效的沟

通，气场之间的强化。最基本线条结构纵横空间，以大面积通透的玻璃取代墙面，剥离而裸露天花原本的形

态，混凝土地面与木材质友好拼接，黑白调的纯粹办公场所开敞，无距离感，兼具个性与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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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公司新办公室
智利   2021年

好的办公环境设计为人们带来了一些更好的工作环境以及相应的使用体验, 在办公室的舒适度方面,带来了更好

的提升,很多创意式设计里面。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整体形象,创意设计会给人带来全新的视觉感觉,加深客户对公

司的印象。现如今不少办公室装修设计作风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酷”，很前卫，擅长去应战自我，突破生

活中的条条框框。

灯光设计师想要制作一种罕见的造型，与常规办公室不同，这个想法想要用中央灯做出变换的造型，于是采用

更具创造性地无限弧系列。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903000K
AS3535

超自由应用，通过直线与弧线的自由拼接，创造变幻无穷的造型

采用硅胶柔性面罩，安装便捷，超长应用时无需拼接，无漏光

AL6063-T5 铝型材，

高品质表面处理，黑，白，银三色可选

专配光源设计，出光均匀柔和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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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壁挂

CRI>804000K
LS4067

OFICINAS EMPRESA NACIONAL DEL 
PETROLEORICAN
智利 · 圣地亚哥    2018年

项目所用产品属于“线形照明系统-LLS2.0 系列”。该系列通过产品模块化设计与安装方式的变革，重新定义了

线形照明的功能和应用模式，突破了传统照明系统的制约。实现了“三个自由”,即人的设计自由,产品的安装自

由,环境的应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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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LS5470(F)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可自由搭配普通PC 面罩、柔性面罩、

防眩光柔性面罩、黑色面罩、铝面罩

超自由拼接组合：

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壁挂

OFICINAS JLL ‒COSTANERA CENTER
智利 · 圣地亚哥    2018年

项目所用产品属于“线形照明系统-LLS2.0 系列”。该系列通过产品模块化设计与安装方式的变革，重新定义了

线形照明的功能和应用模式，突破了传统照明系统的制约。实现了“三个自由”,即人的设计自由,产品的安装自

由,环境的应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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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LS5470(F)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可自由搭配普通PC 面罩、柔性面罩、

防眩光柔性面罩、黑色面罩、铝面罩

超自由拼接组合：

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壁挂

OFICINAS ANGLOAMERICAN
智利 · 圣地亚哥    2018年

118 119

精
品
办
公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LS5470(F)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壁挂

CRI>804000K
LS4067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可自由搭配普通PC 面罩、柔性面罩、

防眩光柔性面罩、黑色面罩、铝面罩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壁挂

三菱汽车
以色列  2018年

三菱汽车（Mitsubishi Motors），是日本的一家跨国汽车制造商，总部在东京港区，在1970年从三菱重工业的

自动车制造部门独立。从产量上来看，在2009年是第五大日本汽车制造业者，全球排名第十五大汽车制造业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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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LS5470(F)

单端供电最大使用长度30m，首尾亮度一致

提供1900-6000K 8 种白光可选

寿命大于60000H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可自由搭配普通PC 面罩、柔性面罩、

防眩光柔性面罩、黑色面罩、铝面罩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壁挂

CRI>803800K
DS860

以色列某办公楼
以色列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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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LS1911C

“零”光斑，拥有最完美均匀的发光效果。

多种面罩可选配、各种形状、

各种配光方案一应俱全。

双堵头选择，两种出线方式；

面罩、型材长度一致，一刀完成切割。

多无螺丝紧配设计，让安装更得心应手。

种安装配件可选，适用性更广。

智能控制无限可能，与型材完美匹配，

量身定制手扫、触摸双选择。

超细宽度，仅5mm 板宽，

匹配型材效果更佳

寿命大于60000H

提供1900-6000K 8 种白光可选

D8120
CRI>953500K

意大利进口傢饰-上海分公司
中国 ·上海    2019年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壁挂

CRI>804000K
LS3360

TML CORPORATE OFFICE BUILDING
孟加拉国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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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建华楼·卓越楼
中国 ·北京   2021年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1987年，是全亚州最重要的商学院之一，是全国制定经济政策、培养领袖的学院。

“建华楼”新楼位于清华大学中心地带，与新清华学堂隔路呼应，将成为清华大学的新地标。

连续可拼接的线形光，能在天地墙沿间自由穿梭，随心组合成无限创意的空间造型，满足泛光照明和形象装饰

的基本需求，灯光元素与空间融为一体，最终效果极具创意感和未来感，赋予空间全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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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壁挂

CRI>804000K
LS3360

CRI>804000K
LS7977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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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LS5470(F)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可自由搭配普通PC 面罩、柔性面罩、

防眩光柔性面罩、黑色面罩、铝面罩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壁挂

哈工大烟台研究生学院
中国·山东   2021年

哈尔滨工程大学烟台研究生院，可容纳3000名研究生，研究生院定位在创建船舶与海洋工程世界一流学科。该

项目灯具光电参数要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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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南方科技大学
中国·深圳   2018年

南方科技大学（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南科大”，位于深圳市，是国家高

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校、广东省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高校，是由广东省领导和管理

的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学校，是深圳市创办的一所创新型大学，为深圳国际友好城市大学联盟、深圳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联盟成员。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极致纤细，发光面仅3.4mm

灵活应用于各种狭窄空间，勾勒轮廓，点缀装饰

AL6063-T5 铝型材+ 硅胶霓虹灯带设计，光源安装及维护超便捷

可应用于室内潮湿环境

CRI>804000K
LS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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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零”光班，只有最完美均匀的发光效果。

多种面罩可选配、各种形状、各种配光方案一应俱全。

两种堵头选择，两种出线方式；

无螺丝紧配设计，让安装更得心应手。

多种安装配件可选，适用性更广。

面罩、型材长度一致，一刀完成切割。

智能控制无限可能，与型材完美匹配，

量身定制手扫、触摸双选择。

CRI>804000K
LG3030K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LS7977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

CRI>804000K
LS5470(F)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可自由搭配普通PC 面罩、柔性面罩、防眩光柔性面罩、黑色面罩、铝面罩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壁挂

台南交通大学
中国·台湾   2017年

台湾交通大学（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缩写为NCTU），简称台交，位于中国台湾新竹市，是台湾

顶尖研究型重点大学之一，与台湾清华大学及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相邻，与中国大陆四所交大共同联合成立“交

通大学校友总会”。  

莫纳什大学
澳大利亚·悉尼   2017年

蒙纳士大学（Monash University），又译莫纳什大学，坐落于澳大利亚文化、艺术与工业中心墨尔本，是一所

蜚声国际的公立研究型大学，是澳大利亚八校联盟、环太平洋大学联盟、国际大学气候联盟等组织成员，澳大

利亚五星级大学，南半球首屈一指的学术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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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LS7977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LS1911K

三面出光效果，无点光源效果，出光均匀柔和

AL6063-T5 铝型材，优秀的散热性能

高品质表面处理，高品质PC 扩散面罩

带孔& 不带孔堵头可选

自由灵活拼接

比利时某学校
比利时   2017年

新加坡南洋大学
新加坡   2021年

新加坡南洋大学是历史上第一所海外华人大学，也曾是东南亚乃至海外唯一一所

中文大学。陈嘉庚先生回到中国大陆后，他在南洋华侨组织如福建会馆中的一些

职位由陈六使继任。继陈嘉庚先生创办厦门大学后，陈六使在新加坡倡议办南洋

大学。在英国殖民者的打压下，南洋大学甚至不能以学校的名义注册，最后注册

了“南洋大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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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办公楼    (以色列   2018年)

艾伯特•莱文•奥瓦迪亚会计师事务所  (以色列  2018年)台中某司办公室   (中国·台湾   2017年)

德微科技公司   (中国·台湾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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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某办公楼    (阿联酋·迪拜   2018年) 伊拉克会议室    (伊拉克   2018年)

三商美邦大楼   (中国·台湾   2017年)沙迦办公室    (阿联酋·迪拜   2018年)

142 143

精
品
办
公



以色列某写字楼   (以色列   2018年)

伊拉克办公楼   (伊拉克   2018年)

台北某办公室   (中国·台湾   2017年)

智利某办公室   (智利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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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综合
COMMERCIAL

 COMPLEX

CENTRAL WORLD    泰国

ICON SIAM    泰国

MEGA BANGNA    泰国

CENTRAL PLAZA    Thailand

CASINO SUN MONTICELLO    智利 · 圣地亚哥

杭州湖滨88广场    中国 · 杭州

大益茶    中国·大连

昆明王府井百货商场    中国·昆明

苏果连锁超市    中国·江苏

ZARA 门店    西班牙

婉甸女装连锁    中国 · 浙江

印尼大华超市    印尼

台湾职棒球队旗舰店    中国·台湾

温州 JOSINY 品牌展厅    印尼

TOTO 卫浴展厅    中国·台湾

重庆解放碑    中国·重庆

台州银行全国连锁    中国·浙江

TOYOTA 专卖店    印尼·雅加达

台湾超越超跑    中国·台湾

04

华彩在购物商场的照明设计中，充分考虑品牌风格、材质，结合卖场空间

的功能区划分和层高等因素，利用灯光彰显现代商业店铺的产品特色与品

牌价值，针对人们对购物环境的视觉要求，进行科学、合理的灯光设计，

完美的展现商品品质和品牌文化，促进顾客与商品之间的互动，刺激顾客

的购买欲望。

在汽车展厅的灯光设计中，华彩充分解读汽车品牌及文化内涵，根据现场

的高度、地面材质、自然采光等情况，营造一个明亮、舒适的优质光环

境，彰显汽车品牌文化，展示制造工艺、体现尊贵品味。



CENTRAL WORLD
泰国   2019年

Central World 是曼谷一个超大的商业综合体，位于曼谷市中心的siam商圈，它是世界排名第11大的购物中心，

同时也是东南亚最大的购物中心之一。

Central World位于曼谷市中心，共有500多家店铺、100多间餐厅,由年轻时尚和价格亲民的Zen百货、国际大牌

云集的Central world商场、中档百货伊势丹组成。

项 目 所 用 产 品 属 于 “ 硅 胶 霓 虹 灯 带 ” 系 列 。 该 系 列 采 用 双 色 硅 胶 一 体 挤 出 成 型 工 艺 ， 防 护 等 级 高 达

IP65/IP67/IP68，可广泛用于室内外装饰造型设计，建筑轮廓勾勒，城市夜景亮化等，起到装饰亮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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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超自由拼接组合：

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CRI>804000K
LS3360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

悬挂、嵌入、吸顶、壁挂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高透光率、环保级轨迹材料，一体挤压成型，IP67 防护等级

耐盐液、抗酸碱腐蚀、抗阻燃、耐紫外线

系统化安装，拼接应用解决方案

历经“9 大测试”，排除潜在故障，获得UL\CE\ROSE 等认证

顶弯产品可满足多种实用场景的照明需求，让空间设计不设限

CRI>804000K
NMT1312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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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N SIAM
泰国   2019年

2018年11月9日，在泰国首都曼谷，地标级购物中心⸺曼谷ICONSIAM河岸综合购物商城（官方中文名：暹罗

天地）隆重开业了。暹罗天地定位“泰国精粹，世界之最”，创造了两个最大：目前泰国最大的综合性商业项

目；泰国由私人部门单笔投资最大的商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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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顶发光，12mm 发光面，适用于室内外装饰照明、建筑轮廓勾勒

高光效源，LM80 测试认证

硅胶挤压成型工艺，IP67 防护等级

系统化安装、拼接应用解决方案

3 年质保 ( 幻彩2 年），工作寿命≥ 36000 小时

CRI>804000K
NMS1217

PLUS

CRI>804000K
LS5470(F)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可自由搭配普通PC 面罩、柔性面罩、

防眩光柔性面罩、黑色面罩、铝面罩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壁挂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158 159

商
业

综
合



MEGA BANGNA 
泰国   2019年

Mega Bangna处于机场商圈，是一个超大规模体量的购物中心，

设计独特。里面包含了450多个品牌的商店，8000个停车位，是

吃喝玩乐的天堂，有各种服饰店、3C商店、餐厅、美食街，理发

店、书店，电影院、滑冰场、保龄球馆等，被人称为曼谷的“万

达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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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顶发光，12mm 发光面，适用于室内外装饰照明、建筑轮廓勾勒

高光效源，LM80 测试认证

硅胶挤压成型工艺，IP67 防护等级

系统化安装、拼接应用解决方案

3 年质保 ( 幻彩2 年），工作寿命≥ 36000 小时

CRI>804000K
NMS1217

PLUS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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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PLAZA
Thailand   2018年

项目所用产品属于“硅胶霓虹灯带”系列。该系列采用双色硅胶

一体挤出成型工艺，防护等级高达IP65/IP67/IP68，可广泛用于

室内外装饰造型设计，建筑轮廓勾勒，城市夜景亮化等，起到装

饰亮化的效果。

柔和的光伴随着色彩的变换，使商场的轮廓在黑暗里凸显，在高

楼林立间一眼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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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平面顶发光，12mm 发光面，适用于室内外装饰照明、建筑轮廓勾勒

高光效源，LM80 测试认证

硅胶挤压成型工艺，IP67 防护等级

系统化安装、拼接应用解决方案

3 年质保 ( 幻彩2 年），工作寿命≥ 36000 小时

CRI>804000K
NMS1217

PLUS

CRI>804000K
NMT1312

PLUS

高透光率、环保级轨迹材料，一体挤压成型，IP67 防护等级

耐盐液、抗酸碱腐蚀、抗阻燃、耐紫外线

系统化安装，拼接应用解决方案

历经“9 大测试”，排除潜在故障，获得UL\CE\ROSE 等认证

顶弯产品可满足多种实用场景的照明需求，让空间设计不设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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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INO SUN MONTICELLO
智利 · 圣地亚哥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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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无点光源效果，出光均匀柔和

AL6063-T5 铝型材，优秀的散热性能

高品质表面处理，高品质PC 扩散面罩

无螺丝紧配堵头，带孔& 不带孔堵头可选

搭配嵌入式卡子，安装便捷高效

LE2513
CRI>804000K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PC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提供标准拼接条配件，并可定制拼接转角；

 嵌入式安装，N 型扣、蝴蝶夹两种安装配件可选；

 荣获2016 年IF 大奖。

CRI>804000K
LE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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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湖滨88广场
中国 · 杭州   2021年

湖滨88广场紧邻杭州版图“c位”的西湖，几步之外是亚洲最大

苹果旗舰店，对面是奢侈品云集的湖滨名品街，正处湖滨步行街

的c位。它的前身利星广场承载着许多杭州人的青春记忆。

设计师跟业主非常满意，也记住Colors品牌，对我们的服务表示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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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903000K
AS3535

超自由应用，通过直线与弧线的自由拼接，创造变幻无穷的造型

采用硅胶柔性面罩，安装便捷，超长应用时无需拼接，无漏光

AL6063-T5 铝型材，高品质表面处理，黑，白，银三色可选

专配光源设计，出光均匀柔和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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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益茶
中国·大连   2020年

大益茶业集团是中国现代化大型茶业集团，集团母公司为云南大

益茶业集团有限公司，集团旗下包括勐海茶厂（勐海茶业有限责

任公司）、东莞大益茶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皇茶茶文化会所有

限公司、北京大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江苏宜兴宜工坊陶瓷工艺

品有限公司等成员企业，拥有“大益”品牌。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NM3D1515

15mm 发光面，顶弯/ 侧弯于一体应用，

适用于店招、室内外装饰照明及建筑轮廓勾勒

高光效光源，LM80 测试认证

顶弯/ 侧弯 于一体设计，完善的安装应用方案，提供极佳的用户体验

硅胶挤压成型工艺，IP67 防护等级

3 年质保，工作寿命≥ 3600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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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NMT1312

PLUS

高透光率、环保级轨迹材料，一体挤压成型，IP67 防护等级

耐盐液、抗酸碱腐蚀、抗阻燃、耐紫外线

系统化安装，拼接应用解决方案

历经“9 大测试”，排除潜在故障，获得UL\CE\ROSE 等认证

顶弯产品可满足多种实用场景的照明需求，让空间设计不设限

昆明王府井百货商场
中国·昆明   2021年

昆明王府井位于昆明最高端的商业中心，地处昆明市中心地带，2009年开业,中高挡/高档定位，面向18-50岁城

市中高收入阶层且讲求生活品质的昆明消费者，以现代时尚百货与高端品牌精品店的组合形成具有较强包容性

的购物中心。

主楼外立面灯光改造2021年1月完工，总面积12万平方米。使用COLORS顶弯霓虹NMT1312,外挂在大楼表面呈

流水状的灯带垂直而下，不同长度相互交叉，造型时尚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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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LS10570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

苏果连锁超市
中国·江苏   2017年

苏果超市是江苏最大的连锁超市企业，在全国连锁企业当中连续12年位列前十强，全国快速消费品零售企业前

四强。2011年，苏果实现销售规模421亿元，店铺网络覆盖江苏、安徽、山东、湖北、河北、河南六个省份，

直营网点重点在江苏、安徽及湖北等三个省份拓展，企业2011年底共有店铺2001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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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无点光源效果，出光均匀柔和

AL6063-T5 铝型材，优秀的散热性能

高品质表面处理，高品质PC 扩散面罩

无螺丝紧配堵头，带孔& 不带孔堵头可选

多种安装卡子可选，任意调节发光角度

专配智能控制器，超高颜值

CRI>804000K
LS1613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光效高达150lm/W

提供1900-6000K 8 种白光可选

寿命大于60000H

Ta: -25~40°C；Tc：75°C（max）

25mm 纤细发光面

105 LM/W 高光效设计，整灯可达2100 LM/M

多款标准转角（L 型、X 型、T 型可选），实现自由拼接

蝴蝶卡扣设计，安装更便捷

CRI>804000K
L25

CRI>953500K
D8240

ZARA 门店
西班牙   2017年

ZARA（飒拉）是1975年设立于西班牙隶属Inditex集团（股票代码ITX）旗下的一个子公司，既是服装品牌也是

专营ZARA品牌服装的连锁零售品牌。ZARA是全球排名第三、西班牙排名第一的服装商，在87个国家内设立超

过两千多家的服装连锁店。

婉甸女装连锁
中国 · 浙江   2021年

浙江婉甸服饰有限公司，始于1999年，致力于打造温和、休闲、个性、柔美、知性女装品牌，集产品的设计、

生产、销售、售后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大型企业。产品选型上最大的困难:要满足灯具要求的尺寸下同时也要满

足功率（照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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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3800K
LS7477

28个经典款型，长度尺寸任意裁切；标配堵头、面罩、固定件；选配光源，电源，控制器，自由应用，超

乎想象。

灵活的自由组合性和铝型材灯体，使colors线形照明系统适用于不同的安装环境，对混凝土墙体、

石膏板、木质墙壁、天花等兼容性好，在不同领域、不同硬度、不同材质的空间结构均具有良好的适

应性。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LS1613

无点光源效果，出光均匀柔和

AL6063-T5 铝型材，优秀的散热性能

高品质表面处理，高品质PC 扩散面罩

无螺丝紧配堵头，带孔& 不带孔堵头可选

多种安装卡子可选，任意调节发光角度

专配智能控制器，超高颜值

CRI>804000K
D560RGBW

RGB 全彩灯带

广泛适配于各类控制器

高品质FPC，高导热3M 胶

印尼大华超市
印尼   2017年

台湾职棒球队旗舰店
中国·台湾   2021年

台湾职棒球队旗舰店B-SPACE，店面灯光灯具设计需亮眼活力，充满力量。能构造出各种造型和光效效果氛

围，增加零售店面内购买欲望，符合产品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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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360 度圆形出光设计，光斑通体均匀。适用于空间立体装饰照明

高光效光源，LM80 测试认证

硅胶挤压成型工艺，IP65 防护等级

可实现吊装、吸顶等安装应用

3 年质保，工作寿命≥ 36000 小时

CRI>804000K
NNR25

温州 JOSINY 品牌展厅
印尼   2017年

卓诗尼品牌展厅，公司中国拥有直营分公司数十家，销售分公司30多家，专卖店和商场专厅2156家。 产品以时

尚女鞋为主打，包括手提包，小型皮具等。产品畅销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和港澳特区，是中国时尚女鞋行业产

销量最大的企业之一，连续多年位列中国时尚女鞋销售榜单前三甲。

展厅内部应用了小圆轨结合了窗户给轮廓上个色的最初设计想法，延伸到墙壁到顶面，设计师利用了窗户的圆

轨配合展厅内的照明做到屋内不亮，屋外亮的视觉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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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O 卫浴展厅
中国·台湾    2021年

彰化市TOTO门市从2020年起重新设计装修，由心园空间设计，

品牌风格（简约/时尚）和灯光超融合。彰化市TOTO门店，整体

店面风格给客人带来健康舒适的视觉以及感观感受，区别于传统

五金件以及卫浴店面风格。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无点光源效果，出光均匀柔和

AL6063-T5 铝型材，优秀的散热性能

高品质表面处理，高品质PC 扩散面罩

无螺丝紧配堵头，带孔& 不带孔堵头可选

专配智能控制器，超高颜值

多种安装卡子可选，任意调节发光角度

CRI>804000K
LS1613

CRI>804000K
NMT1312

PLUS

高透光率、环保级轨迹材料，一体挤压成型，IP67 防护等级

耐盐液、抗酸碱腐蚀、抗阻燃、耐紫外线

系统化安装，拼接应用解决方案

历经“9 大测试”，排除潜在故障，获得UL\CE\ROSE 等认证

顶弯产品可满足多种实用场景的照明需求，

让空间设计不设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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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解放碑
中国·重庆    2021年

抗战胜利纪功碑暨人民解放纪念碑，又名“抗战胜利纪功碑”、“人民解放纪念碑”，简称“解放碑”，位于

重庆市渝中区解放碑商业步行街中心地带，于1946年10月31日动工，1947年8月落成，是抗战胜利的精神象

征，是中国唯一一座纪念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碑。

CRI>804000K
D560 RGB

RGB 炫彩灯带

广泛适配于各类控制器

高品质FPC，高导热3M 胶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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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平面顶发光，12mm 发光面，

适用于室内外装饰照明、建筑轮廓勾勒

高光效源，LM80 测试认证

硅胶挤压成型工艺，IP67 防护等级

系统化安装、拼接应用解决方案

3 年质保 ( 幻彩2 年），工作寿命≥ 36000 小时

CRI>804000K
NMS1217

PLUS

CRI>903000K
AS3535

超自由应用，通过直线与弧线的自由拼接，创造变幻无穷的造型

采用硅胶柔性面罩，安装便捷，超长应用时无需拼接，无漏光

AL6063-T5 铝型材，高品质表面处理，黑，白，银三色可选

专配光源设计，出光均匀柔和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LS1911K

三面出光效果，无点光源效果，出光均匀柔和

AL6063-T5 铝型材，优秀的散热性能

高品质表面处理，高品质PC 扩散面罩

带孔& 不带孔堵头可选

自由灵活拼接

台州银行全国连锁
中国·浙江   2021年

台州银行，始建于1988年6月6日，员工4400多名，总行设18个管理处室，注册资本18亿元，下辖舟山、温

州、杭州、金华、宁波、湖州、衢州7家分行，全行包括各营业部及支行共55家机构。

设计师试图寻找最适合的灯带为这个时尚又大气的吊顶做一个轮廓的氛围灯，COLORS侧弯霓虹NMS1217可以

满足这个需求。在天花轮廓拐角处，NMS1217材质柔韧，可以弯折成设计师想要的弧度。

TOYOTA 专卖店
印尼·雅加达   2017年

丰田汽车公司（日文汉字转简体：トヨタ自动车株式会社，英文：Toyota Motor Corporation  ），是一家同时

在东京证交所（TYO）  、名古屋证交所（NAG） 、纽约证交所（NYSE）  和伦敦证交所（LSE） 上市的日本跨

国汽车制造商。总部位于日本爱知县丰田市和东京都文京区。创始人为丰田喜一郎（1894-1952） ，现任社长

为丰田章男。2020年度《财富》世界五百强榜单上丰田汽车位列第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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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无点光源效果，出光均匀柔和

AL6063-T5 铝型材，优秀的散热性能

高品质表面处理，高品质PC 扩散面罩

无螺丝紧配堵头，带孔& 不带孔堵头可选

多种安装卡子可选，任意调节发光角度

专配智能控制器，超高颜值

CRI>804000K
LS1613

CRI>804000K
LE2507

超薄嵌入式，与空间载体完美融合

无点光源效果，出光均匀柔和

AL6063-T5 铝型材，优秀的散热性能

高品质表面处理，高品质PC 扩散面罩

无螺丝紧配堵头，带孔& 不带孔堵头可选

台湾超越超跑
中国·台湾   2018年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CRI>804000K
LS3360

直角设计，适用于墙缝夹角

弧面出光效果，无点光源效果，出光均匀柔和

AL6063-T5 铝型材，优秀的散热性能

高品质表面处理，高品质PC 扩散面罩

无螺丝紧配堵头，带孔& 不带孔堵头可选

CRI>904000K
LG1616C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

悬挂、嵌入、吸顶、壁挂

汽车改装品店
中国·台湾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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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文创志业  (中国·台湾   2017年)

捷运公司总部    (中国·台湾   2019年) 德国某商场    (德国   2019年)

迪拜某服装店    (阿联酋·迪拜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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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医学院-5F生殖中心  (中国·台湾   2019年)

台北医学院-5F生殖中心  (中国·台湾   2019年)

台中歌剧院    (中国·台湾   2019年)

台中歌剧院    (中国·台湾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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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 nais   (塞尔维亚  2019年) 悉尼某游戏厅     (澳大利亚·悉尼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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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迫于各种压力，很多人都选择在工作之余，去

电影院、健身会所、大剧院、游戏厅缓解压力，以及医美中心、美发店提

升个人形象。这些虽然也是商业场所，但是它们并没有像其他的商业店铺

一样需要华丽的灯饰、高档的装修来招揽客户、促成交易。它们需要的是

针对具体的项目，为顾客/会员营造安全、舒适的环境。

随着我国文化展陈事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展览展示对专业的照明技

术和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些场所的照明设计中，应秉承安全、还

原、舒适的照明设计理念，更多地应用现代光学、电子和智能技术，在更

好地保护文物的基础原则上，通过合理运用光与影的变化，营造出赋有生

命、充满活力、感觉逼真、整体优化的照明效果，以呈现和还原展品的历

史文化底蕴和艺术造诣，为观赏者提供一个舒适的高品质光体验环境，用

高品质灯光让文物活起来。华彩结合不同文物的特性，通过灵活的文化展

陈光学系统来打造高品质、高还原度的展陈灯光效果，如同给文物配了解

说员，为观众创造一个良好的视觉环境。

文娱健康
RECREATION &

 HEALTH

05

茶文化博物馆    中国·湖北

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健身会所    中国·北京

三里屯SUPFLT健身会所    中国·北京

劲松力偶健身会所    中国·北京

厦门健身房    中国·厦门

临沂天使运动健身会所    中国·山东

台湾新竹健身房    中国·台湾

YOUTOPIA GYM    智利

台北医学美容中心    中国·台湾

长沙乐活城 NICER 美发店    中国·厦门

传世傲途酷玩    中国·大连

ALRASHED MALL JIZAN-KSA EMPIRE    沙特

以色列大剧院    沙特

布鲁塞尔电影院    比利时·布鲁塞尔

香蕉计划录音棚(王思聪个人录音棚)    中国·上海

台北市立美术馆 X-site    中国·台湾

天赐佛院大殿

天使剧场    智利



茶文化博物馆
中国·湖北   2021年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904000K
SKY-20C

两点一线，横跨空间超自由应用

间接照明，洗墙照明多种应用方式

20M 长

专利设计固定件，安装便捷灵活

CRI>904000K
D6120

120 灯/ 米，超薄厚度1.2mm，

匹配型材效果更佳

提供2700-6000K 4 种白光可选

寿命大于360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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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健身会所设计颠覆传统，设计师从“力量”出

发，因地制宜地进行了合理的规划和设计。为了配合和凸显室内

空间材质以及最大限度地延伸整体空间的视觉感受，灯光上采用

特别定制有效的照明方式和照明产品⸺COLORS华彩光电线形

照明，完美融合自然光，塑造一个仿佛置于开放式体育场馆，让

人身心舒畅，激发人们向往健康的运动生活方式。

英蓝国际金融
中心健身会所
中国·北京   2019年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LS5470(F)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可自由搭配普通PC 面罩、柔性面罩、

防眩光柔性面罩、黑色面罩、铝面罩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壁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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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flt健身会所采用由华彩光电提供的LS5470和LS7977线形照

明系列产品，选择色温在4000K左右，比较接近自然光的光源，

通过光线的反射作用达到照亮整个室内空间的效果，营造了一种

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氛围，让人身处其中时感到浑身充满了力

量。

三里屯
SUPFLT健身会所
中国·北京   2018年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LS5470(F)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可自由搭配普通PC 面罩、柔性面罩、

防眩光柔性面罩、黑色面罩、铝面罩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

悬挂、嵌入、吸顶、壁挂

CRI>804000K
LS7977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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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松力偶健身会所
中国·北京   2018年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LS5470(F)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可自由搭配普通PC 面罩、柔性面罩、

防眩光柔性面罩、黑色面罩、铝面罩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

悬挂、嵌入、吸顶、壁挂

项目所用产品属于“线形照明系统-LLS2.0系列”。该系列通过产品模块化设计与安装方式的变革，重新定义了

线形照明的功能和应用模式，突破了传统照明系统的制约。实现了“三个自由”,即人的设计自由,产品的安装自

由,环境的应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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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LS5470(F)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可自由搭配普通PC 面罩、柔性面罩、

防眩光柔性面罩、黑色面罩、铝面罩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超自由拼接组合：

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

悬挂、嵌入、吸顶、壁挂

平面顶发光，12mm 发光面，

适用于室内外装饰照明、建筑轮廓勾勒

高光效源，LM80 测试认证

硅胶挤压成型工艺，IP67 防护等级

系统化安装、拼接应用解决方案

3 年质保 ( 幻彩2 年），工作寿命≥ 36000 小时

CRI>804000K
NMS1217

PLUS

厦门健身房
中国·厦门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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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DS860

单端供电最大使用长度30m，

首尾亮度一致

提供1900-6000K 8 种白光可选

寿命大于60000H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可自由搭配普通PC 面罩、柔性面罩、

防眩光柔性面罩、黑色面罩、铝面罩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

悬挂、嵌入、吸顶、壁挂

CRI>804000K
LS5470(F)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壁挂

CRI>804000K
LS3360

临沂天使运动健身会所
中国·山东  2021年

天使教育发展集团前身为天使国际特教学校，始建于1995年，健身会所是半封闭性质，主要针对学校学员的，

对产品安全要求高。大范围主要照明，照亮整个室内空间，营造健康、积极向上的氛围。

台湾新竹健身房
中国·台湾   2019年

项目所用产品属于“线形照明系统”系列。该系列基于“灵活”“互联”的线形光源，强化灯具结构和光学设

计，将照明作为室内外设计的重要因素，可用于天花板、地板和墙壁的边缘。 最终营造出创意感和未来感的效

果，赋予空间全新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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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壁挂

CRI>804000K
LS4067

YOUTOPIA GYM
智利   2019年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LS7977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超自由拼接组合：

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

台北医学美容中心
中国·台湾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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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可自由搭配普通PC 面罩、柔性面罩、

防眩光柔性面罩、黑色面罩、铝面罩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壁挂

CRI>804000K
LS5470(F)

长沙乐活城 NICER 美发店
中国·厦门   2019年

NICER是一家专业烫染设计品牌，要让顾客最快的识别品牌风格属性，空间的视觉识别一定要鲜明。 快节奏生

活之下，顾客更希望体验专业的造型设计，和轻松愉快的消费感受。 因此沙龙的空间设计，既要突出品牌的风

格，又要富有时尚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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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壁挂

CRI>804000K
LS3360

CRI>804000K
D560 RGB

RGB 炫彩灯带

广泛适配于各类控制器

高品质FPC，高导热3M 胶

传世傲途酷玩
中国·大连   2018年

项目所用产品属于“通用灯带-调光调色系列”。该系列包括RGB、RGBW、CCT的LED灯带，广泛应用于住宅

空间、展示空间、娱乐空间、酒吧、KTV、酒店等，实现节日的装饰照明、氛围营造和场景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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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AL6063-T5 铝型材，高品质表面处理

无点光源效果，出光均匀柔和

IK10、IP65 防水等级设计，

可广泛应用于室内外地板

CRI>804000K
LS2126

穹顶弧面发光，均匀柔和，适用于店招、

室内外装饰照明及建筑轮廓勾勒

高光效光源，LM80 测试认证

硅胶挤压成型工艺，IP67 防护等级

DC24V, 宽电压电路设计

15 米超长应用，首尾亮度一致

3 年质保，工作寿命≥36000 小时

CRI>804000K
NNT1615

ALRASHED MALL JIZAN-KSA EMPIRE
沙特   2021年

Empire Cinemas 由 Georges N. Haddad 于 1919 年创立，是一家在13个国家/地区运营的中东展览连锁店。结

合影院所需要达到的视觉效果, 代理客户采用底板灯内置DMX灯条去实现，需同时达到IK10 和 IP67。商场到多

功能厅中心由一条镶有背漆玻璃的通道表达，搭配动态多色 LED 灯带照明，引人瞩目；带领顾客体验从静态公

共区域进入到动态梦幻空间的戏剧性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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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大剧院
沙特   2018年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LS1613

无点光源效果，出光均匀柔和

AL6063-T5 铝型材，优秀的散热性能

高品质表面处理，高品质PC 扩散面罩

无螺丝紧配堵头，带孔& 不带孔堵头可选

多种安装卡子可选，

任意调节发光角度

专配智能控制器，超高颜值

CRI>904000K
D6120

120 灯/ 米，超薄厚度1.2mm，

匹配型材效果更佳

提供2700-6000K 4 种白光可选

寿命大于360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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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所用产品属于“通用灯带-调光调色系列”。该系列包括

RGB、RGBW、CCT的LED灯带，广泛应用于住宅空间、展示空

间、娱乐空间、酒吧、KTV、酒店等，实现节日的装饰照明、氛

围营造和场景变换。

布鲁塞尔电影院
比利时·布鲁塞尔   2017年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D560RGBW

RGB 全彩灯带

广泛适配于各类控制器

高品质FPC，高导热3M 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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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香蕉计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简称“香蕉计划”），由王思

聪于2015年6月在中国上海创办。

上海香蕉计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营业范围包括电子竞技行业（赛

事项目、线上平台运营、传媒等）和娱乐营销行业（艺人、明星

代言、广告及移动互联网营销等），同时也涉足体育、影视、音

乐行业，正发展成为多元化、国际化、年轻化的泛娱乐文化平

台。

中国·上海   2018年

香蕉计划录音棚 
(王思聪个人录音棚)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极致纤细，发光面仅3.4mm

灵活应用于各种狭窄空间，

勾勒轮廓，点缀装饰

无螺丝紧配堵头，带孔& 不带孔堵头可选

多种安装卡子可选，任意调节发光角度

专配智能控制器，超高颜值

CRI>804000K
LS0510

CRI>804000K
LS1613

无点光源效果，出光均匀柔和

AL6063-T5 铝型材，优秀的散热性能

高品质表面处理，高品质PC 扩散面罩

无螺丝紧配堵头，带孔& 不带孔堵头可选

多种安装卡子可选，任意调节发光角度

专配智能控制器，超高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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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立美术馆 X-site
中国·台湾 2021年

台北市立美术馆于1983年开馆，坐落于台北花博公园旁，是台湾第一座当代美术馆。乘坐地铁穿梭台北，便可

遥望建筑坐落于公园的姿态。近年美术馆利用馆前广场，提出创新实验的平台⸺“X-site”；X-site将目光焦

点聚集在建筑和艺术的连结创作，从建筑寻找其他多元语意或美学的可能性，每年选出一件临时性建筑装置作

为结合建筑与艺术事件的体验式空间，激发民众对环境关系的重新感知及关注。

X-site自2014年开始由台北市立美术馆筹办，至今俨然成为台湾新一代建筑人、艺术家每年最盛大的建筑活动

之一。 

主体构造为一座柱状（上下开口）流线型声响共鸣容器，以建筑与声音艺术的跨领域合作为主轴，在为期两个

月的展览中，也将会邀请到声音艺术节知名艺术家彭叶生等参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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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多种规格可选：12V/24V/48V 不同电压，

5m/10m/20m/50m 不同长度，白光，

有色光，RGB，调色温不同色温实现方式

硅胶挤出工艺，IP68 防护等级

可用在泳池水底和户外建筑轮廓

耐盐液、抗酸碱腐蚀、抗阻燃、耐UV 

通过UL、CE、ROHS 等产品认证

3 年质保, 工作寿命≥ 36000 小时

CRI>903000K
NMT1515

CRI>803000K
NMT1312

PLUS

高透光率、环保级轨迹材料，

一体挤压成型，IP67 防护等级

耐盐液、抗酸碱腐蚀、抗阻燃、耐紫外线

系统化安装，拼接应用解决方案

历经“9 大测试”，排除潜在故障，

获得UL\CE\ROSE 等认证

顶弯产品可满足多种实用场景

的照明需求，让空间设计不设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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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D560 RGB

RGB 炫彩灯带

广泛适配于各类控制器

高品质FPC，

高导热3M 胶

120mm大发光面，高光输出

德国进口PC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可整灯拼接，安装便捷可靠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吸顶

CRI>804000K
LS12335

天赐佛院大殿

天赐佛院的建筑主体地下2层，地上5层，10间会议室，容纳千人的礼堂。以简约造型为理念，对大殿礼堂空间

和照明重新进行改造。

通过设计师创意设计和线形照明自由分割，重构照明空间，满足建筑空间和照明以及建筑场景的多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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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剧场
智利

剧院，由永久性的建筑体构成的表演场所，亦可作为表演场所的总称。剧院通常指室内的表演场所，而剧场则

同时适用于户外广场及室内建筑。

剧场的基本要素就是表演处与观看处，即舞台与观众席。现代的剧场以室内建筑为多。观众席、大厅、售票口

等观众可以进入的区域构成前台。灯光设计已成为现代剧场不可或缺的配置。

可任意拼接的无限弧系列，在售票处拼成一个圆形灯宛如天使的光环，搭配墙壁上暖色光灯带营造一种神秘的

氛围。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903000K
AS3535

超自由应用，通过直线与弧线的自由拼接，创造变幻无穷的造型

采用硅胶柔性面罩，安装便捷，超长应用时无需拼接，无漏光

AL6063-T5 铝型材，高品质表面处理，黑，白，银三色可选

专配光源设计，出光均匀柔和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

悬挂，嵌入，吸顶

CRI>804000K
LS1613

无点光源效果，出光均匀柔和

AL6063-T5 铝型材，优秀的散热性能

高品质表面处理，高品质PC 扩散面罩

无螺丝紧配堵头，带孔& 不带孔堵头可选

多种安装卡子可选，任意调节发光角度

专配智能控制器，超高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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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空港万豪酒店    中国·浙江

鹤公馆（米其林三星）    中国·武汉

慈溪白金汉爵大酒店    中国·福建

艾尼壹水湾度假酒店    中国·厦门

LANCASTER五星豪华酒店    泰国·曼谷

BEVEREN HOTEL    比利时

徐记海鲜武汉绿地店    中国·湖南

北京恭俭胡同四合院    中国·北京

海之乡日本料理    中国·大连

森云亲子餐厅   中国·大连

曼谷KFC    泰国·曼谷

汉堡王    美国

台中咖啡厅 01    中国·台湾

高端咖啡厅    以色列

欧洲某酒店    欧洲

酒店餐饮
HOTEL &

 CATERING

06

华彩为全球五星级酒店提供专业灯光服务。在酒店的灯光设计中，利用光

源的色温、角度、光色，结合华彩专业的酒店照明灯具来完美再现酒店空

间的建筑设计、创意、风格，充分体现出酒店的历史、文化、品味，让宾

客感受到光影的视觉魅力，营造安全、舒适、温馨的旅居环境。

饮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饮食文化悠久绵长，且随着经济和社会

的因素在不断地传承与发展。现代社会，人们就餐的同时不仅要享受美

食，还追求一种生活的高品质，对就餐环境提出了新的使用需求和审美标

准。华彩餐饮空间照明灯具可以为餐厅营造气氛，使餐饮空间的主题更为

突出。



温州空港万豪酒店
中国·浙江   2020年

温州空港万豪酒店是浙江省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6亿元，酒店于2015年12月进场施工，2017年5月主体建

筑结顶，2020年9月投入使用。酒店拥有260间客房及套房，贡厨西餐厅和大堂酒廊，还设有室内恒温泳池、瑜

伽室及设施完备的24小时健身中心。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LS5470(F)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

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可自由搭配普通PC 面罩、柔性面罩、

防眩光柔性面罩、黑色面罩、铝面罩

超自由拼接组合：

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

悬挂、嵌入、吸顶、壁挂

光效高达159lm/W

提供1900-6000K 8 种白光可选

寿命大于60000H

CRI>803800K
D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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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公馆（米其林三星）
中国·武汉   2021年

米其林餐厅，是被收录在《米其林红色宝典》中的餐厅。1900年

米其林轮胎的创办人出版了一本供旅客在旅途中选择餐厅的指南

《米其林指南》。内容为旅游的行程规划、景点推荐、道路导引

等。《米其林红色宝典》（又称《米其林红色指南》）每年对餐

馆评定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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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提供1900-6000K 8 种白光可选

高品质FPC，

高导热3M 胶

CRI>904000K
D8196

120 灯/ 米，超薄厚度1.2mm，匹配型材效果更佳

提供2700-6000K 4 种白光可选

寿命大于36000H

CRI>904000K
D6120

光效高达159lm/W

提供1900-6000K 8 种白光可选

寿命大于60000H

CRI>904000K
D8128

278 279

酒
店

餐
饮



慈溪白金汉爵大酒店
中国·福建   2021年

慈溪白金汉爵大酒店由香港汉爵国际酒店管理集团上海白金汉爵

酒店投资有限公司倾情打造的国内顶尖超豪华酒店航母。

酒店总投资6亿元，总建筑面积约9万平方米，酒店将拥有顶级餐

饮包厢80余间，彰显贵族风范的客房500余间（套），KTV娱乐

峰会及多功能会议厅和宴会厅，同时配有自助餐厅、24小时餐

厅、咖啡厅、西餐厅、棋牌包厢、温泉等休闲娱乐项目，酒店设

有停车位1000多个。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953500K
D8120

提供1900-6000K 8 种白光可选

高品质FPC，高导热3M胶

280 281

酒
店

餐
饮



282 283

酒
店

餐
饮



艾尼壹水湾度假酒店
中国·厦门   2018年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零”光班，只有最完美均匀的发光效果。

多种面罩可选配、各种形状、各种配光方案一应俱全。

两种堵头选择，两种出线方式；

无螺丝紧配设计，让安装更得心应手。

多种安装配件可选，适用性更广。

面罩、型材长度一致，一刀完成切割。

智能控制无限可能，与型材完美匹配，

量身定制手扫、触摸双选择。

CRI>804000K
LS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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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所用产品属于“通用灯带”系列。 该系列采用通过LM80 和

TM30 测试的自主封装灯珠，通过高速SMT自动贴装而成，可提

供不同功率、颜色、色温、显指选择。适用于室内外照明，家

具、车船、广告等配套使用。

LANCASTER
五星豪华酒店
泰国·曼谷   2018年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953500K
D8120

提供1900-6000K 8 种白光可选

高品质FPC，高导热3M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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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VEREN HOTEL
比利时   2017年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多种规格可选：12V/24V/48V 不同电压，

5m/10m/20m/50m 不同长度，白光，

有色光，RGB，调色温不同色温实现方式

硅胶挤出工艺，IP68 防护等级可用在泳池水底和户外建筑轮廓

耐盐液、抗酸碱腐蚀、抗阻燃、耐UV 通过UL、CE、ROHS 等产品认证

3 年质保, 工作寿命≥ 36000 小时

CRI>903000K
NMT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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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记海鲜武汉绿地店
中国·湖南  2021年

徐记海鲜是一家以经营特色海鲜为主，涵盖经典湘菜、粤菜的中高档酒楼，在长沙、西安、株洲、上海等城市

有直营连锁餐厅超40多家门店。

高端餐饮项目对于色温和光通量的把控非常重视，项目使用低色温低流明光源给整个空间营造安静私密的用餐

空间。项目坐落在武汉最高楼绿地缤纷广场，采用了徐记海鲜全新的设计师设计，一改往常的稳重商务风格，

凸显现代轻奢的年轻气息。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超薄嵌入式，与空间载体完美融合

无点光源效果，出光均匀柔和

AL6063-T5 铝型材，优秀的散热性能

高品质表面处理，高品质PC 扩散面罩

无螺丝紧配堵头，

带孔& 不带孔堵头可选

CRI>904000K
LE2409

CRI>904000K
D6120

120 灯/ 米，超薄厚度1.2mm，匹配型材效果更佳

提供2700-6000K 4 种白光可选

 寿命大于360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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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恭俭胡同四合院
中国·北京  2021年

天使的翅膀-位于恭俭胡同四合院，主要接待高官达贵，此设计用

360度霓虹灯加PC套管，调整左右倾斜高度，形成翅膀的造型，

寓意天使的翅膀，象征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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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360 度圆形出光设计，光斑通体均匀。

适用于空间立体装饰照明

高光效光源，LM80 测试认证

CRI>804000K
NNR25

硅胶挤压成型工艺，IP65 防护等级

可实现吊装、吸顶等安装应用

3 年质保，工作寿命≥ 3600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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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之乡日本料理
中国·大连   2018年

海之乡星海广场店，位于中山路572号星海广场E区近西南路，主营日本料理。环境也叫人眼前一亮，华丽、不

失典雅，宴请重要客人很有面子。厨师们在桌边现场制作，出品既养眼又好吃，感觉真不赖。刺身新鲜、丰

腴，鳗鱼饭肥而不腻。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单侧发光灯带

抗弯折可靠性更高

寿命大于36000H

广泛用于广告，装饰等应用场景

CRI>904000K
D4120

提供1900-6000K 8 种白光可选

高品质FPC，高导热3M 胶

寿命大于60000H

CRI>804000K
D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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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904000K
D6120

120 灯/ 米，超薄厚度1.2mm，匹配型材效果更佳

提供2700-6000K 4 种白光可选

寿命大于36000H

森云亲子餐厅
中国·大连   2019年

2019年5月28日Wutopia Lab在大连设计的fairyland森云间亲子

餐厅正式运营了。作为百造与fairyland联合推出的共同品牌，业

主 希 望 能 寓 教 于 乐 ， 让 孩 子 们 在 游 戏 中 学 到 知 识 ， 因 此 在

fairyland森云间亲子餐厅还可以看到百造的课程和教具，这也可

以称得上是中国第一家学习型的亲子餐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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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KFC
泰国·曼谷   2018年

肯德基是源自美国的快餐连锁店，总部设于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以炸鸡为主力产品。总体来说是全球第二大

的餐饮连锁企业，在123个国家和地区拥有20,000+个分店。

曼谷KFC餐厅的正面饰有肯德基的水桶标志和受数字波浪启发的宽敞屋顶设计。外观颜色和照明采用标志性的

肯德基红色和白色，专为白天和黑夜而设计。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NMT1312

PLUS

高透光率、环保级轨迹材料，

一体挤压成型，IP67 防护等级

耐盐液、抗酸碱腐蚀、抗阻燃、耐紫外线

系统化安装，拼接应用解决方案

历经“9 大测试”，排除潜在故障，

获得UL\CE\ROSE 等认证

顶弯产品可满足多种实用场景的照明需求，

让空间设计不设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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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堡王
美国   2019年

汉堡王（Burger King，NYSE：BKC）创始于1954年美国迈阿密，由James W. McLamore和David Edgerton两

位共同创立。汉堡王是全球大型连锁快餐企业，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及地区经营着超过17000家门店。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LS5470(F)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可自由搭配普通PC 面罩、柔性面罩、

防眩光柔性面罩、黑色面罩、铝面罩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壁挂

CRI>903000K
AS3535

超自由应用，通过直线与弧线的自由拼接，

创造变幻无穷的造型

采用硅胶柔性面罩，安装便捷，

超长应用时无需拼接，无漏光

AL6063-T5 铝型材，高品质表面处理，

黑，白，银三色可选

专配光源设计，出光均匀柔和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

悬挂，嵌入，吸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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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咖啡厅 01
中国·台湾   2017年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LS1613

无点光源效果，出光均匀柔和

AL6063-T5 铝型材，优秀的散热性能

高品质表面处理，高品质PC 扩散面罩

无螺丝紧配堵头，带孔& 不带孔堵头可选

多种安装卡子可选，任意调节发光角度

专配智能控制器，超高颜值

316 317

酒
店
餐
饮



318 319

酒
店
餐
饮



320 321

酒
店
餐
饮



高端咖啡厅
以色列   2018年

徐记海鲜是一家以经营特色海鲜为主，涵盖经典湘菜、粤菜的中高档酒楼，在长沙、西安、株洲、上海等城市

有直营连锁餐厅超40多家门店。

高端餐饮项目对于色温和光通量的把控非常重视，项目使用低色温低流明光源给整个空间营造安静私密的用餐

空间。项目坐落在武汉最高楼绿地缤纷广场，采用了徐记海鲜全新的设计师设计，一改往常的稳重商务风格，

凸显现代轻奢的年轻气息。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LS5470(F)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可自由搭配普通PC 面罩、柔性面罩、

防眩光柔性面罩、黑色面罩、铝面罩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壁挂

CRI>803800K
DS860

单端供电最大使用长度30m，

首尾亮度一致

提供1900-6000K 8 种白光可选

寿命大于600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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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某酒店    (欧洲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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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水平的提升，促使人们对生活品质、生活情趣的追求日益彰显。别墅

大宅此类私属空间的装潢装饰，是中产阶级自我修养的体现，而家居装饰

中，灯光设计是重要一环。华彩非常注重家居灯光设计中的功能性照明、

背景照明、重点照明、装饰性照明以及工作照明的区分应用，全方位满足

居室各个环节对照明的需求，营造温馨舒适、奢华气派的豪宅环境。

科学合理的居家照明设计，应该不仅能够满足居家生活和学习的功能性要

求，充分凸显家装的风格、档次、空间感，还要为家人提供温馨、舒适、

健康的生活空间。当然，对于居家的不同区域、不同的使用场景，我们应

该配以不同的照明设计方案。

别墅大宅
VILLA &

 MANSION

07

高雄高端私人住宅    中国·台湾

小平岛96号别墅    中国·大连

高端私人公寓    以色列

NATALIE ORLEV CYBERHAT 高端住宅    以色列

长春某别墅    中国·江苏

老年人公寓    比利时

北京金科天玺    中国·北京

北京上城庄园    中国·北京

中坜私人住宅    中国·台湾

台中私人住宅 01    中国·台湾

台中私人住宅 02    中国·台湾

台北住宅    中国·台湾

紫金壹号    中国·台湾

私家别墅    乌克兰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LS1613

无点光源效果，出光均匀柔和

AL6063-T5 铝型材，优秀的散热性能

高品质表面处理，高品质PC 扩散面罩

无螺丝紧配堵头，带孔& 不带孔堵头可选

高雄高端私人住宅
中国·台湾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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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岛96号别墅
中国·大连

小平岛位于大连市西南部海岸的旅顺南路发端处，距大连市金融商务区⸺星海湾广场仅有9公里，距机场18公

里，距旅顺28公里，毗邻全国著名的大连软件园，是大连市政府规划的信息产业带的龙头地段。未来，这里也

是发端自大连东海岸的海之韵广场，经老虎滩、棒棰岛、傅家庄、星海广场蜿蜒而来的著名海岸风景大道⸺

大连滨海路的终端。城市规划中的小平岛到星海广场的滨海路通车后，驱车五分钟，就可直达星海湾。小平岛

堪称是大连城中乃至中国北部地区一块绝无仅有的、极为醒目的风水宝地。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NM3D1515

15mm 发光面，顶弯/ 侧弯于一体应用，

适用于店招、室内外装饰照明及建筑轮廓勾勒

高光效光源，LM80 测试认证

顶弯/ 侧弯 于一体设计，完善的安装应用方案，

提供极佳的用户体验

硅胶挤压成型工艺，IP67 防护等级

3 年质保，工作寿命≥ 36000 小时

CRI>904000K
D6120

120 灯/ 米，超薄厚度1.2mm，

匹配型材效果更佳

提供2700-6000K 4 种白光可选

寿命大于360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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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私人公寓
以色列   2018年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LS7977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超自由拼接组合：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悬挂、嵌入、吸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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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ALIE ORLEV CYBERHAT 高端住宅
以色列   2018年

项目所用产品属于“线形照明系统”和“通用灯带”系列。该系列基于“灵活”“互联”的线形光源，强化灯

具结构和光学设计，将照明作为室内外设计的重要因素，可用于天花板、地板和墙壁的边缘。 最终营造出创意

感和未来感的效果，赋予空间全新的定义。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3800K
DS860

单端供电最大使用长度30m，首尾亮度一致

提供1900-6000K 8 种白光可选

寿命大于60000H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PC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提供标准拼接条配件，并可定制拼接转角；

 嵌入式安装，N 型扣、蝴蝶夹两种安装配件可选；

 荣获2016 年IF 大奖。

CRI>804000K
LE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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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953500K
D8120

提供1900-6000K  8 种白光可选

高品质FPC，

高导热3M胶

CRI>904000K
D6120

120 灯/ 米，超薄厚度1.2mm，

匹配型材效果更佳

提供2700-6000K 4 种白光可选，

寿命大于36000H超窄，可应用于各种狭小空间

无点光源效果，出光均匀柔和

AL6063-T5 铝型材，优秀的散热性能

高品质表面处理，高品质PC 扩散面罩

无螺丝紧配堵头，带孔& 不带孔堵头可选

CRI>804000K
LS0812

长春某别墅
中国·江苏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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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公寓 
比利时   2018年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3800K
DS860

单端供电最大使用长度30m，首尾亮度一致

提供1900-6000K 8 种白光可选

寿命大于60000H

北京金科天玺
中国·北京   2021年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904000K
D6120

120 灯/ 米，超薄厚度1.2mm，

匹配型材效果更佳

提供2700-6000K 4 种白光可选，

寿命大于360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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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城庄园
中国·北京   2021年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3800K
DS860

单端供电最大使用长度30m，

首尾亮度一致

提供1900-6000K 8 种白光可选

寿命大于600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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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坜私人住宅
中国·台湾   2017年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LS1911K

三面出光效果，无点光源效果，出光均匀柔和

AL6063-T5 铝型材，优秀的散热性能

高品质表面处理，

高品质PC 扩散面罩

带孔& 不带孔堵头可选

自由灵活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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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私人住宅 01
中国·台湾   2017年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超窄超薄，可应用于各种狭小空间

无点光源效果，出光均匀柔和

 AL6063-T5 铝型材，优秀的散热性能

高品质表面处理，

高品质PC 扩散面罩

无螺丝紧配堵头

CRI>804000K
LS0709

超窄，可应用于各种狭小空间

无点光源效果，出光均匀柔和

AL6063-T5 铝型材，优秀的散热性能

高品质表面处理，高品质PC 扩散面罩

无螺丝紧配堵头，带孔& 不带孔堵头可选

CRI>804000K
LS0812

台中私人住宅 02
中国·台湾   2017年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超窄超薄，可应用于各种狭小空间

无点光源效果，出光均匀柔和

 AL6063-T5 铝型材，优秀的散热性能

高品质表面处理，

高品质PC 扩散面罩

无螺丝紧配堵头

CRI>804000K
LS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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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住宅
中国·台湾   2019年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超窄，可应用于各种狭小空间

无点光源效果，出光均匀柔和

AL6063-T5 铝型材，优秀的散热性能

高品质表面处理，高品质PC 扩散面罩

无螺丝紧配堵头，带孔& 不带孔堵头可选

CRI>804000K
LS0812

无点光源效果，出光均匀柔和

AL6063-T5 铝型材，优秀的散热性能

高品质表面处理，高品质PC 扩散面罩

无螺丝紧配堵头，带孔& 不带孔堵头可选

多种安装卡子可选，任意调节发光角度

专配智能控制器，超高颜值

CRI>804000K
LS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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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壹号
中国·台湾   2017年

私家别墅
乌克兰   2019年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超窄超薄，可应用于各种狭小空间

无点光源效果，出光均匀柔和

 AL6063-T5 铝型材，优秀的散热性能

高品质表面处理，

高品质PC 扩散面罩

无螺丝紧配堵头

CRI>804000K
LS0709

CRI>904000K
D6120

120 灯/ 米，超薄厚度1.2mm，
匹配型材效果更佳
提供2700-6000K 4 种白光可选，
寿命大于360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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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景观亮化照明设计是对城市广场、商业文化街、旅游景观、文化建筑

等进行科学的、艺术的灯光规划和设计，展示整个城市的鲜明形象。华彩

利用灯光充分体现现代都市的建筑风格、文化特色，打造高品质光环境，

完美表现城市环境文化与建筑美学。

户外亮化
OUTDOOR

08

灞河天华岛人行桥    中国·西安

纵横钢铁公司办公楼及广场    中国·河北

AKR GALLERY WEST    印尼

ARMENIAN CLUB    智利

希尔顿    中国·江苏

PIVBAR    乌克兰

别墅户外装饰照明    中国·江苏

INTEGRATECH 公寓    比利时

营口佰仕樱溪    中国·辽宁

沈阳之星    中国·沈阳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NMT1312

PLUS

高透光率、环保级轨迹材料，

一体挤压成型，IP67 防护等级

耐盐液、抗酸碱腐蚀、抗阻燃、耐紫外线

系统化安装，拼接应用解决方案

历经“9 大测试”，排除潜在故障，

获得UL\CE\ROSE 等认证

顶弯产品可满足多种实用场景的照明需求，

让空间设计不设限

灞河天华岛人行桥
中国·西安  2021年

“天华岛人行桥桥形设计植根丝路文化，造型概念来自‘丝路之旅’，桥身宛若一条蔓延的丝绸，将桥梁完美

地融入周边的绿道步行系统，串联起灞河两岸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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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钢铁公司办公楼及广场
中国·河北   2021年

河北纵横集团丰南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纵横钢铁公司”），成立于2016年，位于唐山市丰南经济开发区

临港园区，是河北省“十三五”期间重点扶持发展的大型钢铁企业集团之一。

该项目是建筑外墙景观照明，建筑外形简约整齐，采用霓虹轮廓勾边加投光洗墙，柔化了建筑整体硬朗的形

象，处于周边静谧的环境中，别有一番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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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顶发光，12mm 发光面，适用于室内外装饰照明、建筑轮廓勾勒

高光效源，LM80 测试认证

硅胶挤压成型工艺，IP67 防护等级

系统化安装、拼接应用解决方案

3 年质保 ( 幻彩2 年），工作寿命≥ 36000 小时]

CRI>803000K
NMS1217

PLUS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NMT1312

PLUS

高透光率、环保级轨迹材料，一体挤压成型，IP67 防护等级

耐盐液、抗酸碱腐蚀、抗阻燃、耐紫外线

系统化安装，拼接应用解决方案

历经“9 大测试”，排除潜在故障，获得UL\CE\ROSE 等认证

顶弯产品可满足多种实用场景的照明需求，让空间设计不设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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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NMT1312

PLUS

高透光率、环保级轨迹材料，一体挤压成型，IP67 防护等级

耐盐液、抗酸碱腐蚀、抗阻燃、耐紫外线

系统化安装，拼接应用解决方案

历经“9 大测试”，排除潜在故障，获得UL\CE\ROSE 等认证

顶弯产品可满足多种实用场景的照明需求，让空间设计不设限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创新磁性堵头，一触即连

创新载体扣设计，超便捷安装及维护

防漏光挡片设计，完美细节

德国进口面罩，出光均匀柔和

超自由拼接组合：

180°直连、L 型、T 型、X 型

可内置线形电源，隐形美观

多种安装方式可选：

悬挂、嵌入、吸顶、壁挂

CRI>804000K
LS3360

AKR GALLERY WEST
印尼  2012年

项 目 所 用 产 品 属 于 “ 硅 胶 霓 虹 灯 带 ” 系 列 。 该 系 列 采 用 双 色 硅 胶 一 体 挤 出 成 型 工 艺 ， 防 护 等 级 高 达

IP65/IP67/IP68，可广泛用于室内外装饰造型设计，建筑轮廓勾勒，城市夜景亮化等，起到装饰亮化的效果。

ARMENIAN CLUB
智利  2012年

项目所用产品属于“线形照明系统”系列。该系列基于“灵活”“互联”的线形光源，强化灯具结构和光学设

计，将照明作为室内外设计的重要因素，可用于天花板、地板和墙壁的边缘。 最终营造出创意感和未来感的效

果，赋予空间全新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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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NMT1312

PLUS

高透光率、环保级轨迹材料，一体挤压成型，IP67 防护等级

耐盐液、抗酸碱腐蚀、抗阻燃、耐紫外线

系统化安装，拼接应用解决方案

历经“9 大测试”，排除潜在故障，获得UL\CE\ROSE 等认证

顶弯产品可满足多种实用场景的照明需求，让空间设计不设限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360 度圆形出光设计，光斑通体均匀。

适用于空间立体装饰照明

高光效光源，LM80 测试认证

硅胶挤压成型工艺，IP65 防护等级

可实现吊装、吸顶等安装应用

3 年质保，工作寿命≥ 36000 小时

CRI>804000K
NNR25

希尔顿
中国·江苏  2012年

希尔顿国际酒店集团经营管理着403间酒店，包括261间希尔顿酒店，142间面向中端市场的“斯堪的克”酒

店，以及与总部设在北美的希尔顿酒店管理公司合资经营的、分布在12个国家中的18间“康拉德”（亦称“港

丽”）酒店。它与希尔顿酒店管理公司组合的全球营销联盟，令世界范围内双方旗下酒店总数超过了2700间，

其中500多间酒店共同使用希尔顿的品牌。希尔顿国际酒店集团在全球80个国家内有着逾71000名雇员。

PIVBAR
乌克兰  2021年

此项目是一个新潮的餐吧，为了迎合餐吧定位，设计团队选择了COLORS产品中最有创造力和设计感的产品

NNR25。使用吊线将360°发光霓虹固定且做了各种各样的弧度和造型，带来全新的设计。这种造型现在在欧洲

也是格外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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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墅户外装饰照明
中国·江苏  2012年

在进行别墅庭院照明设计师 ，可以将LED灯带隐藏在木地板的台阶或者座椅下方，不仅能够获得非常理想的照

明效果，还能获得非常梦幻的灯光氛围。当设计用于别墅庭院灯光照明，你可以通过有选择性地点亮别墅庭院

中有特色的景观元素，如树木，景观小品或墙壁，以扩大视觉空间的别墅庭院。

均匀暖白线条光对植被和围墙勾勒点缀,但不抢主角风采。在夜晚时可以看到别墅庭院的边缘，使其空间感觉更

宽敞。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NMT1312

PLUS

高透光率、环保级轨迹材料，一体挤压成型，IP67 防护等级

耐盐液、抗酸碱腐蚀、抗阻燃、耐紫外线

系统化安装，拼接应用解决方案

历经“9 大测试”，排除潜在故障，获得UL\CE\ROSE 等认证

顶弯产品可满足多种实用场景的照明需求，让空间设计不设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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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CH 公寓
比利时   2017年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4000K
D560 RGB

RGB 炫彩灯带

广泛适配于各类控制器

高品质FPC，高导热3M 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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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佰仕樱溪
中国·辽宁  2021年

平面顶发光，12mm 发光面，适用于室内外装饰照明、建筑轮廓勾勒

高光效源，LM80 测试认证

硅胶挤压成型工艺，IP67 防护等级

系统化安装、拼接应用解决方案

3 年质保 ( 幻彩2 年），工作寿命≥ 36000 小时]

CRI>803000K
NMS1217

PLUS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沈阳之星
中国·沈阳  2019年

平面顶发光，12mm 发光面，适用于室内外装饰照明、建筑轮廓勾勒

高光效源，LM80 测试认证

硅胶挤压成型工艺，IP67 防护等级

系统化安装、拼接应用解决方案

3 年质保 ( 幻彩2 年），工作寿命≥ 36000 小时]

产品选型 Product model 

CRI>803000K
NMS1217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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