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墅酒店       精品办公       商业文娱 华彩线形照明, 空间光环境整体解决方案



                  

COLORS华彩线形照明，

自2018年正式进入国内市场开启品牌建设以来，

通过行业展会、专业协会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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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办公、酒店、商业、住宅等各应用领域落地了众多优质项目

使“华彩线形照明”品牌获得良好的市场认可和用户信赖。

应广大设计师朋友的切实需求，及亲密合作伙伴的殷切建议

经疫情前后两年沉淀打磨，危机中再求突破

COLORS华彩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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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轨道、装饰与智能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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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ORS华彩闪耀亮相

广州设计周，深圳家居展，设计上海

携手知名独立空间、视觉、展陈设计师团队，

全新打造“品牌形象体验馆”，重塑空间形象、升格视觉语言

初步呈现华彩线形照明、空间光环境整体解决方案

内含居住、办公、商业空间微场景体验区和主力系列产品展售区

与各界好友交流体验、共商合作

COLORS华彩将持续强化品牌建设，

打造光环境体验中心，升级照明设计与技术支持团队

赋能全国各地品牌合作伙伴，

共同为设计师朋友和业主用户

打造完美空间光环境。

为知己

驭光

锐变

...

志同者相聚，同频成为知己
追光者初心，驭光方能锐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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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4



企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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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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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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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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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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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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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路演 品牌建设

市场活动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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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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压灯带类 硅胶软灯带

COLORS华彩LED低压灯带，15年自主研发、封装、量产、定制经验，持续引领前沿趋势，高档定位国内前

三，系列款型覆盖装饰氛围、通用照明、配套应用等各类需求。

灯带产品囊括正装、倒装、免封装三代灯珠技术，通过 LM80 和 TM30 测试，自主完成封装、贴片和硅胶挤出

防护工艺等全生产流程，特色款型采用国际头部品牌灯珠，精准控制光色一致性，确保品质稳定可靠的同时、

灵活满足客户柔性定制的需求。

可提供不同功率、显指、颜色、色温、BIN选择，和IP55、IP65、IP67、IP68 等防护工艺，及全套安装应用、

驱动控制的配件解决方案，可实现调光、调色、数字控制等效果，通过CE, CB，ROHS, UL 等产品认证，质保可

长达5年。

COLORS华彩-硅胶软灯带，采用专属特制灯带光源，通过高档双色、三色硅胶专业光学设计一体挤出成形工

艺，和肤感抗静电表面处理而成，均匀柔和的光条效果，卓越靓丽的外观肌理，完备丰富的应用配件，奠定硅

胶软灯条行业高档品质标准，荣获2021德国红点奖。

具有超强的防水防尘性能外，还兼具耐盐液、酸碱，防气体腐蚀，防火，抗 UV 等特性。可广泛用于室内外装

饰造型、局部照明和户外亮化等。

产品可满足不同尺寸、发光面的顶弯、侧弯、3D扭转等应用需求，可实现单色、调光、调色、数字控制等效

果，通过丰富的堵头、拼接、固定配件实现自由应用，并可达到 IP67/IP68的防护性能，质保3-5年。

产品体系
PRODUCT SYSTEM

TOP 行业标杆

初旭系列- 通用灯带

竹露系列- 特色灯带
弦月系列- 硅胶灯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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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线形灯 专业筒射灯

COLORS华彩一体化照明线形灯，基于“通过创新科技与设计，让光与空间完美融合”的理念使命，基于“线

形光完美融合于现代建筑室内空间，见光不见灯”的特征契机，在国内首推“一体化照明”的概念，将线形灯

具本体与建筑室内空间、家具陈列柜格等巧妙融合， 打造出建筑照明一体化，家具照明一体化系列产品。

产品可藏匿于屋沿、地脚、腰线、暗槽、阴阳角，也可明布于天花、地面、墙面，还可以融合于柜格、层板、

岛台，充分满足背光、洗墙、泛光、勾勒、局部重点、装饰氛围等各种照明需求；简约极致，光有形而灯无

踪，充分展现空间和家具设计初衷的那种纯粹至美，塑造舒适自然的光环境体验时，极具设计感和创意性。

COLORS华彩-专业筒射灯，基于设计师和用户对空间光环境整体产品解决方案的需求，华彩坚持品牌一贯的高

端品质定位、专业极致的产品追求，历时两年技术储备，与知名设计团队和元器件品牌合作，原创推出专业筒

射灯产品，搭配线形照明，为别墅大宅、主题酒店、商业会所提供更加多元、层次丰富的光环境。

产品延续简约流线的外观风格，模块化自由搭配的家族系列化设计原理，主张微型、精细、超薄设计顺应室内

空间尺度趋势，强调光型、防眩、光晕效果满足细腻宜人的光环境感受。

化繁为简、去伪存真，只为用户提供最适合、实用的筒射灯产品配置和选项。

灼华系列- 筒射灯

NEW 竭诚推新

覔影系列- 建筑照明一体化

NEW 国内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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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格栅灯 低压轨道系统

COLORS华彩-迷你格栅灯，基于精细化小尺寸线形照明光学器件的发展，空间装饰简约轻量化的设计趋势，和

传统点光源灯具产品求新求变的需求，华彩应用“线形光切段成点，长短自由”的特征，整合推出系列迷你格

栅灯，线形外观，短小纤细，或点缀或排布与室内天花，自带节奏和次序，别具特色。为别墅大宅、主题酒

店、商业会所空间光环境打造，提供更多差异化选择。

产品延续线形外观，采用特制线形光学器件，以单头为一单元，多头组合多种长度和功率选择，质感细节上乘

之选。可明装、嵌入、预埋式安装，强调光型、防眩、光晕效果，充分实现泛光、洗墙、重点照明，塑造细腻

宜人的光环境。

COLORS华彩低压轨道系统，延续线形照明“极致简约风格、融入空间墙体、自由拼接造型”的核心特征，及

在“专业配光、模块安装、集成走线”方面的探索，结合传统轨道射灯在“精准控光、线路标准化、配件模块

化”的优势基础，搭配各类装饰性照明模块，集成打造了兼具功能性、艺术性的“DC48V低压磁吸轨道照明系

统”，荣获台湾金点设计大奖。

轨道可预埋、明装或吊装，线形照明模块可嵌入轨道中，浑然一体，实现基础照明、重点照明。其它点光源可

调角照明模块、装饰照明模块装点其上，自由搭配。可分控、可群组，设置不同照明情景，广泛用于家居别

墅、酒店会所、休闲文娱及商业展陈空间。塑造完美空间光环境，一套低压轨道照明系统就够了。

摘星系列- 小格栅灯

NEW 竭诚推新

烁光系列 - 硅胶小圆轨系统

- 20 磁吸轨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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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形照明系统 办公灯具类

COLORS华彩线形照明系统，是在“柔性”和“可拼接”的线形光源基础上，强化结构光学、应用体验、驱动

控制、系统化设计而成一套产品应用方案，可为设计师的自由创想，提供柔性定制产品和极简安装体验，目前

已升级到LLS-M第四代模块化线形照明系统，荣获德国IF、美国IDEA设计大奖，定义了一个品类，奠定了品牌

地位。

以线条为基础，可多维度无限自由拼接，也可切断成点、陈列成面、群组成体兼顾各种形式应用，从而使得设

计师可将灯光作为重要的创意元素，在室内空间、天地墙沿间自由穿梭、随心组合，在满足空间照明、形象装

饰需求的基础上，赋予办公空间全新定义，最终效果极具创意感和未来感。

COLORS华彩办公灯具，在保持线形照明简约精致的设计基础上，通过更专业、多样化的配光设计、光学器

件、防眩技术应用，让线形灯具备高标准散热性能、光电指标的同时，获得“深度防眩、精准控光”的特性，

并扩展反射灯盘、壁装、落地、台面等应用款型，从而满足室内功能型主照明，重点照明、偏光洗墙和特定情

景照明的专业需求，结合传感、智控产品方案，为办公、教育、医疗、工业等领域空间提供全新的专业线形照

明解决方案。

作为最早批推出专业办公线形灯具的先行者，荣获美国IDEA、台湾金点设计大奖，并不断推陈出新、融入智能

照明。

飞白系列- 高端线形灯具驭光系列- LLS-L 自由光
- LLS-C 无限弧
- LLS-M 超级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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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氛围灯

COLORS华彩装饰氛围灯，探索光影与形式、功能与美感的创意组合。国内首创推出“SKYLINE天际线”，风

行一时效仿者众。“MAJIC line 魔术线”实现360度发光软管灯的完美想象，获红点、金点各大奖项，并将不断

推出特色产品。

产品点缀于室内空间，犹如光影中优雅的舞者，或轻盈、或跃动、或静处，为空间带来氛围的渲染、情感的助

力，感官的触动，美好的享受。

驱动控制与智能系统

COLORS华彩，始终坚持强强合作，为用户提供最可靠的整体解决方案。

与一众国内名牌和国际大厂牌合作，选用高品质恒压、恒流隔离电源，配备调光、调色、RGB、幻彩、

SPI/DMX等调光控制器，首推兼具无线-便捷和有线-稳定优势于一体的PLC智能照明系统，也可选用DALI总线等

传统协议系统，或接入TUYA等开放式无线智能家居平台，助力用户实现可控的、智能的照明环境。
天弓系列- 天际线 SKYLINE

- 魔术线 MAGICLINE
- 流星线

岚烟系列- 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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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标工程

项目服务
PROJECT SERVICE

上海新会展中心    中国·上海

上海中心    中国·上海

成都丰德中心    中国·四川

珠海长隆    中国·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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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四川  2021年

CRI>804000K
LS10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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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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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丰德成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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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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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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中国·北京

KLID 达观国际设计事务所    中国·上海

乐高中国总部    中国·上海

汉高上海总部    中国·上海

米茜尔制衣总部    中国·北京

Fountown 联合办公室    中国·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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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DQUARTERS ADIDAS LATAM    智利·圣地亚哥

OFICINAS EMPRESA NACIONAL DEL PETROLEORICAN    智利·圣地亚哥

OFICINAS JLL -COSTANERA C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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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ML Corporate Office Building    孟加拉国

南方科技大学    中国·深圳

台南交通大学    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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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

新加坡南洋大学    新加坡

莫纳什大学    澳大利亚 · 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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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辽宁  2021年

家行隆美办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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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Plaza    泰国·曼谷

CASINO SUN MONTICELLO    智利·圣地亚哥

杭州湖滨88广场    中国·杭州

苏果连锁超市    中国·江苏

某服装店    迪拜

某商场    德国

Top Shop 服装店    澳大利亚·墨尔本

大华超市    印尼

ZARA门店    西班牙

婉甸女装连锁

台湾职棒球队旗舰店    中国·台湾

王府井百货商场    中国·昆明

台州银行全国连锁

JOSINY品牌展厅    中国·温州

TOTO卫浴展厅    中国·台湾

TOYOTA专卖店    印尼·雅加达

汽车改装品店    中国·台湾

丰田4S大楼    印尼·雅加达

台湾超越超跑    中国·台湾

BMW 4S店展厅

商业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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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iland   2018年

CENTRAL PLA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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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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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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屯supflt健身会所    中国·北京

劲松力偶健身会所    中国·北京

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健身会所    中国·北京

台湾新竹健身房    中国·台湾

Youtopia Gym    智利

某健身房    中国·厦门

临沂天使运动健身会所    中国·山东

传世傲途酷玩    中国·大连

悉尼某游戏厅    澳大利亚·悉尼

以色列大剧院    以色列

布鲁塞尔电影院    比利时·布鲁塞尔

香蕉计划录音棚    中国·上海

ALRASHED MALL JIZAN-KSA EMPIRE影院

台北医学美容中心    中国·台湾

长沙乐活城NICER美发店    中国·湖南

台北市立美术馆 X-site 2021 BOOOM ROOM    中国·台湾

天赐佛院大殿

天使剧场

文娱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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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台湾  2021年

台北市立美术馆 X-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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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种规格可选，多种白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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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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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I>903000K
NMT1515

CRI>803000K
NMT1312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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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餐饮

CitiGo HOTEL    中国·上海

方塔智选假日酒店    中国·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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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酒店    欧洲

徐记海鲜武汉绿地店    中国·武汉

恭俭胡同四合院    中国·北京

KFC曼谷分店    泰国·曼谷

台中某咖啡厅    中国·台湾

高端咖啡厅    以色列

海之香日本料理    中国·大连

汉堡王    美国

Fairyland 森云间亲子餐厅    中国·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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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武汉   2021年

鹤公馆（米其林三星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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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1900-6000K 8 种白光可选

高品质FPC，

高导热3M 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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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效高达159lm/W

提供1900-6000K 8 种白光可选

寿命大于60000H

CRI>904000K
D8196

CRI>904000K
D6120

CRI>904000K
D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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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墅大宅

高端私人公寓    以色列

Natalie Orlev CyberHat 高端住宅    以色列

老年人公寓    比利时

某高端私人公寓    比利时

高雄高端私人住宅    中国·台湾

中坜私人住宅    中国·台湾

台中私人住宅    中国·台湾

台北私人住宅    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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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台湾   2019年

台北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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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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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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西安  2021年

灞河天华岛人行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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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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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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档住宅
商业文娱
精品办公

门店经销商
全屋定制/智能服务商

酒店会所
豪宅别墅
商业综合
办公楼宇
景观亮化

资方业主
终端用户

招采办
顾问方
总包商
工程商
施工方

工程商
施工方
电    工

展会+论坛

线下拜访
+品牌入

库

(设计师朋
友圈)

(设计师粉丝圈)线上内容+设计师沙龙

建店/应用培训

品牌经销/家装小商业/一二三线

品牌经销/工装精品项/一线城市

粉
丝
圈

设
计
师

展厅+项目服务

项目服务

项目服务

工程经销商
工程总包/照明集成商

高品质
中小工程项目

头部设计公司

区域设计公司

照明/建筑/室内
软装/全案/装饰

    
    

    
    

    
    

    
    

     
     

     
     

 品
牌背书+案例营销

                                                     品牌背书+内容营销

工程市场
资方业主

民用市场
终端用户

客户线-销售+成交

设计线-推广+影响

用户线-传播+触达

华彩模式
COLORS MODE

项
目
服
务

项
目
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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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优势
MODEL ADVANTAGE

合作方式
COOPERATION METHOD

品牌
全球化自主品牌，主打欧洲中高端市场。
细分品类头部品牌，享誉国内外设计师圈

产品
主打“线形照明”概念，囊括国际四大奖项和各种
主流认证。产品覆盖LED灯珠封装、灯带霓虹光源、
线形照明系统及筒射灯、轨道、灯具，为居住、办公、
商 业等空间光环境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供应
自建扬州华彩工业园及多地设厂，满足

“好快低”柔性定制高品质快速交付供应
链体系稳定、产能强大、品质有口皆碑

渠道
主攻设计师-工程项目渠道，严格的客户审核规则
和价格管理体系，以区域代理为主、项目报备为辅，
与品牌合作伙伴长期陪伴、相互扶持共赢未来

价格
一贯的高档品牌定位，规模化高效化供应
体系确保成本优势。产品分级分类满足不
同项目需求，确保客户盈利、用户实惠

推广
坚定不移的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策略，国内国外
同时发力，线上线下相互助力；与专业组织机构、
设计师大咖紧密合作，品牌下沉各主要城市，培育
设计师朋友圈和粉丝圈，与合作伙伴一道共同为
终端用户服务

服务
持续强化照明顾问、产品选型、照度测算、
产品技术支持、项目落地协作、售后调试
检修等全链条辅助配合能力，为用户创造
完美空间光环境

门店
在深沪京布局品牌形象体验厅，与核心合作伙伴
打造一线城市展售门店系统，为设计师用户及业
主提供深度体验，助力项目落地

品牌战略合作伙伴
区域/行业独家代理经销华彩品牌，全套合作政策、服务体系，
负责华彩品牌在该地区/该行业的项目落地服务

品牌授权经销伙伴
基于标杆项目/重大客户的服务需求，按项目报备制、
通过项目授权经销华彩产品，提供全项目流程协作

品牌签约设计名师
颁发品牌荣誉名师认证，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在行业研究、
设计开发、项目配合、产品技术支持、活动赞助、培训授课
等多方面深度合作

品牌荣誉业主用户
颁发品牌荣誉用户认证，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在设计研究、
设计支持、引流回馈、品牌建设、分享共建多方面深度合作

87 88



合作政策
COOPERATION POLICY

资质要求

1

商务条件

2

支持政策

3

合作流程

4

联系方式

5

品牌战略合作伙伴

招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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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要求1 商务条件2

1. 合法经营，合法纳税，可提供通过年检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开票资料；

2. 团队规模不少于5人，?有自己的设计、销售、技术、施工、仓储人员 

3. 没有经营其他对华彩有竞争有冲击的同类产品；

基础条件

1. 良好的商业信誉及行业口碑；

2. 对线形照明产品、空间照明设计、光环境有基本的认知;

3. 高度认同华彩品牌定位、理念及企业文化；

基本素质

1. 具备一定的渠道销售能力和工程技术能力；

2. 拥有丰富的照明项目操作经验，成熟的工程项目拓展运营团队；

3. 基本的产品选型、照明设计及审美能力

4. 过往年销售额不低于500万

团队实力

展厅支持政策

城市类型 区域广告
宣传补贴

面积要求

一二线城市

其它城市

补贴政策 展厅设计补贴兑现方式 效果图
施工图

门头logo 安装指导选址品牌物料

北上广深

重点二线城市

地级市

城市分类 星级分类

新一线
及省会城市

年度目标

1000W

500W

300W

100W

50W

保证金 首单金额
（含物料）

推广服务权益

展厅补贴 城市沙龙 其它

7星级

6星级

5星级

4星级

3星级

销售客服权益

价格梯次 驻点支持 其它 客服标准

品牌礼包
授权牌匾
产品画册
标准展箱
市场广告
案例宣传

设计服务
总部学习

授信机制
付款方式
税票规则
交付保障
售后时效
补货原则

项目支持
过程奖励

新品上样支持
样品订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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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政策3

展厅支持 样品支持

物料支持 设计资源对接

驻点服务协销 沙龙活动

线下广告 线上传播

项目线索引流 产品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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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流程4 联系总部5

客户投诉市场合作

关注我们

李总
国内事业部

罗经理
客服部

联系本地服务商

扫码关注华彩服务号 扫码关注华彩订阅号

电话: +86-755-2923-1888
邮箱: china@colorsled.com
网址: cn.colorsled.com
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青年路七星智慧城A5栋

意向阶段

初步合作

赋能成长

接洽交流

准入评估

互访论证

合作协议

合作授权

上样

赋能

协销

订单

售后

正式签约

备库方案

市场计划

培育成长

续约升级

招商合作
滕总
国内事业部

顾经理
东一区

龚经理
东二区

曹经理
北大区

高经理
西大区

陈经理
南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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