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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顿
ABOUT CDN 

西顿照明创立于2005年，立志成为最受信赖的照明系统服务

商。为帮助客户在各自的领域内取得成功，西顿产品的研发与

定型都采用领先于行业的苛刻标准。西顿坚持专业精准的工匠

精神，确保产品能够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追求极致的用户体

验，最大化地提升满意度，致力于让所有使用西顿产品的客户

领略到专业灯光的魅力。西顿照明，为杰作设计杰作。

CDN has been dedicating itself to be a complete lighting solution provider since it was established in 2005.

Thanks to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nd the great efforts of all our employees, the company got a 

very rapid growth and CDN is recognized as a famous brand in the middle-to-high-end market. CDN is a 

lighting solution provider for many global brand hotels. We have been supplying lighting to more than 2000 

hotels till 2017, and more than 200 hotels a year. CDN also is a strategic lighting supplier for many big real 

estate companies and retail chain stores. We have nearly 1000 distributors both in China and from more 

than 30 countries in Europe, Australia, the Middle East, Asia, Latin America and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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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成立民生项目部，创立

舍见高端住宅智能照明

品牌，与四川美院签署

校企合作，建立西顿照

明艺术研究院，澳门回

归二十周年庆典珠海横

琴口岸灯光提供商

2007年，惠州工业园区

正式投入使用在德国创

立灯光实验室

2008年，国内照明企

业第一个光体验中心，

奥运会新闻中心灯光提

供商

2005年，胡永宏等创

立西顿品牌

2 0 0 6 年 ， 杜 刚 、 陈

实、李兆荣入驻, 开启

西顿新时代

2009年，创立BACH 巴

赫五星级酒店照明品牌

2010年，上海世博会演

艺中心以及41个场馆灯

光提供商

率先进行LED业务转型，

演绎行业弯道超车，世界

大学生运动会主会场灯光

提供商

国内第一家全LED五星

级酒店湖州喜来登酒店

灯光提供商

地产业务部成立，

签约华润万家、绿

地、SOHO等战略客

户 

地产500强榜单灯具供

应商第四名，宾利大

中华区4S展厅独家灯

光 提 供 商 ， 签 约 荣

盛、金鹰、苏宁、雅

居乐等战略客户

G20峰会主会场灯光提供

商，创立Mayalit·玛雅专

业博物馆照明品牌，签约

中石油、华为、万科、保

利、龙湖、新城控股、中

粮、蓝光、正荣、欧派、

敏华等战略合作

巴赫Ⅲ系，玛雅BEN荣获

IF国际大奖，厦门金砖五

国会晤元首下榻酒店灯光

提供商，成立西顿照明灯

饰科技有限公司，成立西

顿消防应急有限公司，创

立KAZ卡姿高端商业店铺

照明品牌

上海召开线形照明新品发

布会，奠定“线形照明领

驭者”的行业地位，成立

照明设计师培训基地，上

合组织峰会青岛大剧院灯

光提供商，港珠澳大桥人

工岛旅检大楼灯光提供商

巴布亚新几内亚APEC峰

会会场灯光提供商

APEC会议中心、南京

青奥会主会场灯光提

供 商 签 约 万 达 、 融

创、龙光等战略客户 

2009-20102005-2006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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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
COMPANY HISTORY

关于西顿 ABOUT CDN 



历经10年多的积累和持续投入，西顿已经建立起完善的研发体系，

为西顿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在德国格拉芙维特、中国惠州

建立两大研发中心；聘请国内外著名的研发团队为技术主力军，研

发照明领域的前沿技术。

After more than ten years of accumulation and sustained 

investment,CDN has established a sound R&D system providing 

endless pow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DN.In the two R&D centers in 

Germany and Huizhou; famous R&D teams are hired to develop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of in the area of lighting.

R&D SYSTEM AND 
PRODUCTS DESIGN

研发与设计

伴随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文明在提高，人们对物质和情感需求也在逐渐提高，追求

商品带来更极致的用户体验。在此背景之下，国内灯光设计先行者西顿照明，联合国

内知名高校和设计单位在全国各大校区、商贸中心打造专业灯光实验室，在西顿工业

园区，斥资百万打造国内顶级灯光实验室投入使用，于2018年获CNAS国家实验室资

格认证。

全封闭式的暗房，保证无光、无风、无尘的最佳测试环境，得出最精准的测试结果。

新引进的光度分布计是国内测量精度最高的仪器设备。安装双向激光对路，并有被测

灯具波动自动补偿功能，仪器核心部分光学探头采用德国原装进口，探测精度可达

1%毫勒克斯，数据采集角度可精确到0.5度，该仪器可测量的项目包括空间光强分布

曲线、区域光通量、发光效率、灯具效率、利用系数、眩光等级、等照度曲线以及电

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等电参数，并可自动生成 3D光维度模拟图、灯具有效平均

照度图，测试结果可直接作为国际通用的照明设计软件输入数据，符合CIE、IESNA等

国内国际标准要求。精准的数据为西顿照明的研发、制造提供参考，也能为广大设计

师提供第一手数据资料，确保设计效果和实际效果的一致性。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civilization is improving, people's material 

and emotional needs are gradually increased, the pursuit of goods to bring a more extreme 

user experience. In this context, the domestic lighting design pioneer CDN light, the United 

Nations well-known universities and design units in the country's major schools, business 

center to build professional lighting laboratory, in the Sidon Industrial Park, spend millions 

to build the domestic top lighting laboratory investment use, Obtained CNAS national 

laboratory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ion in 2018.

Fully enclosed darkroom ensures the best lightfree, windfree, dustfree test environment 

likely to generate the most accurate test results. The newly acquired light distribution 

photometer is the apparatus of the highest measurement accuracy in China. The installed 

bidirectional laser aligner features automatic compensation for measured lamps 

fluctuation. The core of the instrument, optical probe, imported from Germany, has a 

detection accuracy of up to 1% of millilux, and a data acquisition angle accuracy of 0.5 

degree. The instrument is capable  of measuring such items including the spatial intensity 

distribution curve, area luminous flux, luminous efficiency, lighting efficiency, utilization 

factor, glare rating, isolux curve as well as voltage, current, power, power factor and other 

electrical parameters. It also can automatically generate 3D optical dimension mimic 

diagram and lamp effective average illuminance diagrams. Its test results can be directly 

utilized as input into international universal lighting design software and compliant with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such as CIE, IESNA requirements. The accurate data 

are taken by CDN Lighting as a reference for R & D and manufacturing and by the majority 

of designers as first-hand data to ensure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design effect and 

the actual effect. 

检测中心

LIGHT TESTING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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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HUAWEI HiLink 生态产品西顿PLC智能照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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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WEI HiLink 生态产品

HUAWEI HiLink是华为loT生态品牌，通过芯片、全连接、AI、云计算和边缘计算等核心技术，为消费

者打造无处不在的智慧链接体验，无处不在的智慧交互体验，无处不在的智慧场景体验。

一键配网 智能语音 远程智控 云端优质资源 HiLink连接 华为品控

华为 | 技术赋能

极致用户体验 发现连接简单 多端控制拉通 设备情景联动

云
IoT云平台

端
生态智能终端

边
路由等边缘计算

芯
IoT芯片、模组

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海思芯片

选用海思PLC处理芯片，拥有高性能连接技术，

提供高可靠、低延时连接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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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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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PLC

电力载波通讯即PLC，是英文Power line Communication的简称。 电力载波是电力系统特

有的通信方式，电力载波通讯是指利用现有电力线，通过载波方式将模拟或数字信号进行

高速传输的技术。

ABOUT PLC

PLC的优点
ADVANTAGES OF PLC

西頓PLC系统是一套基于电力载波特性，结合海思PLC芯片优势开发出的智能灯光控制系统。

西顿PLC系统直接赋予了同一个电力回路上的所有设备独立控制的能力，依托于PLC传输稳定

快速的特点，更方便的达成各种氛围场景的变化。针对电力载波无信号线的特点，意味着可

以以更低门槛的方式将稳定智能照明带入千家万户。

西顿PLC系统概述
SYSTEM OVERVIEW OF CDN PLC 

西顿PLC系统的主要控制功能

1.  单灯单控可以实现对每个节点的单独操控；

2.  开关控制实现简单的设备开关控制；

3.  明暗控制通过PLC模拟信号实现灯具设备的明暗亮度调节；

4.  色温控制通过PLC模拟信号实现灯具设备的色温变化调节。

CDN PLC THE MAIN CONTROL FUNCTIONS OF THE SYSTEM

单灯

单控

开关

控制

明暗

控制

色温

控制

简单

1、布线安装简单。普通电工一分钟培训，即可清楚布线要求。

2、调试简单。APP调试，可快速上手DIY灯光场景。

3、维护简单。即插即用，一键搜索设备。

稳定
电力线通讯。

无视户型、环境要求，断网仍可正常工作。有效隔离信号干扰。

灵活
1、分组灵活。可实现单灯控、分组控、群组控，打破传统回路限制。

2、亮度、色温调节灵活。

智慧

1、场景预设。预设多种灯光模式，一键调用；

2、多种控制方式。

现场开关控制，手机APP控制，华为AI音箱语音控制，远程控制。

配电箱

网关/场景面板

灯具

阳
台

阳
台

儿童房 客厅

主卧

卫
生
间

厨
房

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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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系统由：隔离器；网关面板；场景面板；PLC控制模块；灯具5个元素组成。

PLC在应用中的系统架构
System architecture 

单个系统内设备数量限制：隔离器*1；网关面板*1；场景面板*8；

灯具设备*50（单色温）/40（双色温）；

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网关面板 场景面板*8

隔离器

..........

灯具设备*50（单色温）/40（双色温）

调
光
\调

色
模
块

AC IN

恒
压
模
块

220V

零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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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隔离器

西顿隔离器
阻断干扰  稳定无忧

使用场景：

阻断谐波，保障系统稳定运行 导轨式安装，简单方便

输入电压：AC 100-240V  50-60Hz                          输出电压：AC 100-240V

输出功率：10A max                                                工作温度：-20℃~+55℃

外壳尺寸：68(L)*85(W)*36(H)mm                           颜色：白色

SWP01-TOH

隔离器是运用于PLC控制系统中的一款设备，主要用途为隔离线路外部杂讯谐波，保持线路内PLC设备信号稳定传输；

适用于标准电箱导轨安装。

68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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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顿PLC面板
安装便捷  APP智能控制

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使用华为智慧生活APP，轻松定制各种场景模式

从此无需逐个开关，一件操作完成

让生活更智能便捷

华为智慧生活APP控制

搭配墙面86底盒安装

PLC面板安装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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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西顿六键PLC网关面板

86

8
6

SWP01-M-S6-WG(JK)

主要用途是作为网关，控制PLC回路内的其余PLC设备，通过移动端设备连接设备进行场景编辑操控，按键关联等功能；

搭配西顿隔离器和其余西顿PLC设备，既可以实现稳定的本地化PLC控制，也能通过网关Wi-Fi与云端互通互联；

内置华为海思PLC芯片；

支持华为智慧生活APP设定更改场景；

适用于标准86盒安装。

输入电压：AC 100-240V  50-60Hz 外壳尺寸：86(W)* 86(H) *34 (D) mm

颜色：黑色/灰色 连接方式：Wi-Fi、PLC

云端万物互联 灯光场景编辑 断网无影响

游戏模式

观影模式

睡眠模式

使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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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关联场景 断网无影响

SWP01-M-S6 (JK)

主要用途是作为场景面板使用，调取网关内设置的不同的灯光场景，通过网关面板进行按键关联场景的设定；

内置华为海思PLC芯片；

适用于标准86盒安装。

西顿六键PLC场景面板

86

8
6

输入电压：AC 100-240V  50-60Hz 外壳尺寸：86(W)* 86(H) *34 (D) mm

颜色：黑色/灰色 连接方式：PLC

使用场景：

游戏模式

观影模式

睡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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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电压：AC 100-240V  50-60Hz                输入电流：Max 0.26A

输出功率：20W max                                     输出电压：DC 20V-36V

输出电流：Max 0.6A                                     工作温度：-20℃~+45℃ 

外壳尺寸：104(L)*43(W)*30(H)mm                

输出功率可调

输出功率可调

SWP01-QL-20W-1

SWP01-QL-15W-2

PLC通讯，稳定可靠

PLC通讯，稳定可靠 色温调节

主要用途是作为LED灯具驱动使用，控制灯光亮度，调光范围0.01%~100%；

10档输出电流调节；

内置华为海思PLC芯片；

与西顿单色温LED筒灯配合使用。

主要用途是作为LED灯具驱动使用，控制灯光亮度、色温变化；

四档输出电流调节；

内置华为海思PLC芯片；

与西顿双色温LED筒灯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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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西顿PLC控制模块
替代传统驱动  支持语音控制

西顿调光模块

西顿调色模块

输入电压：AC 100-240V  50-60Hz                输入电流：Max 0.2A

输出功率：15W max                                     输出电压：DC 20V-36V

输出电流：Max 0.4A                                     工作温度：-20℃~+45℃ 

外壳尺寸：104(L)*43(W)*30(H)mm                



输出功率可调 PLC通讯，稳定可靠

支持两个设备独立调光调色 PLC通讯，稳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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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输入电压：AC 100-240V  50-60Hz                输入电流：Max 0.24A

输出功率：18W max（9W*2CH）                 输出电压：DC 22V-40V 

输出回路：2路                                           输出电流：每路0.2A

外壳尺寸：175(L)*42(W)*31.5(H)mm           工作温度：-20℃~+45℃ 

西顿一拖二调色模块

25∣CDN LIGHT

主要用途是作为LED灯具驱动使用，可分别控制四个灯具的亮度变化，调光范围0.01%~100%；

内置华为海思PLC芯片；

与西顿单色温LED筒灯配合使用。

SWP01-QL-9W-22

输入电压：AC 100-240V  50-60Hz                

输出功率：100W max

外壳尺寸：207(L)*68(W)*40(H)mm           

输入电流：Max 0.51A

输出电压：DC 24V

工作温度：-20℃~+45℃ 

支持四个设备独立调光 PLC通讯，稳定可靠

西顿一拖四调光模块

SWP01-QL-7W-14
主要用途是作为LED灯具驱动使用，可分别控制四个灯具的亮度变化，调光范围0.01%~100%

内置华为海思PLC芯片

与西顿单色温LED筒灯配合使用。

输入电压：AC 100-240V  50-60Hz                输入电流：Max 0.32A

输出功率：28W max（7W*4CH）            输出电压：DC 22V-40V 

输出回路：4路                                        输出电流：每路0.15mA

外壳尺寸：175(L)*42(W)*31.5(H)mm           工作温度：-20℃~+45℃ 

西顿恒压调光模块

西顿恒压调色模块

主要用途是作为LED灯带驱动使用，可以控制灯带亮度变化，调光范围0.01%~100%；

内置华为海思PLC芯片；

与西顿单色温LED灯带配合使用。

主要用途是作为LED灯带驱动使用，可以控制灯带亮度、色温变化

内置华为海思PLC芯片；

与西顿双色温LED灯带配合使用。

输入电压：AC 100-240V  50-60Hz                

输出功率：100W max       

外壳尺寸：207(L)*68(W)*40(H)mm     

输入电流：Max 0.51A

输出电压：DC 22V

工作温度：-20℃~+45℃ 

输出功率可调 PLC通讯，稳定可靠 色温调节

SWP01-QY-100W-1

SWP01-QY-100W-2



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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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藏光源设计，灯光均匀柔和不刺眼，

有效防止眩光

柔和灯光，舒适倍感 

光源深藏20mm

遮光角45°

西顿照明深耕行业15年，以匠心精神钻研行业难题。

不断探索，以科技力量稳步前行。

2310系列高显指筒灯，联合华为HiLink智慧生活为您开启智能新生活

智能生活  未来已来

压铸铝散热器

无可视频闪

高显COB芯片

APP智能控制

COB

亮度可调节

深藏防眩设计

西顿单色温筒灯 
智能联动  打造专属灯光

散热快速  有效延长灯珠使用寿命

压铸铝散热器

铝散热器

散热指数

塑料散热器

散热指数

*数
据
来
源

于
西
顿
测
算
实
验
室

*数
据
来
源
于
西
顿
测
算
实
验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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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华为音响，荣耀YOYO智能音箱，sound x音箱

语音控制，随“声”而变，开口即得

AI语音控制

好的，这就为你打开

小艺小艺，把灯打开

无可视化频闪  呵护家人视力

采用高显色性LED芯片，RA≥90

媲美自然光，还原真实光色

高显示指数 低显示指数

使用华为智慧生活APP可以对西顿2310筒灯进行智能控制。

实现筒灯的远程开关、和定时设置，让生活更智能便捷。

华为智慧生活   APP控制

APP智控 远程开关 定时开关

采用优质恒压驱动器，从根源降低频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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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场景：

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CET2310S Ⅱ

LED筒灯

输入电压：DC 36V                                                       输入电流：150mA

额定功率：7W（1*7W/LED模块）                                 色温：3000K

光束角：24° /36°                                                          开孔尺寸：Φ60mm

与西顿调光模块或一拖四调光模块配合使用

优质光学级反射器，配光精准Ra90高显指数，还原物体本真色彩

超薄切边设计，与天花浑然一体，优秀窄边外观设计，尽显高端本色；

一体压铸片对流散热器，散热面积更大，散热更迅速，稳定工作使用寿命高达30000Hrs；

采用高性能高显指COB芯片，显色指数Ra≥90，R9 ≥40，更加接近自然光，色彩还原效果更出众；

优质光学级反射器，阳极氧化处理工艺，配光角度精准；

灯头调节灵活，可垂直旋转30°，满足不同投射角度需求。

60Unit:mm

Φ71

5
4

24°

客厅 卧室

过道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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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西顿双色温筒灯 

遮光角40°

光源深藏20mm

生活的韵味常常在光线的一明一暗、一冷一暖的变化中。

西顿双色温筒灯以智慧设计光芒，以光线构筑未来，以匠人精神打造品质之作。 

携手华为HiLink智慧生活，实现远程操控，感受科技便捷。

匠心之作，成就生活之美

压铸铝散热器

无可视频闪

色温可调设计

AI语音控制

高显COB芯片

APP智能控制

COB

往一边调节30°

可调节照射角度，更能满足不同需求

多角度随意调节

散热更高效快速，有效延长灯珠使用寿命

压铸铝散热器

40°遮光角，配合黑光防眩，见光不见灯，

营造温馨家庭围

拒绝刺眼光线，让眼睛更舒服。

深藏黑光防眩设计

*数
据
来
源
于
西
顿
测
算
实
验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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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使用华为智慧生活APP可以对

西顿双色温筒灯进行智能控制。

实现筒灯的远程开关，明暗和冷暖调换，

让生活更智能便捷。

华为智慧生活 控制APP

冷暖色温  随心调节

通过智慧生活APP

筒灯色温可以在2700K-5000K之间调节

冷暖色温自由调节，轻松渲染不同氛围

无可视频闪 拒绝伤害视力

搭配IC恒流镇流器，保证电频稳定无震荡

光线均匀细腻，阅读不伤眼

支持华为AI音箱、华为Sound X智能音箱、荣耀YOYO智能音箱语音控制。

筒灯开关，冷暖调换，随“声”而变，智能便捷。

AI语音控制

好的，这就为你打开

小艺小艺，把灯打开



37∣CDN LIGHT

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LED筒灯

75Unit:mm

36°

使用场景：

38∣CDN LIGHT

输入电压：DC 36V                                                       输入电流：200mA

额定功率：9W（1*9W/LED模块）                                 色温：2700K-5000K

光束角：24°/36°                                                           开孔尺寸：Φ75mm

与西顿调色模块或一拖二调色模块配合使用

CR32075

40°遮光角，深藏黑光防眩，UGR<9模组化结构设计 五星级酒店灯光效果

40°遮光角，深藏黑光防眩，极佳的防眩效果，UGR<9；

采用高性能高显指COB芯片，显色指数Ra≥80，R9 ≥40，还原物体本真色彩；

2700K-5000K色温调节，用户体验更舒适；

灯头调节灵活，可垂直旋转30°，满足不同投射角度需求；

模组化结构设计，安装维护更便捷；

五星级酒店灯光效果。

Φ87

8
8

客厅

卧室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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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40°遮光角，配合黑光防眩，见光不见灯，营造温馨家庭氛围

拒绝刺眼光线，让眼睛更舒服

深藏黑光防眩设计

深藏防眩  见光不见灯

可调节照射角度  更能满足不同需求

多角度随意调节

单侧调节30°

散热快速，有效延长灯珠使用寿命

压铸铝散热器

西顿双色温筒灯 

生活之美，匠心之作

生活的韵味常常在光线的一明一暗、一冷一暖的变化中。

西顿双色温筒灯以智慧设计光芒，以光线构筑未来，以匠人精神打造品质之作。

 携手华为HiLink智慧生活，实现远程操控，感受科技便捷。

色温可调设计

AI语音控制

深藏防眩设计

无可视频闪

高显色性

APP智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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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冷暖色温 智能调控

通过智慧生活APP，筒灯色温可以在2700K-5000K之间调节。

冷暖色温自由调节，轻松渲染不同氛围。

华为智慧生活APP控制

使用华为智慧生活APP可以对西顿双色温筒灯进行智能控制。

实现筒灯的远程开关，明暗和冷暖调换，

让生活更智能便捷。
光线均匀细腻，视觉感受更舒适

无可视频闪 呵护家人视力

支持华为AI音箱、华为Sound X智能音箱、荣耀YOYO智能音箱语音控制。

语音控制灯带开关，智能方便。

AI语音控制

好的，这就为你打开

小艺小艺，把灯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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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使用场景：

LED筒灯

55Unit:mm

输入电压：DC 36V                                                       输入电流：200mA

额定功率：9W（1*9W/LED模块）                                 色温：2700K-5000K

光束角：24°/36°                                                           开孔尺寸：Φ55mm

与西顿调色模块或一拖二调色模块配合使用

40°遮光角，深藏黑光防眩，UGR<9模组化结构设计 五星级酒店灯光效果

Φ62

8
0
.8

北纬30°折线设计，黄金分割比例，融合天圆地方设计理念；

40°遮光角，深藏黑光防眩，极佳的防眩效果，UGR<9；

采用高性能高显指COB芯片，显色指数Ra≥80，R9 ≥40，还原物体本真色彩；

2700K-5000K色温调节，用户体验更舒适；

灯头调节灵活，可垂直旋转30°，满足不同投射角度需求；

模组化结构设计，安装维护更便捷。

CR52055E/J

24°

客厅 卧室 过道



46∣CDN LIGHT45∣CDN LIGHT

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西顿单色温灯带

色温可调设计

AI语音控制

百搭场景

无可视频闪

24V安全低压

APP智能控制

西顿照明一直以严谨的态度，追求不凡的品质。

采用超高效热管理技术，灯带铜箔厚度2盎司，有效保障产品寿命和可靠性。

携手华为HiLink智慧生活，打造智能便捷优品。

智能掌控  品质之选

长短灵活剪裁

每条灯带长5米，可以根据使用情况购买多条拼接。

10厘米为一个裁剪距离，

在标有“       ”处沿虚线剪裁，按需定制。

可任意弯曲  安装更灵活

采用高品质电解铜，铜含量高达100%，铜片与柔性电

路板密切连为一体的，可以任意弯折而不会出现焊

盘脱落或铜片断裂现象。

亮灯效果 关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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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显色指数≥90 看见真实颜色

采用高性能SMD芯片，性能稳定，使用寿命长

显色指数高，媲美自然光，真实还原物体真实色彩

华为智慧生活APP控制

使用华为智慧生活APP可以对西顿锋芒智能灯带带进行智能控制。

实现灯带的远程开关、亮度调节、色温调节和定时设置。

无可视频闪  呵护家人视力

光线均匀细腻，视觉感受更舒适

AI智能语音控制

支持华为AI音箱、华为Sound X智能音箱、荣耀YOYO智能音箱语音控制。

语音控制灯带开关，智能方便。

好的，这就为你打开

小艺小艺，把灯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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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场景：

49∣CDN LIGHT

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LED单色温灯带

额定功率：45W                                              输入电压：DC 24V 

色温：3000K                                显色指数：RA≥90

长度：5米                                                        与西顿恒压调光模块配合使用

100mm

8mm

17mm

CEGB2835

采用高效热管理技术，5000小时光衰<0.05；

柔性结构，百变造型；

采用五星级酒店灯光效果。

高效热管理技术，延迟使用寿命 五星级酒店灯光效果柔性结构，百变造型

客厅 餐厅

卧室 洗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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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顿双色温灯带

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西顿照明秉承着品质至上的企业理念，力求不断提升用户体验。

24V低压设计，为安全再增一道防线；

另外，携手华为HiLink智慧生活，实现远程操控，感受科技便捷。

智能掌控  成就不凡

色温可调设计 24V安全低压

AI语音控制 无可视频闪 APP智能控制

高显色性

可剪裁和拼接

灯带长5米，可以根据使用情况购买多条拼接。

10厘米为一个裁剪距离，

在标有“       ”处沿虚线剪裁，按需定制。

可任意弯曲  安装更灵活

采用高品质电解铜，铜含量高达100%，铜片与

柔性电路板密切连为一体的，可以任意弯折而

不会出现焊盘脱落或铜片断裂现象。

冷暖双色 智能调控

通过智慧生活APP，灯带色温可在2700K-5000K之间调节。

冷暖色温自由调节，轻松渲染不同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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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华为智慧生活APP控制

使用华为智慧生活APP可以对灯带进行智能控制。实现灯带的远程开关、

亮度调节、色温调节和定时设置。

无可视频闪  呵护家人视力

光线均匀细腻，视觉感受更舒适

显色指数≥80  看见真实颜色

显色指数高，媲美自然光，真实还原物体真实色彩（数据来源，西顿测算实验室）

AI智能语音控制

支持华为AI音箱、华为Sound X智能音箱、荣耀YOYO智能音箱语音控制。

语音控制灯带开关，智能方便。

好的，这就为你打开

小艺小艺，把灯打开



CEGB2835-50/CCT

高效热管理技术，延迟使用寿命

色温亮度，无极调节 五星级酒店灯光效果

柔性结构，百变造型

采用高效热管理技术，5000小时光衰<0.05；

柔性结构，百变造型；

色温、亮度无极调节；

采用五星级酒店灯光效果。

56∣CDN LIGHT

使用场景：

55∣CDN LIGHT

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LED双色温灯带

额定功率：50W                                              输入电压：DC 24V 

色温：2700K-5000K                                显色指数：RA≥80

长度：5米                                                        与西顿恒压调色模块配合使用

100mm

4mm

卧室 洗手间

客厅 餐厅

10mm

2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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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照明场景效果演示

白天模式 欢迎模式

休闲模式 影院模式

卧室

卧室是私密性生活空间，更强调是人对私密环境的要求以及舒适氛围的的感受。灯光的选用及布置就

以辅助和点缀作用为主，体现人本思维。

客厅/餐厅

在无主灯设计风格的家居客厅餐厅环境下灯光的主要作用以实现功能性照明、区域引导、氛围营造为主。通过不同的

打光手法形成明暗对比区域，将整体空间划分为功能各异的独立空间，充分发挥各灯光模式的情景营造作用。

温馨模式 休闲模式

阅读模式 观影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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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下载

安装华为“智慧生活” APP

手机扫描二维码，或在应用市场搜索华为“智慧生活”，下载安装 APP。

若手机已下载华为“智慧生活” APP，请确保 APP 版本为最新。

HUAWEI HiLink 可实现智能设备间的互联互通。

支持 HUAWEI HiLink 的设备，可通过华为“智慧生活”APP进行管理和控制。

1 2 3
发现新设备

添加设备

下载“智慧生活”APP 将设备通电 打开APP，发现设备，

按照向导提示连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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