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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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川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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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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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胡永宏

等创立西顿品牌

2006年，杜刚、

陈实、李兆荣入驻, 

开启西顿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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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西顿光电，入驻

惠州水口民营工业园

与清华大学合作，成

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西顿联合照明实验室

成立设计岛并上线运

营，华为HILINK战

略合作





展
EXHIBITION HALL













珠海横琴口岸

新横琴口岸，是“一国两制”下，珠海横琴与澳门之间基础

设施的互联互通的标志性设施。西顿照明有幸成为横琴口

岸核心区-旅检大楼与配套商业部分的照明产品服务商，

为此项目提供了设计深化、订制化产品实现及安装实施指

导等专业服务。

承重柱为灯具衔接点，于四周错落镶嵌灯盘，制造出空间节奏感，寓意滨海风情。吊顶弧度曲面

高度差距达2m之高，最高点距地面为7m，最低点距地面为5m，为实现设计效果，所用灯具需与

天花弧度相吻合，方能呈现平滑效果。

这意味着所选产品需在满足光效、功率密度和节能的基础上，同时兼顾天花弧度，制作出内弧、

外弧、顶弧形态。因此，项目所用六边形灯具均为定制为可调节安装结构，在安装时可调节主灯

体的姿态和曲面天花吻合，主灯体六个面和周边曲面六边天花调平后再固定好吊杆和灯具，最后

安装灯膜，精准解决灯具与天花吻合问题。





G20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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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体育中心

















迪拜卓美亚海滩酒店

世界闻名的卓美亚集团以奢华、创新著称，已荣获无数国际

旅游奖项，集团始建于 1997 年，于 2004 年成为迪拜控股

旗下一员。作为卓美亚集团旗下的酒店，卓美亚海滩酒店是

迪拜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之一。

根据卓美亚海滩酒店的品牌定位与地理优势，西顿设计师以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为设计主题，精心研究灯光与室内设

计的搭配，为酒店提供定制吊灯与壁灯。



河内JW万豪酒店

位于越南河内的JW万豪酒店是一家国际奢华五星级酒店。

西顿，全球五星级酒店灯光服务商，为该酒店提供系统的

LED照明解决方案。

从事酒店照明解决方案14年，西顿随时准备倾听客户在酒

店项目中遇到的问题，并提供正确的解决方案。



沙特阿拉伯NARCISSUS 88酒店

是西顿在沙特阿拉伯王國与国际知名酒管集团Boudl合作的五

星级酒店项目，西顿提供系统的酒店LED照明方案应用于公区

包括大堂，走廊，楼梯，以及客房和户外区域。主要产品有

巴赫酒店筒灯，西顿筒灯、梯步灯、IP65灯带，水底灯等。



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希尔顿酒店是希尔顿全

球酒店集团旗下的豪华型五星级酒店。西顿为希尔顿酒店

客房包括标准客房，套房，行政客房和无障碍客房提供全

面的LED照明方案。主要产品有西顿变形金刚筒灯，西顿

酒店筒灯，夜灯，以及灯带，防水防尘等级从

IP20，IP44，到IP65.

迪拜卓美亚海滩酒店

河内JW万豪酒店

沙特阿拉伯NARCISSUS 88酒店

巴布亚新几内亚希尔顿酒店















澳洲悉尼保利·叶语 

 保利·叶语所在的Lindfield属于悉尼北岸Ku-ring-gai议会

辖区，当地建筑讲求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也因此保利·

叶语项目在立项之初就规划了大面积绿化，结合一流设计

事务所PBD的精美设计，赋予保利·叶语大气且富有巧思的

建筑设计。典雅的设计语言，超豪华的建材选择，保利·

叶语不放过任何一个小细节，为客户还原完美人居(以上来

源保利公众号，最好改一下措辞）。 西顿提供全套地产系

列LED方案包括筒灯，壁灯，吊线灯，以及户外防水支

架，草坪灯。

澳洲悉尼保利·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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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综合体 LIGHT DESIGNED BY DESIGNED LIGHT.

PROJECT CASES

西顿照明商业综合体工程案例

















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NTUC超市

NTUC是新加坡国家职工总会，一个政府工会机构，遍布

全岛的超市NTUC Fairprice是它旗下的社会企业。西顿合

作的Fairprice Finest走精品化路线，空间比一般的

Fairprice更加宽敞。

西顿提供照明设计服务，以及全店铺照明灯具方案，主要

产品有西顿精装地产筒灯，经典象鼻灯以及导轨射灯。







三星体验店

位于菲律宾马尼拉Aseana City的三星零售店,  

是西顿合作的多家三星店铺之一。2019年11月

开业，全店使用西顿导轨射灯，象鼻灯。





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NTUC超市

三星体验店























亚的斯亚贝巴博莱国际机场

该机场是埃塞俄比亚和整个非洲大陆的主要枢纽，还提供

到亚洲、欧洲、北美和南美的直达服务。机场项目内的所

有LED照明灯具均由CDN提供。

09-13 09-14

亚的斯亚贝巴博莱国际机场

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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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客家博物馆

中国客家博物馆，是梅州打造“世界客都”品牌的地标性建筑，位

于广东省梅州市城区，是国内首家全面展示汉族客家民系文化渊

源与发展、系统收藏、整理、研究、展示客家历史文物与客家民

俗文物的综合性博物馆。

Mayalit·玛雅团队遵循博物馆照明设计原则，在

文物保护的基础上对展品进行照明，让客家旧

物件的精致细节历史沧桑感表现的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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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雷神山医院 郑州岐伯山医院

武汉雷神山医院选址在江夏区军运村，是武汉蔡甸火神山医院之

外的另一座“小汤山医院”。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米，将新增床位

1500张，可容纳2000名医务人员工作。

为协力抗击疫情，西顿照明战疫指挥部迅速联系当地政府及施工

单位，严格按照传染病医院标准，完成产品选型、货源筹备及产

品运输等系统工作，与时间赛跑，共同完成疫情防控阻击战。

西顿为武汉雷神山医院捐赠紫外线灯、吸顶灯、荧光灯、灯具开

关、应急灯、插座等多类灯具，助力抗疫，保障抗击疫情工作顺

利、高效开展。

为防控肺炎疫情，原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港区医院老院区，将改造

建设成郑州岐伯山医院，被称河南版“小汤山医院”。

2020年1月27日，河南版“小汤山”医院正式开建，设计与施工同步进

行。西顿照明为其提供灯盘、灯管支架等基础照明灯具外，医院内

所有灯具开关由西顿照明独家供应。1月31日晚间，西顿照明物资专

列抵达现场，助力中建七局完成建设。以小时为节点，半天一个进

度，一天一变样，2月5日，郑州岐伯山医院正式验收。









11-11 12-12

武汉雷神山医院

郑州岐伯山医院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七彩云南小学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七彩云南小学，是云南一所全日制民办小学，

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呈贡新区乌龙片区（七彩云南第壹城内），办

学层次为区级民办小学，办学规模为36个教学班，招收1-6年级

适龄儿童，为所有适龄儿童提供优质教育教学服务。



12-05 12-06

成都市草堂小学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草堂小学（后简称：草堂小学），始建于抗

战初期的1937年，八十余年风雨于自然与人文之间成就了学校深

厚的文化内涵和清雅幽静的治学环境。西顿照明为成都市草堂小

学，定制教室灯光，明亮柔和舒适，为学生提供一个轻松自在学

习环境，在提高学习效率的同时，并注重学生的安全与健康。

教室照明是防控近视工作中重要的一环，学生时代大半时间在教

室中度过，教室灯光对青少年视力健康产生直接影响，西顿为其

提供教室灯光以及照明解决方案，旨在为学校师生创造一个舒适

宜人且能激发学习动力和创造力的校园用光环境。



12-07 12-08

曲靖市沾益区望海小学

曲靖市沾益区望海小学位于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校内知行楼、

知新楼等错落有致,群英路、书香路等纵横交错,普通课室、计算机

室、钢琴室、扬琴室等功能教室一应俱全,是一所现代气息浓厚，

人文精神彰显的书香型校园。

黑板是学生的主要视觉对象，黑板反射率较低，一般照

明对黑板垂直照度贡献值低，必须专门设置黑板照明。

通过控制直接眩光和反射眩光，降低频闪、提高显色性

以缓解眼疲劳。



12-09 12-10

曲靖市沾益区第五中学

沾益县第五中学，原名玉光中学，创建于1985年，于2012年11月

正式改名为沾益县第五中学，是沾益县一所优秀的初中学校。

教室，是教师向学生传授课业的场所。以白天教学为

主，夜间教学和自习为辅，兼顾投影教学和考试功能。

教室照明解决方案应根据灯具的配光特性进行设计布

局，灯具应以垂直于黑板、课桌的方式布置与课桌间的

通道上，可避免给学生造成眩光的干扰，同时纵向的线

性布置使灯具与学生的主视线方向相同，有助于注意力

的集中。根据教室面积不同可选择 9+3布灯或8+2布灯

模式（教室灯+黑板灯）。 



12-11 12-12

南阳市第三中学

南阳市第三中学位于有“南都”、“帝乡”之称，古丝绸之路的源头

之一南阳，历经百余年的自然与人文之间形成了该校浓厚的学习

环境与良好的学习氛围。

普通教室课桌呈规律性排列，布灯宜采用纵向均匀的方

式，可以减少眩光区和光幕反射区。



12-13 12-14

台州白云中学

台州市白云中学，是台州市椒江区的公立制中学。

中学教室课桌呈规律性排列，宜采用纵向均匀布灯方式，可减少

眩光区和光幕反射区。普通教室灯具距地面安装高度建议2.5-

2.9米，据课桌1.7-2.2米，照度≥500LX，照度均匀度不低于0.7；

黑板灯设置偏光透镜和遮光挡板，易于安装 

和调节，同时符合师生视觉角度，照度应≥500LX ，照度均匀度

不低于0.8。



12-15 12-16



12-17 12-18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七彩云南小学

成都市草堂小学

曲靖市沾益区望海小学

曲靖市沾益区第五中学

南阳市第三中学

台州白云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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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顿照明利用灯光充分体现现代都市

的建筑风格、文化特色，打造高品位、高质量的光环境，完

美表现城市环境文化与建筑美学。

Outdoor landscape lighting design is to carry out scientific and 

artistic lighting planning and design for city squares, 

commercial and cultural streets, tourist landscapes, cultural 

buildings, etc., to show the bright image of the entire city. 

Seton Lighting uses light to fully reflect the architectural style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cities, creating a high-

grade and high-quality light environment, and perfectly 

expressing the urban environmental culture and architectural 

aesthetics.

户外

OUTDOOR



贵阳中天201大厦

贵阳中天201大厦位于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路，主要作为

写字楼用途。是高水准的5A级办公写字楼，被称为“贵阳

城市新地标”。它是获得中国绿建三星认证的绿色建筑，

也是获世界纪录协会认证的全球高钢桁架结构大厦。

13-03 13-04

户外 OUTDOOR



昆明海豚湾酒店

云南抚仙湖海豚湾主题酒店位于云南寒武纪小镇欢乐大世

界园区内，坐拥抚仙湖山水风光及万亩欢乐王国，西顿为

其提供专业户外照明解决方案，通过灯光、投影、水元素

等声光元素的综合运用，为旅客提供极致愉悦的主题夜游

体验。

酒店外立面大量采用定制光色洗墙灯，契合酒店主题营造深海梦幻视觉效果。酒店屋顶钻石装饰

作为建筑重点表现区域，作内透发光，营造主题视觉效果，同时增加激光灯与灯光秀舞台表演同

步互动。

13-05 13-06

户外 OUTDOOR



深圳盐田港保税区

盐田港保税区于1996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位于盐田港

区中部，南片区0.71公里，北片区0.68平方公里，南片区与

盐田港的作业区相连；北片区位于盐田港大道以北，紧临盐

田港，南、北两片以全封闭专用高架桥连接。1999年1月8日

南片区经海关总署封关验收合格，开始运作。

仓储是生产制造与商品流通的重要环节之一，也是物流

活动的重要环节。对于深圳盐田港保税区大面积的仓储

区域，满足其功能性照明是关键。为方便物品的入库、

储存、出库等活动，西顿照明为仓储空间提供照度充

足、深藏防眩、散热能力优异的灯具，在合理布局下塑

造整体明亮与舒适的仓储空间。

13-07 13-08

户外 OUTDOOR



习水鳛王楼

习水，位于川黔渝旅游金三角，古称鰼国、

鰼部，是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的主战场。

习水鳛王楼便是坐落在这片红色土地上。

西顿为其提供户外照明产品解决方案，以灯光勾勒习水鳛王

楼楼身，即使在黑夜，也不减挺拔正气之感。远看，与城市

夜景相映衬，似巨人矗立守护城市的安逸。近看，灯光映照

楼宇，流光溢彩。

13-09 13-10

户外 OUTDOOR



13-11 13-12

郑州二七广场

二七广场位于郑州市区中心，是郑州最繁华的商业区，二七纪

念塔坐落在二七广场中心，为纪念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

大罢工而建，现名二七纪念馆，主要陈列展示京汉铁路工人大

罢工的历史起因、经过和结果。

二七纪念塔的塔式新颖独特，雄伟壮观，是中国建筑独特的仿

古联体双塔。塔身采用LED洗墙灯，均匀洗亮整个塔身。塔檐

处采用LED投光灯与LED瓦楞灯，以光勾勒塔檐，凸显顶角仿古

挑角飞檐的优美弧度，瓦绿色的灯体与绿色琉璃瓦颜色相近，

不会影响塔在白天的呈现效果。夜间的二七纪念塔，在灯光的

点缀下，又是城市繁华绚丽的景观。

户外

西藏山南电视塔

深圳盐田港

天津南站亮化

湖南衡阳新桥市政亮化

内蒙呼市城发绿园一期亮化

襄阳三江五岸亮化

四川成都天府大道亮化

惠州金山湖商业中心

湖北武汉南国商业中心

昆明滇池卫城商业区亮化

河北徐水灯光改造提升工程

郑州二七广场

重庆三峡广场

广州龙归金铂广场

贵州习水鳛王楼

贵州习水县游客接待中心

烟台天马栈桥

云南海豚湾酒店

扬州国际会议中心

贵阳中天201大厦

西安中南樾府

永州新田日西河

户外 OUT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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