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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在德国创立

灯光实验室，惠州工

业园区正式投入使用

中心灯光提供商

2008年，奥运会新闻

中心灯光提供商

2013年，成立地产业务

部，签约华润万家、绿

地、SOHO等战略合作

客户 

2014年，APEC会议中

心灯光提供商南京青奥

会主会场灯光提供商，

签约万达、融创、龙光

集团等战略客户 

地产500强首选供应商品牌

榜第四名，宾利大中华区

4S展厅-亚太区唯一灯光服

务商大中华区4S展厅，独

家签约荣盛、金鹰、苏宁、

雅居乐等战略合作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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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户外公共建筑照明

业务部，签约中石油、

华为、万科、保利、龙

湖、新城控股、中粮、

蓝光、正荣、铂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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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顿智能消防设备有限公司

创立KAZ卡姿高端商业店

铺照明品牌

2009年，创立BACH

巴赫五星级酒店照明

品牌，荣获最受中国

设计师欢迎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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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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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国内第一家全LED

产品五星级酒店—湖州喜来

登酒店灯光提供商，迪拜亚

特兰蒂斯酒店灯光提供商

召开线形照明新品发布会，

引领无主灯设计趋势，挂牌

照明设计师职业资格培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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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西顿自主品牌国际化

战略，成立北欧子公司及

北欧设计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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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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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

斯亚贝巴机场灯光供应商

成立西顿光电工业园，与清

华大学建筑学院合作，成立

建筑光学实验室，成立设计

岛并上线运营，援建武汉雷

神山医院、郑州岐伯山医院，

西顿·舍见｜Works with  

西顿光电工业园交付使

用，建立北京、上海、

广州运营中心，与涂鸦

智能签署战略合作 ，

BACH 5代筒射灯系列

荣获2021红点奖最佳产

品设计大奖 ，Argos阿

古斯系列投光灯荣获

2021日本优良设计奖

HUAWEI HiLink 品牌发布 



西顿自建检测中心，负责LED照明电器产品的检测，涉及LED灯具、电源、光源等

各类产品获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可

获中国能效标识管理中心认可备案实验室，获TÜV莱茵“CTF注册实验室”认可

性能检测：光度分布、积分球、光度闪烁、灯具寿命、灯具/电源老化等

安全检测：温升、阻燃、电气强度、绝缘电阻等

电磁兼容性检测：传导、辐射、浪涌、静电等

可靠性检测：跌落、振动、温湿度循环、盐雾、IP 防水等

光度分布

西顿研发团队研发技术人员共180多人，涵盖灯具工业设计，结构，电子电器，光学，光源，

散热，智能控制，互联通讯，光健康，物联网，材料研究，安装应用等多个专业技术领域。团

队具备LED灯具设计，软硬件开发，订制与整合能力，提供照明技术整体解决方案能力。西顿

研发中心拥有LED照明的主要核心技术，已累计授权325项专利，核心技术主要涉及LED封装及

光色，结构、控光与光学、散热、调光控制、无线智能、物联网应用技术等方向，涵盖LED照

明行业最新主流技术应用研究成果。

There are more than 180 engineers and technicians working at CDN R&D team, covering lighting industrial 

design, structure, electronic appliances, optics, light source, heat dissipation, intelligent control, 

interconnected communication, healthy lighting, internet of things(IoT), material research, installation and 

application etc. The team is specialized in overall lighting technology solutions that cover LED fixture 

design, software and hardware development, and customization service. CDN R&D Centre has the main 

core technology of LED lighting and has 325 authorized patents. The core technology mainly involves LEDs 

encapsulation and light colour, structure, light control and optics, heat dissipation, dimming control, 

wireless intelligence, IoT application technology, etc. that covers the latest mainstream technology 

application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LED lighting industry.

CDN testing centre is an in-house laboratory responsible for the testing of LED lighting 

products, involving the performance, safety, and reliability of LED fixtures, LED drivers, LED 

light sources and related products. The Testing Centre is accredited by TÜV Rheinland "CTF 

Registered Laboratory", certified by the China National Accreditation Service for Conformity 

Assessment (CNAS) as a filing laboratory by China Energy Efficiency Labeling Management 

Centre.

Performance testing: photometric test, integrating sphere, photometric flicker, lamp life, 

lamp/driver ageing, etc.

Safety testing: temperature rise, flame retardant, electrical strength, insulation resistance, etc.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testing: conduction, radiation, static electricity, etc.

Reliability testing: drop impact, vibration,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salt spray, waterproof 

test, etc.

研发能力
R&D

TESTING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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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之家·惠州

灯巢·惠州 西顿智能家居·惠州

苏宁总部西顿照明体验中心·惠州

截止2021年，西顿照明共建设10大光体验中心

分别是光之家、灯巢、川美·西顿照明艺术研究

院、西顿华东光体验中心、西顿华北光体验中

心、清华建筑光学实验室、室外照明展厅、智

能展厅、西顿灯饰-古镇利和灯博中心、苏宁

总部西顿照明体验中心，为客户提供优质的线

下光体验场所，更好地服务客户。

华东营销中心灯光展厅

西顿室外照明展厅·中山

川美·西顿照明艺术研究院·重庆

西顿灯饰-古镇利和灯博中心·中山

华北营销中心灯光展厅

As of 2021, CDN has built a total of ten lighting experiencing centres across the nation in 

critical locations of economic and scientific/artistic study importance, covering a 

comprehensive range of professional lighting applications. Among which are the House of 

Light, and the Light’s Nest (CDN Light Experiencing Centre) at Huizhou headquarters, CDN 

Smart Home in Huizhou, CDN Outdoor Lighting Showroom, and CDN Decorative Lighting 

Expo Centre in Zhongshan,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CDN Lighting Research Centre in 

Chongqing, CDN East China Light Experiencing Centre in Shanghai, CDN North China Light 

Experiencing Centre, and School of Architecture Tsinghua University - CDN Lighting 

Laboratory in Beijing, Suning Appliance - CDN Light Experiencing Centre in Nanjing.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区间及车站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位于中国北京市大兴区和河北省廊坊

市交界处，航站楼形如展翅的凤凰面积达70万㎡。

新航站楼将按照节能环保理念，建设成为国内新的标志性建筑。西

顿照明有幸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区间及车站区域提供专业照明解决

方案，保证环保节能的同时也为每一趟出行保驾护航。





澳门回归二十周年珠海横琴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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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北京冬奥会国家体育总局训练中心

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22年2月4日~20日在北

京和张家口联合举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办冬季奥运

会。西顿照明有幸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国家体

育总局冬季训练中心，提供专业灯具及照明解决方案，这是

继助力2008北京奥运会、2011世界大学会运动会、2014南

京青奥会后，再次为国家世界级体育赛事增光添彩。

在冬奥广场、滑雪大跳台、高炉超体空间、焦化厂生态修复

公园、国家冬训中心等11个新增及改造项目中，西顿以高杆

灯、庭院灯等室外照明产品点亮场地，为首钢的转型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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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巴布亚新几内亚APEC会议中心



2016杭州G20峰会

01-13 01-14



01-15 01-16



江门体育中心

柳东文化艺术中心

柳东文化艺术中心建筑面积19.5万㎡。其外形设计呈蝴蝶

状，寓意柳东新区破茧成蝶的发展势头。

室内公区主要包含市科技馆、青少年宫、群众艺术馆和文

化配套中心四大场馆。

柳东文化艺术中心以“蝶·舞”为设计构思，所有户外景观灯具均接入智能

控制系统。呼吸灯与水流式跑马灯效果，光与建筑流线造型相契合，西

顿照明为柳东文化艺术中心室外景观提供专业照明解决方案。

柳东文化艺术中心室内公区、满足照明需求的同时兼顾防眩效果，为柳

州市民提供舒适自在的参观氛围。均由西顿提供专业照明解决方案。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区间及车站

2018巴布亚新几内亚APEC会议中心

柳东文化艺术中心

01-17 01-18







杭州桐庐康莱德酒店

杭州桐庐康莱德酒店，依山而建的酒店建筑群，真正的隐密

于大山深处。令人感觉置身于一幅美丽的画卷，摆脱钢铁都

市的沉重束缚，畅享一方宁静与恬淡。

酒店设计理念回归自然，将山峰、湖水、植被。BACH巴赫契合设计，为

酒店提供专业照明产品解决方案，将灯光与建筑、自然生态融为一体，诠

释建筑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酒店设有79间客房，BACH巴赫提供的照明产品解决方案，“见光不见

灯”，致力于提供考究精致的生活体验，使整个客房层次分明，无拘无束

的自然风格和低调奢华的气质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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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桐庐康莱德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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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万科翡翠公园

重庆万科翡翠公园位于重庆中央公园片

区。建筑设计运用现代的语言，重新演绎

了传统的空间精髓。将山峰、湖水、植被

等自然元素融入设计理念。

西顿契合设计，为重庆万科翡翠公园提供专业照明产品解决方案，将灯光

与建筑、自然生态融为一体，诠释建筑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西顿照明致力于提供考究精致的生活体验，“见光不见灯”专业照明方案，

使整体区域层次分明，无拘无束的自然风格和低调奢华的气质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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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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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万科翡翠公园





融创.鸣月溪山

融创.鸣月溪山位于马鞍山东部花山区，紧临濮塘

4A级旅游度假区与江宁横溪交界，旅游大道与凤

凰大道交汇处，是集体育休闲度假、生态山水人

文山居、健康颐养为一体的全龄段行旅小镇。西

顿为融创·鸣月溪山别墅样板间提供了以智慧照明

为主的综合性智能解决方案，KNX总线系统控

制，将这座山水大宅中的灯光、遮阳、暖通进行

智能联动，创造张弛有度、舒适自然的家居生活

体验。

别墅大宅 VILLA&MANSION



别墅大宅 VILLA&MANSION



别墅大宅 VILLA&MANSION

郑州永威上和琚

永威上和琚，郑州豪宅别墅楼盘，由建筑大师李玮珉、景观大

师庄镇光联手出品，位于如意西路、如意河西二街，对望金融

岛，是北龙湖南岸限高限容积率区域，占地77亩约5.1万方，

总建筑面积约15.7万方，容积率约1.49，由19幢洋房错落式分

布。西顿提供专业照明产品解决方案，共同用设计助力永威上

和琚“高定豪宅”的定位，诠释郑州这座城市的生活特质



别墅大宅 VILLA&MANSION

深圳蛇口太子湾·湾奚

融创·鸣月溪山

惠州方直星耀国际

安徽蓝山逸居遵义融创·九棠府

郑州永威上和琚
......

09 10

方直星耀国际

位于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金山湖片区，是西顿为零售端

客户服务的一处私人宅邸。采用无主灯设计，融入智能

照明系统。







大疆总部-天空之城

大疆总部又名"天空之城，由东、西两栋塔楼组成，两

塔之间建有空中连廊，被媒体评为"2021年全球最值

得期待建成完工的10个新建筑"之一。这座耗资16亿的

超级工程，是英国福斯特建筑设计事务所（Foster + 

Partners）继苹果总部之后，为科技企业设计总部大

楼的另一巅峰之作。

















惠州金山湖中心

隆生金山湖中心，16万㎡的震撼体感空间，打造出一

座零售、购物、餐饮、生活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体验

式商业综合体。

隆生金山湖中心在业态规划上，以办公、住

宅、商业、娱乐等实现业态创新，给予消费

者全新的购物和娱乐体验，西顿照明契合隆

生金山湖中心“具有国际风范的现代化城市

级购物中心”的品牌定位，为其提供专业室

内外照明及消防应急解决方案。







06-14
WWW.CDN.CC 

06-13
WWW.CD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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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6
WWW.CDN.CC 

06-1
WWW.CDN.CC 

惠州金山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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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NTUC超市

三星体验店

hotwind热风

hotwind热风至今已发展成为国内知名的集设

计、精选和销售于一体，西顿为其提供专业照

明解决方案。

西顿照明基于“hotwind热风影响人们的生活

态度”的品牌使命，通过对灯光的理解结合体

验需求，选用导轨射灯作为商铺照明系统，将

灯光和产品结合，为顾客提供舒适的购物环

境，打造极致购物“新视觉”体验。

hotwind热风

THE COLORIST 调色师













深圳地铁

2020年8月，深圳地铁已开通运营线路共有11条,全市地

铁运营线路总长411公里，车站283座。

西顿为深圳地铁6号线一期工程（设备区）、深圳地铁

6号线二期工程（设备区）、深圳地铁三号线三期（南

延）工程（设备区）提供综合节能照明装置（LED）。

全线以展现各站点周边特色艺术文化形式，通过色彩与艺术点缀空

间，突显深圳旅游特色的线路特征。一路看海，一路惊喜。

用科技赋能城市，用艺术启迪未来。深圳地铁，不仅承载智慧地铁带

来的颠覆性变革，还为深圳创造了非凡的地下公共空间，提升城市的

宜居度，让空间成为愉悦的心灵的载体。

09-03 09-04



苏州地铁

苏州地铁5号线为省内首条全自动运行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起

于吴中区太湖香山站，止于工业园区阳澄湖站，沿途串联起太

湖、阳澄湖等风景名胜区，全长44.1公里，设站34座，其中换

乘站9座。其中荷花荡站、李公堤、葑亭大道、星湖街、苏胜

路（奥体中心站）为特色站。

苏州地铁是全国首条采用直流调光技术的地铁，直

流集中供电照明有五大供电优势、六大应用优势西

顿照明运用其技术为苏州地铁提供照明解决方案。

在十三五期间，加快构建以轨道交通，有利于完善

城市功能、改善区域内出行结构，促进地区经济发

展，提升苏州市民出行质量。

09-05 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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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1 09-12



09-13 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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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的斯亚贝巴博莱国际机场

高铁

09-15 09-16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区间及车站

重庆环线二期

济南R1号线

深圳6号线

郑州14号线

无锡3号线一期

成都17号线

苏州5号线

上海18号线

常州2号线

佛山2号线

南昌4号线

郑州17号线

佛山3号线

深圳14号线

长沙西环线

天津6号线

济南R3号线

......

北京国际机场T3航站楼改造项目

贵阳龙洞堡国际

机场T3航站楼



博物馆是各种文物、历史遗物和艺术品的收藏、研

究、展示机构。在博物馆的照明设计中，西顿子品

牌Mayalit·玛雅，充分考虑文物照明和艺术照明的特

性，首先基于科学的文物保护角度，充分降低光辐

射危害（包括紫外辐射和红外辐射），同时结合不

同文物的特性，通过灵活的博物馆照明光学系统来

打造高品质，高还原度的展陈灯光效果，给观众创

造一个良好的视觉环境。

近年来，为河南博物院、四川博物院、国家大剧

院、中国工艺美术馆、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

物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北京寿皇殿等不同类

型的文博项目提供照明解决方案。

A museum is an institution that cares for and 
displays a col lect ion of artefacts and other 
objects of artistic, cultural, historical, or scientific 
importance. Mayalit (a CDN sub-brand) ful ly 
consider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relics and 
the feature of artistic lighting in museum lighting 
design, aims to present the objects in their 
present state, also seek to preserve and stabilize 
their initial condition by restricting the harm of 
light radiation including ultraviolet radiation and 
infrared radiation; to make high-quality lighting 
through flexible museum lighting system, that 
c re a t e s a m o re - t h a n - e x p e c t e d e x h i b i t i o n 
environment for the visitors.

In recent years, Mayalit has provided lighting 
solution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cultural and art 
pro jects such as Henan Museum, S ichuan 
Museum, Nat iona l Grand Theater (Nat iona l 
Centr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China National 
Arts and Crafts Museum, Ruijin History Museum 
of the Central Revolutionary Base, September 
18th History Museum, Beijing Shouhuang Palace, 
etc.



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是国家级重点博物馆，是首批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

博物馆之一。博物馆建筑群取“九鼎定中原”之寓意，体现了中原

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西顿旗下子品牌Mayalit·玛雅作为河南博物院改造展厅的专业灯

具设备项目供应商，从文物保护和展品展示的角度出发，结合整

体视觉环境、视觉舒适度、视觉效果，进行照明规划。



四川博物院(“山高水阔 长流天际”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特展)

青铜器是文明起源的三大标志之一，在文明起源探索和早期

文明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山高水阔 长流天际”长江流域青

铜文明特展将长江流域沿途各博物馆的重量级文物，与长江

水文、著名地理标志联系起来，一览“山高水阔、长流天际”的

长江豪迈和“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长江气质，是以长江上游

神秘的巴蜀文化、中游瑰丽的荆楚文化及下游隽秀的吴越文

化为结构主线，将各自独特的精神信仰和文化传统凝聚都在

一件件青铜器中。可以说在这读懂了长江的前世今生，就能

大概了解华夏文明的来龙去脉。

本次展览空间由Mayalit·玛雅提供照明解决方案，使用了Akbal系

列、Cimi系列产品，采用多角度布光，基础照明、重点照明等方

式，运用明暗对比、以暗衬亮的方法营造氛围，绘就长江流域青

铜时代难得一见的壮丽画卷。



国家大剧院(水下廊道东、西展厅)

国家大剧院与中央美术学院联合策划举办“美育芳

草——中央美术学院造型艺术传承展”。展览以美育为

主题，为观众呈现中央美院老中青几代艺术家的两百

余件艺术作品，涵盖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素描

等丰富的门类，集中展示了中央美术学院几代人在造

型艺术领域的研究创造和学术传承，讲述央美百年办

学的“美育之路”，传递美的情怀与追求。

大剧院水下长廊东西两侧各有一个面积达1200平方

米的展览厅。2021年6月份大剧院东西展厅展开了

一系列的照明改造行动，并于8月底改造完成，全

新亮相。其中照明服务和展厅展陈空间产品由

Mayalit·玛雅照明提供。在作品中，我们可见老一

辈艺术家以西润中、不懈探索，以西方写实主义改

良中国传统绘画，逐渐形成了立足本土，借鉴外国

现代美术教育经验的教学模式。徐悲鸿、常书鸿、

吴作人、孙宗慰、董希文、艾中信、宗其香、李

斛、韦启美、周令钊、戴泽、钟涵、詹建俊、靳尚

谊等中央美院的老一辈美术家，以扎实的功底、尚

德的情怀、隽永的品质，如同一座座灯塔指引着一

代代的艺术家前行。



中国工艺美术馆

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十三五”

期间决定建设的国家重点文化设施，是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

华民族审美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文化自信与民族自信的国家

级文化殿堂。该馆的建成，填补了我国工艺美术和非物质遗产国家级博

物馆的空白。其位于北京中轴线北延长线上，集中国传统建筑之美和现

代化智慧化于一身，西侧紧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东侧坐落着纪念建党

百年落成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北侧有中国科技馆，南面有中国历

史研究院、“鸟巢”体育馆等建筑，一条蜿蜒的龙形水系穿行其中，将生

态、科技、文化和奥运主题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集群地。

开馆之作“中华瑰宝”展览与场馆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2022年2月4日，北京冬奥会盛大开幕。为配合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作为冬奥会文化活动

的重点文化项目，在各方的大力推进与支持下，Mayalit·玛雅照明克

服工期紧、疫情影响等重重阻力，集结精锐力量，如期高质量完成

《中华瑰宝——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工艺美术展》中的“大国匠

作”、“粉墨传奇”、“藉器传文”、“神州迎春”板块，为其提供全面的产

品支持、安装调试等服务。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是为纪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

领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直接领导创建中央革命

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缔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而建立的专业性纪念

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2007年，江泽民同志题写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

博物馆”馆名。馆内展览汲取了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与最新论述，分“开展武

装斗争建立苏维埃区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在曲折中巩固发展”、“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的战略转移”等五大部分，共展出550余件文物（其中珍贵文物306件），

1360余张照片，辅以7处场景，13件雕塑，9幅油画国画，20余处多媒体展

项，全面展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及治国理政实

践的艰辛历程、伟大探索和历史启示。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是为纪念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经

改陈布展，于2021年正式对外开放，场馆由Mayalit·玛

雅照明提供产品及调试服务，通过灯光打造沉浸式的氛

围，配合场景化的布展方式，调动观众的视觉、听觉、

触觉等，最终形成了一个个具有独特吸引力与感染力的

演绎空间。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望花南街46号，坐落于震

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地，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遗址的东南侧，是国

内外迄今为止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九一八事变历史的博物馆。馆前广场的

残历碑是“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标志性建筑，用残破的1931年台历形

象，碑面布满弹孔痕迹，将弹洞所构成的形象组成呻吟呐喊状的骷髅

群，醒目、悲壮，展现史实，凝练历史沧桑，提醒国人牢记国殇、勿忘

国耻。

博物馆以九一八事变的历史与东北抗战的14年历史为展览主线，

Mayalit·玛雅运用明暗对比、以暗衬亮、冷暖交错等沉浸式灯光设计

来构建空间，为文物、文献、场景、雕塑、沙盘等陈列内容提供优

质的灯光环境与氛围营造，激发观众的共鸣。





河南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武英殿陶瓷馆 

四川博物院 

苏州博物馆西馆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江西省博物馆 

平凉市博物馆 

安徽博物院 

内蒙古自然博物馆 

中国地质地物馆 

广东中国客家博物馆 

洛阳牡丹博物馆

中国园林博物馆 

阜阳市博物馆

福州市博物馆 

上饶博物馆 

樟树市博物馆 

铜川博物馆 

徽州历史博物馆 

武威市博物馆 

双阳梅花鹿博物馆 

台湾长和宫文物馆 

正定博物馆 

福寿沟博物馆 

恒大海花岛博物馆群 

内蒙古二连浩特博物馆 

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 

杭州钱塘江博物馆 

张大干博物馆 

莆田市博物馆 

巴蜀古代建筑博物馆 

东鹏明善陶瓷博物馆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济宁市邹平博物馆 

涡阳县博物馆 

深圳下沙博物馆 

深圳民法博物馆 

河南汝州青瓷博物馆 

湘潭槟榔博物馆 

北方国家版权交易中心版权博物馆 

中国科技大学博物馆 

温泉县博物馆 

将乐县博物馆及陶瓷馆

临川博物馆

眉山三苏祠博物馆

晋国博物馆

草鞋山遗址博物馆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平津战役纪念馆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

陈毅生平事迹陈列馆

董必武纪念馆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

红二、六军团长征过丽江指挥部纪念馆

翠屏区李庄文化抗战纪念馆

霍英东纪念馆

唐河革命纪念馆

泉州党性教育基地

上海南码头陈列馆

绍兴廉洁文化展示馆

泉州市水利文化馆

长沙宁乡市民馆

上海交通大学校史博物馆

辽宁大学校史馆

长沙铜官窑展示中心

衡阳钢管厂展览馆

广州广汽展览中心

北京现代汽车文化中心

北京GE科技展示中心

杭州大悦城文化区

北京琂乐堂

北京WO+企业展厅

北京大众展览中心

合肥ARM展厅

武汉地产集团企业文化展览馆

黄山安持月亮湾中心

宁波保国寺

青州博物馆龙兴寺佛像展厅

北京智化寺

贵阳阳明祠

浙江台州宝华寺

西藏大昭寺佛像

吉水进士文化园

杭州汤寿潜纪念馆

北京寿皇殿

杭州汤寿潜纪念馆

国家大剧院

中国工艺美术馆

江西省美术馆

安徽美术馆

武汉美术馆

上饶美术馆

大同美术馆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

南京德基美术馆

南京金鹰美术馆

保定美术馆

合肥当代美术馆

满京华iADC设计博物馆

南京24小时美术馆

长沙谢子龙影像艺术中心

长沙月湖时艺术馆

北京松美术馆

北京798长征空间

北京山中天美术馆

义乌七墨美术馆

上海现代传播画廊

厦门当代3088艺术馆

广州天立206号画廊

逸美・美术馆

光大安石艺术中心

宜兴韩美林紫砂艺术馆

金鸡湖美术馆

凤凰谷山顶美术馆

博物馆 纪念馆 校企馆

文物古建

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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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弘爱医院

厦门弘爱医院是建发集团牵头发起设立仁爱医疗基金会出资创办

的三级非营利性综合医院，医院位于厦门岛内五缘湾片区。

西顿为厦门弘爱医院提供市内照明产品，营造帮助治愈的医疗环

境，为医护工作者提供充满活力的工作环境。 

11-11 11-12



11-13 11-14

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

广州富力国际医院·UCLA Health附属医院

绿城青岛理想之城颐乐学院养老

梅州市人民医院新住院大楼

上海市泰和诚肿瘤医院

沈阳菁华医院

复星地产岳阳广济医院

临沂康养护理中心

徐闻县妇幼保健院

广西第三人民医院

郑州岐伯山医院

河南豫东骨科医院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综合病房楼

慈溪市人民医院三期

岳阳广济医院医疗综合大楼

平顶山第一人民医院

爱尔眼科医院

广州中医院大学紫合梅州医院

毕节第一人民医院分院

深圳三九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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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3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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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5 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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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 12-08



砚山明本中学

砚山明本中学位于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听湖之滨，背山面水风景

优美，空气怡人，清风如梦趣鸟伴学，是学生最理想的读书研学

之地，也是广大教师研学施教并实现教师自我价值之佳园。

西顿为砚山明本中学提供优质教育照明解决方案，改善学校光环

境,保护学生视力健康。

12-09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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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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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南第九中学

广南县第九中学，建筑规模59000㎡，办学规模3000人。规划以

轴-院穿插，层次丰富，校园建筑以现代简洁灵活的风格表达新时

代教育精神理念。

西顿为广南县第九中学提供健康、护眼、智能、绿色校园光环

境，帮助孩子们集中注意力，学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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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7 12-18

广南第九中学

砚山明本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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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3 13-04

户外 OUTDOOR

江门体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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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

市滨江体育中心位于江门市滨江新城核心地段，集体育运

动、休闲娱乐、商贸会展、旅游购物、文艺演出为一体的

多功能综合性活动中心。

西顿旗下子品牌西顿室外照明为江门体育中心提供景观亮

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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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外 OUT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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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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外 OUT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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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溪公园

兰溪公园银雀湖风景区景观亮化为浦口区

城乡建设重点工程，总占地面积约126万平

方米。西顿为其提供全套户外照明解决方

案，将城市亮化与环境美化、道路亮化、

建筑物亮化工程相结合，打造成兼具"科技

性、文化性、艺术性、震撼性"特色夜游公

兰溪公园银雀湖风景区项目精选室外照明系列产品包括

云筑洗墙灯系列、星月投光灯系列、订制灯光小品等，

综合型市政项目、公园、商业户外空间均可参考选用。

户外 OUT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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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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外 OUT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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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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冬奥会会场-首钢工业遗址公园

2022年冬奥会会场-首钢滑雪大跳台中心

2022年冬奥会会场首钢园区一高炉超体空间

北京冬奥会技术运行中心及附属通信枢纽

东台黄海森林公园

兰溪公园江门体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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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