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惠州市水口东江工业区祥和西路A17号                       

No. A17, Xianghe West Road,Dongjiang Industrial Zone,

Shuikou Town,Huizhou City, Guangdong 516005, China

Huizhou Cd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 Ltd.

惠州市西顿工业发展有限公司

全国服务热线  400-830-6616

www.cdn.cc 官方微信 官方网站

超市照明应用图册

SUPERMARKET
LIGHTING 
APPLICATION 
BROCHURE



为杰作设计杰作



CONTENTS 目录

COMPANY PROFILE

公司简介一

超市照明智能系统

二

SUPERMARKET PROJECT CASE

超市项目案例

三

四

五

 P37

 P15

 P02

 P50

 P40

 P53

 P42

 P56

P44

P58

P59

P67

P46

 P47

收银区

主要通道

果蔬区

烘焙区

超市分区

货架区

商超照明应用解决方案
SUPERMARKET  LIGHTING APPLICATION SOLUTIONS

堆头区

入口区

生鲜区

SUPERMARKET LIGHTING INTELLIGENT SYSTEM

商超照明概述

COMMERCIAL & SUPERMARKET LIGHTING OVERVIEW

冷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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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COMPANY PROFILE

关于西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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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COMPANY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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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顿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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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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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AWEI 

HiLink品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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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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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COMPANY PROFILE

5个生产厂区，总部3个集中生产车间（压铸五金车间、组装车间、电子车间，60余条生产流水线，年生

产灯具的数量9000万套）。先进生产设备（全自动上板机、全自动刮胶机、西门子高端SMT贴片机、回

流焊、自动老化柜、自动老化线、自研老化控制柜，AI自动异型插件机、波峰焊、ATE综合测试仪、自动

螺丝机、视觉自动镭雕机、自动抛光机、数控加工等）

生产制造实力

西顿智能消防基地·江门 西顿中山基地

检测&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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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中心

光度分布 环境测试 灯具光色电测试

西顿光电·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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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COMPANY PROFILE

西顿产品研发系统研发技术人员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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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顿产品研发系统拥有LED照明的主要核心技术，已累计授权3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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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能力

权威认可

西顿先后与清华大学、四川美术学院建立研究院/实验室，进行学校健康照明专题研究，旨在从照明源

头、灯光设计着手，实现校园空间从“舒适照明-健康照明-健康智慧照明”的全新升级，打造一个高效，

绿色，健康的校园照明环境，给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

西顿照明与四川美术学院签订校企合作协议2019年4月28日川美·西顿照明艺术研究院正式揭牌。

2020年10月27日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合作创立建筑光学实验室，专注家用、养老等健康照明实验研究。   

产品研发系统

产
品

中
心

智
能

电
子

研
发

中
心

灯
具

研
发

中
心

智
能

应
用

事
业

部

订
制

中
心

智
能

系
统

研
发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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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COMPANY PROFILE

我们拥有28名优秀设计师，其中10年以上从业经验的8位，

国家认证照明设计师16位。

我们精心雕琢每个方案，设计师作品曾获多项国内外奖项：

设计团队

•  2019年美国LIT建筑照明奖

•  北美照明协会IES照明奖

•  2019年艾鼎国际设计大奖优秀奖

•  第25届阿拉丁神灯奖最佳工程奖

•  第十届金手指奖创新作品优秀奖
西顿照明的照明设计团队为我们每一位客户提供专业的照明设计咨询，致力于通过各种优秀

的照明方式，创造出让人舒适的空间环境。可根据客户需求量身定制照明方案，以及后期的

现场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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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具选型、

RGB伪色分析、照度计算等一系列流程，竭尽所能地潜心完成。

照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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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COMPANY PROFILE

截止2022年，西顿照明共建设12大光体验中心分别是光之家、灯巢、华东、华北、华中、川美·西顿照明艺术研究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西顿照明实验室、西顿智能家居、西顿室外照明展厅、西顿灯饰-古镇利和灯博中心、苏宁总部西顿照明体验中心、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西顿照明联合灯光实验室给予客户更优质的线下光体验场所，更好地服务客户。

西顿光体验中心《光之家》展厅，由国际顶级灯光设计大师关永权先生主笔设计，是国内第一个大型灯光体验场馆。该体验中心建筑面

积300平方米，历时六个月，耗资200万元建成。 展厅灯光设计整体考虑不同于一般的产品展示区，主要营造舒适的洽谈休息区，并结

合内装设计提供西顿高端产品的应用技术，让展厅不仅仅是为了展陈而设计，而是营造不同层次的光环境，让来宾体验舒适的照明环境

的同时，领略到灯具的品质。

光体验中心

光之家·惠州

灯巢·惠州

川美·西顿照明艺术研究院·重庆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西顿照明实验室·北京

西顿室外照明展厅·中山

华北光体验中心

华东光体验中心

华中光体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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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COMPANY PROFILE

国内销售：全国634家城市服务商，50家工程服务商，其中省会及重点城市438家、各县级城市196家，31个办事处，2800多个网点覆盖全国

国际销售：外销全球40多个国家地区、3个子公司（北欧）、7个办事处、33个经销商

销售网点

西顿照明以客户的立场为出发点，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除了提供优质的灯具

以外，还可以满足客户对特殊产品订制，灯光方案设计，现场安装调试，售后维护

更换等一系列与照明相关的需求。

西顿照明通过精准的职责分配，针对各个业态进行深入剖析。分析并解决客户的痛

点痒点，实现最符合客户需求的照明解决方案。

以客户为中心

全国服务热线：400 830 6616 

微信：“西顿照明”，官方公众号在线客服

官网：西顿官网www.cdn.cc 在线咨询

邮箱：cdnservice@cdn-lighting.com

智能客服：24H在线服务机器人

多种售后服务渠道：

郑州

宁波

南京

惠州

合肥

南昌

西安

东区：上海
办事处：6 (个）

经销商：127（家）

沈阳

南区：广州
办事处：6 (个）

经销商：150（家）

西区：重庆
办事处：6 (个）

经销商：94（家）

中区：武汉
办事处：4 (个)

经销商：83(家)

贵阳

昆明

北京

北区：保定

办事处：9（个）

经销商：180（家）
青岛

天津

厦门

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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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

1930年8月美国人迈克尔·库仑（Michael Cullen）在美国纽约州开设了

第一家超级市场--金库仑联合商店。当时，美国正处在经济大危机时

期，迈克尔·库仑根据他几十年食品经营经验精确设计了低价策略，并首

创商品品种别定价方法。它的超级市场平均毛利率只有9%，这和当时美

国一般商店25-40%的毛利率相比是令人吃惊的。为了保证售价的低廉，

必须做到进货价格的低廉，只有大量进货才能压低进价，迈克尔·库仑就

以连锁的方式开设分号，建立起保证大量进货的销售系统。它首创了自

助式销售方式，采取一次性集中结算。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超级市场这种零售组织形式由美国逐渐传到了

日本和欧洲。在我国，超级市场被引入于1978年，当时称作自选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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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超照明概述 COMMERCIAL & SUPERMARKET LIGHTING OVERVIEW

新零售超市分类

仓储型超市 大型综合超市
WAREHOUSE SUPERMARKET GENERAL MERCHANDISE STORE

山姆会员店

麦德龙

万客隆

盒马X会员店

Costco

沃尔玛

大润发

华润万家

家乐福

胖东来

永辉超市

超市名称

超市名称

-  一般选址于城市中心或者城乡结合处，交通   

   便利，有大型停车场。

-  营业面积大，一般为1OOOO平方米以上。

   超市内仓储空间可高达10M甚至更高。

-  以食品、家用品、服装衣料、文具、家用电

   器、汽车用品、室内用品等产品为主。商品

   种类多。客户一次性消费体验。

-  以中小零售商、餐饮业、集团购买和有交通

   工具的消费者为主。此种店铺大都支持大量

   销售和大批订货等方式，从而实现廉价销售。

仓储型超市的特点在于售卖商品覆盖面广，

摆场方式更像仓库。

使用灯具种类较少，照明手法的应用类似于

仓库。

大型综合超市的特点在于售卖商品覆盖面广，

通常建于大型购物中心当中，起到引流的作用。

超市内对于各类分区照明需求明确。使用的灯

具种类多，对照明设计的需求较高。

天棚灯 线形照明 明装筒灯 线形照明 导轨射灯 灯带 生鲜灯 嵌装射灯 明装筒灯 筒灯

常用灯具 常用灯具

-  一般选址于商业中心、城乡结合部、住宅区、

   交通要道。一般位于城市主要的商业中心内。

-  营业面积一般为5000-10000平方米左右。超市

   内部分空间可高达8-10M。 

-  以生鲜、家电、纺织服装、大众消费品、百货

   商品为主。商品种类多。满足客户的一次性消费

   体验。

-  以个人消费者为主，通常作为购物中心的主力店

    吸引着巨大的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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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超照明概述 COMMERCIAL & SUPERMARKET LIGHTING OVERVIEW

新零售超市 社区型超市
NEW RETAIL SUPERMARKET COMMUNITY SUPERMARKET

盒马鲜生

超级物种

天虹sp@ce

生鲜传奇

鲜食演义

超市名称

-  一般选址于居民小区附近或者交通便利的城区。

-  营业面积一般在1000-2500平方米左右。超市

   内空间高度通常不超过6M。

-  以食品、生鲜、熟食、果蔬、百货商品等日用

   商品为主，食品类产品种类齐全，搭配其他的

   百货商品足以满足大多情况的日用需求。

-  以附近居民区的居民作为主要消费者，支持线

   上购买线下配送的销售模式，这也是互联网时

   代年轻人最喜爱的购买方式之一。

-  一般选址于小区内或者小区门口等靠近居

   民生活区的地方。

-  营业面积一般在100-300平方米左右。店

    内空间高度通常不超过4M。

-   以食品、生鲜、果蔬、百货商品等日用

    商品为主，产品种类相对齐全，以便民

    利民为销售主旨，经营模式类似于“杂货

    店+菜市场

-  以附近小区的居民作为主要消费者，越靠

   近小区客源就越是稳定但是流通客源也会

   相应减少。

-  通常为个人经营型，没有固定品牌。

新零售超市是新一代的超市，应用最新一代的

照明设计，其特点在于主推生鲜产品以及熟食

类产品，对于各类分区照明需求明确。

由于主推生鲜与熟食，在相应区域对于特殊光

色的需求较高。

社区型超市的特点在于靠近小区非常便民同

时具备一定的菜市场功能。

对于照明设计的需求并不严格，满足基础照

度即可。

常用灯具 常用灯具

线形照明 导轨射灯 灯带 货架灯 生鲜灯 嵌装射灯 明装筒灯 筒灯 导轨射灯 生鲜灯 明装筒灯 筒灯线形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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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超照明概述 SUPERMARKET LIGHTING OVERVIEW

便利店的特点在于建店数量多且选址于生活区

等便民的地方，店面精简小巧。

对于照明设计的需求并不严格，灯具便于拆装，

满足基础照度即可。

便利店
CONVENIENCE STORE

美宜佳

全家便利店

7-11

超市名称

-  建店数量多，街道边、居民区、办公区等生活

   区都会有。

-  营业面积一般在50-100平方米左右。店内空间

   高度通常不超过4M。

-  以食品、百货商品等日用商品为主，部分办公

   区的便利店还会提供关东煮快餐等熟食。

-  受建店地区影响，消费者以流动客源构成，满

   足人们城市生活的应急需求。

常用灯具

灯盘光源支架 嵌装筒灯



23  CDN LIGHT 24  CDN LIGHT

商超照明概述 COMMERCIAL & SUPERMARKET LIGHTING OVERVIEW

超市照明解决方案

随着时代的发展，照明设计逐渐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寸，灯光

也不仅仅只是用于照明的工具。

超市在布局上会引导客户消费，通过动线、磁石点、兴奋点的设计安置

影响客户的运行路程，而灯光则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为超市招揽顾

客，引导顾客关注产品，刺激顾客消费买单。

作为照明设计师应当将照明设计作为超市风格塑造因素的关键一环，利

用灯具的参数，灯具的安装位置营造出一个舒适的购物环境。



照明与消费

吸引：进店率 

引导：停留率 

刺激：购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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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超照明概述 SUPERMARKET LIGHTING OVERVIEW

理想的照明设计可以为超市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设置在入口处的照明可以起到吸引客户提高客流量的效果。超市内部的照明设计则需要起到

引导和刺激消费的作用。

刺激

在超市入口处设置较高的照

度，将超市内与超市外形成

明暗对比，吸引顾客入店消

费；使用艺术型的灯具给顾

客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增

加顾客的再访率。

使用灯具与超市预先设计的

“动线”相配合，指引顾客按照

预想的路线行进；通过灯具对

主推品或者畅销品的重点照明

形成明暗对比，引导顾客将注

意力偏向原本没有消费计划的

商品。

使用特殊光色的灯具应用在对

应的商品上（如面包专用光

色，生鲜专用光色等），最大

程度还原商品的本身色彩，起

到刺激消费的作用。优秀的色

彩表达能力也会让客户相信商

品的品质进而相信超市品牌。

在收银区设置明亮的照度，

需要达到要求的照度标准以

便收银员识别钱币。整个收

银区的照度应趋于均匀，避

免因明显的照度对比影响顾

客排队时的情绪。

消费引导吸引

超 市 入 口

线路指引，突出重点 

明暗过渡，吸引顾客 专属光色，刺激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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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超照明概述 SUPERMARKET LIGHTING OVERVIEW

超市照明手法应用

超市内的照明版块主要分为“天花”与“层板(货架)”部分。

天花 

基础照明 功能照明重点照明 装饰照明

提供平面的照度，也可以补充装饰型灯具为

整个天花系统增添美感。起到提升超市形象

的作用。

为照亮整个场所而设置的均匀的照明 为了满足被照区域的照度标准所设置的功能性照明为使被照区域相较于周围更突出而设置的照明 使用艺术造型灯具或灯具出光的光形照射在墙面上形成的装饰性照明

层板(货架) 

服务于多层货架或者靠墙陈列的照明，需要

控制灯具的安装位置与角度以防上一层的层

板挡住下一层的光。也可以在每一层都设置

照明避免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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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超照明概述 SUPERMARKET LIGHTING OVERVIEW

商品特殊光色

注：特殊光色的色温不具备绝对参考价值，应以实际的色品坐标为准。

5500K  午时日光

380 480 580 680 780

全色彩的高度还原能力，作

为LED光源色彩的参考标准。

2500K  腊肉色

2500K  熟食色

2500K  面包色

2500K  牛肉色

提升白色于红色的还原能力，相较于

鲜肉色色温更低，发出偏红色的光，

适合用于红色更深的牛肉

相较于相似色谱的牛肉色，提升了黄

色的还原能力，发出红色偏黄的光，

突出腌渍肉的黄色部分，显得腊肉的

腌渍程度恰到好处

提升了红色的还原的能力，发出橙红

色的光，给予食物因烹制而流失的鲜

艳色彩，使之再次获得诱人色泽

略低于鲜肉色的红色的还原能力，发出

橙色的光，使得面包看起来色泽金黄仿

佛刚刚出炉

提高全光色的还原能力，接近标准光色，

确保面对不同颜色的水果都拥有优秀的

色彩还原效果

不使用红色灯光强行渲染色彩，而是提

高白色与红色的还原能力，发出偏粉色

的光，使得鲜肉瘦肥之间看起来红白分

明

色坐标位于标准色温线偏上位置，发出

浅黄色的光，相较于蔬菜色提升了显现

红色的能力，适用于色彩较多的散货区

提高白色的还原能力，保有一定的绿色

和红色还原能力,发出偏青绿色的光，最

大程度还原叶菜类蔬菜青叶白梗的色彩

色坐标位于标准光色偏下位置，提高白

色的还原能力，发出浅蓝色的光，使得

水产冰鲜类商品看起来鲜活晶莹

380 480 580 680 780

380 480 580 680 780

380 480 580 680 780

380 480 580 680 780

380 480 580 680 780

380 480 580 680 780

380 480 580 680 780

380 480 580 680 780

380 480 580 680 780

4800K  散货色

3100K  水果色

4900K  蔬菜色

3200K  鲜肉色

6500K  冰鲜色

超市内有大量的生鲜果蔬商品，仅仅是高显色指数不足以满足这类商品对照明的需求，合理的饱和度（Rg）

与还原度（Rf）可以激发商品自身的色彩，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T  (K)c

15002000

2500
3000

4000

6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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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新颖，比例协调，注重视觉美感

选择灯具时应区分灯具的设计结构类型、IP等级、出光的效果来

选择满足场景照明需求的灯具

通过合理的结构设计满足国家安规要求，保障灯具的稳定性；还

可以通过独到的结构设计增加使用者的体验感

灯具的配光设计将直接影响到灯具的出光效果，可以改变灯具的眩光值、

出光的光形、照明的方式、灯具效率等光电参数

优质的驱动器可以保证灯具的正常工作，将电能最大化利用，起到一定的

节能效果。劣质的驱动器会带来烧坏光源，灯具频闪，缩短灯具寿命等品

质问题

配光设计

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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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光环境的营造

灯具安装

色容差

显色性&CQS

照明风格

眩光控制

灯具选型

将灯具安装在合适的位置，保证既能为商品提供照明又不至于给顾客

带来直接眩光，门口处的不适眩光还会将客户拒之门外。

描述光色一致性的指标，对于整个空间而言，光色的一致程度会比显色指

数更重要，它决定了整体光环境的色调是否协调统一。

超市内一些商品对于光色的要求比较特殊（如生鲜，果蔬等），不但需要

较高的Ra与R9，还需要合适的Rf值与Rg值，使用专属光色的光源为与之贴

切的商品提供照明可以更好地激发商品色彩，刺激顾客的购买欲望。

通过对照明设计风格的选定，将照明设计风格与超市内陈列风格相结合，

加深客户对该品牌超市的印象，进而提高该超市其他连锁店的客流量。

眩光是整个光环境影响人情绪的重要因素之一，除了通过调整灯具的安装

点位来改变空间眩光值以外，灯具自身也需要具备一定的防眩能力。避免

不适的眩光污染整个光环境。

选择合适的灯具种类应对超市内不同区域的照明需求，同时还应考

虑灯具的外形利用灯具起到装饰的效果。



超市主要空间的色温不宜低于3500K，过低的色温与照度会给慵懒的心理暗示，导致消费冲动降低。
注：表格内容参考GB50134-2013

照度与色温的关系超市照明主要定量指标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2200 2400 2600

入口 地面 

通道 地面

货架(一般) 0.75m水平面

店内餐饮区 0.75m水平面

堆头 台面

生鲜区 台面

日配区 台面

果蔬区 台面

散货区 台面

主题区 0.75m水平面

收银台 台面

场景及参考面

照度标准值（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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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lx

10lx

2000K 6000K

烦闷燥热

阴冷灰暗

光环境舒适范围

 

超市空间建议范围

温馨舒适

300lx

3500K

干净清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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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MARKET LIGHTING APPLICATION SOLUTION超市照明应用解决方案

餐饮区

形象墙

收银区

推广区

烘培区

生鲜区

商品区

水果堆头

农产品

海鲜堆头

蔬
菜

堆
头

生肉展柜

粮
油

货
架

堆头

堆头 包装商品

包装商品

饮品冷柜

乳
制

品

堆头

堆头

堆头

堆头

堆头 堆头

商品区

入口

出口

超市布局简图



入口区

色温：2700K~3000K

照度：400-600LX

灯具：艺术灯、下照射灯、灯带

吸引客人目光，提高照度引导人流走向、标识照明突出

品牌及文化特色。 通过灯光的造型艺术、色彩，与室内

其他装饰材料相互搭配，达到吸引顾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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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K / 4000K

高档商超标准1

S-KS系列筒灯

型   号：CED501C-KS

功   率：35W

光束角：36°

色   温：

开   孔： Φ155mm

4000K

4000K

高亮系列灯代

型   号：CEGB2835F-50

功   率：12W/M

光束角：110°

色   温：

高亮系列灯代

型   号：CEGB2835F-50

功   率：12W/M

光束角：110°

色   温：

流通性商超标准2

3000K / 4000K

S-KS系列筒灯

型   号：CEA1601S-KS

功   率：30W

光束角：90°

色   温：

开   孔： Φ160mm

39  CDN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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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档商超标准1

S-K系列筒灯

型   号：CEA12501S-K(定向）

功   率：30W

光束角：60°

色   温：

开   孔：Φ155mm

S-KS系列筒灯

型   号：CEA1401S-KS

功   率：24W

光束角：90°

色   温：

开   孔： Φ125mm

4000K

4000K

高亮系列灯代

型   号：CEGB2835F-50

功   率：12W/M

光束角：110°

色   温：

流通性商超标准2

4000K

主要通道

色温：3000-4000K

照度：500-800LX

灯具：导轨射灯、可调角射灯、灯带

公共通道区要营造舒适均匀光环境，在灯具选择和布置上

注意结合天花的结构和走势。除了满足功能性需求外，

应尽量避免干扰顾客视线，同时注意与店铺灯光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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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K

3101系列导轨射灯

型   号：CEL3101

代功   率：24W

光束角：36°

色   温：



43  CDN LIGHT 44  CDN LIGHT

高档商超标准1

单偏货架灯

型   号：CEL1260H-KS

功   率：20W

光束角：36°

色   温：

5105系列导轨射灯

型   号：CEL5105

功   率：24W

光束角：24°

色   温：

3500K/4000K

3500K

B系列线形灯

型   号：CEB0712B-B

功   率：26W

光束角：110°

色   温：

流通性商超标准2

4000K

货架区

色温：3000K~4000KK

照度：800-1000LX

灯具：线性灯条、导轨射灯、货架灯带

货架区照明需要考虑均匀垂直面的照明，局部补

充重点照明，合理的灯具布置，能够有效降低眩

光对客户的影响。

4000K

6268系列导轨射灯

型   号：CEL6268KS Ⅱ代

功   率：35W

光束角：36°

色   温：

型   号：CEL0630H-KS   

功   率：2*30W

光束角：36°

色   温：3500K/4000K

双偏货架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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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档商超标准1

B系列线形灯

型   号：CEB0712B-B

功   率：26W

光束角：110°

色   温：

流通性商超标准2

4000K

堆头区

色温：3000K~4000KK

照度：800-1000LX

灯具：线性灯条、导轨射灯

堆头区需控制眩光以防影响顾客购物时

的视觉感受；灯具光色、货柜颜色、商

品颜色使用相机的色系，给客户舒适的

视觉感受。 

4000K

6268系列导轨射灯

型   号：CEL6268KS Ⅱ代

功   率：35W

光束角：36°

色   温：

3500K

3101系列导轨射灯

型   号：CEL3101

代功   率：24W

光束角：36°

色   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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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色比较丰富，偏暖色多，选用高显指的暖色调照明让水

果看起来色彩鲜润，提高视觉兴奋点。

灯具的选择与安装需要考虑热量对果蔬的影响，降低对果蔬的

损害；选择高显色性的产品，真实还原果蔬色彩提高购买欲。

果蔬区

色温：果蔬色

照度：1500-1800LX

灯具：导轨射灯、可调角射灯、艺术灯
9288系列导轨射灯

型   号：CEL9288C-KSX

功   率：35W

光束角：36°

色   温：水果专色

602系列吊线射灯

型   号：CEL6022C-KSX

功   率：30W

光束角：24°

色   温：水果专色

6023系列吊线射灯

型   号：CEX6023C-KSX

功   率：30W

光束角：24°

色   温：水果专色

流通性商超标准2

高档商超标准1

4000K

6268系列导轨射灯

型   号：CEL6268KS Ⅱ代

功   率：35W

光束角：36°

色   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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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肉区

色温：鲜肉色

照度：1800-2000LX

灯具：导轨射灯、可调角射灯、吊线灯

鲜肉照明追求真实还原肉质新鲜度和鲜嫩性 ，

突出肉质的纹理。

高档商超标准1

流通性商超标准2

6022生鲜色系列

型   号：CEL6022C-KSX

功   率：30W

光束角：24°

色   温：鲜肉色

605生鲜色系列

型   号：CED6051C-KSX

功   率：35W

光束角：24°

色   温：鲜肉色

开   孔： Φ135mm

6022生鲜色系列

型   号：CED6022C-KSX

功   率：30W

光束角：24°

色   温：鲜肉色

开   孔： Φ1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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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K

6268系列导轨射灯

型   号：CEL6268KS Ⅱ代

功   率：35W

光束角：36°

色   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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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鲜区

色温：冰鲜色

照度：1800-2000LX

灯具：导轨射灯、可调角射灯、吊线灯

冰鲜水产类产品大多偏冷色调，应选用高色温

灯具；考虑冰或水对光的折射反射效果展示冰

鲜产品晶莹透亮的色泽。

高档商超标准1

流通性商超标准2

6022生鲜色系列

型   号：CEL6022C-KSX

功   率：30W

光束角：24°

色   温：冰鲜色

605生鲜色系列

型   号：CED6051C-KSX

功   率：35W

光束角：24°

色   温：冰鲜色

开   孔： Φ135mm

6022生鲜色系列

型   号：CED6022C-KSX

功   率：30W

光束角：24°

色   温：冰鲜色

开   孔： Φ1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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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K

6268系列导轨射灯

型   号：CEL6268KS Ⅱ代

功   率：35W

光束角：36°

色   温：



烘焙区

色温：面包色

照度：1500-1800LX

灯具：导轨射灯、可调角射灯，艺术造型灯

面包甜点一般在商超主道明显区域，这样来往的顾客一眼就能看到，恰

当灯光布置，将面包的柔软形态与金黄的表面色泽完美地体现了出来，

通过灯光与环境氛围的配合，能有效地吸引客户提高停留率与购物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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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档商超标准1

S-K系列筒灯

型   号：CEA12501S-K(定向）

功   率： 30W

光束角：60°

色   温：

开   孔：  Φ155mm

501系列射灯

型   号：CED501C-KS

功   率：24W

光束角：36°

色   温：

开   孔：  Φ125mm

6268系列导轨射灯

型   号：CEL6268H-KS Ⅱ代

功   率：35W

光束角：36°

色   温：4000K

9288系列导轨射灯

型   号：CEL9288C-KSX

功   率：35W

光束角：36°

色   温：面包专色

流通性商超标准2

4000K

300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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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柜区

色温：--

照度：1800-2000LX

灯具：导轨射灯、可调角射灯

冷柜区属于层板系统，需要为每层提供照度，

通常自带冷柜灯，通常使用呈现白光的高色

温光源为所有产品提供照明。

高档商超标准1 高档商超标准1

605生鲜色系列

型   号：CED6051C-KSX

功   率：35W

光束角：24°

色   温：4000K

开   孔： Φ135mm

6022生鲜色系列

型   号：CED6022C-KSX

功   率：30W

光束角：24°

色   温：4000K

开   孔： Φ135mm

流通性商超标准2

9288系列导轨射灯

型   号：CEL9288C-KSX

功   率：35W

光束角：36°

色   温：4000K

流通性商超标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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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K

6268系列导轨射灯

型   号：CEL6268KS Ⅱ代

功   率：35W

光束角：36°

色   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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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K

高档商超标准1

S-KS系列筒灯

型   号：CED501C-KS

功   率：35W

光束角：36°

色   温：

开   孔： Φ155mm

S-KS系列筒灯

型   号：CEA1601S-KS

功   率：30W

光束角：90°

色   温：

开   孔： Φ160mm

4000K

4000K

J-KS系列光带支架

型   号：CEB0712J-KS

功   率：30W

光束角：110°

色   温：

高亮系列灯代

型   号：CEGB2835F-50

功   率：12W/M

光束角：110°

色   温：

流通性商超标准2

收银区

色温：3000K~4000K

照度：600-800LX

灯具：造型灯具、线型灯、导轨射灯

满足工作照明的需求，照度要求均一性，明暗对

比明显的环境会影响排队顾客的情绪；通过灯具

造型的设计，起到引导的作用。

3000K / 4000K



智能照明架构 特性概述

方案优势

无须注册、免密登录，二维码分享权限，保护隐私

高可靠性、高一致性的无线控制

创新的无线适配技术，搜索、设置快捷简单

专利算法和软件，超级低功耗开关技术

用户无须注册，简便快捷。免密码使用，无须记忆繁琐的密码，也不用担心密码泄露。

通过二维码主动控制权限分享，保护用户隐私。云端只存储少量基本数据，本地控制照明灯具，不存在黑客劫持灯具风险。

常见方案需要通过手机号码、邮件地址注册，用户操作繁琐。

密码泄露、用户隐私泄露风险高。

云端存储控制， 易引发断网、数据丢失、黑客劫持风险。

创新的无线控制技术，实现商用照明的高可靠性和高一致性，单网络节点数量超过100个，

性能稳定可靠，具备实时数据反馈功能。室内覆盖面积超过500平米，灯具操作时延小于50毫秒。

常见方案使用公版的软硬件和 APP ，节点超过10-20个后性能急剧下降，

可靠性大幅降低，频繁发生短时间灯具不可控故障，大数量灯具下延时 超过 2-3 秒。

创新的无线匹配技术，灯具安装施工与搜索设置分开，符合工程项目的要求。

灯具搜索、设置快捷，100个灯具的配置在10分钟内可以完成。大幅节省项目人工成本。

自学习亮度校准功能，白天也可以准确设置灯具目标亮度，恒照度精确度高达95%以上。

常见方案通过按键匹配、二维码扫描方式搜索灯具，施工 过程与设置过程交织，

对施工工人技术水平要求高， 不具备大规模商用可行性。通常只能简单设置光感控制，不能实现恒照度。

专利的传感器控制算法、调光控制算法和软件，实现优质的用户体验。

电池供电开关面板，采用创新的超级低功耗技术，在开关待机时彻底零耗电，

配合低放电电池寿命长达2年，施工简单便捷，一次安装无忧使用。

休眠式电池供电开关，寿命短。需要客户额外更换电池，维护工作繁琐。 采用公版传感器控制、调光和软件，用户体验存在差距。

BLE-Mesh智能照明系统开发

APP

上位机软件

云服务器

智能

面板

单灯

控制器

调光

电源

光照度

传感器

人体感应

传感器

语音

控制器

用户

傻瓜化

即装即用，无须网关，通过手机APP直接设置，简单易用。

管理软件数据库

服务器

Internet

适配方便

适用于巴赫Ⅱ代、巴赫Ⅲ代、芳华、5系酒店筒灯、象鼻灯等灯具系列，提供0-10V及低压轨道系统改造方案。

广泛适用于家装家居、智能别墅、教育照明、办公照明、博物馆专业照明、商超等场所。

节能环保

高效节能，符合 DLC/NLC 最新规范要求。

感应互动，人文关怀

人体感应互动，恒照度光感自动维持舒适照明；支持 Circadian 功能，更健康舒适；优化的智能自适应PIR算法，

适合室内照明。

施工维护简单

全无线连接，只需要供电线，无须信号线。无线智能面板，安装位置不受限制，可以任意控制多个灯具、场景。

SUPERMARKET LIGHTING INTELLIGENT SYSTEM超市照明智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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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的低功耗蓝牙无线自组网技术

节点之间互相通信，互为备份，保障通信可靠性；

基于低功耗蓝牙，兼容所有智能设备；

蓝牙4.0，兼容蓝牙4.1/4.2/5.0的手机；

每个节点都是无线中继，保障超远传输距离（空旷地带，节点

间中继传输半径超过100米）；

一个手机，控制所有灯具；

一个面板，任意控制所有灯具、场景；

无须网关，设置简便，应用、施工成本低。

BLE Mesh无线网络技术 嵌入式面板

利用自然光实现照明节能

在办公室、学校教室等开放办公区域，通过光感传感器，采集利用自然光照明，精准

维持灯具照明区域的恒定照度。

86盒嵌入式，市电供电；

轻触即得，一键场景；最多12个场景。

多功能旋转按钮可开关、调亮度、调色温；

待机呼吸灯，柔和不刺眼；

支持定时自动调用场景功能；

整机符合6级能效标准；

可配置为功能面板或场景面板，满足定制需求；

APP图形化配置，设置简单，所见即所得。

移动式面板

轻松便携，操作便捷；

超低功耗设计，一次充电可待机2年，反复使用达10年；

五位轻触按键，实现一键场景、分段调光调色、一键开关灯等功能；

可配置为功能面板或场景面板，满足定制需求；

独特指示灯光设计，按键/充电/低电量/通信各状态指示；

APP图形化配置,设置简单,所见即所得；

支持3M胶粘贴/磁吸多种安装方式，可作遥控使用。

西顿智能照明

当自然光亮度非常强烈，超过舒适照度需要时，将灯光降到最低；

当自然光减弱，低于舒适照度需要时，适当调整灯具亮度，维持舒适照度的需要；

在夜晚没有自然光时，通过灯具提供足够的舒适照度需要。

自然光 灯光 总亮度

蓝牙智能设备操作APP(西顿智能照明/CDN Link)；

在mesh系统中定位于为配置工具， 用于灯光场景配置及面板功能设定。

目前已在Apple Store上线IOS版本；在腾讯应用宝上线安卓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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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照明系统

APP

无线面板

控制设备

智能电源

《西顿智能照明》

嵌入式面板

CIC001

移动式面板 

CIC002

0-10V

控制器

灯带调光

控制器

单灯控制器

单路调光

双路调光

调色温

开发中

45W

 CC1050mA 1CH

30W

CC0700mA 1CH

25W

CC0600mA 1CH

12W

CC0280mA 1CH

45W

CC1050mA 2CH

30W

CC0700mA 1CH

25W

CC0600mA 2CH

12W

CC0280mA 2CH

40W CC1000mA 2CH 

适配转向导轨灯

40W CC1000mA 2CH

适配恒照度传感器

35W CC0800mA 2CH

适配店铺新导轨系列

CIT003-C100

CIT001-D48-1CH

CIT002-D48-2CH

CIT001-C100

CIT001-C20

智能产品概览

《西顿智能照明》下载二维码

IOS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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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项目案例
 SUPERMARKET PROJECT CASE

好灯光成就新零售。商业超市除了陈

列技巧、色彩应用、动线设计之外，

灯光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西顿

凭借专业、科学的照明设计与产品解

决方案，已成功为众多商业超市提供

照明解决方案。



沃尔玛购物广场
CDN PROJECT CASE

Walmart沃尔玛购物广场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零售连锁品牌之

一。西顿照明联合思创设计为沃尔玛提供专业照明解决方案，

作为沃尔玛购物广场照明标准在全国范围应用，助力沃尔玛全

新改造升级。

 华润万家
CDN PROJECT CASE

华润万家有限公司，是中央直属的国有控股企业集团、世界500强企

业——华润集团旗下优秀的零售连锁企业。旗下拥有华润万家、苏果、

Olé、blt、V+、乐购express、V>nGO、Voi_la！等多个著名品牌。



西顿契合新零售以用户需求为中心，注重人与商品的互动体验的服

务模式，为苏宁小店、苏宁易购、苏宁广场提供专业照明解决方

案，将灯光与商品融入场景，为顾客带来沉浸式的购物体验。

苏宁SUNING
CDN PROJECT CASE

苏宁小店

苏宁小店，是苏宁易购入局生鲜市场的O2O社区便利店。

西顿照明为其提供专业照明解决方案。

CDN PROJECT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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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MARKET PROJECT CASE超市项目案例

天虹SP@CE超市
CDN PROJECT CASE



 北京华联
CDN PROJECT CASE

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北京

华联），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大型连锁商

业集团之一，业态涉及大型综合超市、精品

超市、百货店及商业地产等。

CDN LIGHTING RETAIL SHOPS PROJECT CASE

西顿照明零售案例



LAMP APPLICATION SCENARIOS灯具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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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形照明

导轨射灯

货架灯

光源支架

生鲜灯

嵌装射灯

明装筒灯

筒灯

入口处 通道/电梯 货架 靠墙陈列 展示堆头 生鲜柜 餐饮区 收银台

天棚灯

CEB0512B-BJ

CEL6021 CEL6021

CYZE240-T8AE

CEL1260S

CED6022

CEX9101C-J CEX9101H-KS

CEA1401S-KS CEA13501S-K

CEK6201H

CEL6268H-KX CEL9288H CEL5288H

 应用产品推荐



       本书为内部资料，仅供内部学习交流。产品应用解决方案由产品中心熊钊

提供，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涉及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西顿市场中心企

业邮箱：cdnmc@cdn-lighting.com

基于行业细分的专业照明解决方案

酒店照明应用图册 办公照明应用图册

OFFICE 
LIGHTING 
APPLICATION
BROCHURE  

商业店铺照明应用图册

SHOP
LIGHTING 
APPLICATION
BROCHURE  

住宅地产照明应用图册

住宅地产照明应用图册

RESIDENTIAL
LIGHTING
APPLICATION
BROCHURE 

酒店照明应用图册 办公照明应用图册 商业店铺照明应用图册

超市照明应用图册 教育照明应用图册 工业照明应用图册医疗照明应用图册

超市照明应用图册

SUPERMARKET
LIGHTING 
APPLICATION
BROCHURE  

教育照明应用图册

EDUCATION
LIGHTING 
APPLICATION
BROCHURE   

工业照明应用图册

INDUSTRY 
LIGHITING 
APPLICATION
BROCHURE  

医疗照明应用图册

MEDICAL 
LIGHTING 
APPLICATION
BROCHURE  

HOTEL
LIGHTING 
APPLICATION
BROCH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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