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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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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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能力

研发中心矩阵组织

酒
店

产
品

组

常
规

电
器

组

安
装

技
术

组

技
术

预
研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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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
光

电
器

组

标
准

化
管

理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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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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西顿照明共建设8大光体验中心分别是光之家、灯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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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美·西顿照明艺术研究院、苏宁总部西顿照明体验中心、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西顿照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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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顿智能家居·惠州

西顿室外照明展厅·中山

川美·西顿照明艺术研究院·重庆

苏宁总部西顿照明体验中心·惠州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西顿照明实验室·北京

西顿灯饰-古镇利和灯博中心·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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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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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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办事处、29个经销商

销售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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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事处：9（个）

经销商：180（家）

办事处：6 （个）

经销商：150（家）

办事处：6（个）

经销商：94（家）

办事处：6 （个）

经销商：127（家）

北区：北京

南区：广州

西区：重庆

东区：上海

沈阳

保定

宁波

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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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事处：8（个）

经销商：95（家）

办事处：9  （个）

经销商：172（家）

办事处：8（个）

经销商：92（家）

办事处：13 （个）

经销商：194（家）

北区：北京

南区：广州

西区：重庆

东区：上海

沈阳

保定

宁波吉安

重庆 武汉
上海

北京

广州

办事处：  （个）4

经销商： （家）83

中区：武汉



酒店一词源于法语，1800年《国际词典》：“酒店是为大众准备住宿、饮食与服务的一种建筑

或场所。”一般来说，酒店（又称为宾馆、旅馆、旅店、旅社、商旅、客店、客栈，饭店）是

给宾客提供歇宿和餐饮的场所，而具体的说酒店是以它的建筑物为凭证，通过出售客房、餐饮

及综合服务设施向客人提供服务，从而获得经济收益的组织。

按照服务提供的类型可以分为全服务酒店及有限服务酒店。全服务酒店所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

住宿、会议、宴会、度假休闲相关的服务。有限服务酒店剥离了全服务酒店的非核心功能，只

提供 B&B（早餐+床）服务。

酒店(业)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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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分类概述 HOTEL CLASSIFICATION OVERVIEW

酒店的分类

通常位于城市腹地或者商业中心地带，

也会选在依山傍水的郊区。接待社会名

流、海内外知名人士等高消费群体。具

有深远的品牌影响力，内部装修奢华，

服务完善周到。除了基础的食宿以外还

会配套有会议、保健、娱乐等服务，追

求豪华个性化的酒店体验。

奢华酒店
LUXURY HOTELS

四季

丽思卡尔顿

瑞吉

华尔道夫

丽晶

文华东方

安缦

悦榕庄

代表品牌

万豪

JW

喜来登

艾美

威斯汀

索菲特

铂尔曼

希尔顿

洲际

温德姆

通常位于城市腹地或者商业中心地带，

接待高消费群体。品牌影响力稍逊于国

际知名奢华酒店，内部装修奢华，服务

完善周到。除了基础的食宿以外还会配

套有会议、保健、娱乐等服务，追求豪

华的酒店体验。

豪华酒店
DELUXE HOTELS

代表品牌

通常位于商业城区或者商业中心地带。

适合职场白领等一般消费水平的群体。

在豪华酒店的配置下舍弃掉例如保健、 

娱乐此类附加功能，转而在基础食宿以

及客户服务上做到豪华级酒店标准，对

于仅须食宿的消费群体，是性价比非常

高的一个选择。

精品酒店
BOUTIQUE HOTELS

亚朵

欢朋

桔子

和颐

逸扉

逸衡

智选

兰欧

全季

丽枫

喆啡

都城

代表品牌

如家

七天

格林豪泰

速八

汉庭

168

城市便捷

尚客优

OYO

通常位于商业城区地带。适合工薪阶级

或者学生等低消费水平的群体。内部装

修简单朴素，提供基础的食宿，将温

馨、舒适、实用等特点融入客房，努力

给客人以“家” 感觉。

标准酒店
STANDARD HOTELS

代表品牌

伦敦华尔道夫酒店

银川JW万豪酒店

上海全季酒店

如家酒店



酒店&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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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在也不是仅用于照明

的工具。

灯光作为酒店里最重要的建筑材料之一，将直

接影响到整个酒店的风格、情调与氛围。

合理地运用灯光所带来得效果可以更好地凸显

酒店的形象与风格，也能给客人带来舒适的环

境体验，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记住酒店品

牌，提高影响力与美誉度。

” 好的灯光设计，可以改善生活、改善工作。“  

-照明设计大师关永权



通过照明设计让酒店空间展示其独特的品牌魅力，提升酒

店的品牌形象，加深客户对该品牌的印象，提高客户对酒

店的美誉度和忠诚度。

上海广富林希尔顿酒店

如果照明设计理念与装修

风格相悖，就会产生出不

伦不类的风格类型，使客

户产生空间杂乱的感觉。

而使用恰当的照明设计，

与装修风格相辅相成之下

则可以让客户更清晰地感

受到不同风格酒店所带来

的体验感。

苏州裸心泊度假村

氛围可以调动情绪，在不同的功能

区选择合适的灯具，使用恰当的色

温与照度营造出符合空间主题的氛

围，借以给客户相应的心理暗示。

恰到好处的灯光氛围可以提升客户

的舒适度，增加对酒店的好感，进

而提高再访率。

郑州LENGA酒吧

酒店照明概述 HOTEL LIGHTING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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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手法术语解读

23  CDN LIGHT 24  CDN LIGHT

合理地运用不同照明手法的特性，是构建理想光环境的关键。

光束角

通过灯具光束角改变空间内的明暗对比度。

光斑小，同功率下给予被

照面极高的照度，与周围

的环境形成强烈的对比。

起到突出、定位、聚焦的

作用。在酒店中的应用较

少。

窄：8-15°

光斑较小，同功率下给予

被照面较高的照度，起到

一定的重点照明作用，与

周围环境所形成的对比效

果较明显。在酒店中常作

为擦墙照明或者重点照明

使用。

中：18-26°

光斑较大，可以与周围的

环境形成一定的照度比，

营造出光环境的层次感，

重点照明与基础照明中间

的一个折中选择。在酒店

中作为擦墙照明或者基础

照明使用。

宽：30-40°

光斑大且照度均匀，广光

束角灯具是形成通透明亮

光环境的首选，恰当的安

装点位可以不用担心光斑

与光斑之间出现暗区，在

酒店中会常用于大堂或宴

会厅等宽阔的空间。

广：50-60°

酒店照明概述 HOTEL LIGHTING OVERVIEW

直接照明 间接照明

需通过光学或结构降低眩光值

·效率最大化��������·眩光较高

需认真参考被照面的反射系数

·效率损耗大��������·眩光较低

为照亮整个场所而设置的均匀照明 为了满足被照面的照度标准，使用灯具提供专门的功能型照明

基础照明 功能照明

为提高指定区域或目标的照度，使其比周围区域突出的照明 使用艺术灯具提供装饰性照明，或者通过灯具出光的光形照射在墙面上

所提供的照明

重点照明 装饰照明

使用偏光的光学设计，为

立面提供均匀照度的同时

避免给整个空间产生多余

的杂散光。这种照明手法

经常应用于酒店大堂，给

顾客带来空间明亮通透的

感受。

偏光洗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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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灯具组成结构

酒店照明概述 HOTEL LIGHTING OVERVIEW

整灯结构

外观：外观新颖，比例协调，注重视觉美感，增强产品辨识度

功能：区分灯具的设计结构类型，防护等级，出光的效果来选择

满足场景照明需求的灯具

结构：满足国家安规要求，保障灯具的稳定性；也可以通过独到

的结构设计增加使用者的体验感

01

驱动器

一般情况下，对于LED灯具而言，驱动器决定了产品的使用寿命，

优质的驱动器可以保证灯具正常工作，将电能最大化利用，起到

节能效果。而劣质的驱动器则可能有烧坏光源，灯具频闪，缩短

灯具寿命等品质问题

02

配光设计

灯具的配光设计将直接影响到出光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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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LED光源

光源作为灯具的核心部件之一，决定了灯具的显色指数，色容差，

光效等参数

04

散热设计

LED的工作原理就是将电能转换为光能和热能，合理的散热设计，

可有效保障光源寿命，防治光衰甚至死灯现象的产生

05

05

04

02

01

03



酒店光环境的营造

显色性

高显色性的LED灯具可以更好的还原被照物真实色彩，

降低客户辨识物体颜色的困难度，从而达到缓解视觉疲

劳的效果。

光色选择

酒店应该有一个符合其主题或者风格的主色调，选

择合适与酒店的装修风格相辅相成的色温，可加深住

客对酒店的印象。

眩光控制

眩光是整个光环境影响人情绪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合

理的配光设计来控制灯具的眩光值，可以提高整个光环

境的舒适度。

灯具安装

灯具的安装位置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到整个空间的光环

境，用“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来形容也不为过。

色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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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具选型

随着照明行业的飞速发展，业内设计出了满足各种场景

需求的灯具类 型 ，搭配符合场景需求的光学参数借以得

到最理想的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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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照明概述 HOTEL LIGHTING OVERVIEW

台州仙居宇杰君澜大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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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温与照度对光环境的影响酒店空间照度参考

*注：表格内容摘自GB50034-2013

1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大堂 地面 

总服务台 台面

大堂休息区 地面

电梯厅 地面

客房层走廊 地面

客房

一般活动区 0.75m水平面

床头 0.75m水平面

写字台 台面

卫生间 0.75m水平面

餐饮

全日餐厅 0.75m水平面

中餐厅 0.75m水平面

西餐厅 0.75m水平面

酒吧 0.75m水平面

文体

娱乐

多功能厅 0.75m水平面

会议厅 0.75m水平面

健身房 0.75m水平面

SPA区 0.75m水平面

游泳室 水面

场景及参考面
照度标准值（Lx）

酒店照明概述 HOTEL LIGHTING OVERVIEW

酒店主要空间的色温不宜超过4000K，过高的色温与照度会给客人兴奋振奋的心里暗示，

这不符合客人想要得到一份休憩的心境。

光环境舒适范围

 

酒店空间建议范围

800lx

10lx

2000K 6000K

烦闷燥热 干净清爽

阴冷灰暗温馨舒适

400lx

400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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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照明概述 HOTEL LIGHTING OVERVIEW

筒射灯在不同层高的应用

在不同的层高处选择合适的开孔尺寸灯具，可以给人恰达好处的视觉融洽感。

Φ150mm

Φ45mm

h≤2m

Φ55mm

h≤3m

Φ75mm

h≤5m

Φ105mm

h≤7m

h≤9m

h≤11m

Φ125mm



33  CDN LIGHT 34  CDN LIGHT

酒店室内外空间简览

不同的空间层高给人的感觉也不一样，高层高给人明朗开阔的感觉，低层高则能带来温馨私密的感觉。

酒店内不同空间区域的层高与功能不尽相同，因此对灯具的选择需要因地制宜。

酒店照明概述 HOTEL LIGHTING OVERVIEW

客房层走廊 3~4M

大堂 4~10M

服务台 3~6M

大堂休息区 4~10M

电梯厅 3~7M

会议室 3~5M

宴会厅 5~10M

中餐厅 3~5M

餐厅 3~6M

健身房 3~5M

SPA 3~4M

客房 3~4M

游泳池 4~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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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区域照明与灯具的需求

通透明亮 舒适护眼 场景化控制&智能灯具还原菜品色彩

舒适护眼

区域重点照明 通透明亮

舒适护眼

品质稳定

场景化控制 品质稳定

区别风格的光环境

大光束角的灯具可以使得空间内照度分布更加均匀，结合充足的功率可

以保证场景内拥有足够照度，给人明亮的感觉。

作为休憩的地方，灯具的防眩指数非常重要，控制安装点位使客人的视线在

灯具的遮光角内可以有效避免直接眩光；也可以利用装修材料的反光系数多

使用间接照明。

为了迎合不同的场景需求，按需进行光环境的调整。应将不同工作状态下的

灯具与情景模式绑定，为客人提供傻瓜式的操作。也可以使用遥控灯对光环

境进行更细化的调整。

使用高显色指数甚至专属光色的灯具可以最大程度还原被照食品本色，

使之更加诱人。

礼宾区的光环境应该通透明亮，与室外较暗的环境相对比，形成欢迎的

氛围。

客房区需要温馨舒适的光环境，在进行照明设计时应严格把控灯具的功率和

安装点位。

商务区的光环境应该明亮通透。为了应对不同场景对光环境的需求，建议使

用智能灯具或者智能控制系统。

餐饮区应利用灯具的光源性能与安装点位来营造舒适的就餐环境。

眩光是影响光环境舒适度的主要因素之一，应选用防眩指数高的灯具。

客房需要用到多种类灯具满足不同生活情景下的照明需求，主照明的射灯，

氛围照明的灯带，功能照明的台灯、阅读灯、梯步灯等等。

商务区进行会议或者培训时，应保证场景可以提供足够的照度，便于与会人

员进行阅读、书写等需要一定照度的工作。

通过严格控制眩光来营造舒适的光环境。餐桌或者取餐区可以使用低位

照明的手法，既保证了被照区拥有充足的照度还避免了直接眩光的产生。

大堂空间通常有较高的层高，调试维护非常不便，应选用品质稳定的灯

具。

由于灯具种类繁多，应将不同工作状态下的灯具与情景模式绑定，为客人提

供傻瓜式的操作，用最简单的控制方式改变室内光环境。

商务区通常有较高的层高，调试维护非常不便，应选用品质稳定的灯具。

全日餐厅：整体空间照度相对均匀，明亮通透。

中餐厅：整体明亮，营造出欢聚一堂的氛围。

西餐厅：强调私密环境，餐位与环境的照度对比高。

酒廊：较为幽暗，利用酒杯的反光营造迷醉的氛围。

礼宾区 客房区 商务区餐饮区

酒店照明概述 HOTEL LIGHTING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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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灯

基础照明（下照）

使用大光束角灯具合理地布

局以提供基础照明，或使用

小角度灯具为需要突出的物

品提供重点照明。

擦墙照明（下照）

展现墙面材料肌理或者用拉

长的光斑光形来装饰墙面。

距墙0.1-0.3M。

立面照明灯具

给墙面提供均匀的照度，可

以掩盖墙面不平的瑕疵。

离墙距离：墙面高度1：3

天际系列/芳华6Q

MINI洗墙灯

专业洗墙光学，均匀洗亮

7-10M高的墙面。

距墙0.1M。

近距离洗墙灯（墙面）

给墙面提供均匀的照度，可

以掩盖墙面不平的瑕疵。

离墙距离：墙面高度1：5

100-300

满足弧形墙面的立面照明

需求。

距墙0.1-0.3M。

蛇形擦墙灯

100-300

专业洗墙光学，均匀洗亮

7-10M高的墙面。

距墙0.1M。

近距离洗墙灯（天花）

~~h

a

a:h=1:3

~~h

a

a:h=1:5

柜内

直接安装在酒柜或者展柜中，

提供重点照明突出展物。

层板灯

星点式安装，起到一定的装

饰作用同时可以为场景补光。

天花

100

100

梯步灯

梯步灯

提供指引性的照明或者氛围

照明。

距地面0.1-0.3M。

100-300

阅读灯

阅读灯

提供功能照明，安装位置应

伸手即达并要避免启动时刺

激人眼。

床头柜以上。

用小角度的出光效果擦亮墙

面，可以完美展现墙面纹理

与肌理。

距墙0.1-0.3M。

天际线形擦墙灯

100-300

重点照明（调节）

面对需要经常变动室内布局

的空间，可通过调整灯具偏

转角度来为指定位置提供重

点照明。

埋地灯

擦墙照明

重点照明

展现墙面材料肌理或者用拉

长的光斑光形来装饰墙面。

距墙0.1M。

100

为需要展示的艺术品提供重

点照明，依据被展物的形体

安装。

酒店照明概述 HOTEL LIGHTING OVERVIEW

重点照明（调节）

将灯具的照射方向指向墙面

形成光斑，可以起到装饰墙

面与间接照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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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带

楼梯/床下

墙面1

需要一定高度的遮挡避免

露出灯带部分。灯带需要

达到IP65的防护等级。

柜内1

从内部向外进行照明，适

用于小尺寸展物，大尺寸

展物会遮挡光线。

柜内2

在展柜中从上向下进行照

明，可以用于矮小的展物，

会被大尺寸展物遮挡光线。

柜内3

在展柜中偏外处向内照明，

展示效果最好，但是开槽比

较困难。可使用铝槽简化安装。

墙面2

墙面的光来自天花的反光，

勾勒天花边缘轮廓，常作为

氛围照明。

墙面3

需要一定的间接照明时建议

使用该方式，可以保证最多

的出光，达到最好的效果。

100 30

100

桌下/台下

提供辅助性的氛围照明，勾

勒物品轮廓或者为场景补光。

25

100 30

100

80

天花

天花装饰

在保证不会出现截光线的前

提下尽可能靠外，可以做到

最大限度的出光。

贴近墙面提供装饰性光形。

使用一定高度的遮挡物可以

美化光形并避免眩光。

软膜灯/灯箱

使用透光材质柔化出光呈现

出泛光照明的效果，也可以

在透光材质上面添加图案文

字当做灯箱。

线形照明

天花暗槽

合理的安装位置可以做到看

不见光源的同时，保证最大

限度的出光，安装方式参考

天花。

使用透光材质柔化出光呈现

出泛光照明的效果，搭配不

同的型材可以实现不同的照

明效果。

避免因边缘遮挡导致出现截

光线，如果仅需要轮廓，可

以靠安装槽最里面安装。

墙面4/床背景

提供较好的立面照明效果，安

装时要避免光源在视角内产生

直接眩光。

酒店照明概述 HOTEL LIGHTING OVERVIEW



大堂的室内装修设计应将建筑材料、空间主色调、

室内装饰融合在一起呈现出酒店品牌风格，加深客

户的品牌印象。

酒店大堂

41  CDN LIGHT 42  CDN LIGHT

空间特点

1. 装修样式不尽相同，不同品牌风格迥异

2. 层高较高，空间充沛

3. 功能复杂，不同区域划分清晰

区域划分

大堂 大堂吧休息区 服务台背景墙 电梯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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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堂

照度标准：150lx-200lx

色       温：2700K -3500K 

显色指数：Ra＞90

通透明亮的室内空间与室外空间形成过渡，营造出

欢迎的心理暗示，给客户产生宾至如归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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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筒灯

使用大角度的筒射灯提供均匀的照度

显得整个大堂通透、明亮

借助空间内装修材料的光反射能力来

点亮天花，起到挑高天花的视觉效果

地 面

天 花

近距离洗墙灯

地平线

型号：CXS5773Q

光束角：偏光洗墙

型号：CEQ21055

功率：3W

光束角：25°

芳华灯带

型号：YHL62120F-100

功率：14W/M

型号：CEJ61150

功率：40W

光束角：50°

使用立面照明灯具为墙面提供均匀的

照度，可以使空间显得更为明亮宽敞

当空间层高较高时，为地面艺术品提

供重点照明可以使用埋地灯

墙 面

艺 术 品

HOTEL&LIGHTING酒店&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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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筒灯

使用大角度的射灯为场景提供均匀的

照明，与大堂形成连续性

避免形成暗区为空间中部补光，选用

明装筒灯还具备一定的装饰效果

提供一定的照度便于识别书本名

使用灯带为天花增添照度，起到挑高

天花的视觉效果

地 面

沙 发

书 柜

天 花

芳华灯带

大堂吧休息区

客人在等待之余休息的地方，需要较为舒适的光环境

给客人营造放松舒适的氛围。

照度标准：150lx-200lx  

色       温：2700K -3500K 

显色指数：Ra＞90

型号：CEJ61075

功率：9W

光束角：50°

910系列明装筒灯

型号：CEX9101H-KS

功率：9W

光束角：36°

型号：YHL62120F-100

功率：10W/M

型号：CXS0810B

功率：8W/M

HP线形照明

HOTEL&LIGHTING酒店&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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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筒灯

使用洗墙灯为背景墙墙面提供均匀的照度

展现壁画内容

与洗墙灯相配合为背景墙补光

为台面提供符合工作标准的

照度，使用吊灯还可以起到

一定的装饰作用

使用大角度的射灯为场景提供均匀的照明

与大堂形成连续性

背 景 墙

背 景 墙

台 面

地 面

型号：YHL62120F-100

功率：8W/M

服务台背景墙

入门第一眼看到的地方，也是交易、咨询的场所，服务台台面需要达到相应的

照度标准，当基础照明所提供的照度不足时可以使用台灯或吊灯进行辅助照明。

照度标准：工作面照度：200lx-300lx

                 区域平均照度：150lx-200lx                                                                                 

色       温：2700K -3500K 

显色指数：Ra≥90

型号：CEJ61125

功率：30W

光束角：50°

型号：CEQ3125

功率：21W

光束角：洗墙

天际洗墙灯

芳华灯带

9118系列

型号：CEX9118C-D

功率：7W

光束角：24°

HOTEL&LIGHTING酒店&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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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筒灯

芳华筒灯

使用小角度灯具形成空间内明暗对比的

层次感

为轿厢与电梯厅之间的过渡区域提供指

引性的照明；为挂画提供重点照明

使用间接照明的手法，在为空间补光的

同时避免增加眩光

地 面

天 花

型号：YHL62120F-100

功率：12W/M

照度标准：100lx-150lx       

色       温：2700K -3500K 

显色指数：Ra＞90

电梯厅

电梯厅应迎合酒店的风格，客户在此停留等待之余可以细细品味酒店的主题与文化。

芳华灯带

型号：CEJ62075

功率：9W

光束角：36°

型号：CEJ62055

功率：7W

光束角：36°

HOTEL&LIGHTING酒店&照明

门 洞/挂 画



客房走廊是连接公共空间与私密空间的过渡区，客房过道的

装修风格应顺从酒店风格的主调，避免让客户产生空间失谐

的感觉。

客房走廊

51  CDN LIGHT 52  CDN LIGHT

常用照明手法

筒灯

射灯+梯步灯 射灯+灯带射灯+灯带

射灯 灯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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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筒灯

芳华筒灯

门 洞

天花处灯带需要较高功率为场景补光，

地脚处使用较低功率提供氛围照明即可

使用小角度的射灯为空间的光环境形成

明暗对比的层次感

氛 围

芳华灯带

型号：YHL62120F-100

功率：10W/M  4W/M

照度标准：50lx-100lx 

色       温：2700K-3000K 

显色指数：Ra＞90

地 面

起到指引照明的作用，引导客户进入客房

 客房过道

配合建筑材料合理地运用直接照明与间接照明的

特性营造出舒适的光环境。

型号：CEJ61075

功率：7W

光束角：36°

型号：CEJ62055

功率：7W

光束角：36°

HOTEL&LIGHTING酒店&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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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房是旅客入住的地方，在旅途奔波之后，酒店应提供一个

温馨舒适的入住环境，让客人得到身心上的放松。

客房

空间特点

1. 酒店文化风格输出的极佳场所

2. 空间光环境的舒适度受到灯具的防眩能力以及安装

    位置影响

3. 灯具种类多，通过群组控制灯具来实现不同的情景

    模式 客房 卫浴玄关

区域划分

56  CDN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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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筒灯

HP线形照明

橱 柜

为玄关处提供充足的照度使之与客房外

空间形成对比

芳华灯带

型号：YHL62120F-100

功率：12W/M

照度标准：100lx-150lx                          

色       温：2700K-3000K 

显色指数：Ra＞90

玄 关

借助型材最大化地利用光，避免眩光的

同时为柜内提供重点照明

 玄关

入门的第一个场景，需要较高的照度将室内空间与室外空间隔开。

型号：CXR0912B

功率：8W/M

型号：CEJ61075

功率：9W

光束角：24°

使用灯带为玄关处补光，将室内外空间

分隔开来

玄 关

HOTEL&LIGHTING酒店&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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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度标准：一般活动区：50lx-100lx

                床头：100lx-150lx                                                                                      

色       温：2700K-3000K 

显色指数：Ra＞90

 客房

提供舒适的居住环境，灯具种类多，功能明确。

芳华筒灯

守护者阅读灯

阅 读 灯

为床头与挂画提供照度，满足相应的照

度需求

氛 围

芳华灯带

床

提供功能照明，满足住客阅读的需求

型号：CEJ62075

功率：9W

光束角：24°

型号：YHL62120F-100

功率：10W/M

型号：CER6101

整灯功率：3W

光束角：24°

为场景补光；为窗帘提供照明利用褶皱

形成光影装饰效果

HOTEL&LIGHTING酒店&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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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度标准：区域平均照度：50lx-100lx

                 工作面照度：200lx-300lx                                                                                                                    

色       温：2700K-3000K 

显色指数：Ra＞90

 客房

提供舒适的居住环境，灯具种类多，功能明确。

芳华筒灯

精工系列梯步灯

夜 灯

书 桌

为起夜的人提供一定照度，较低的功率

避免因太亮而影响睡意

型号：CEJ61075

功率：9W

光束角：24°

型号：CEQ11025

整灯功率：1W

提供装饰照明，为空间光环境形成明暗

对比的层次感

氛 围

芳华灯带

型号：YHL62120F-100

功率：10W/M

HOTEL&LIGHTING酒店&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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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作面提供满足标准的照度，灯具需

要要做防眩处理，也可以使用台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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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度标准：100lx-150lx      

色       温：2700K-4000K 

显色指数：Ra＞90

 卫浴

功能与家居的卫浴空间一致，要保证空间明亮无暗区，

也需要注意建筑材料的光反射，避免产生间接眩光。

芳华筒灯

芳华筒灯

提供充足的照度即可

为淋浴间补光，灯带也需要具有防水的

能力

灯具表面需要满足IP44的防护等级避免

水雾进入

洗 漱 区

天 花

淋 浴 间

芳华灯带

HP线形照明

提供功能照明，便于识别物品

毛 巾 柜

型号：YHL62120F-100

功率：10W/M

型号：CXR0912B

功率：6W/M

型号：YHJ075C1S

功率：9W

光束角：24°

型号：YHJ075C1S

功率：9W

光束角：36°

HOTEL&LIGHTING酒店&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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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是饮食进餐的区域，不同类型的餐厅在装修风格以及光环境

的需求上也大不相同。餐厅内应根据不同功能分区调整照明手法。

餐厅

66  CDN LIGHT

空间特点

1. 空间功能区域多，不同分区功能相对更明确。

2. 对灯具的的显色指数要求较高。

3. 照明手法以及灯具安装点位的要求较严格。

中餐厅

区域划分

西餐厅

全日餐厅

酒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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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日餐厅

芳华筒灯

芳华筒灯

为布菲台提供重点照明引导客户在此

取餐

使用大角度灯具为整个场景提供均匀

的照度，营造明亮的光环境

布 菲 台

地 面/墙 面

照度标准：150lx-200 lx                                                                                                                

色       温：2700K-3500K 

显色指数：Ra＞90

芳华灯带

天花处灯带通过间接照明为场景补光；

柜内灯带提供指引性照明

天 花/柜 内

全日餐厅的整体空间照度更为均匀，给人明亮宽敞的感觉。

型号：YHL62120F-100

功率：12W/M  6W/M

型号：CEJ62075R-2

功率：12W

光束角：36°

型号：CEJ62055

功率：7W

光束角：24°

HOTEL&LIGHTING酒店&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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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筒灯

芳华筒灯

使用小功率大角度灯具密集布置为空间

中间部分补光，装饰的同时协同营造明

亮的室内光环境

提供重点照明，便于识别物品

使用大角度灯具为空间地面和墙面提供

均匀的照度，营造明亮的效果

桌 面

酒 柜

地 面/墙 面

照度标准：150lx-200lx

色       温：2700K -3000K 

显色指数：Ra＞90

中餐厅

中餐厅需要明亮大气的光环境，使用装饰吊灯补充侧光，消除脸部阴影，

使用射灯照射餐桌的桌面，提高餐桌部分的照度，与周围形成一定照度比。

型号：CEJ62075

功率：9W

光束角：36°

型号：CEJ62055

功率：5W

光束角：36°

型号：YHL62120F-100

功率：10W/M   6W/M

芳华灯带

型号：CEJ1030S

功率：3W

光束角：36°

承板灯-隐士

不同的区域应使用恰当功率的灯带酒柜

处的灯带出光应更柔和一些

天 花/酒 柜

HOTEL&LIGHTING酒店&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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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筒灯

芳华筒灯

在不用借助硬件设施的情况下使用小角

度灯具起到以光划分区域的效果

为挂画等墙面装饰物提供重点照明

营造氛围，附带一定的场景补光效果

桌 面

挂 画

天 花

芳华灯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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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度标准：100lx-150lx     

色       温：2700K -3000K 

显色指数：Ra＞90

西餐厅

西餐厅强调隐私感，较高的明暗对比度，将客人的注意力

限制在单个餐桌上，通过光将桌与桌之间划分开。

型号：YHL62120F-100

功率：8W/M

型号：CEJ62075

功率：7W

光束角：24°

型号：CEJ62075

功率：5W

光束角：36°

HOTEL&LIGHTING酒店&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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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筒灯

功能性照明，选用合适的型材达到最理

想的出光效果同时降低开槽难度

使用小角度灯具形成明暗对比的层次感

酒 架

地 面

 酒廊

减少灯具的数量，降低灯具的功率，利用酒杯的光反射营造迷醉的氛围。

型号：CEJ62055

功率：7W

光束角：24°

型号：CXS0810B

功率：4W/M

HP线形照明

提供氛围照明同时可以起到装饰效果

地 脚

型号：CXGB1010U

功率：9W/M

X系列柔性灯带

芳华灯带

提供氛围照明，选用较低功率的灯带使

得区域光线更柔和给人温馨的感觉

桌 下

型号：YHL62120F-100

功率：4W/M

HOTEL&LIGHTING酒店&照明

照度标准：50lx-100 lx                                                                                                                

色       温：2700K-3500K 

显色指数：Ra＞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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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内为商务活动所提供的场所，较大空间的宴会厅可以满足

婚庆、培训、大型会议等场景的场地需求；较小空间的会议室

可以满足小型团体的会议需求。

商务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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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特点

1. 为满足场景需求可灵活变动摆场风格

2. 场地宽广高阔，便于满足各种类型场景的场地需求

3. 使用灯具种类繁多，建议使用智能系统

区域划分

宴会厅 会议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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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筒灯

芳华筒灯

芳华筒灯

为舞台部分提供明亮的照度，与周围环

境形成对比以吸引厅内人目光

在入口处提供照明，起到指引的作用

使用大角度灯具为整个场景提供均匀的

照度，营造明亮的光环境

舞 台

门 洞

地 面

照度标准：250lx-300lx 

色       温：3000K-4000K 

显色指数：Ra＞90

芳华灯带

起到照亮天花点缀墙面的作用，营造空

间内灯光的层次感

天 花/墙 面

 多功能厅

宽阔的空间可以满足婚庆、培训、大型会议等场景的场地需求，

为了实现不同灯光场景会应用智能系统以及遥控灯。

型号：CEJ61125

功率：35W

光束角：50°

型号：CEJ61125

功率：24W

光束角：24°

型号：CEJ62075

功率：9W

光束角：36°

型号：YHL62120F-100

功率：12W/M

HOTEL&LIGHTING酒店&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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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功能厅室内布局  遥控灯的应用

 分路控制的应用  分路控制的应用

多功能厅内将空间划分为舞台区和普通区域，面对不同的场景时，两个空间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通常情况下，进行多功能厅的灯具电路

布置时，会将灯具进行分回路控制。以简单的控制方式改变场景的光环境。

多功能厅为了适应更多的场景，在面对较高的层高时，会用到遥控灯来进行场景的灯光远程调控，减少高空调试灯具的情况。

舞台区

舞台区的照度会比普通区域要高，借以形成照度对比，

为了满足特殊的场景需求还会用到追光灯激光灯等特

殊功能型灯具。

普通区

普通区的照度需要满足相关的室内照度标准，以便在

培训或者会议等场景进行书写等桌面工作。

面对高层高空间时，为了适应更多的场景需求同时降

低调试的难度，除了常见的嵌入式射灯以外还可以使

用遥控灯调整灯光。

晚宴/晚会/培训

在舞台区提供较高的照度与普通区域形成照度

对比，普通区域则提供基础的照度以满足识别

菜品或者书写等需求。

产品发布会

仅为舞台区提供较高的照度，与黑暗的周围形

成强烈对比。将参与者的视觉焦点全部集中在

舞台区。

宴会

使用遥控灯调整至合适的照射角度为每一桌提供

明亮的照度，席位数的增多与减少只需要改变遥

控灯的工作数量即可。

T台表演秀

调整遥控灯的灯光角度，将所有的灯光汇集在

T台处，与周围的观众席形成鲜明的明暗对比，

将观众的视线聚焦于T台上。

大型会议

仅在普通区域提供照度，关闭舞台区的灯光，

避免参会者在会议时因其他地方的高照度对

比分散注意力。

婚庆

婚庆的每一个进程对灯具的需求都不尽相同，

需要灯具照明的地方通常仅有舞台处以及各

个餐桌，顺应舞台大小以及席位的数量来调

整遥控灯的工作数量与照射角度。

芳华·遥控灯 芳华·遥控灯

安装方式：导轨式

型号：CEL9307-01

功率：35W

光束角：12°/24°/36°

色温：2700K-5000K

调节范围：水平0-355°，垂直0-90°

颜色：砂黑/砂白

安装方式：嵌入式

型号：CED9307C

功率：35W

光束角：12°

色温：2700K/3000K/3500K/4000K

调节范围：水平0-350°，垂直0-20°

颜色：砂白

HOTEL&LIGHTING酒店&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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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筒灯

给天花提供照度，形成“天明地亮”的效果

让整个场景看起来通透明亮

使用多个大角度灯具为整个场景提供均匀

的照度，营造明亮的光环境

天 花

地 面

为背景墙提供擦墙的效果，展示墙面表面

材质肌理

墙 面

型号：CXR3030S-12

功率：28W

光束角：30°

天际25擦墙灯

芳华灯带

 会议厅

会议室是一个集会议、讨论、汇报等功能于一体的空间。通常室内空间装

修相对简约素雅，为集中与会人员的注意力，建议使用较高色温的灯具。

照度标准：工作面照度：200lx-300lx

                 区域平均照度建议：100lx-150lx

色       温：3500K-4000K 

显色指数：Ra＞90

型号：CEJ62055

功率：7W

光束角：36°

型号：YHL62120F-100

功率：10W/M

HOTEL&LIGHTING酒店&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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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空间需要将客人的心理感受放在首位，

应该合理地使用间接照明减少眩光，依据空

间需求调整灯具的参数与照明手法。

康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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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特点

1. SPA区域要营造出私密舒适的空间环境

2. 健身房需要借助灯光营造相对明亮开阔的环境

3. 游泳池需要注意眩光的控制

区域划分

SPA 健身房 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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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筒灯

芳华筒灯

床 面

用于氛围照明，同时可以为场景起到一定

的补光作用

为床面提供较为明亮的照明

背 景 墙

芳华灯带

型号：CEJ62055

功率：7W

光束角：24°

型号：CEJ62055

功率：5W

光束角：24°

型号：YHL62120F-100

功率：6W/M

SPA区域

休闲放松的场所，整个场景相对幽暗，追求空间的温馨舒适性与一定的私密感。

要求灯具有较好的防眩效果。通常仅在人的活动范围内提供照明。

照度标准：工作面照度:50lx-100lx

                 区域平均照度：10lx-50lx                                                                                                                

色       温：2700K -3000K 

显色指数：Ra＞90

台 面

为台面和床面的枕头部位提供重点照明

HOTEL&LIGHTING酒店&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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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筒灯

M系列硬灯条

墙 面

使用天花软膜为整个场景提供均匀的照度

为运动器械区域提供重点照明

地 面

芳华灯带

型号：YHL62120F-100

功率：10W/M

照度标准：250lx-300lx 

色       温：4000K 

显色指数：Ra＞90

运 动 器 械

 健身房

健身房是以休闲康体为主的运动空间，空间光环境需要均匀明亮，

保持充足的照度，避免因照度不足导致客人在使用器材时磕碰。

型号：CEGA2835M-095

功率：12W

起到装饰照明的效果，使得室内光环境不

至于太呆板

型号：CEJ62075

功率：9W

光束角：24°

HOTEL&LIGHTING酒店&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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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筒灯

芳华筒灯

天 花

利用白色墙面的光反射能力提供间接照明

为场景补光，起到挑高天花的视觉效果

使用小角度灯具通过擦墙照明的手法提供

间接照明，起到装饰和减少眩光的作用

天 花

芳华灯带

照度标准：150lx-200lx 

色       温：3000K-4000K 

显色指数：Ra＞90

地 面

为空间提供基础的照度

 游泳池

游泳池的水池处应多采用间接照明，以避免泳池水面眩光的产生。由于游泳池室内大多数装

修材料的反射系数较高，应合理布置灯具借助装修材料的光反射来使空间达到照度要求，同

时要避免灯具安装位置不当所造成的眩光。

型号：CEJ61075

功率：12W

光束角：24°

型号：YHL62120F-100

功率：12W/M

型号：CEJ61075

功率：12W

光束角：12°

HOTEL&LIGHTING酒店&照明



智能酒店解决方案
INTELLIGENT HOTEL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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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酒店解决方案 INTELLIGENT HOTEL SOLUTION

提升客户满意度

Proposal value proposition

通过便捷、舒适的入住体验，高效的服务

响应，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

提高运营效率

Improve operational efÞciency

远程客房管理，电气故障提示等系统功能，

充分提高酒店管理方的提高运营效率。

绿色可持续性发展

Gree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减少不合理的能源消耗，提升能源利用

效率，创建绿色建筑。

01

02

03

方案价值主张
PROPOSAL VALUE PROPOSITION

酒店客房
RCU 系统控制

插卡取电/开关/温控等控制面板

电子门牌 红外感应器

窗帘 调光

场景 空调

楼层交换机

RCU 客房控制器

酒店公区
KNX 系统控制

核心交换机

物业后台电脑 PMS服务器 RCU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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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晴天模式

白天阴天模式

全亮模式

晚间模式

午夜模式

酒店公区控制

西顿智能KNX系统

HOTEL PUBLIC AREA CONTROL

CDN SMART KNX SYSTEM

酒店的公共区域通常指公众共有、共享的区域和场所，

包括了一层大堂、电梯、走廊、全日餐厅、特色餐厅、

宴会厅、游泳池、健身房、SPA、多功能厅等多样空间。

对于酒店公区，西顿智能将采用KNX系统进行智控。

西顿智能KNX系统，是以KNX协议为核心构建的智能控制系统，具有兼容开放、高效稳定、品质严格、

安全可靠等多种系统优势。

通过KNX系统，可对酒店公共区域内的灯光、窗帘、影音、暖通、计量等设备进行智能控制与集中管理。

01 02 03

智能控制理念

分区域控制

可根据不同功能区域，设置场景

绑定设备，进行整区的集中控制

节能美观 可靠耐用

优化酒店能源使用方式，减少能

源消耗，并延长灯具寿命

成熟的技术与产品应用

保障系统的长久稳定服务

智能酒店解决方案
INTELLIGENT HOTEL SOLUTION

智慧场景
SMART SCENE

每日7：00定时开启（时间可自定义）

大厅内灯光、空调、音乐、大屏等设备全部开启

照度传感器检测户外照度300lux，关闭落地窗处灯光，调整室内灯光亮度至50%

每日7：00定时开启大厅内灯光、空调、音乐、大屏等设备

照度传感器检测户外照度80lux，调整灯光亮度至80%

接待重要来宾，举行重大活动时，一键点击智能面板开启

大厅内灯光全部开启，亮度100%

晚上6：00定时开启

灯光亮度调节至80%

晚上11:30定时开启

服务台及门厅处的辅助照明亮度降低至30%，其余灯光关闭

方便酒店24h夜间值班，清扫及应对突发情况

智能酒店解决方案 INTELLIGENT HOTEL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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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客房控制

西顿智能酒店客控系统

HOTEL ROOM CONTROL

CDN SMART HOTEL RCU SYSTEM

根据客人的不同需求和用途，客房的种类大致可为标准客房、

商务客房、套房、总统套房、顶层等几种类型。

客房智控，西顿智能将采用RCU系统展开智控与管理。

酒店客房控制系统（简称客控/RCU），是利用物联网等技术，对酒店客房的RCU（客房控制器）构成的专用网络，

对客房内的灯光、窗帘、暖通、门铃、面板等进行智能化管理与控制。

在酒店管理系统界面上，可动态显示所有客房状态，并对应状态变化显示不同的图标，并配合闪烁及声音提示。

01 02 03

智能控制理念

智慧场景

欢迎、会客、睡眠、阅读、沐浴等

场景按照客房类型自行设定

可兼容第三方系统产品，提供智能

机器人、自助入住等智能服务

可对上百套客房进行集中管理

节省照明、HAVC等产生的能耗

智能服务 可靠耐用

智能酒店解决方案
INTELLIGENT HOTEL SOLUTION

智慧客房
SMART ROOM

插卡取电识别

服务员进入客房

待租

插卡取电识别

客人进入客房

客人

紧急呼叫

房间被预定

等待入住

网络通信故障

无法服务

请勿打扰

不需要客房服务

客房门磁开关感应到

开门时间超长报警

客人请求

客房清理

房间有故障

需要维修

智能酒店解决方案 INTELLIGENT HOTEL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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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酒店解决方案
INTELLIGENT HOTEL SOLUTION

智慧匹配 精准调光

多样智控

SMART MATCHING

智控设备
INTELLIGENT CONTROL EQUIPMENT

PRECISE DIMMING

DIVERSIFIED INTELLIGENT CONTROL

可智慧接入巴赫、芳华等高端酒店灯光产品，从眩光、

色温、显色性上等方面保障酒店所需的高级照明品质。

采用PWM调光方式，调光深度达到0.1%，PF≥0.9，调光过程中光线变化

平和柔缓，无抖动无频闪，视觉效果更出色。

告别单一的灯光开闭控制，通过调节亮度百分比、色温、

RGB、单灯控制、群组控制、定时控制、延时控制等多

种因素实现丰富、多样的智慧照明场景。

系统智控
SYSTEM INTELLIGENT CONTROL

SYSTEM INTELLIGENT CONTROL

照明控制
LIGHTING 

CONTROL

场景联动
SCENE 

LINKAGE

自动化控制
AUTOMATIC 

CONTROL

控制方式
CONTROL

MODE

亮度调节 色温调节

人体感应光照感应 延时设置

RGB/RGBW 群组控制

定时设置

单灯控制

远程控制集中控制 本地控制

温度感应

语音控制

红外感应 门磁感应

……

……

……

……

APP控制

电动窗帘 空调地暖 影音智控 安防监控 智能门锁智能插座

智能酒店解决方案 INTELLIGENT HOTEL SOLUTION



为杰作设计杰作

LIGHT 
DESIGNED 
BY DESIGNED 
LIGHT. 

酒店项目案例
 HOTEL PROJECT CASE

西顿照明，为杰作设计杰作。在酒店的灯光设计中，利用

光源的色、角度、光色结合西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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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N light designedby designed light. The lighting 

designs for the hotels, combines the color 

temperature, angle of light and color of the light 

sources with the professional hotel lighting Þxtures of 

CDN perfectly present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creativity, style of the hotel space and fully manifest the 

history, culture, taste of the hotel, impress the guests 

with visual charm of the light and shadow and create a 

safe, comfortable, and cozy environment. 



101  CDN LIGHT

酒店项目案例 HOTEL PROJECT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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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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顿契合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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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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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项目案例 HOTEL PROJECT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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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项目案例 HOTEL PROJECT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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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项目案例 HOTEL PROJECT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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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项目案例 HOTEL PROJECT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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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项目案例 HOTEL PROJECT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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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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CDN LIGHT

酒店项目案例 HOTEL PROJECT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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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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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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项目案例 HOTEL PROJECT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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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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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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项目案例 HOTEL PROJECT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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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型 门厅雨棚 大堂 休息区 卫生间 电梯厅 餐厅 宴会厅 客房走廊 游泳池 健身房 客房 客房卫浴 应用空间 产品系列SAP

基础照明 重点照明 重点照明 擦墙照明

基础照明(门厅) 基础照明(楼道) 基础照明(走廊)

洗墙照明 擦墙照明(平面) 擦墙照明(弧面) 擦墙照明(天花)

重点照明(展柜) 重点照明(酒柜) 重点照明(门洞) 氛围照明(餐厅)

指示照明(楼梯) 功能照明(夜灯)指示照明(走廊)

多功能厅(宴会) 多功能厅(T台) 多功能厅(婚宴)

功能照明(床头)

功能照明(柜内) 间接照明(天花) 间接照明(墙面) 直接照明(软膜)
XS系列锋芒芳华灯带 高压灯带

芳华

H系列

5系列

S-K系列

玲珑

S系列

如意

芳华防水筒灯

1030

近距离洗墙灯

锋彩

导轨式

守护者磁吸

隐士

天际洗墙灯

精工

地平线

嵌入式

守护者

灵巧

蛇形洗墙灯

精铸

满天星

天际擦墙灯

守护者磁吸

LAMP APPLICATION SCENARIOS灯具应用场景

擦墙照明 重点照明

射灯

层板灯

洗墙灯

灯带

遥控灯

梯步灯

阅读灯

筒灯

埋地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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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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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