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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ispiele Systemlösungen
+ LED-Betriebsgeräte
+ LED-Module
+ luxCONTROL-Lichtsteuerungen

欲了解更多信息和订货详情，

请访问www.tridonic.cn

04/14  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错漏除外。

光，探索与感知，创新无止境——这就是锐高的核心理念。50多年来，锐高始终致力于塑造光的未

来。今天，锐高遍及全球的2000名专业人员正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开发前沿技术，引领创新的照明

系统；他们满怀热情，与您并肩合作。为了您的光辉，我们全力以赴。

锐高照明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天山西路799号3号楼
电话：021 5240 0599 | 传真：021 5240 0230
网站：www.tridonic.cn | 电子邮箱：china@tridonic.com 

创新之光，因您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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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取之光
自创立之初至今，锐高始终拥有前沿技术为您控制和运作照明

系统。

锐高为了追求完美的灯光已经奋斗了50多年，我们致力于采用不断创新的元器件来实现更佳的照明效

果，以不断提高照明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我们在照明元器件、照明控制系统和LED模组方面的专

利技术将有助于您实施照明解决方案，以达到无可匹敌的功能性和经济效益。

2012年：OLED被列入产品组合；专注于LED通用照明领域

2003年：将照明控制系统集成到IT网络

2002年：推出DALI产品系列

2001年：开始生产采用COB技术的 t LED 模组

1996年：批量生产首款含有专利ASIC技术的电子镇流器

1991年：推出数字调光镇流器

1978年：向市场推出首款电子镇流器

1956年：开始研发紧凑型电感镇流器

2007年：推出TALEXX光引擎，完整的LED系统解决方案
2008年：推出全新的处理器技术(x!tec)

2009年：与Philips就镇流器和LED产品签订了知识产权互换协议

2011年：推出适用于通用照明领域的LED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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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速迈向未来h

锐高的历史...
故事要追溯到50多年前的奥德堡公司(Elektrogeräte- und Kunstharzpress-
werk W. Zumtobel KG)：正如成立之初一样，我们始终在广泛调研和丰富

创意的基础上，通过推陈出新的思维和前沿的创新能力影响整个照明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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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之光
有时候，数字胜于雄辩。这些数字将使您更深刻的理解锐高，为了您

的光辉，我们全力以赴。

f

为了提高业务部门员工的技能，每年我

们投入超过1000天的学时用于培训。

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
已验证锐高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欲了解各种认证证书的相关信息，如

EPD、ISO、ENEC，请访问 www.tridonic.cn

锐高在全球范围内设有30个办事处，

并在73个国家拥有合作伙伴，无论您

身在何方，我们都能为您提供尽善尽

美的服务。

大量专利和发明成果记录并证明锐高

拥有非凡的创新能力。

世界各地约2000名员工利用他们的专

业知识和创造力确保为您提供最完美

的灯光。

我们非常重视三个既定标准：卓越的

产品质量、数十年的专业技术以及全

面灵活的客户支持。 1,000

2,500

73

2,000

3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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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规划师和照明设计师

如果您是照明规划师或设计师，您可以确信无疑的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在预算之

内完成您的项目，同时您依然可以在每一个项目中充分享受技术自由。

安装照明系统的制造商

如果您是一家需要配套安装照明设备、标识LOGO或其他照明产品的制造商，您

可以确信我们的模组经久耐用、体积紧凑且通用性强。凭借丰富的灯光和照明经

验，我们总能找到最佳解决方案来满足您的需求。

项目工程商

如果您是项目工程商，您可以确信，锐高的各类产品和卓越服务能够帮助您满足

任何项目工程所需，同时兼顾效率和环保。

灯具制造商

如果您是灯具制造商，您可以确信我们能够帮助您创造出各种款式和类型的灯

具。从常规产品到客户化定制产品——兼具功能性、可靠性和经济性。

个性之光
无论您追求何种光效，

我们都能让它如您所愿。

“我希望光就像我一样：引领时代潮流。”  
德国柏林建筑师Stephanie S.

h

“我想让光在每个遇见他的人心中都留下

深刻的印象。”
瑞典斯德哥尔摩照明设计师Annika F.

h

“我很清楚的知道什么是完美的光。我只

是需要有人理解我。”
法国马赛产品经理Pierre T.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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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工程

即使在恶劣的环境条件或灯具难以触及的情况下，我们的元器件都能确保其高品

质和可靠性。

酒店、娱乐和健身场所

宾至如归是此类应用的重点。我们帮助您营造愉悦的照明场景，突出设计的不凡

并创造夺目的亮点。

指示和安全

最大的安全要求可靠的光线。当涉及到安全性时，您可以完全信赖我们的经验和

产品质量。

通行区、道路照明和停车场

锐高能在满足预算条件下为您提供最佳道路照明解决方案。如果您需要对现有装

置和系统进行优化，我们将随时为您效劳。

艺术和文化场馆

如果您正在寻找适用于展示空间的理想照明，要求不含红外或紫外辐射的柔和灯

光或者营造神秘氛围的灯光，我们将是您的最佳选择。

展示和零售

无论您从事食品、服装还是珠宝首饰行业——我们均可帮助您在最完美的灯光下

展示您的产品。精确的显色和色温有助于您的产品展示出最佳的效果！

办公室和学校

我们为您提供高效节能照明，既适用于特定场景的应用，又满足今后场景变化的

需要。

医院、运动和休闲场馆

我们的元器件可以为您的医院、运动场馆和大型体育场提供不同场景和高安全性

的照明。

终端照明解决方案
“锐高”——代表了实力与创新。我们可为您创造最

佳室内和室外灯光。

锐高拥有...
丰富的经验去控制和管理照明。这意味着：除了照明应

用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之外，我们还在公司内部配备

了许多必要的测试仪器和生产设备，以确保我们的卓越

品质。

h

动态灯具

使用最先进的OLED技术，

开启专业照明新篇章

国家体育场，波兰

引领潮流，富于创新：华沙国家体育场

斯德哥尔摩陈列室，瑞典

独特的发光效率、显色性和色容差

里程碑 | 聚焦 | 客户解决方案 | 应用领域 | 产品 | 服务 | 联系我们 |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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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之光
我们致力于不断开发创新照明解决方案以满足未来照明发展的需

求。锐高的元器件产品让您时刻保持领先。

LED驱动器、LED / OLED 模组

研发能力...
不断创新的产品组合：照明控制系统、镇流器、变压器、触发器和LED模组。只

为实现我们所追求的完美灯光。

荧光灯电子镇流器 应急照明控制系统

luxCONTROL照明控制系统 低压卤素灯变压器 高强度气体放电灯电子镇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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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细节，让一切尽在掌握

完美的照明解决方案必须依赖可靠的元器件，每个元器件必须
符合精准苛刻的质量标准。从LED模组和LED驱动器到应急照明
和照明控制系统，锐高为您提供全面而多元化的产品系列，包
括完整的解决方案打包服务，即每个独立的产品都可以根据您
的要求进行组合，以满足各类应用需求。我们以客户为本，注
重于每一个细节，让整个照明系统都尽在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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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耀四方
四大优势引领全球30个办事处

“万丈高楼平地起，”
白炽灯发明人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说道。

锐高愿成为您事业“高楼”的牢固基石，积极协

助您提供各类解决方案。

可靠的现场服务：遍及全球

作为一家国际知名企业，锐高在全球范围内设有30个办事处，并在73个国家拥

有合作伙伴。因此，我们能够快速到达您所在地，为您更快速地提供建议。

专业的合作伙伴：多年行业积累

我们高度重视培养资深团队，为您提供专业的照明建议。凭借多年的照明行业经

验累积，我们的团队精通各类照明应用。

卓越的客户服务：可靠协作

协调业主、工程商、建筑设计师和终端用户的需求——我们面对挑战得心应手。

作为一个专注于解决方案的专业合作伙伴，我们将全程协助您：从招标、调试到

维护，提供贯穿整个项目的专业服务。

锐高学院

通过定期举办的研讨会和培训班，遍及全球的客户和员工能够充分了解锐高现有

的产品组合以及与锐高开展互利合作的机会。专业的培训团队在各地提供最新的

研发信息，同时确保全球信息的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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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销售网络
我们的销售网络遍及全球——让我们与您更靠近。

欲知详情
欲了解更多信息、产品规格书和目录、联系人和

订货详情，请访问www.tridoni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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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之光
Ecolution—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节能环保的照明解决方案

技术创新实现能源节约

锐高创新的节能元器件和照明管理系统帮助客户节约资源—既有助于您的企业取得成功，又有益

于环境保护。我们为您提供具备可升级性和兼容性的元器件解决方案，组成最先进照明系统的基

础，帮助您在节约能源的同时显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也不影响操作便利和照明品质。

卓越的客户服务和专业技能

一个好的建议需要专业的产品知识和丰富的行业经验。我们定期为员工提供各种级别的专业培

训，尤其在推出新产品新技术以及产品开发周期较短的情况下。在大量工具的支持下，我们能为

您提供诸如设计或者视觉方面的建议，以及其他方面的建议和灵感。这使我们能够找到最佳解决

方案，以满足您在高效和环保方面的双重需求。

品质和安全的完美保证

锐高品牌代表了始终如一的品质、无可挑剔的产品和完美无瑕的工艺。对我们而言，遵循相关法

律和法规是企业应尽的义务。为了回答您有关环保参数的问题，我们已公布经过认证的环保产品

声明。

锐高始终追求可持续发展理念，我们的员工都坚定不移的把确保环境保护的可持续性和生产节能型产品作为己任。在这个

理念的指引下，锐高在可持续发展以及能源节约方面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

__ 锐高的技术创新帮助我们的客户节约能源和资源

__ 在品质和安全方面执行最高标准，从而确保客户始终信赖锐高

__ 卓越的客户服务和高超的专业技能确保完美的系统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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