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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i’s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

环保使命感，以及在高效

能的照明设施上的需求，

让全球LED元器件制造商

锐高照明Tridonic(以下简

称锐高)有契机与Levi’s深
度合作 ,在中国区的零售

店铺里采用高效节能的解

决方案，同时又完全符合

Levi’s品牌要求和店铺设

计标准。锐高提供的高效

COB光源和LED电源的整

体解决方案满足照明需求

和“节能环保”的诉求。

拥有150年悠久历史的LEVI STRAUSS & CO.(利惠公司)，于1853年创立。公司设计、生产

并销售男装、女装和童装，包括牛仔裤、休闲服饰、上班服装及相关配饰。在经过一个半

世纪的发展，LEVI STRAUSS & CO.已成为全球最知名的服装品牌公司，在牛仔裤和休闲服

饰市场中所向披靡，无出其右。Levi’s主要理念洒脱、从不矫揉造作、不随波逐流、自信自

我、具有表达最真一面的精神。Levi’s作为牛仔裤的“鼻祖”，象征着美国野性、刚毅、叛

逆、美国开拓者的精神和美国梦。

作为一家时尚品牌，Levi’s积极投入环境保护项目，一直以来，Levi’s都在不断改进设计方

法使生产过程更利于可持续性发展。如，Levi’s Water‹Less™牛仔系列在节约用水方面下足

了功夫，并努力地寻求各种低碳环保的方式，转变以往能源密集型模式，改用以铁路和集

装箱航运的方式，从而减少产品运输时产生的碳排放量。通过使用高效能的照明设施与空

调设备，减少在商店与配送中心的能源使用。

辅以专业的照明设计，为Levi’s尊贵的客户提供非常舒适的高品质光环境，同时高可靠性和

优良性能的LED光源和LED电源确保了高效节能，并保证了系统5年的使用寿命。而COB LED

光源Tinge系列的特殊光色，则让客户享有传统光色要求而又保证长寿命和节能的表现。

传奇与传奇携手，引领时尚潮流
锐高照明为Levi’s店铺添光加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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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 40W 900mA fixC SC ADVSLE G4 17mm 3000lm Tinge R SNC

锐高COB LED光源Tinge系列

Tinge系列COB是锐高的拳头产品，为服饰照明而生。Tinge系列

分为17mm和23mm直径发光面，光通量有2000lm、3000lm和

5000lm，光学效率达到100lm/W。显色指数高达92，能极好地还

原服饰的原本颜色。而Tinge系列最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光色，非

常接近于传统金卤灯光源的色泽，让照明设计师眼睛为之一亮，

如获至宝。正是这种光色表现，及Levi’s对颜色的极度挑剔，促

进了Tinge系列LED光源在Levi’s店铺大放异彩。

锐高LC 40W 900mA fixC SC ADV电源

1、紧凑型外观设计

锐高该款LED电源尺寸仅为97mmx43mmx30mm，在轨道灯的

外观设计上给了结构设计师极大的设计自由度，满足了Levi’s对

于灯具的纤细外形的工业设计要求。

2、转换效率高

锐高该款LED电源的交流转直流的效率约为90%，确保了系统

的高效能表现。

3、多重保护

锐高利用自身在电子镇流器上的丰富经验，在该产品上提供短

路、过载、过压和空载保护，确保电源经久耐用。

4、人性化

此ADV电源无频闪，以保证高质量的照明光质量，不会给用户

带来丝毫不适感。

5、长寿命

产品寿命长达50,000小时，配以Tinge系列光源，系统质保5年。

锐高商业照明解决方案

创建于1956年的锐高照明，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合适而高效的

照明产品，而商业照明则是锐高照明全力耕耘的重点市场。无

论是在商业照明客户的需求理解，还是锐高产品的研发和应用

上，我们都时刻关注客户所需，同时挖掘潜在需求，力争完美

地为客户的商业空间提供最优质最合适的光氛围，促使更多顾

客流连忘返，从而释放顾客的购买力，实现商业照明的营收。

锐高的LED光源类产品，针对客户的不同店铺设计、服饰特

色，提供不同显色指数(CRI 82, 92, 98)的选择，除了拥有常见的

3000K/4000K/5000K色温的白光，同时还具有金卤灯光色和正白

色时尚专属色两种秘密武器，让LED闪耀全场，熠熠生辉。而锐

高LED电源则拥有不同外观设计外，还有DALI调光电源及控制系

统，真正实现店铺的智能化管理，节能表现尤为杰出。

当服饰传奇Levi’s和照明传奇Tridonic携手，必将引导商业照明

趋势，引领时尚潮流。

为了您的辉煌，我们全力以赴。

业主

Levi’s

照明设计

上海百 实业有限公司

工程公司

上海百 实业有限公司

灯具品牌

上海百 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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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照明手段的日益丰富赋予了光在现代商业零售店铺更多的功能和

角色：除了通过光的陈列展示增加营业额外，还需要用光的语言诠释品牌独特的形象和内

涵，从而实现品牌的宣传与营销。美国经典的休闲品牌GANT在中国的零售店铺，应用锐

高的LED系列产品，将光的营销与展示体现的淋漓尽致，成为实践照明在现代商业零售店

铺中应用的成功案例。

品牌的故事

GANT品牌1941年创立于美国，代表着经典的美国生活方式，名字源于其旗下三大品牌之

一的NEWHEAVEN(新天堂)，新天堂是纽约的一个地名，也是GANT最初的起源地。经过多

年的发展，GANT品牌特点也随着美国生活方式的改变，逐渐明确完善，1949年GANT第一

家专卖店在纽约开业，这预示着GANT品牌正式诞生，此后其所代表的成熟积极健康的服

装文化从美国逐渐走向了世界。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虽然一再易主，但是GANT独特的、积极健康的形象始终没有改变，将美

国东海岸的休闲与欧洲经典风格的融合，倡导一种都市精英人士健康的生活方式。现代感的产

品设计，积极向上的态度，特别是其打造的贵族学院风服饰，深深受到了国内建筑师、律师、

会计等有教养及品味的学院高级白领和金领的喜爱。目前GANT品牌已经成为拥有男装、女

光的展示与营销
GANT由美国起步，后嫁

接欧洲，理念倡导的是一

种都市精英人士健康的生

活方式，其在中国的店铺

零售店，采用锐高LED系列

产品，营造高质量的照明

空间，带给消费者最直观

的购物体验，通过一个个

风格变化的店铺设计，讲述

的是品牌不变的宗旨-积极

健康的形象！

GANT零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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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男孩装、女孩装、童装、家饰、鞋、手表、香水、眼镜等系列产品的高档时尚品牌。

对于中国市场，从2005年初入中国，打响了头炮，之后在中国的门店不断增加，并针对中

国市场做出区域性调整，如在中国的女装比例达50%，这与在国外女装只占其整体销售额

的30%相比，形成明显差异性。GANT中国区依据GANT总部最新的全球店铺形象指导，同

时针对中国市场和商品需求开发了全新的店铺形象道具，增加了男女装衬衫墙和女装展示

柜，提升了品牌形象。

光的展示

针对GANT品牌店铺的定位与特点，明确的照明规划配合应用锐高的LED系列产品营造适宜的照

明氛围，用生动的方式体现其品牌特点。锐高TALEXX系列产品(LCI 42W 900mA TEC C ，LCI 

35W 700mA TEC C，SLE G4 17mm 2000lm 830 R SNC，SLE G4 17mm 3000lm 830 R 

SNC等)，应用于LED导轨射灯和LED嵌入式筒灯中，完成了光在商业店铺中的展示，实现

了如下的照明效果：

    

适宜的照度

在零售店铺，功能性照明十分关键，从入口到室内需要营造的一个连续、自然的照明环

境，为客户引导一个清晰的购物路线，起到指引性的作用。此外，在重点区域，如商品陈

列区，需要足够的照度，最大程度呈现商品的最佳状态。而对于周边环境，光线需要适度

幽暗，通过亮暗的对比，打造富有魅力的光空间。锐高TALEXX LED模组高效高达模组光效

高达156 lm/W(tp=25°C)，系统光效高达122 lm/W(tp=65 25°C)，确保了较高的光输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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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I 35W 700mA TEC C LCI 42W 900mA TEC C SLE G4 17mm 3000lm 830 R SNCSLE G4 17mm 2000lm 830 R SNC

业主

GANT服饰

照明设计

GANT服饰

工程公司

上海朗慕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灯具品牌

上海潍森实业有限公司

呈现商品的外观及质感提供了足够的照明环境。

合理的光色匹配

除了光效，光色的均匀稳定对于整体照明氛围的营造也有很大的影响，锐高TALEXX系列产

品基于 Dam&Fill 封装技术的均匀配光，使得散出的光线均匀、连续、色温柔和，提升了商品

的质感，营造了魅力的光空间。顾客置身于此，会显得特别舒适和享受，无形中增加了客

户停留的时间，吸引了顾客的注意力。

安全、稳定的运行

在每一个出色的照明效果背后，都离不开元器件及设备的紧密合作，锐高的TALEXX系列

产品在产品的安全性方面也为客户提供了最大的保障：具备短路保护、过载保护、过热保

护，产品凭借着完美的散热设计实现了最低的热阻，从而确保了紧凑型设计并且不影响质

量、安全和产品寿命，这些都为整个照明环境安全、稳定的运行提供了保证。避免由于设

备故障而带来维护成本，帮助客户降低了运营成本，提升了整体的运行效率。

光的营销

锐高产品在GANT国内连锁店铺的应用，为GANT营造适宜的照明氛围，出色的光线质量，

以及均匀的光色，呈现出商品的最佳质感及价值内涵，更重要的是帮助GANT完成了品牌

的自我营销，通过降低成本，保障安全运行，生动诠释了GANT品牌打造积极健康、有责

任感的形象，获得了客户的认可与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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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BY MA STUDIO融入了当代数字和电子元素，加入婴儿蓝、亮橙、蜜粉等现代色彩，使

整个系列在沉稳、复古和欧式贵族风格中不失活力，尽情绽放少女们的青春张扬与美丽自

信，一场视觉交响曲就此上映。

美丽的衣裳永远是自信少女们的追求，在MA BY MA STUDIO店铺内，顾客们欣赏着每一件

衣裳，流连忘返；这种氛围下岂能缺少精致的灯光呢？正是精致的灯光设计，让每一件颜

色鲜艳的衣裳如精灵般闪动在女孩子们的眼睛里，俘获她们的心。

而锐高照明Tridonic(以下简称锐高)就是让灯光灵动起来的那位魔法师，工业背景出身的

锐高成立于1956年，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是为了灯光而来，从传统的镇流器到最新的LED

技术，从模拟控制到智能控制，从标识类光源到照明光源，我们不遗余力地专注于照明领

域，给客户提供完美的灯光服务。

在MA BY MA STUDIO的商业照明项目中，锐高的优质LED灯光和DALI智能控制的两根魔法

棒，让每一件漂亮衣裳如珍珠般闪耀着光芒。DALI智能控制则让MA BY MA STUDIO新品展

示间与顾客进行即时互动，从不同角度和照明效果来观察服饰和搭配效果，让顾客们更个

精致的灯光，美丽的衣裳——

相得益彰
被誉为最年轻有才的华裔设计师

MASHA MA，其设计风格大胆创

新，廓型与细节并重，有种极简抽

象派的感觉，且带有迷人的味道，

目前拥有同名品牌MASHA MA和女

装品牌MA BY MA STUDIO。2015

新年伊始，女装品牌MA BY MA 

STUDIO闪亮登场，入驻上海黄金

地段徐家汇港汇恒隆广场，给顾

客们带来2015新款服饰，演绎着

永不褪色的学院风格。

MA BY MA STUDIO上海港汇恒隆广场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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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地选择时尚风格。

锐高 COB LED光源

灯光的源泉来自于锐高卓越的COB LED光源，在MA BY MA锐

高提供了经典的3000K色温光源，CRI82的色彩还原性让每一种

颜色活灵活现。这仅仅是锐高商业照明LED光源家族的一款产

品，锐高家族拥有多种色温3000K、4000K、5000K，最高显色

指数达到艺术品照明级别的CRI 98。从技术层面，我们的发光

面分为6mm、10mm、17mm和23mm直径发光面，光通量从

300lm到5000lm，电光转换效率大于100lm/W，完全满足商业

照明不同灯光的技术要求。

锐高 LCI 42W 900mA TEC SR电源

1、转换效率高

锐高该款LED电源的交流转直流的效率高达90%，确保了系统的

高效能表现。

2、多重保护

锐高利用自身在电源上的丰富经验，在该产品上提供短路、过

载、过压和空载保护，确保电源经久耐用。

3、长寿命

产品寿命长达50,000小时，配以COB LED光源，系统质保5年。

锐高DALI智能照明方案

作为DALI(Digital Addressable Lighting Interface), 数字可寻址照明

接口)数字调光技术的全球领导厂商，锐高照明的DALI电源和DALI

系统能给客户提供单灯单控、时控、感应器控制、恒照度设置等

智能方案。这一理念为控制带来极大的灵活性，用户可根据需要

随心所欲地设计满足其需求的照明方案，甚至在安装结束后的运

行过程中仍可任意修改控制参数，而无须对线路做任何改动。

在MA BY MA STUDIO店铺的新品展示间，我们充分发挥单灯单

控的技术特点，将不同照明设备的灯光按照客户互动的情景进行

精致设置，让每位进行搭配的客户自由发挥，寻求最适合自己的

时尚风格。

而在实际的施工装饰过程中，布线方式完全遵循传统方式，结构

简单，功能模块相对较少，调试也十分便捷，简化安装，降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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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I 42W 900mA TEC SR SLE G4 17mm 3000lm 830 R SNC

本，超长寿命的系统表现减少维护成本。同时，DALI技术是双

向通讯，不仅可以发送控制指令，而且可反馈数字控制装置如电

源甚至光源的工作状态和故障信息，这给例行维护和集中管理带

来了极大的便利。

以“智能化”运行目的而设计的LED照明设备，不仅仅在于节

能，还能以适应不同用户的需求而进行照明设计，实现精致的灯

光，点亮美丽的衣裳，两者相得益彰。

商业照明，灯光是灵魂。MA BY MA STUDIO店铺的照明正是这

一理念的极致演绎。

为了您的光辉，我们全力以赴。

业主

MA BY MA

照明设计

上海昕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公司

上海昕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灯具品牌

上海奇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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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快速发展电子商务对于商业零售店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得商家不得不转变传统

的经营模式：店铺设计从单纯的提升营业额转变融入更多体验的概念：通过营造舒适、愉

悦的照明环境，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而消费者在这个过程中，会对企业的品牌形象有

新的认知与感悟。

劲霸-男士休闲商务品牌

劲霸男装(上海)有限公司创立于1980年，总部位于上海长风生态商务区。劲霸男装专注茄

克，它用独特设计终结了茄克的单调，从而成为中国高级时尚茄克领先者，同时引领茄克

及配套服饰的研发设计，让休闲装更时尚。

劲霸男装秉持“一个人一辈子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就不得了”的核心价值观，专注茄克34年

的发展历程中，一直专心、专业、专注于以茄克为核心品类的男装市场，以“款式设计领

先”和“版型经验丰富”获得消费者良好口碑，并通过精湛领先的产品研发设计，强而有

力的品牌运营管理，稳健齐备的专卖销售体系，成为中国商务休闲男装的旗舰品牌。目前

劲霸男装现拥有形象统一、规范管理的品牌专卖店4000多家。

光塑品牌以男士夹克起家的劲霸男

装全国连锁店，应用锐高

的LED系列照明产品，稳定

的性能表现及超长的使用

寿命确保了照明系统的安

全运行，营造舒适、安全

的照明环境，树立企业良

好的品牌形象。

劲霸男装零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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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之光

阳光、硬朗的成功男士是劲霸服务的群体和对象，基于这样的定位，劲霸男装全国连锁服

装店铺的设计也应遵循这一理念和原则，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光的把握和塑造，打造高质量

的照明环境，捕捉客户的吸引力，从而凸显男装品牌的霸气形象：针对消费者以男士为

主，以及陈列的商品多半是夹克、西装之类风格较为硬朗的时装，所以店铺整体的照明规

划非常干净简洁，光只出现在需要的地方，这与一些服饰品牌店店绚烂的光色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另外，在商品陈列区，走廊等行走空间，以重点照明强调，而周边环境稍微暗

些，亮暗层次分明。而这也与很多服装门店通过应用调光系统，呈现多层次的照明场景也

有有区别，这样的照明规划再次明晰了劲霸品牌传递出的专注、专业的精神内涵。

为照明保驾护航

卓越的照明品质需要优秀的设备及先进的技术来保障。业主经过评估最终选用锐高LED产品。

在劲霸男装全国连锁服装店铺中，使用了锐高TALEXX系列驱动(LCI 42W 900mA TEC C)，其应

用于嵌入式 LED 筒灯中，为光源提供稳定的供电，确保照明系统稳定的正常运行。

安全灵活应用

除了稳定的光效表现，锐高LED产品高达50,000小时的超长寿命帮助业主降低因维修带来的

业主

劲霸男装

照明设计

劲霸男装

灯具品牌

福建雷士电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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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负担，以及三年的保修承诺大大提高了产品的可靠性。加之其特有的耐热保护及短路

保护装置有效保证设备正常安全的运行，这一点对于零售店铺而言至关重要。因为一旦在

营业时间内出现由于设备故障影响店铺正常营业，则会对商家的营业额造成巨大损失，同

时也会降低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

结语

通过锐高LED产品在劲霸全国零售店的应用情况来看，凭借多年的技术研发与案例实践，锐

高LED可以帮助客户实现在功能上和经济效益上最佳的照明解决方案，不仅满足照明质量的

要求，实现理想的光环境，更能帮助业主节省运营成本，提高运行效率，成为用户值得信

赖的可靠选择，助力企业打造良好的品牌形象！

LCI TE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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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空间的照明与之前单纯强调过亮相比，现在有了新的内涵：通过适宜的照明设计，打

造富有魅力的空间环境，吸引消费者长时间停留，从而刺激消费者的购物欲，更重要的

是，通过对局部重点照明的体现，确保照明效果的基础上，凸显出品牌的DNA。这对专业

设计人员及相关从业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香港OPC商场应用锐高PC TOP系列产品，

卓越的光效及稳定的性能使得该项目成为践行现代商业照明的一个实践应用案例，吸引了

消费者对其的极大关注。

优质的光环境

香港OPC商场为银座式商厦，于2012年完成，是一个集办公、商场、娱乐为一体的综合体。

锐高全新一代的镇流器产品在该项目中得到充分应用，其稳定及可靠特性有助于制造商将荧

光灯及灯具功能发挥到极致。该商场使用锐高PC TOP (PC TOP1x14-35W)镇流器，集成到T5

荧光灯具中。恒定输出的光通量，且不受电压波动影响，固定的频率使得光源的输出电流稳

定，确保了照明的稳定性，为客户营造了舒适、优质的照明环境。

高质量的照明环境与展示商场品牌形象、提升商业利润空间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独特的体验

优质光效，营造魅力光空间香港OPC商场应用锐高PC
TOP系列产品，凭借卓越的

发光效率，稳定的性能，

打造富有层次的商业光环

境，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

验，凸显商场品牌DNA。

香港OPC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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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购物环境，通过重点照明设计能有效吸引客人驻足停留，而客人停留时间越长，商场则越

有可能盈利。锐高系列产品密切配合设计师及供应商，满足商场不同空间的特定照明需求，

让光成为打造现代商业空间环境的重要手段。

较低的能耗

对于商业空间而言，除了需要高质量的照明，设备的可靠性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一旦由于设

备质量问题，突然出现故障，更换设备或者维修都会对商场造成巨大的损失。而锐高产品高

达50，000小时的超长额定寿命(ta在50°C时的故障率最大为0.2%每1,000小时)很好地帮助客户

解决了该问题，并能确保灯管至少30,000次重启也无需更换，与传统照明电器相比，大大延长

了产品的使用期限，降低了后期的维护成本，充分将功能性与经济型结合，帮助业主降低运营

成本，大大提升了建筑的运行效率。

锐高PC TOP产品相较于传统的另一个突出优点是当有故障灯或寿终灯出现的情况时，设备

自动安全关断，而当更换故障灯后，设备自动重启，确保了安全使用。另外该镇流器达到

CELMA 能效等级 A2，降低了对环境的影响，实现了绿色节能。

其他技术参数

· 宽工作温度范围(-20 °C～5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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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TOP 1x14-35W T5 PC TOP 1x54 T5

· 设计THD < 10 %

· 适用于保护等级1及保护等级2两类灯具

· 推入式端子能够快速自动地布线或用手动接线

· 根据EN 50172，适用于应急照明 

锐高系列产品由于产品的可靠性及稳定性，满足了客户对于高质量照明空间的要求，为客户

营造了富有魅力的光环境，帮助提升了香港OPC商场的品牌形象，而其较低的能耗帮助业主

降低运营成本，则顺应了绿色照明、节能环保的趋势。

业主  

Chiefast Investment Limited

建筑设计 

CHK PARNERSHIP LTD

照明设计 

Concord Legend Limited

照明概念及规划

Concord Legend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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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菲尼迪(Infiniti) 的椭圆形标志意为一条无限延伸的道路。椭圆曲线代表无限扩张之意，也象

征着“全世界”；两条直线代表通往巅峰的道路，象征无尽的发展。英菲尼迪的标志和名称

象征着英菲尼迪人的一种永无止境的追求，那就是创造有全球竞争力的真正的豪华车用户体

验和最高的客户满意度。英菲尼迪的所有产品通过统一标准的经销商网络进行销售和服务，

提供给消费者顶级现代豪华车的超凡享受。

标识照明-绝佳的照明效果

锐高与英菲尼迪连锁项目一直保持着长期的合作，比如中国、阿拉伯、俄罗斯、日本等国家

的4S店的店铺招牌，很大一部分都采用了锐高的解决方案，而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个店铺。 

根据店铺面积大小的不同，相应采用不同数量的产品。锐高TALEXXchain-P541 DL产品及配

套锐高LED电源产品应用于英菲尼迪体验店的店铺招牌中，传承延续了英菲尼迪的品牌精

神，通过醒目的标识照明，点燃客户如速度与激情般的新鲜体验，提升品牌形象。

与其他照明相比，标识照明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及严格的要求：在照明质量方面，绝不是一味

单纯地追求过亮，而是通过均匀一致的照度凸显品牌的质感；另一方面，标识照明的光源产

速度与激情-创建无限可能
英菲尼迪4S店招牌中，

采用锐高LED照明解决方

案，绝佳的发光效果和稳

定的性能演绎英菲尼迪永

无止境的品牌精神，为客

户提供豪华、质感的超凡

体验。

英菲尼迪4S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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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一般直接裸露在外，对于耐恶劣气候、防暴晒及防雨水等方

面都有严格的要求，而且由于其大都安装到高空幕墙，属于高

空作业，因此施工及后期维护等都面临着较高的成本。

针对上述难点，锐高的TALEXX chain-P541  DL产品通过均匀一致

的照度及颜色(6500K色温)，确保了统一的照明效果，营造令

人舒适的照明氛围。人性化的设计充分考虑到客户的视觉舒适

感，帮助企业传递出以人为本的服务宗旨，诠释企业稳定可靠

的品牌形象。另外，锐高产品还有一个特点是LED模组发光面不

再受任何标识面材透光率的约束，光效得到充分发挥，使得标

识在夜间更为耀眼和醒目。

绿色考量-较低的能耗运行

锐高的创新的解决方案成功的应用到世界各地的照明行业，专

有的技术及创新的产品在多年的项目应用中经受了考验。在标

识照明方面，其LED系列产品通过IP68测试及极端高温/低温测

试，超长的使用寿命，确保了产品的稳定性，大大降低了由于

产品质量问题引起的产品更换及后期维护等问题，同时也降低

了由于故障而频繁高空作业带来的潜在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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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XXchain P551E-S DL

业主

英菲尼迪

照明灯具

上海潍森实业有限公司 

标识

上海潍森实业有限公司

TALEXXdriver LCU

助客户降低了后期运营成本。

除了产品本身的性能优势外，如何在项目实施中通过较低的能

耗、较少对环境产生影响也是锐高一致以来的关注重点。通过实

践应用表明，锐高产品在整店标识亮灯使用方面，耗电量占4S

店使用电量的1%，真正达到节能环保，帮助客户节省了采购及

用电成本。

锐高的LED产品以卓越的照明质量及稳定的性能，将英菲尼迪永

无止境的追求及带给客户奢华享受的品牌特点传递给用户。用更

低地能耗，将企业的品牌形象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与社会使命，

使得锐高成为客户在户外标志照明方面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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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王国的建立

1961年，PORTS(宝姿)诞生于加拿大港口城市多伦多。创始人LukeTanabe先生是一位环

球梦想家，追求“清晨在撒哈拉沙漠畅游、傍晚在纽约晚餐”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位环球

旅行家，他极富远见地预见了未来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以“世界灵魂、都市神韵”(Global 

Soul, Urban Spirit)的品牌精神，将PORTS从多伦多推向世界，从而使其简洁优雅的时装

风格获得了全球名流及时尚人士的钟爱。

LukeTanabe先生从一件顶级质地、做工考究的NO.10白衬衫建立起PORTS时尚王国，而

在我们熟悉的电影《欲望都市》、《穿普拉达的女王》里都有PORTS的踪迹。在五十多年后

的今天，由联合创意总监Tia和Fiona Ciban 姐妹两掌舵，创始人Tanabe先生的理念得以传

承并源源注入新的活力。

品牌信息的传递

2015年新开业的上海PORTS分店位于南京西路与常德路交汇处，力求通过新店的室内陈列

设计以及照明技术的运用传递出其几十年来的品牌精神以及优雅高贵的时装风格。作为形象

光之时尚新体验
新完工的上海宝姿分店使

用锐高标识照明解决方

案，其连续自然的照明以

及统一均匀的色温，将这

一时尚王国的品牌精神得

以传递，而且安全稳定的

运行环境可有效降低成

本，助力提升企业的品牌

新形象。

宝姿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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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的门店标识设计也需要遵循这一原则：门店应该与室内照明氛围相融合，既能让人一目

了然门口的logo标识，又能与室内的照明环境形成巧妙的连接，引导人们自然而然地进入店

铺中。基于此，业主对于标识产品的选用提出如下要求：标识亮度需要比建筑物外里面泛光

照明稍高，以突显标识。同时标识和泛光照明的色温要一致，达到和谐的效果。

经过工程商的推荐及多方评估，业主最终选择采用锐高TALEXX chain P551E-S NW ,TALEXX 

driver LCU 150 12 D010系列产品应用于其上海门店所有的发光标识。锐高系列产品通过多年

的研发与实际案例的应用，与客户提出的要求完美匹配，特别是在如下几个方面有卓越表现：

卓越的光效

锐高P551系列纤巧的外形设计，能够很好的满足标识的应用， 其高效高达95 lm/W, 超大

TALEXXchain P551E-S NWLCU 150 12 D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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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光角度使得光线更加均匀，侧面的发光带确保标识在夜间发光时，光线的连续性，营

造高质量的照明氛围。

一致的色温

由于客户需要自然白的色温，并对色温的一致性有较为严苛的要求，期待呈现出自然、和

谐的照明氛围，不至于过亮或是过暗。锐高P551产品的色温控制在5-step麦克亚当椭圆

内，保证了色温的一致性，而且4200K色温广告用模组确保了视觉环境的舒适、宜人。

稳定的运行环境

在如今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大背景下，降低运行成本，绿色节能也是企业需要践行的责任

与使命。锐高TALEXX chain P551产品提供5年的系统质保，有效保证表示的可靠性和耐用

性，最大程度地为产品提供了安全的运行环境，大大减少了客户后期的维护，也为降低能

耗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帮助客户提升了品牌的竞争力。

锐高产品在宝姿上海门店的成功应用，凭借专业的技术及长期的经验积累，助力提升宝

姿国际性高档时尚品牌的新形象，将其一直秉承的时尚理念得以传承与延续，为客户打

造了一个舒适、愉悦的照明环境。相信未来会看到锐高标识解决方案会被推广到全球各

地的宝姿门店应用中，用光打造潮流时尚的新体验。

业主

上海宝姿

经销商

广州福鹏贸易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北京新时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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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选用新型LED照明
Müller连锁超市

通过与Müller   Ladenbau
GmbH的密切合作，Müller
连锁超市已制定出一对一

更换现有照明的理念。比

起门店中的现有荧光灯系

统，LED解决方案不仅更

省电，还能提供令人印象

深刻的高品质照明。

照明理念提升识别度

位于德国Böblingen Mercaden购物中心的Müller超市明亮而又舒适。得益于其相对较高的

室内照明度，所有Müller门店都能在周围门店中脱颖而出。照明理念犹如一根线穿插在所

有门店中，所以才有助于创造出一个具有较高识别度的因素。高水平的背景光，配以入出

口处和自动扶梯周围令人印象深刻而又有效的照明，再加上均匀的背光门店橱窗、带有直

接和间接零部件的货架照明以及其他特殊功能(如集成在展示台中的底座照明)，让门店的识

别度瞬间上升一个档次。

商品信息易于读取

Müller Ladenbau电气分部负责人以及电气设计负责人Wolfgang Geiselmann表示：“Müller

门店的天花板照明是为了营造高光背景，这样一来，商品就变得清晰可见，其相关信息也易

于读取。我们提供的产品范围非常广泛，多达185,000种物品，包括香水、个人护理用品、

文具、玩具、多媒体、袜子、家居用品、手工艺品、非处方药和天然化妆品——通常是些带

有小标签的小件物品，它们一个挨着一个地陈列在货架上。”均匀的背景照明还可以帮助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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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在门店附近找到路。墙壁上的货架照明与上壁区的灯具以及

5英尺高的陈列单元相互结合，确保顾客一进门店就能拥有一种

宾至如归的感觉，同时又能很好地浏览在售产品。

节省大量能源

锐高面临的任务之一是利用合适的LED组件来替换现有天花板

百叶窗照明里的TCL灯具。Müller希望带有三维设计的灯具外

观能保持不变，这样客户就不会意识到替换前后的差异。锐高

的解决方案是使用线性锐高TALEXXmodule LLE LED模块。在

每个灯具里安装两个模块。每消耗42瓦特的电功率，就可以产

生5000流明的光通量。与以往的照明相比，锐高为天花板百

叶窗灯具提供的LED解决方案可以节省50%以上的能源，也是

Müller新照明系统中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

 

细节巧妙

为了使照明更加悦目，锐高为LLE模组开发了一种特殊的半钵形

盖PMMA，可以打破灯光的各个点。锐高技术销售服务团队的

Gisbert Schubert解释说：“在开发过程中，天花板百叶窗灯具的

线性盖将灯光的各个点混合在一起，以打造出一条光线，与此

同时形成一种半透明的感觉。”天花板百叶窗灯具还是排气系统

的一部分。它们在端部设有开口，使得空气可以被排出。这样还

可以冷却LED灯，反过来又可以延长LED灯的使用寿命。

墙壁货架照明精确

新型LED墙壁货架照明首次安装在于2015年2月初开业的Stuttgart 

Fasanenhof门店内。与以前基于T8和T5荧光灯的系统相比，这款

照明可以节能50%-70%。墙壁货架照明以同时拥有直接和间接

组件为特征。后者具有一个保护盖，可以照亮货架上方的墙壁和

天花板。直接LED灯光通过具有高精确度的透镜来聚集，以为货

架提供均匀的照明。

 

同质商店橱窗照明

商店橱窗陈列区目前都使用中性白光色的节能TALEXXchain 

CRYSTAL SELECT LED光链来进行背光。得益于其特殊的155°

发射角透镜，该光链只需少量模块就可以实现绝对均匀的照明。

该光链还有一个额外的优势，即得益于LED光链的同质性，印有

广告信息的薄膜会显得更加透明，从而允许更多的光可以穿透过

去。这一切都有助于商店橱窗背光可节能大约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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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身定制的照明解决方案

总之，有十种不同的照明解决方案能满足Müller门店理念的不同照明需求，且未来可以采

用锐高的LED技术。现有的门店将逐步升级。升级后的Stuttgart Fasanenhof等新门店将拥

有完整的LED系统，具备各种优势，比如节能、减排、低成本、高品质、极长的维护周期

且短短两年的投资回报期等。而这还不包括空调费的节省。这些LED照明解决方案几乎完

全是锐高为Müller专门开发的特殊版本。

TALEXXmodule LLE TALEXXdriver LCU

TALEXXdriver LCI

灯具设计公司

乌尔姆Müller Ladenbau GmbH

LED模组和灯具集成

锐高公司

TALEXXchain CRYSTAL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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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启用锐高LED产品

TALEXXengine LLE PREMIUMTALEXXconverter LCI TOP

能源效率和碳排放量减少是莫里森超市环保行动的首要议题，这自然涉及照明系统。因

此，该公司正将旗下所有门店的现有照明设备升级为LED系统。各超市不仅应获得更高效

的照明系统，而且应实现更美观的LED照明。

锐高TALEXXmodule STARK LLE模组和TALEXXconverter LCI TOP驱动器提供了完美的照

明，充分满足莫里森超市定制化解决方案的需求。到今年九月，56家门店已经升级到LED

照明系统。锐高LED模组和驱动器使整个灯具实现了91lm/W的高光效，令人印象深刻。莫

里森各门店现在拥有了品质更佳的照明，并且显著降低了能耗，每年节约能源70%。更高

品质的灯光也让客户感觉更加舒适。

莫里森超市门店
锐高为英国知名连锁超市

品牌莫里森集团提供LED
模组和LED驱动，这是莫

里森翻新英国各地门店计

划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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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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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与当时最大的石油公司美国的标准石油竞争，1907年荷兰皇家石油公司与英国壳牌运

输贸易公司合并成立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它是国际上主要的石油、天然气和石油化工的生产

商，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燃油和润滑油零售商。它亦为液化天然气行业的先驱，并在融

资、管理和经营方面拥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业务遍及全球140个国家，雇员近9万人，油、气

产量分别占世界总产量的3%和3.5%。作为荷兰最大的工业公司，其在2014年《财富》杂志

世界500强中名列第2位。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是企业的灵魂。任何一个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千方百计致力于

提高产品的品质与质量，不断创新和超越，追求更新，更高的目标。一个企业唯有不懈追

求，精益求精，方有希望处于领先地位。壳牌集团深谙其道，其对于保证产品质量与品质

的科研场地要求极其苛刻，其中对灯光照明部分尤为重视。

设计主导

壳牌集团科研楼对照明质量的要求可概括为四个层次：明亮，舒适，有艺术表现力，以人

为本。

荷兰皇家壳牌集团科研楼

锐高DALI智能照明在壳牌集

团（上海）科研楼的应用展示
壳牌集团 (Royal Dutch/
Shell Group of Companies)
又译“蚬壳”，是目前世界

第一大石油公司，总部位

于荷兰海牙和英国伦敦，

于1890年创立，并获得荷

兰女王特别授权，因此被命

名为荷兰皇家石油公司。

业主

壳牌中国

建筑设计

上海电子设计院

灯具品牌

奥德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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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亮：合适的工作面照度和均匀度，作业对象和背景有良好对

比，适宜的环境亮度；

舒适：没有眩光和频闪，人和物的造型立体感自然、悦目，作

业面与周围环境表面的亮度比适当，照明控制灵活方便；

艺术表现力：光形成特定的情调和氛围，环境亮度富有吸引

力，照明装置外观优美；

以人为本：满足个人对光的不同需求，追求个性化的照明风格；

设计编排

锐高在多年的设计理念中，认为简约的线条及铺排是最核心一

环。简洁的设计才能真正的引人入胜，给人真正的享受；相

反，太矫饰、繁杂的编排，只会增添许多不必要的元素，有悖

于整体设计中增强室内净空感的宗旨。

壳牌科研楼(产品研发层/产品测试层/休闲娱乐层)的T5灯具采

用锐高数字可调光电子镇流器(one4all lp)实现单灯编码地址，

照明灯具自由组合不同群组，以0.2W的极低功率损失，1%-

100%的调光范围把照度标准简化为7级，即：定向与简单视觉

作业30、50、100 lx；普通视觉作业300、500、1000 lx；特殊

视觉作业3000~10000 lx。每个员工根据自己的习惯与工作需要

将照明自由调整到理想照度，同时将照明设定固定场景(20%亮

度50%亮度80%亮度)以满足不同场合的特定要求。节能环保同

样不可或缺，壳牌科研楼安装的锐高智能人体感应探头(DALL-

Msensor 02)对照明的自动化开/关/调光起到重要作用：当现场有

人员进入时人体感应探头自动开启照明并保持500LX照度，当

人员离开超过20分钟时自动关闭照明。

未来展望

锐高优秀的照明设计概念融入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使“光”

成为建筑和室内外空间设计的有机组成部分，支持并体现建筑

和室内设计的创意，实现用户的期望和要求。为此，锐高照明

设计师与业主、用户、建筑师、规划师之间的沟通与合作非常

重要，这种合作必将日趋密切，锐高丰富的照明手段将创造新

颖的照明方式，人们的身心和视力健康将因优良的照明而获益。

PCA T5 EXCEL one DALL Msensor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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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合成集团作为橡胶、树脂及LED等高分子领域和光电半导体领域的专业生产厂家，在全

世界18个国家和地区拥有64家集团公司，面向全球开展事业。以“无限创造、贡献社会”为

公司方针，以不断满足客户期待、让客户满意的产品为使命，制定了《TG2020年蓝图》，明确

了2020年的奋斗目标。其中，丰田合成把“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更优质的产品”、“抢先研发

新技术”、“强化业务基础”三个项目作为活动支柱，致力于汽车部件和LED的开发。此外，

作为良好的企业市民，为了与社会共同成长，丰田合成一直积极开展诸如向残疾人士提供福

利援助、旨在保护环境及与地区融合的工厂植树造林等社会贡献活动，以“同一个团队，同

一个TG”为口号，全体员工约3万人同心协力，通过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和社会贡献活动，

致力于打造“让全世界客户满意并被他们选择的名副其实的全球供应商”。

在这样的企业文化下，丰田合成(上海)管理有限公司在上海申富路据点建造的实验和生产空间

也必须是以员工的工作舒适感为前提，同时确保节能环保的绿色照明理念。

在目前工业照明的应用领域，丰田合成的照明需求理念正是我们照明人士在追逐的方向。工业

行业的高速发展，造成了工业环境污染和由生态资源耗竭引起的工业生态平衡失调等问题，同

时对生态环境和工业的持续发展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在这种客观背景下，工业的绿色化转变成

为必然趋势，工业企业正在寻求由传统高消耗型发展模式向高效绿色型发展模式的转变。

健康的工作环境  给您快乐人生
丰田合成上海工业照明项目

刚刚落成的丰田合成上海

工业照明项目是2014/2015
年度丰田合成在上海新建

的一个实验和生产空间，

是支持客户和项目的R&D
技术中心。作为精益求精

的日企典范，丰田合成对

该工业照明的照明设计和

照明效果提出了以人为本

的绿色照明要求。锐高照

明从该工业空间的人员的

视觉需求和舒适度出发，

给客户提供了专业的照明方

案，从电子元器件出发，结

合灯具设计和照明设计提

供整体解决方案，实现舒

适的工作环境、节能的能源

管理和长久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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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上述企业价值观和工业照明的发展趋势，丰田合成上海工业照明项目采用世界照明行业

领导厂商锐高照明Tridonic的高效COB LED光源和工业级LED电源的整体解决方案来满足“以人为

本”和“节能环保”的诉求。辅以专业的照明设计，为丰田合成的员工提供非常舒适和“润物细

无声”的高品质光环境，同时工业级的LED光源和LED电源确保了高效节能，并保证了系统10年

的实际使用寿命。与此同时，锐高照明还为客户的其他潜在项目提供智能控制的DALI解决方案。

Tridonic COB LED光源

COB技术意思是：Chip On Board(板上晶片封装)，是LED光源的一种封装形式，该形式能非

常好地处理LED芯片的散热通路和效率，是高效率LED的典型设计，同时也为单封装发射出

更大光通量提供了产业化方案。而Tridonic的FLE系列正是基于此技术的典型应用，FLE系

列分为30mm和40mm直径发光面的两款产品，光通量最高可达20,000lm，是业内光通量最

大的标准产品。FLE产品由Tridonic欧洲总部设计，并由欧洲工厂生产的高品质产品，光色

表现极其优良，分为3000K、4000K、6500K色温，而显色指数有70和80两种选择，且光学

效率最高可达142lm/W。正负极免焊接连线的设计确保生产过程的良率，再配以热敏电阻

的设计，更保障了系统的长久使用和永固可靠。

        

Tridonic LCI 150W 2450mA TEC电源

1、转换效率高

Tridonic该款LED电源的交流转直流的效率高达93%以上，比市面上的普通产品高4~5%，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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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项目的节能表现贡献了极大功劳。

2、多重保护

Tridonic利用自身在电子镇流器上的丰富经验，在该产品上提供短路、过载、过压和空载保

护，同时还具备智能温度保护功能，并且耐4KV的浪涌电压，适应各种严苛的应用环境。

3、人性化

此LCI 150W电源无频闪，以保证高质量的照明光质量，不会给用户带来丝毫不适感。

4、长寿命

产品寿命长达50,000小时，为工业照明提供可长达10年的照明应用。

Tridonic方案的天棚灯特点介绍

1、弧形反光罩，专利技术鳍片式散热器，整体三段式结构，亮银氧化，美观大方。

LCI 150W 2450mA TEC CSTARK FLE G1 LES40 765 IND120W high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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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现对眩光的控制：使用铝反光罩，雕塑光型分布，同时防眩光，确保工业操作者不会受

到光污染而影响工作效率和工作心情。

3、照明设计：灯具厂商使用专业的照明设计软件，针对丰田合成上海项目的整个空间进行灯

具分布和空间照明设计，达到了均匀光分布和达标的照度值。

此天棚灯产品来自锐高照明电子(上海)有限公司的系统集成合作伙伴——佛山方铭科技有限公

司，一家坐落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和照明产业先进制造业基地佛山的民资企业，成立于2005

年，结合其多年对金属及塑料材料学的研发经验，专注于高可靠性LED照明相关产品的研

发及生产，产品主要应用于国内外市政工程、工业工厂等可靠性要求较高的项目，如LED路

灯、LED天棚灯、LED生鲜灯、LED标牌等。

 

Tridonic智能工业照明方案

在丰田合成上海工业照明项目中，我们锐高照明仅提供了一个固定输出的系统和简单的回路

开光的控制方式。而锐高照明的DALI电源和DALI系统能给客户提供单灯单控、时控、感应

器控制、恒照度设置等智能方案。针对智能控制需求，锐高照明成熟的整体解决方案为您时

刻待命。

锐高照明不仅仅提供照明电子元器件，我们还致力于全力支持到客户的照明项目，从客户需

求出发，以系统集成的方式来给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而丰田合成上海工厂照明项目就是

在工业照明上的一个典型案例。

业主

丰田合成（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照明设计

佛山方铭科技有限公司

灯具品牌

佛山方铭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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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新城极品豪宅侨鑫汇悦台项目位于中国

广州城市新中轴线上的

CBD区域，南临珠江新城

临江大道面向珠江，拥

有一线珠江美景，占地面

积约3.2万，由六栋38-40
层的超高层塔楼，构成

一“皇冠”形状南向珠江

展开，尽览270度珠江阔

景，将成为珠江新城极品

豪宅的压轴篇章。

该项目将建成临江超高层住宅小区和国际商业综合体，定位集优秀居住环境、健康生活方

式、创新居住空间和标志性外观的高尚综合性居住社区。项目规划和建筑由美国RTKL公

司担纲设计，从规划到建筑、从景观到室内，都出自名家之手。该项目成功使用了锐高

TALEXXchain CRYSTAL广告标识LED模组和TALEXXcontrol LNU智能控制系统，使“汇悦

台”在华灯初上的珠江新城中熠熠生辉，出类拔萃。

珠江新城

珠江新城是广州中心商务区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央承认的三个国家级中央商务区之一

(另外两个为北京商务中心区与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未来将发展成为国际金融、贸易、

商业、文娱、外事、行政和居住区。是广州21世纪的城市客厅和核心商务区。作为广州

CBD的珠江新城，正承担着广州总部经济核心的地位和责任。

广州高端地产项目侨鑫汇悦台

皇冠布局，一线江景，侨鑫汇悦台项目的设计独树一帜，以巧夺天工之势，彰显建筑的奢华和

侨鑫汇悦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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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派，打造独一无二的高品质人居环境，为居者谱写诗意而高贵的生活。项目因地制宜，根

据地块形状，从东往西布置了六栋38-40层的超高层塔楼，各栋塔楼错开，构成代表高贵身份

的“皇冠”形状，既实现了各栋江景最大化的设计目的，又昭示了项目在珠江新城的尊贵地

位。别致的下沉式园林，新颖而独特，让业主们一进入小区，即可以一种俯瞰式的视角，阅尽

花园的一草一木，颇有一览众山小的气势，充分体现了业主的尊贵、以及非凡的身份。在中国

传统文化里，水能生财，设计师们充分利用了项目近水的优势，用“水”的概念，设计了蜿蜒

的水带，宛若珠江支流，又似沉睡卧龙般，连通各塔之间，如一条源源不尽的财富之源。而3

个入口花园广场和壮观的酒店式落客区，为住户提供到达的私密及尊贵，感受全景视野; 私密

尊属项目在建筑外观上也做了细致的精琢，全玻璃幕墙设计，大气美观，环保节能，让建筑区

别于一般的住宅形象。同时设计师根据不同部位对景观和私密需求，考虑采用不同的外墙材料

进行视线引导，背立面采用特殊玻璃，解决居住的私密性问题。作为珠江新城极品豪宅的压轴

篇章，业主希望在珠江新城众多的高楼中脱颖而出，成为夜幕中璀璨的明珠而为人们关注。同

时，汇悦台希望把绿色环保概念引入到发光标识中，减少对环境的光污染。经过与标牌设计公

司的多番讨论和锐高团队的推介，汇悦台决定使用锐高TALEXXchain CRYSTAL P550 Neutral 

White 4200K色温的LED光链配合锐高LNU智能控制系统。

用可靠和最美的灯光“点睛”

由于汇悦台标识使用的是钢结构立体发光字，位于大楼40层楼顶。若使用传统的亚克力

LED内打光形式，标牌在100多米高的高空，很难保证标牌的可靠性。在多次的讨论后，汇

悦台最终决定使用外漏发光字的形式：标识底板冲孔，LED模组从底板后部嵌入，LED芯片

部分直接暴露于字壳外部发光，表面无任何亚克力板材或灯布贴膜类柔性材料遮挡。这样

的应用方式，无疑对LED模组的可靠性非常大的考验。

锐高TALEXXchain CRYSTAL LED模组拥有IP68的防水等级，并通过高强度UV测试、极端高低

业主

侨鑫地产

规划和建筑设计

美国RTKL公司

标识

广州福鹏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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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XXcontrol LNU-M TALEXXcontrol LNU-STALEXXchain P550 SEL NWLCU 150 12 D010

温测试以及高低温快速循环冲击测试，对于这样的外露发光字的

使用方式，完全可以确保可靠性，免除高额的维护费用。

同时，业主希望标识的发光颜色能具有独特性和易读性，发光

表面颜色要一致和均匀。经过多次的测试后，最终确定使用锐

高TALEXXchain CRYSTAL系列P550-SEL 4200K色温光链。锐

高白光采用了CIE1964作为色容度的标准，独特的生产工艺确

保精准的色容度，真实再现各种色温的白光。

应用于广告招牌的PWM调光器

TALEXXcontrol LNU产品系列可通过两种设备优化标识的性能和

效率：TALEXXcontrol LNU M主设备可以控制多达19个TALEXX-

control LNU S扩展设备，每个PWM调光器有三个输出接口，用

于连接12V或24V光链，如TALEXXchain CRYSTAL系列。

TALEXXcontrol LNU系列提供包括过载保护、不正确的极性连

接以及灰尘和防水保护(IP67防护等级)，TALEXXcontrol LNU提

供两种操作模式选择。在switchDIM模式下，通过点动开关手

动调节至所需要的亮度；在twilightCONTROL模式下，借助内

置式光传感器，标识可根据环境亮度自动调光，从而实现最佳

照明和能源节约。

在twilightCONTROL模式下，系统在白天亮度充分时完全关

闭。夜间，标识自动开启LED光源，并达到预先设定的最大输

出。黄昏时，较高的亮度级增加了可见度，并显著提高了广告

效果。随着夜幕降临，亮度逐渐减少到预先设定的最小值，从

而极大地增加了标识的易读性。黎明时，标识亮度恢复到最大

值，以实现最佳效果。随后，当达到充足的环境亮度时，系统

将完全关闭。

凭借众多的设置选项，TALEXXcontrol LNU能让标识在各种环

境亮度下，始终保持合适的亮度，从而达到最佳的可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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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三期、鸟巢、央视大楼，这些都是首都北京的新名片。一栋标志性建筑有时是一个城市

的代表，而一个城市的形象也往往通过这些微缩的个体得以凸显和强化，并以照明作为载体

为建筑增添不同的色彩，从而展示出城市的生命与活动。于2014年新完成的望京SOHO，将

是从首都机场进入市区的第一个引人注目的高层地标建筑，成为“首都第一印象建筑”。建

筑楼顶发光字应用锐高TALEXXchain P540-CLA DL系列产品，凭借卓越的光表现性能及稳定

的性能，不但在夜晚凸显出建筑的独特标识性，更成为夜晚传递企业VI信息的灵魂。

望京SOHO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与阜安西路交叉路口，由世界著名建筑师扎哈·哈迪

德(ZahaHadid)担纲总设计师，占地面积115,392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521,265平方米，

望京SOHO办公面积总计为364,169平方米，项目由3栋集办公和商业一体的高层建筑和三

栋低层独栋商业楼组成，最高一栋高度达200米。该建筑延续了建筑师一贯的“没有曲线

就没有未来”的思路，流动的线条结合充满幻想和超现实主义的设计概念，将望京SOHO

打造成为与鸟巢和新央视大楼齐名的北京建筑新地标。

高效照明新要求

与普通照明相比，望京SOHO项目的高空楼宇标识照明由于其特殊的安装条件，选用照明

点亮地标建筑，打造城市名片
望京SOHO

新落成的望京SOHO高层

楼宇应用锐高TALEXXchain
P540-CLA DL产品解决方

案，凭借出色的发光效率

及持久稳定的性能，点亮

地标建筑，打造首都形象

的新名片，将成为现代高

层楼宇建筑标识照明上佳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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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时需要考虑以下几点：安装到高空幕墙，施工、后期维护等都面临维护费用高，及存

在安全风险，标识巨大，需要光源数量巨大；另外，光源产品由于直接裸露到高空，需要

面对风压、阳光曝晒、雨水侵蚀等问题，所以产品的寿命问题成为关键。针对这些特殊要

求，主体楼顶发光字共用锐高P540-CLA DL产品68,000片，LCU 150/D010共180台。与同

类产品相比，该产品光色美观，标准6500K 色温，确保了优质均匀的照明效果。 80,000小

时的使用寿命，原厂质量保证五年。LCU 150/D010 作为配套电源，为P540提供高效，稳

定的输出。产品通过IP67防尘防水测试、抗UV照射测试，高低温循环测试等，保证了产品

的稳定性，满足了上述对于高空标识照明的要求，大大降低了由于产品质量问题引起的后

期更换维修成本，同时也降低了由于高空作业带来的风险。

此外，该项目业主选择冲孔发光字方案，该方案的特点是让光源不透过面材直接发光，从

而使得标识更明亮，虽然该方案可使标识亮度更高，但这对光源提出极高的要求。锐高

P540 DL及配套光源大概每平方米标识使用100片，在安装过程中间距是中心点间距8cm，

标识表面照度可以达到3000LX，很好地解决了光源品质的问题，为企业在夜间传递品牌

精神打造了一个绝佳的展示平台。锐高产品基于10多年来在全球的项目应用已经受各项考

验，卓越的光色表现及稳定的性能获得了业主的认可与好评，也使得锐高TALEXXchain成

为户外标识照明的首选。

节能环保主旋律

随着绿色节能建筑的兴起，节能环保已经不单纯是一种口号，其逐步渗透到建筑的设计及应

用各个环节中。锐高良好的兼顾了产品的功能性及绿色节能的要求，TALEXXchain CRYS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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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40-CLA DL产品86lm/w的光效，配以155°的发光角度，可以帮助客户，节省采购成本及用

电成本。虽说该产品是奥地利原装进口的产品，单颗成本并不低，但由于其光效高、发光角

度大，所以比同类产品在该项目中为业主节能40%，每年节约大概85,000kwh的电力消耗。

均匀一致的光色，高效稳定的性能，应用锐高系列产品，使得望京SOHO成为北京夜幕

中的全新地标，闪耀的标识在夜间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改变了整座城市的肌理和节

奏。SOHO中国拟在2016年前规划在中国地区新建7个大型的SOHO项目，期待锐高系列产

品点亮更多的地标建筑，打造全新的城市名片。

LCU 150 12 D010TALEXXchain CRYSTALTALEXXchain CRYSTAL

业主

SOHO中国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

扎哈 · 哈迪德（Zaha Ha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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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多的科研、教学和管理空间

为满足未来几年内学生人数不断上升以及科研工作量不断增加的需求，苏黎世ETH大学制定

了一项长远性的总体发展计划。在该计划的第一阶段，一座新的大型建筑在ETH主楼附近顺

利落成，命名为“LEE大厦”。它是由建筑师FawadKazi设计的，是ETH大学20年来在市中

心建成的第一座新楼。这座新落成的大楼采用现代实用风格，共有11层，并设计了两个低

层裙房。

兼具可持续性与功能性

ETH大学建筑基础设施部负责人DrazenkaDragila-Salis解释道：“ETH想要的并不是一座时

尚建筑，而是一座功能性楼宇。”然而，尽管外观朴实无华，该大楼仍然凭借出色的施工质

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创新的楼宇系统和先进的网络技术之外，可持续性发展也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LEE大厦是按照Minergie ECO标准施工和通过认证的。这意味着，它不仅

满足节能运行的高要求，而且符合生态和健康方面的严格规定。它所安装的LED照明系统凭

超薄极简设计
锐高凭借TALEXXengine 
QLE LED模组，向灯具开

发商和制造商提供完全基

于系统的高效光源。单个

模组可通过插头连接器相

互连接。最多六个模组可

通过一个驱动来供电和控

制。苏黎世ETH大学为新

落成的LEE大厦选用的照

明系统充分体现了模组可

以提供的设计灵活性。

苏黎世ETH大学LEE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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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杰出的能量平衡和高品质的光线，完美补充了这个建筑的整体系统和概念。

模块化LED照明元器件

FawadKazi建筑事务所与Reflexion AG公司的照明设计师在LEE大厦的照明项目构思上展开

了密切合作。在该建筑的所有功能区域采用了不同尺寸的灯具类型。研讨室、礼堂、办公

室、走廊和人行道均采用这种模块化LED元器件来照明。

Minergie长方体灯具是由Kaspar Moos AG公司开发的。建筑师和照明设计师明确要求高度

保持最低，光效达到最高，绝对没有眩光，并且灯具盖上不会曝露发光点。“当要选择光源

时，我们选择了锐高公司的TALEXXengine QLE LED模组和配套的驱动，”Kaspar Moos 

AG公司销售总监Roger Müller说道，“这款方形LED模组的安装高度仅为5.5毫米，这使得微

菱形PMMA材料制成的灯具有超薄外形。LED灯具能够采用这种超薄设计也得益于QLE属于

自冷却型模组这一优势。这意味着，我们无需额外安装散热器来确保LED在最佳温度范围内

运行。

单独或组合使用均非常高效

在这个项目中，LED模组的另一大优点在于它的系统概念。一方面，锐高为其LED照明引

擎提供配套的驱动和插入式连接器，另一方面，QLE装置的边缘长度仅为27cm×2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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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其能够轻松连接，创建一个均匀发光的表面。苏黎世ETH大学在LEE大厦内采用了十

种不同尺寸的灯具，模组有的单独使用，有的从二到十组合使用。这些模组由一个或者最

多两个集成在灯具中的LCAI 350 I010 one4all类型的LED驱动供电。由于采用的是智能电子

设备，再加上这些LED驱动具有DALI接口，因此，LEE大厦内的LED照明完全可在以客户

需求为导向的基础上进行控制。

除了目前版本168 lm/W的LED模组具有高能效之外，这种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系统方法在

实际运行过程中还可以实现更多能源节约。

TALEXXengine QLE G2 TALEXXdriver LCAI 15W 350mA one4all

业主

苏黎世，ETH Zürich，Immobilen

建筑设计

苏黎世，FawadKaziArchitekt GmbH公司

照明设计

苏黎世，Reflexion AG公司

灯具品牌

Kaspar Moos AG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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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文化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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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博物院简介

1933年，根据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倡议，国民政府创建了国立中央博

物院筹备处，由蔡元培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1936年开始动工，原拟建人文、工艺、自然

三馆，后因抗战爆发停建。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央政府又进行了整修、增建，建成了

人文馆，即现在的历史陈列馆。新中国成立后，仍名国立中央博物院，由文化部领导；1950

年3月更名为国立南京博物院；1959年，南京博物院、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三者合并，仍名南京博物院(以下简称南博)。   

专业的照明需求

博物馆的照明需求与普通照明需求有较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对于光源的品质，稳定性及安全

性上有更为严格的要求，结合现代先进的DALI智能照明控制以及世界顶级灯具品牌，通常需

要专业，科学，节能，便捷的照明方案。

1．严格的光品质要求

作为国内著名的博物馆，南博所拥有的藏品无论从种类上，数量上还是品质上来说均是名列前

艺术升华，人文之光
南京博物院是我国第一座

由国家兴建的国立大型综

合博物馆，它坐落于南京市

紫金山南麓、中山门内北

侧，占地7万余平方米，两

座陈列馆(历史陈列馆和艺

术陈列馆)建筑面积3.5万平

方米，均为仿辽宫殿式建

筑，黄瓦红柱,巍峨壮观。

院内草木葱茏，各种石刻

文物点缀其间，人文景观

与自然景观相映成趣。

南京博物院的DALI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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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公司

江苏爱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经销商

南京联盛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灯具品牌

iGuzzini

茅，所以对于展示灯光的要求也体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

展示现场均选用国际一线品牌LED灯具配合锐高DALI智能驱动，在灯具色温，显色性，眩光值

均达到国际顶级水平的同时，通过锐高DALI智能驱动提供的电源供应，保证光源模组的稳定输

出和超常寿命。通过独创的自适应电磁稳定系统确保输出到LED模组的电源可以根据模组自身

的参数进行自动匹配，在恒定电流输出的同时通过PWM的脉宽调制使LED模组稳定安全的进

行照度调节并保证其在任何照度下稳定的光学性能。

通过锐高驱动的多重保护，实现了对LED模组的实时监控，根据温度传感器提供的信息，驱动可

以自行调节风扇的转速及亮度值，当LED模组的温度达到最高警戒值的时候会自动降低功率或进

行关断保护，锐高LED驱动在保证光源品质的同时为LED模组的寿命及安全提供了完美的保护。

2．复杂的展出模式要求

为了满足南博展品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展出需要，现场的每一盏灯具都需要进行独立控制与监控。

通过手持iPad，可以对展柜内每种不同类型如宽光，窄光，洗墙等每一组柜内灯具以及吊顶导

轨上的每一盏导轨射灯进行单独的调光控制，而这种先进的调光模式大大方便了因更换布展后

需要根据不同位置的不同展品进行现场调试灯光的工作。展馆工作人员只需手持iPad站在展品

前根据照度值调整每件展品所对应灯具的照度即可。

通过现场的墙面智能触摸屏则可以实现单一场馆的整体控制，依据预先设置的参观，清扫，安

防等模式，实现一键或定时切换场景。灯具会根据场景需求调整照度或开闭，从而实现无人值

守时高效节能的目的。

通过中控电脑，即可在监控室内对现场每一盏灯具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控并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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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简易的施工与布线方式

南博如此高的展示需求，如果采用原始的设计及布线方式，必将带来繁杂的管线排布，更加庞

大的设备间以及更长的施工周期，但是因为采用了锐高DALI电器及DALI特有的布线方式，使

得强弱电信号线可以共管铺设，并且无需考虑灯光回路，从而让这些原本让施工人员头痛的问

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4．高效绿色节能

作为当今社会及政府的主导方向，作为知名博物馆的南博当然不会忽略节能环保的重要性，对

于这种特殊的照明应用。全馆照明均选用高品质LED光源配合锐高LED驱动，以实现高达90%

以上的能源转换率，在保证日常展出工作正常进行的同时，根据参观流程及时间设定多种照度

及开关灯的行程，以达到最大的节能目的。

同时通过中央管理系统及锐高DALI驱动的配合，可以实现对于单个或者所有灯具的能耗统计，

对于照明方面的能源管理做到数字化的精准显示。

完美的智能化照明展示

南博重金打造的灯光系统将焦点从展品的自身价值延伸到了对于展品细致，全面，科学的

呈现于参观者面前。通过灯光的衬托和更为智能化的应用，赋予了这些原本埋藏于地底的

珍贵文物第二次生命，古老的文物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同时又极大地发挥了博物馆的社会

教育功能。

DALI PS

LCAI 35W 350-900mA ECO 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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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举博物馆简介

博物馆东至平江府路、南至贡院街、西至金陵西路、北至建康路，总占地面积约6.63公顷。

按照规划，一期工程为明远楼以南、以西部分，占地2.75公顷，规划建筑面积9.2万平方米，

主要是修缮保护部分号舍和明远楼等遗存，建设科举博物馆主体和必要的配套设施。二期工

程为明远楼以北、以东部分，占地3.88公顷，主要是修缮飞虹桥，打通江南贡院历史轴线，

以及进一步建设文化旅游配套设施。

特殊的需求

因为科举博物馆为南京迎接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重点项目，承载着展示南京人文历史，

迎接五湖四海宾客的重要任务，这使得本项目不仅在灯光品质及设备稳定方面有较高的要

求而且在施工周期上更有严格的控制，其一期工程的建设从内装进场施工到布展结束总共

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施工时间，这对现场所有设备的安装和调试提出了较高的水平的要求。

1．苛刻的照明需求。

作为南京市重点项目，科举博物馆所展出的展品呈现丰富的多样性，对于不同色温不同照

中国科举博物馆

DALI智能照明的临时应用展示中国科举博物馆位于南京

市秦淮区，是中国科举制

度中心、中国科举文化中

心和中国科举文物收藏中

心。中国科举博物馆由江

南贡院改扩建而成，江南

贡院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科

举考场，鼎盛期可接纳2
万多名考生同时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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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频繁转变也使得灯具及光源的选择变得尤为重要。

展馆现场均选用国际一线品牌LED灯具配合锐高DALI智能驱动器，在灯具保证其色温，显色性，

眩光值和发光角度均达到国际顶级水平的同时，通过锐高DALI驱动器的优秀品质提供高质量的

电源供应，保证光源模组的稳定输出和超常寿命。通过独创的自适应电磁稳定系统确保输出到

LED模组的电源可以根据模组自身的参数进行自动匹配，在恒定电流输出的同时通过PWM的脉

宽调制使LED模组稳定安全的进行照度调节并保证其在任何照度下稳定的光学性能。

通过锐高驱动器的多重保护技术，实现了对LED模组的实时监控，根据温度传感器提供的

信息，驱动器可以自行调节风扇的转速及最高亮度值，当LED模组的温度达到最高警戒值

的时候会自动降低功率或进行关断保护，锐高LED驱动器在保证光源品质的同时为LED模

组的寿命及安全提供了完美的保护。

2．灵活的展出需求。

为了满足科举博物馆现场灯光效果的复杂需求和调试周期较短的客观情况，考虑到一期工

程只有6个月的展览周期，为了节省成本及减少布线施工，我们选用了锐高LED驱动器的

SwitchDim功能，通过驳接柜内原有的220V电源到DALI信号线上，使用安装在展柜侧边的

三路瞬时开关即可对展柜内的宽光射灯，窄光射灯和洗墙灯进行分路的精准调光。为不同

展品和展柜的各异需求提供了方便快捷的调光方案。

3．快捷的施工与布线方式。

考虑到紧迫的施工周期和较短的展览周期，为了在满足业主各种需求的同时尽量节约成

工程公司

江苏爱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经销商

南京联盛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灯具品牌

iGuzzini，ER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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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我们在设计之初就将快速施工和快捷调试以及二次利用这三点作为重点考虑。

首先通过选用锐高LED驱动器的SwitchDim调光方式，就无需在展馆内部复杂的建筑分区

之间进行大量管线铺设，为基础建设节约了时间，节省了材料。

其次通过SwitchDim的调光方式可以直观方便的实现各回路的精准控制，只需要依照照度

值的变化按动开关即可方便的实现精准的照度调节，这又大大的缩短了灯光调试的时间。

最后在临时展览结束重新布展的时候只需要将原有的DALI回路信号线与220V强电分离并连

接至弱电信号箱，原有展柜内铺设的电缆线无需任何的调整即可改变为DALI系统的控制，

这又使再次施工的成本大大降低。

4．高效绿色节能。在大力倡导绿色环

保的当今社会。全馆照明均选用高品质LED光源配合锐高LED驱动器，以实现高达90%以

上的能源转换率。为节能环保贡献力量。

高效的智能化照明解决方案

经过6个月的展览考验，业主对于锐高智能照明系统的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限定的时间

内高效的实现了系统的稳定运行为青奥会的顺利举行增加了色彩。同时通过思维的创新和科技

的应用，锐高又为智能照明的短时间快速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

LCAI 20W 350-900mA ECO C 

LCAI 35W 350-900mA ECO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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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照明控制

这座全新的文化馆/图书馆位于斯德哥尔摩附近小镇瓦伦蒂纳的中心，其安装了锐高的一系

列产品控制各种光源。

这座三层楼的圆形建筑使用了各种类型的灯具和光源。因此，需要制定一个全面的照明控制

策略，使用先进的照明管理系统来建立对所有照明的统一控制。总体而言，该客户使用DALI 

DSI驱动器，通过DALI网络控制照明，对灯具进行分区控制，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系统中DALI

地址的总数量。另外，当镇流器需要更换时，这种照明设计也有利于维护。

灵活的照明控制实现节能

该客户使用锐高的PCA EXCEL镇流器控制荧光灯照明，同时使用DALI接口切相调光器进行

卤素灯调光，而DALI继电器模块则用于金卤灯的开/关切换。另外，客户还通过winDIM@

net建立中央控制和监控。所有DALI电路均连接到基于IP的网络，客户可以轻松监控。

瑞典/瓦伦蒂纳

瓦伦蒂纳文化馆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附近

小镇瓦伦蒂纳的新文化中

心，安装了众多不同的光

源和灯具。整个照明系统

均由锐高的DALI系统来控

制。此解决方案的设备由

Wennerström Ljuskontroll
公司提供。作为锐高在瑞

典、芬兰和地中海国家的

合作伙伴，该公司主要采

用锐高的控制装置和DALI
元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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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IM@net系统确保所有光源自动设置夜间或欢迎照明场景，同时执行整座建筑的日光

补偿和人体感应控制。

此外，winDIM@net系统还提供照明系统的中央控制，以监控所有光源的状况——同时显

示能耗和报错。另外，客户还可以通过每层楼上安装的x/e-touchPANEL触摸屏，利用预设

照明场景控制每个楼层的照明。

客户总计使用了800多件锐高产品，为该文化馆提供多功能动态照明系统，其能够应对建

筑内举行各种活动的照明需求，并提升照明质量。同时，这种全面的照明管理方法还通过

日光感应控制和人体感应控制显著减少了能源消耗和环境影响。此外，中央控制还使维护

成本降到最低，员工无需巡视整座建筑来检查照明系统。winDIM@net系统确保这一切只

需从中央控制即可非常轻松地实现。

DALI x/e-touchPANEL 02EXCEL T5 winDIM@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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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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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照明成为近两年公众热议的话题，作为智能建筑的一个部分，智能照明应用新技术的便

捷平台，通过科学管理，提升建筑的照明质量，提高大楼整体的运行效率，不仅营造出舒适

的生活、工作环境，而且通过人性化的控制实现高效管理、绿色节能的目的。不久前新建的

中国民航干部管理学院的教学科研综合大楼，采用锐高智能luxCONTROL照明管理系统，确

保教学楼高质量的照明基础上，实现绿色节能，优化管理。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成立于一九八二年，是中国民航总局唯一直属成人高等院校。承担

着培养中国民航中高级管理人才、后背干部以及民航软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20多年来，

学院一直在积极关注民航各层面的人才需求，并且在民航发展的各个阶段，通过教学培

训、科研咨询，积极为民航各政府、各企事业单位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持。为适应新的

发展需要，学院新建了一所综合楼，占地20余亩，采用人性化的设计，先进的智能照明控

制系统，打造绿色节能的现代办公大楼。

智能照明的新定义

目前智能照明在室内室外均有不同程度的应用，室外主要如路灯、公园等，与室外相

智能点亮办公空间，提升幸

福指数
在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教学科研综合楼，采用锐

高luxCONTROL照明管理

系统，通过智能系统的运

用及科学的管理，帮助大

楼降低了运行成本，提高

了运行效率，将智能照

明的概念从口号变成了

现实，为在校师生营造舒

适、便捷的环境氛围。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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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室内对于智能照明的要求更高：“智能”要求调光的精确性，实现1%-100%范围的

精确调光，误差过大的话则很难凸显“智能”的概念；“控制”要求人性化的灵活调控，

可以根据不同的活动要求，匹配相应的照明场景，个性化定制照明方案让空间变得灵动起

来；此外，对于智能操作反馈速度的及时性也很重要，如果延时过长，则失去了智能控制

的意义。

锐高luxCONTROL照明管理系统的产品应用民航管理干部学院综合大楼的各个重要区域，根

据不同活动的需求，实现动态的照明效果。智能luxCONTROL系统提供控制器、传感器、调

节装置、电子镇流器以及光源，实现与灯之间最理想的互动。这些装置可完美地匹配数字

可调光PCA EXCEL one4all lp，PCA EXCITE和PCA ECO系列镇流器，TE one4all电子变压

器，数字PCI FOX系列镇流器，LED模块的T驱动器和EM PRO应急照明装置。

该管理系统采用独特的comfortDIM技术能提供一个灵活而人性化的照明系统，同时其功能

易于扩展。采用在同一控制线上安装几个控制设备的多点控制结构能为基于特殊应用场合

的照明系统提供理想而可行的实现方案，同样的基于DALI协议，对系统将来可能的改变或

功能扩展提供了完备的兼容性。

DALI协议

DALI接口标准描述了照明控制设备之间的数字通讯协议。DALI能对64个控制设备进行逐个

的编址，同时顺利的把它们分为16个照明群组和16个照明场景。锐高已同其他一些著名的

镇流器生产厂家制定了DALI标准，这个统一的标准不但确保系统的兼容性，同时充分考虑

了照明系统将来可能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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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I数据结构

DALI协议包含了19个比特的数据，这不但能够为64个装置或灯具进行逐个的编址，同时能

提供状态信息和如渐变时间、渐变率等多种可调参数。

DALI允许对64个设备/灯具在1组控制总线上进行单独编址。镇流器也能被分配为16个群

组，每个镇流器可以存储16个照明场景。DALI系统中镇流器以及控制设备连接线具有DALI

控制线功能，它们能和电网并联运行，或者和电网线安装在同一电缆管道中。因为DALI控

制信号无极性，因此不用像模拟电路那样需要区分DALI线的极性。采用PCA EXCEL one4all

的照明组群和采用DALI GC的开关控制系统中的灯具功能分配是在系统安装后才定义的，即

便是在系统投入使用以后，照明灯组和开关功能也能自由分配，这给系统带来极大的自由

度和灵活性。

灵活调控、降低能耗

comfortDIM使得DALI系统的设计过程非常简便。DALI系统的分散性和模块化特性为照明

提供了经济的方案，它能满足终端用户不同的个人需求。在民航管理干部学院综合大楼的

大堂、宴会厅、报告厅、大会议室等区域，分别安装了x/e-touchPANEL彩色触摸屏，可应

用于寻址、分组、场景设置、应急照明的系统设置等，最多128个 DALI 设备的照明控制组

件，最多可实现16个照明场景设置、16个灯光分组设置。一般有如下场景可选：

灯光全开模式- 灯光全部工作，确保最高亮度，满足高亮度活动的需要

会议模式-灯光逐渐调到较高亮度，便于进行会议活动，主旨演讲等

全关模式-灯光逐渐关掉，确保离场后关掉所有电器设备，不浪费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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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BU 10W 12V BASIC SR DALI x/e-touchPANELDALI SC

半开模式-同一当一个空间进行小规模活动室，空间可以实现一半照明设备开启，(通过单

独、独立控制)而且彼此不会形成冲突和影响

此外，其他模式如值班模式、清扫模式等，分别根据特定的功能需求，提供对应的照明环

境，实现了空间的个性化照明，使得照明可因人而异、因地而异。

个性化设置，提升幸福感

民航管理干部学院新大楼在锐高智能照明管理系统的配合下，为老师和学生营造了一个

令人舒适、宜人的空间氛围，提升了幸福感。科学的照明管理，最大限度地节约能源，通

过带有日光控制，合理利用自然光线，将人工照明与自然照明充分结合，用现代化的照明

系统提升了建筑的整体质感。最终无论从照明效果还是节能环保都让业主十分满意，锐高

luxCONTROL照明控制系统的元件为创新和个性化的照明解决方案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

预示了未来办公照明的一个方向：

通过现代技术手段真正将“人”的感受考虑其中，用人性化的照明改善人们的学习、工作

和生活，用实际行动践行以人为本的精神与内涵。

照明规划

北京盛世启明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业主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工程商

北京盛世启明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北京颐和监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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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的灯光设计师都面临着寻找一种合适灯具的挑战，他们想要的灯具既要与老厂房的

建筑结构相匹配，又要保证从挑高极高的老厂房天花到桌面有足够的照度。一款由Fluora

灯具公司生产的特种工具刚好可以同时满足这些要求。同时搭载了锐高的元器件，为这一

老厂房提供高科技照明技术。灯具设计以建筑师和照明设计师的草图开始。然后依据这些

概念制作出模型，对模型稍作修改后，投入生产400个吊灯灯具。

最初计划是利用不同尺寸的灯具来照亮各个挑高跨度非常大的空间，包括3米高的培训室

和11米高的大厅，但之后锐高的LED产品系列可以提供LED模组和LED驱动的所有可行性

方案，借助相关技术装备单一光源类型，以满足各种要求。使用TALEXXmodule FLE LED

模组的区域灯具安装在较高挑高的空间。这些模组专为各种大型接待厅而设计。

  

对于挑高高度适中的空间，照明设计师选择了锐高的TALEXXmodule SLE G3模组，该模组

主要应用于射灯和筒灯。这两种模组类型的输出范围都要求主动散热。为了主动散热，风

扇集成在灯具外壳内。锐高进行了一系列测试以支持主动散热功能的设计，同时为客户集

老厂房的光彩新生
苏 黎 世 应 用 科 技 大 学

(ZHAW)已将其多个图书馆

整体搬迁至市中心。作为

一个现代化媒体中心，新

中央图书馆已在位于Sulzer
的一座工厂旧址内建成，

占地面积达6000平方米。

苏黎世大学新中央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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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风扇、LED模组以及LED驱动提供了可能。该LED模组搭载锐高TALEXXdriver LCAI 100W

和TALEXXdriver LCI 35W驱动。

苏黎世结构工程办公室负责监督整个项目的结构并代表业主负责配备家具、IT以及音响等

设备。

LCI 35W TOP TALEXXengine FLE TALEXXmodule SLE

业主

苏黎世，ETH Zürich，Immobilen

建筑设计

苏黎世，FawadKaziArchitekt GmbH公司

照明设计

苏黎世，Reflexion AG公司

灯具品牌

Kaspar Moos AG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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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医生、护士以及医院管理者都对病房的照明抱有各种期望。根据这些不同用户群体的

不同需求，Prolux Licht AG的工程师和设计师推出了一项可满足所有上述要求的解决方案，即

Sanapro灯具。

Triemli医院选用Minergie灯具

苏黎世Triemli医院制定了一项长期计划，即现代化其基础设施。这项计划可能至少会持续至

2020年，而且苏黎世医院着手这项计划已有一段时日。这项计划的具体内容包括对各项基础

设施进行翻新，对部分用途加以改变，并对大量新建筑予以完善，例如近期完工的由建筑师

公司Aeschlimann Hasler Partner设计的病房区。这家建筑师公司和Reflexion AG的照明设计

师一致决定，他们需要一款特殊灯具，以实现他们为病房提供最佳照明的理念。他们已经为

这款特殊灯具的功效、功能以及设计制定了严格的规格，而照明开发者公司Prolux Licht AG凭

借其Sanapro半面灯具满足了他们的所有要求。作为一款Minergie灯具，其不仅极其节能，

还具备各种照明功能，对于患者、医生以及医护人员的各种需求，皆能满足。

十个LED模组，四种照明功能

所有灯具都是采用的模组结构，每一个照明单元都能提供柔和的室内光线、无眩光无阴影

的阅读光线以及体检时从床头照到床尾所需的强烈光线。这三种类型的光均采用锐高公司

的线性TALEXXengine LLE LED模组作为光源。每一个灯具都配备有十个LED引擎，且分两

个版本。另外还有一个单独的LED模组，充当夜光灯。由于所有照明功能都能以全光通量

激活，所以灯具的功耗为126瓦特，总光通量为10387流明。

病房选用线型LED模组苏黎世Triemli医院选用锐高

公司的LED技术作为其模

组化照明解决方案的核心

组成部分。LED模组在与

光学元件结合后，可将各

种不同的照明功能集成在

一个体型小巧外形美观的

设计当中。

苏黎世Triemli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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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木法

锐高公司将其LED组件作为系统解决方案提供。这意味着，由于LED转换器的形状、尺

寸、光通量以及光色各种各样，只要配有适用各种不同照明控制协议的接口，其就适用于

各种LED模组。基于积木原则，灯具制造商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将经正确组合的LED模

组和驱动器放置在一起。Prolux Licht AG的技术和开发总监Alain Lipp解释道：“从我们灯具

的模组设计角度来看，TALEXX产品系列背后的系统理念已被证明是一项特殊福利。我们不

仅发现LED引擎适合各种长度和光通量，还发现LED驱动器兼容集成DALI接口。”

所有Sanapro灯具都安装有十个LED模组，这些模组都在两个TALEXXdriver LCAI one4all型的LED

驱动器上运作，而驱动器集成在外壳中。其结果是，所有这四种照明功能都可通过DALI进行单

独切换，还可变暗，但夜光灯除外。锐高公司的DALI控制模组用于连接夜光灯和DALI控制器。

变通和拓展的余地很大

当Triemli医院的新病房区在2015年投入全面运作后，将有600个Sanapro灯具用于为病房照

明。LED照明设备不仅功能强大，还经久耐用，其外形紧凑且易于清洁的外壳可发出令人

印象深刻的灯光，但这家苏黎世医院绝不是其唯一的用武之地。LED照明设备起初是作为

专用灯具而推出，现在Prolux可提供多种版本，能满足各种不同的客户要求。Prolux不仅

能制造出不同尺寸的LED照明设备，还能对其各个照明功能进行不同的组合。未来，发展

取决于日光的控制理念以及对各种动态情景进行集成也不无可能。

业主 

苏黎世政府

建筑设计 

苏黎世，Aeschlimann Hasler Partner

照明设计

苏黎世，Reflexion AG

灯具品牌

Prolux Licht AG, Schlieren (CH)

TALEXXdriver LCAI TALEXXmodule STARK QLE LLEDAL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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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和休闲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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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官方论坛，APEC会议的选址十分讲究。从2001年的

上海到2011年的夏威夷，2012年的海参崴，2013年的巴厘岛，会址的选择都要力求体现

东道主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2014年11月5日至11日的北京APEC会议选址在怀柔区雁

栖湖风景区，经过了漫长的“整容”时期后的雁栖湖，实现了华丽的转身。在APEC会议

结束后，其神秘面纱也随之向公众揭开，浓浓的中国风设计业使其成为一处亮眼的风景。

雁栖湖湖心岛上有国际会议中心、雁栖酒店、贵宾酒店、雁栖塔、接待展示中心等。无论是

户外景观设计，还是室内装饰设计，都要着力凸显出具有中国风情的自然风光及人文特点，

同时还要体现出21世纪独有的设计，最终雁栖湖呈现的是“鸿雁展翅、汉唐飞扬”为设计蓝

图的国际会议中心，外形像“京”字的雁栖湖酒店，以及类似中式古典园林的户外景观。

作为国际高端会议活动的举办地，雁栖湖的设计对于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严格把控，照明

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环，也承载了更多的使命：不但以优质的照明营造舒适、愉悦的照明环

境，还需要体现出具有中国特点的人文情怀，更重要的是，运用新技术手段实现低碳、节

能、环保的新理念，凸显出中国对于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视和努力。通过工程承建商的推

荐，在该项目的雁栖酒店与高端领导别墅区域，采用了锐高TALEXX converter系列LED 驱

动器线性、区域调光产品，与灯具供应商及众多优秀品牌协同配合，打造了宜人的照明氛

围，一起为APEC的顺利召开提供了稳定、优秀、的照明保证。

人性化空间 智能营造锐高LED系列产品在2014 
年APEC会议举办地北京

雁西湖应用，灵活的场景

控制以及稳定的性能确保

这一国际性高端活动的顺

利举办，打造丰富、人性

化的照明效果。

雁栖湖酒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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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关键词-稳定、优秀

作为像APEC会议这样国际级别的高端会议，照明的安全稳定是所有要素的重中之重，因为

一旦运行中途出现任何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在该项目中，应用锐高LED驱动器线性、区

域调光产品(具体型号：LCAI 080/0350\LCAI 20W 150mA-400mA ECO lp)，其中LCAI 080/0350

产品5000台，LCAI 20W 150mA-400mA ECO lp 50台，该系列产品在稳定性方面具有比其他同

类产品更大的优势：50,000小时寿命，5年的质量保证，确保了性能稳定。另外，具有过载保

护、过热保护及短路保护装置为设备的运行又提供了一层保障。基于多年项目应用的经验，锐

高用数据说话，其驱动器产品良好的性能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在业内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除了稳定，优秀的照明效果是此次项目的另一关键词。锐高作为最早参与DALI协议的厂家

之一，其LED产品基于DALI系统实现调光控制，可根据活动需要，实现不同的照明场景，

随时都能营造最适宜的照明环境，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浪费。

提到DALI技术，其最大的特点是可对单个灯具独立寻址并进行精确的控制，通过DALI系统

软件可对单灯或任意的灯组进行准确的调光及开关控制。(尽管这些灯具在强电上是同一个

回路或不同回路，照明控制上与强电线路无直接联系)，DALI系统软件可对同一强电回路或

不同回路上的单个或多个灯具进行独立寻址，从而实现单独控制和任意分组这一理念为控

制带来极大的灵活性，用户可根据需要随心所欲地设计满足其需求的照明方案，甚至在安

装结束后的运行过程中仍可任意修改控制参数，而无须对线路做任何改动。同时可保留传

统的布线方式，结构简单，功能模块相对较少，调试也十分便捷，简化安装，降低成本，

可以实现许多基于回路控制的智能照明控制系统无法实现的功能 。此外，DALI系统16种照

明场景可选，只需0.1秒即可实现3%-100%范围内的调光，更为人性化的是，由于数字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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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曲线是根据人的视觉舒适度设定的，符合人眼对光的敏感性，悄然变化的灯光场景不会

对使用者造成任何不适。

环保节能的诉求-灵活、可控

锐高系列产品在雁西湖酒店项目的应用，通过充分应用DALI智能调光系统，打造令人惊

艳的照明效果，不但实现了精准的调光效果，而且科学的管理及反馈数字装置能够将照明

实现按需供应，避免不必要地浪费，对于像酒店及会议中心这样空间数量巨大、照明设备

繁多的场所，实现的节能效果将会非常可观。而在实际运行中，锐高产品可以与不同灯具

匹配对接，极大的灵活性突破了传统设备由于参数不同而在安装及应用方面引起的种种局

限，帮助客户减少了后期维护及经济成本。无论从安全稳定性、经济适用性来说，都能够

以使用者及业主为第一考虑，充分体现智能照明为人们带来的舒适与便捷。通过雁西湖酒

店项目的成功运行，锐高得到了业主的好评与认可，未来有望在首旅集团旗下其他的酒店

项目中进一步推广锐高的产品，从而将智能照明进行到底！

LCAI 20W 150mA-400mA ECO lp LCAI 080/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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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餐厅坐落于西班牙首都最负盛名之一的大道上。占地面积约800平方米，可供200多名

食客用餐。中央餐厅拥有五个高级隔间分区以及酒吧为私人聚会和商务会议提供了时尚氛

围。室内设计灵感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俱乐部。这家著名餐厅的合伙人和品牌形象大

使是三个来自西班牙的知名世界级人物：网球运动员拉菲尔·纳达尔(Rafael Nadal)、NBA篮

球运动员保罗·加索尔(Pau Gasol)以及流行歌手安立奎·伊格莱西亚斯(Enrique Iglesias)。

既能欣赏别人，又能展示自己

所有包房都配有四个灯光场景，可为特定时间营造完美氛围，不论您是在用午餐、小憩的时

候喝上一杯咖啡、享用晚餐或是深夜饮上一杯鸡尾酒。独立VIP区域内灯光场景类似于小型舞

台，可单独进行控制。餐厅运营经理Gabriele Zinetti希望可以根据顾客的要求来调节亮度，例

如，年轻人庆祝生日时所需的特定亮度水平与企业家们磋商某项协议时所需的亮度水平是完

全不同的。Zinetti相信，照明管理系统将会给要求苛刻的顾客的产生幸福感起到积极影响。

最新一代的照明解决方案

connecDIM可通过个人电脑或智能手机应用轻松调节照明，以适应个性化需求。亮

采用新型智能照明管理
位于马德里市中心全新开

业的Tatel餐厅为顾客提供

顶级西班牙美食和独一

无二的用餐环境。餐厅

内不同区域的照明场景

在任何时候都能营造完

美的意境。还可根据特

定需求调整灯光。锐高

的connecDIM网关为该顶

级餐厅提供了用户至上照

明控制系统。connecDIM
实现多个独立灯光场景的

简易控制。

马德里顶级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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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光色 (可调白光)均可快速调节，令食客倍感舒适。connecDIM依赖于标准硬件和互

联网技术。因此，无需购买昂贵的专业硬件或软件。一旦接通互联网，作为系统核心的

网关就会收集联网DALI设备的所有数据和参数，并通过TCP/IP将这些数据和参数传送至

connecDIM的云端。

Tatel餐厅选用的是锐高connecDIM网关，可通过DALI线独立控制一系列LED驱动。锐高专业

技术人员按照照明规划师和室内设计师的定义，为整个餐厅设定了四种照明场景。应运营经

理的要求，可在餐厅的主就餐区通过wifi链接iPad对各个精致的高端区域进行独立控制。

此智能照明控制系统由Diseñolamp公司负责工程施工，并采用锐高产品。照明设计由Laser 

Iluminación公司负责，室内设计由Ilmiodesign公司负责完成。

connecDIM网关 TALEXXdriver LC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