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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林电子(上海)有限公司为台湾咏真实业全资子公司，于1978年创立专业照明控制品牌

Liteputer。40年来坚持不懈的开发照明控制技术及产品，从DMX、RS-485、Sine Wave、

ORBIT.X、到LEDiM，参与历代控制协议及技术的创新。在国际照明控制界中久负盛名，营

业额80%来自德国、英国、北美、中南美洲、日本及东南亚各国。在国内亦名列十大照明

控制品牌，工程项目遍及各地。包含许多五星级国际连锁酒店、博物馆、各种公建项目及

商业项目，经得起时间及市场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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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苑酒店是全世界顶级的精品度假酒店品牌，全球第一家悦苑酒店在古巴，而第

二家，也是中国的第一家，就位于长城脚下的承德金山岭长城景区。

具有现代休闲风格的服务酒店，将充满想象力的设计和Liteputer智能客房控系统

相结合。将舒适的氛围和高科技的体验融合于宾客的入住。迎合新时代旅行者的

品味，为宾客提供诸多选择以打造个性化的服务。

通过Liteputer智能客房控制器对灯光的不同需求，再结合当地风情与时尚外观

对灯光进行控制，让悦苑成为一家更加现代化的智能酒店。悦苑定位于具有现代

休闲风格的服务酒店，将充满想象力的设计和Liteputer智能客房控系统相结合。

03/五星级酒店 五星级酒店/04

图源：金山岭长城悦苑酒店官网

北京金山岭长城悦苑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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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Liteputer完工了两家Indigo Hotel，分别是9月开幕的台湾新竹Indigo及11月开幕

的上海静安Indigo。

Indigo酒店官网上写着“没有哪两家英迪格酒店是雷同的”正说明了Indigo是IHG旗下的叛

逆分子，世界各处每一家Indigo都以出挑的前卫设计及玩世不恭的趣味性吸引着年轻人的

眼球，但又流着IHG高档酒店的血统，对细节的要求一丝不苟。

静安Indigo是上海第三家Indigo，以苏州河孕育的海派文化为基调，兼收并蓄，代表苏州

河湾的婀娜曲线穿插整个酒店设计，并巧妙的带入电影元素。在暗色背景下，视觉效果强

烈的丝网印刷挂画加上Liteputer智能灯光系统提供的戏剧性十足的灯光效果，让顾客置身

电影片场的光影空间，完美融合了现代设计观念和上海海派文化气息，与坐落四周的高端

艺术品成为城中时尚潮人聚集打卡的新地标。

酒店每个环节的设计都充满个性，但丝毫无损于宾客的舒适体验。酒店就像一个动感的现

代化彩色调色板，Liteputer在戏剧性中也辅以自然柔和、符合人眼感知的环境调光，配

合富有当地特色的设计与装饰，营造出引人入胜、风格独特、清爽提神的氛围。在照明设

计师的巧手下，搭配得宜的灯光增添顾客对酒店的归属感，亲切而又温馨，打造出了一家

亲切随和、充满个性、同时满溢当地文化的酒店。

上海静安英迪格酒店

图源：上海静安英迪格酒店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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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静安瑞吉酒店作为全球闻名的喜达屋酒店管理集团旗下最高端的酒店品牌。坐落于北京西

路，在一座集大型企业办事处和顶级品牌精品店于一体的高档综合大厦内。为客户提供最舒适

的环境和最人性化的服务。而灯光氛围作为酒店环境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酒店位于上海市最繁华的地段：上海市静安区静安寺附近，闹中取静，犹如繁华中的一株幽

兰，引人注目。大堂以中式装饰为主，端庄大气，配以欧式风格的灯饰，体现古典和现 代气

质的完美融合。

LitePuter永林电子在光源的采用和光影的结合上，既把自然光充分利用，又让射灯、灯带、

花灯等多种光源的发光特点充分发挥。保证了灯光效果的错落有致。  

在控制方式上采用分区控制和场景控制，以适应不同气氛和场合以及客户的光感。既达到节能

的目的、又实现客户光感的充分舒适。正因为酒店本身的高品质要求，也对公司的调试水准和

服务能力反向提供了更高的要求，锻炼了公司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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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静安瑞吉酒店

图源：上海静安瑞吉酒店官网



图源：网络

铂尔曼是雅高集团旗下高档酒店品牌，源自浪漫的法国，自诞生之日起，秉承着为高端

商务旅行人士提供全方位的卓越服务的宗旨。而舟山三盛铂尔曼酒店，东临著名的"海

天佛国"即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普陀山，继承了铂尔曼一贯的品质，在法式风情的

现代化设计中融入了舟山海洋文化和禅意文化。

在本案例的灯光处理上Liteputer智能灯光控制系统为其提色增分不少。调光效果上，曲

线平滑，低亮度状态时设备工作稳定，灯具无频闪。

大厅照明采用时钟管理模式，根据不同的时间段预设数组不同的场景，一定程度上同步

日光变化，让您任何时段进入酒店都有温馨及舒适的入住体验。

酒店设有面积达880平方米的无柱式大宴会厅和多间会议室，这些空间大量采用PL-DX系

列可控硅调光模块，实现不同回路灯具的不同明暗变化和组合，以营造各种会议、婚礼、

团建等活动的舒适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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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舟山三盛铂尔曼酒店



上海静安洲际酒店

原上海浦西洲际酒店于2018年更名为上海

静安洲际酒店，由两栋时尚耀眼的玻璃幕

墙楼体组成，坐落在市中心商业区。地理

位置非常优越，交通便捷，上海火车站、

城市轨道交通1、3、4、12、13号线和地

面高架道路组成的交通网络四通八达。

上海静安洲际酒店拥有占地面积超过3125

平米的现代化宴会及会议场地。包括一个

744平方米的大宴会厅，四个宴会厅、350

座的剧院厅及11个多功能厅。

酒店在2018年陆续改造了酒吧、大堂、全

日餐厅、宴会厅、会议室及行政酒廊，全

部调光控制系统改用Liteputer的ORBIT.X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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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上海静安洲际酒店官网



酒店位于贵州省第一高楼之上，座落于城市商业中心，毗邻风光旖旎的南明河畔，与甲秀

楼，弘福寺、黔灵山公园等多个贵阳著名旅游景点仅步行距离。

酒店拥有五间风格各异的餐厅及酒吧及11个活动场所，经常性的举办大型活动及美食节。

酒店方始终关注着创造非凡的当地色彩，在保留着欧式待客之道的优雅之时，也将其与贵

阳独特的本地文化交融，带给宾客舒适享受和奢华的格调。整个公共区域采用Liteputer 

DX及EDX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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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贵阳凯宾斯基酒店官网

贵州省贵阳凯宾斯基酒店

泉州海丝博亚国际酒店是由万石控股集团投资建造的集餐饮、客房、会议于一体的豪华商务旅游酒

店。酒店主体高15层，建筑面积15000㎡，南眺幽幽晋江碧水蓝天，北畔风景秀丽的桃花山森林公

园。

图源：海丝博亚国际酒店

海丝博亚国际酒店

室内装饰则采用豪华欧式典雅风格。拥有各种类型的豪华商务客房，高级中餐包厢以及多功能宴

会厅等。灯光控制采用Liteputer智能控制系统，通过平衡各区域灯光的亮度及场景控制，很好

的表现出空间的次序感及层次感。

客房区域照明尤为注重友好的住客体验和服适的居住感受，考虑到为住客提供更多更便利的智能

化客房服务，客房采用了Liteputer智能客房系统RCU-600搭配天猫精灵智能音箱。住客能够透

过语音对灯光场景、窗帘、空调、电视等进行控制，满足住客不同的情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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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网络

丝路国际创意梦工场：坐落于浐灞国家级生态区和欧亚经济综合园区的核心区域。项

目占地面积39亩，建筑面积12万平米，是集展示、艺术、商务、酒店于一体的“360

度立体孵化文创产业园区”。

本项目为办公楼,一共5栋,每栋7层,公共区域及走道的照明采用Liteputer的ORBIT.X

系统，总线是用两根（20-36V）无极性的信号线，将所有系统部件连成一体，各个部

件都有CPU运算与信息存储功能，信号在总线上以正弦波方式传输，更能避免传统以脉

冲式总线传输信号易受高频电磁干扰的弊端。

Liteputer产品可以记忆对其设定的参数。每个元件在网络中均有唯一的地址码以供识

别。可以单独对每个元件进行编程。对照明系统的设定参数被分散存储在各个元件中。

1.场景控制：通过电脑软体按照预先设定的几种场景对不同区域的灯区切换控制，可

  以定义开、关，也可定义为延时，比如开灯以后自动延时关断。

2.定时控制：通常情况不需要人为操作，通过时间控制，按照正常的工作时间安排灯

  的开关时间，使灯能够定时开、关。

3.感应控制：通过系统总线探头实现感应控制，充分发挥节能的功效。

4.集中控制：可通过智能照明控制软件对楼层内所有灯具进行照明监控及调用功能。

15/文化创意产业园

丝路国际创意梦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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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古滇湿地欢乐世界

七彩云南欢乐世界由诺仕达集团斥资30亿打造, 占地面积700余亩，是昆明第一

个大型主题游乐园。园区内分为滇军营地、幻滇奇域、童梦世界、万象部落、洪

荒秘境、霜月寒洲、四季花海七个风格迥异的主题区，以及81个极具主题特色的

游乐项目。全区包括室内及户外皆采用Liteputer智能照明调光控制系统，依据

不同主题以灯光打造出梦幻般的欢乐氛围。

园中配套的古滇名城皇冠假日酒店，包含全日餐厅、中餐厅、大堂吧、健身中心，

1160平方米的宴会厅及10个功能厅，也都采用Liteputer的ORBIT.X系列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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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南山博物馆是一所大型综合类国有博物馆。承担着南山历史、人文研究工

作，负责南山区域出土文物的收藏和研究，同时也注重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和广府

区域历史遗存的收藏整理工作。

博物馆照明在照度、可靠性、显色性、色彩还原等方面有都自己特殊的需求，而

Liteputer的LEDiM系统能很好地在这个领域应用并精确的把握和满足相应的要求。

LEDiM智能灯光控制系统安装及调试的灵活性更是保障了临时展成馆随时更换展

品，需要调整灯光照度的要求。独立柜与通柜中每一颗低功率灯具（2W及6W）都

可单独调光，最低照度符合任何文物的保护需求。

图源：南山博物馆官网

深圳南山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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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无锡博物院官网

江苏无锡博物院

无锡博物院由原无锡革命陈列馆、无锡博物馆和无锡科普馆“三馆合一”组建而

成，位于太湖广场南侧，建筑造型体现了“水光石色”的设计理念，是无锡的标

志性建筑。是一座集教育引导、观赏娱乐、参与互动为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性、

现代化的大型博物院。

无锡博物院现有24个常设展览，反映了无锡地域文化特色，和无锡城市独特的个

性魅力。同时按照国家数字化博物馆的要求，建设全国领先的数字化文物管理展

示系统，是一座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的大型博物院。

此外，无锡博物院“一院带五馆”，下辖周怀民藏画馆、无锡中国民族工商业博

物馆、程及美术馆、张闻天旧居和无锡碑刻陈列馆。书画区陶瓷区：对不同年代

的文物，进行最适当的光照保护。

无锡博物院项目前期院方设计师对于展馆灯具的布置及照明的角度有严格的要求，

力求完美呈现展品全貌，明确提出每盏灯必须能够调整细节亮度，并在指定的低

亮度时不能有任何闪烁。

针对客户的需求永林电子采用LEDiM系统实现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物，进行最合适

的光照控制，从而实现文物级的单灯单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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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Lighting Control System Study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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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连云港东海国际大酒店

江苏靖江金鑫花园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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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莞帝京国际酒店

广东东莞长安国际大酒店

广东汕头帝豪大酒店

广东珠海庆华大酒店

广东梅州豪生酒店

天津京基天颐津成皇冠假日酒店

广东省珠海粤财皇冠假日酒店

广东省中山温德姆酒店

重庆北碚悦榕庄

重庆秀山豪生大酒店

河北滹沱河酒店

河北唐山锦江国际饭店

河北邢台南宫南湖温泉度假村

河北文安华美达酒店

河南郑州天鹅城国际大饭店

河南郑州新田美爵酒店

郑州航空港区兴港大厦诺富特酒店

陕西西安城堡酒店

陕西西安喜来登大酒店

安徽合肥弘瑞金陵大酒店

安徽合肥丰达国际大酒店

安徽马鞍山洲际皇冠大酒店

安徽古井假日酒店

湖北十堰希尔顿逸林酒店

湖北葛洲坝美爵酒店

湖南长沙普瑞温泉酒店

福建莆田帝宝花园大酒店

福建莆田阳光假日酒店

福建省泉州海丝博亚国际酒店

四川成都德阳太平洋大酒店

四川成都名人酒店

四川成都群光君悦酒店

四川成都温江皇冠假日酒店

四川成都金堂华美达安可酒店

四川九寨沟悦榕庄度假酒店

山东青岛威斯汀酒店

山东青岛涵碧楼

山东青岛即墨希尔顿逸林酒店

海南海口大华西海岸智选假日酒店

海南三亚珊瑚海温德姆酒店

辽宁沈阳皇冠假日大酒店

辽宁省本溪希尔顿逸林度假酒店

山西大同云港酒店

贵州贵阳凯宾斯基酒店

贵州贵阳格兰云天大酒店

贵州安顺百灵希尔顿逸林酒店

贵州安顺豪生温泉度假酒店

贵州省凯宾斯基酒店

云南丽江铂尔曼国际大酒店

云南昆明古滇名城皇冠假日酒店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平乐温德姆酒店

新疆五家渠君豪温德姆酒店

台北W饭店

台北万豪酒店

台北寒舍艾美/艾丽酒店

台北君悦大饭店

台北喜来登大饭店（+兰卡威）

台北香格里拉远东国际大饭店

台北六福皇宫

台北六福万怡酒店

台北美福大饭店

台北西华饭店

台北亚都丽致大饭店

台北长荣桂冠酒店（+基隆、台中、曼谷、槟城）

台北晶华酒店（+台中、高雄）

台北国宾大饭店（+新竹、高雄）

台北西泽大饭店

台北力霸皇冠大饭店

台北西门町意舍饭店

台北大仓久和饭店

台北诺富特华航桃园机场饭店

宜兰礁溪老爷酒店

宜兰长荣凤凰酒店

桃园尊爵天际大饭店

新竹烟波大饭店

新竹芙洛丽饭店

台中亚致大饭店

南投日月潭涵碧楼

嘉义剑湖山王子大饭店

高雄汉来大饭店（高雄）

高雄丽尊/丽景酒店

高雄寒轩国际大饭店

高雄国际会馆

香港中环丽嘉酒店

香港尖沙咀美丽华大酒店

香港尖沙咀皇家太平洋酒店

香港天水围嘉湖海逸酒店

香港富豪机场酒店

关岛凯悦饭店

北京凯瑞大酒店（西直门店/双井店)

北京云湖度假山庄

上海巴卡拉酒店

上海宝御酒店

上海黛思大酒店

上海东怡大酒店

上海哈一顿酒店

上海海伦宾馆

上海江桥大酒店

上海富悦大酒店

江苏常州溧阳景和园度假山庄

江苏常州溧阳天目湖贵宾会馆

江苏南通文景大酒店

江苏扬州花园酒店

江苏扬州西园大酒店

江苏常州天宁大饭店

江苏花间堂酒店（苏州/周庄）

江苏连云港东海嘉臣国际大酒店

江苏江阴富仁大酒店

浙江义乌之江大酒店

浙江一区开臣国际酒店

广东深圳格兰云天大酒店

广东深圳京基假日海湾大酒店

广东深圳维也纳酒店

广东河源巴登酒店

五星级酒店

星级酒店作为郑州市民中央文化区(CCD)南核心区“四

个中心”重点项目中的郑州美术馆、郑州档

案史志馆项目，建筑由上海同济集团设计一

院设计，是郑州南北城市主轴和东西文体活

动绿轴两轴交汇的重要城市节点，并与博物

馆、大剧院共同组成文博艺术中心组团，在

文化片区中扮演重要的形象展示、集散入口

等位置。

新美术馆、档案史志馆的建筑外形彰显郑州

的艺术气质，极具雕塑感，内部全区照明控

制采用Liteputer Orbit.X开关量系统，预

计于2019年底完成投入使用。

图源：郑州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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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虹桥T2机场过夜楼

上海龙华机场

上海国际客运中心

浙江嘉兴客运站

山东东营机场

河南郑州地铁轨道调度中心

四川成都动车所

四川成都地铁2号线龙泉路

四川省南充市北站

广东深圳北站（广深港客运中心）

河南郑州地铁二号线

辽宁大连202旅顺轻轨站

云南昆明火车站

贵州贵阳北站

兰渝铁路（广元西路/苍溪站/南部站）

成蒲铁路

海南西环路

漯阜阳铁路（太和站）

台北圆山捷运站

世博城市生命馆

世博澳门馆

世博台湾馆

世博英国馆

世博希腊馆

世博城市足迹馆

北京故宫博物馆武英殿

北京朝阳艺术中心

北京荣尊宝画廊

北京国投展厅

北京奔驰展厅

北京海淀北部新城展厅

北京国际会议会展中心

上海陈云纪念馆

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公园

上海苏宁博物馆

江苏无锡灵山梵宫

江苏无锡鸿山遗址博物馆

江苏南京河西文化艺术中心

江苏慈济苏州志业园区

江苏省无锡博物馆

浙江义乌市国际会议中心

浙江宁波博物馆

浙江杭州刀剑扇博物馆

浙江慈溪展览馆

浙江宁波梁祝文化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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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欢乐谷主题公园

湖南龙山里耶秦简博物馆

河北唐山博物馆

河南洛阳武则天天之圣堂

河南长垣烹饪博物馆

河南省郑州市美术馆、档案馆

安徽九华山大愿文化园

安徽江南文化园

辽宁大连动物园

辽宁大连艺术中心

江西铜鼓文化艺术中心

四川成都档案馆

山东青岛东阿阿胶博物馆

海南三亚仿古游船

广东省深圳南山博物馆

甘肃兰州第二工人文化宫

新疆红酒博物馆

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北当代艺术馆

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台北北投温泉博物馆

台北十三行博物馆

台北黑松饮料博物馆

宜兰兰阳博物馆

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

南投中台山博物馆

嘉义故宫博物馆南部院区

台南奇美博物馆

台南台湾文学馆

台南台湾盐博物馆

屏东海洋生物博物馆

花莲太鲁阁国家公园

花莲海洋公园

北京威胜大厦写字楼

北京世纪财富中心

北京玛氏食品办公楼

北京鄂尔多斯大厦

北京北航二院办公楼

北京小汤山空军疗养院

北京中国兵器工业第208研究所

北京清华医院

北京中期大厦

上海渣打银行

上海烟草集团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中国工商银行

上海中国工商银行徐家汇支行

上海浦东新区政府办公大楼

上海浦东嘉里中心办公楼

上海浦东宏图大厦

上海嘉定熙可办公楼

上海国号长丰城

上海中星城办公大楼

上海临港新城商务大楼

上海展讯大厦

上海未来资产大厦

上海融真虹桥商务广场

上海外滩中国银行

上海浦发银行

上海民生银行香樟花园办公大楼

上海金山医院

上海黄浦区医疗中心

上海中山医院青浦分院

上海武夷坊创意园

上海东方万国企业中心

上海大众汽车厂

江苏无锡软通科技园区

江苏南京可口可乐公司

江苏南京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苏南京中建大厦

江苏苏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

江苏江阴供电局

江苏省太仓耐克厂房

浙江杭州瑞晶国际办公楼

浙江宁波荣安大厦

浙江宁波象山大目湾行政楼

浙江宁波镇海大宗物流交易中心

浙江舟山东港商务写字楼

浙江泰州齐和天地商务写字楼

浙江绍兴轻纺中心

浙江嘉兴移动营业厅大楼

浙江海宁经编商务写字楼

浙江德清行政中心

浙江义乌农商银行

广东广州宏信创意园

广东广州绿地金融中心

广东广州中西结合医院

广东珠海十字门中央商务中心

广东深圳环球数码大楼

广东番禺市政府办公楼

山东济宁运河城

山东济南银座晶都国际大厦

山东东营骏马集团

河北出版社大楼

河北石家庄出版社大楼

河北邯郸祥龙湾写字楼

河南郑州成城/万众大厦

河南新乡卫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郑州航空港区兴港大厦/郑发大厦

河南省郑州数码港三期

河南省新乡平原会展中心体育馆

四川成都两江/上善国际

四川成都中海国际中心

四川成都恺兴总部大厦

四川攀枝花攀钢总部大楼

四川成都新津新能源汽车联合厂房

福建漳州天利仁和商务中心

福建省公安厅指挥中心办公楼

安徽淮北矿业行政办公大楼

安徽池州深装科研大楼

安徽合肥华贸世邦大厦

重庆璧山行政中心

重庆环球金融中心

湖北武汉同济医院一期

陕西西安正大产业园

陕西西安浐灞丝路创意梦工厂

山西工行私人银行

宁夏天元锰业集团

宁夏彭阳建环局

山西右玉国际大酒店

四川成都趣园酒店

四川成都温泉大酒店

安徽马鞍山海湾国际大酒店

安徽蚌埠中央饭店

福建福州汇雅酒店

陕西西安华山国际酒店

山东烟台福山酒店

江西仙女湖度假酒店

江西景德镇西山湖酒店

交通运输

博物馆、展示厅

办公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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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摩多士奥瑞家居

上海剪刀石头布家居

上海亚振家居旗舰店

上海念叁SNEAKER概念店

江苏南京青奥风情街

江苏淮安绿地广场

江苏常州吾悦国际广场

浙江杭州城西银泰

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

浙江宁波慈溪中央商务区

浙江宁波慈溪恒元广场

浙江宁波杭州湾新区利时百货

浙江金华万达广场

浙江绍兴嵊州正大新世界

浙江省桐乡新城吾悦广场

广东广州来又来广场

广东珠海十字门中央商务中心

山东潍坊万达广场

河北唐山弘驰都汇

河南郑州雅宝国际广场

福建泉州石狮泰禾广场（+福州）

江西南昌新都汇广场

陕西渭南高新广场

重庆双福国际农贸城

四川成都来福士广场

云南西双版纳万达广场

青海西宁商业巷中心

台北101广场路灯

台北故宫晶华

台北京华城

台北LV中山旗舰店

台北纽约纽约购物中心

台北微风广场

台北新光三越百货(+台中)

台北亚历山大健身中心

台北诚品生活松烟店

苗栗尚顺育乐世界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蓝蛙餐厅

上海广场Babyface酒吧

上海宝莱纳餐厅

上海百乐门歌舞厅

上海御宝餐厅

上海婚礼中心

上海Pan Dan畔丹泰国料理

上海POLUX餐厅

广东广州珠江新城炳胜公馆酒家1,2期

广东广州江南大道南炳胜公馆酒家

广东广州天河半岛明轩酒家

广东广州越秀东海海鲜酒家

广东深圳万华俱乐部

广东东莞长安江山家宴

福建泉州普拉娜酒吧

甘肃兰州兰量KTV

贵州贵阳ray酒吧

台北101WASABI餐厅

台北101米其林餐厅

台北华漾大饭店

台北美丽信花园酒店

台北美福宴会厅

台北北投三二温泉行馆

台北儿童新乐园

台北美侨协会

台北Joyce East餐厅

桃园升捷建设总部大楼2F S Café

高雄梦时代馔巴黎海鲜餐厅

花莲文创园区Andante餐厅

辽宁沈阳公安局大楼

辽宁大连软件园

辽宁吉林银行大连分行

贵州贵阳贵航医院

云南昆明国际贸易中心

新疆乌鲁木齐中石油办公大楼

北京紫水晶会所

北京山作庭院别墅

北京八大处虎峰山庄别墅

北京中信城

北京怀柔雁栖湖

上海华洲君庭别墅

上海圣堡别墅

上海外滩八号金延会所

上海白金翰宫皇家商务会所

上海鹏利海景会所

上海淀山湖一号会所

上海富兰帝斯会所

上海露香园会所

上海浅深会所

江苏镇江西律汇会所

江苏苏州西山涵园

江苏苏州淀山湖大自然别墅

浙江杭州时代高尔夫会所

浙江萧山机场高尔夫会所

浙江杭州黄龙洞名轩会所

浙江杭州柠檬郡会所

浙江杭州柯桥世贸二期

浙江杭州临平康城一品

浙江宁波象山博浪海港城

湖北襄阳复星天贸城

河北白洋淀高尔夫会所

河南郑州法兰原著会所

江苏南京瑶池山庄

福建莆田骏景豪庭

山西太原半山国际别墅

内蒙鄂尔多斯华府岭秀会所

辽宁沈阳名都清水湾会所

陕西豪门国际会所

台北信义之星

台北内湖华固碧连天

台北国美新美馆

台北远雄二代宅

桃园升捷建设水芭蕾

高雄澄湖Villa

高雄京城凯悦

北京古北水镇

上海圣和圣广场

上海泓鑫广场

上海海泰国际大厦

上海大宁商业街

上海辰山植物园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徐汇苑水池夜景

江苏苏州文化水廊

江苏姜堰市溱湖风景区

浙江宁波文化艺术中心

浙江杭州休博园摩天轮

浙江杭州星光大道

广东广州保利广场

广东广州花园酒店

河北邯郸网通大楼

贵州贵阳都柳江湿地公园

吉林长春复地净月景观照明

张家界九天洞赤溪河风景名胜区

昆明古滇湿地欢乐世界

新疆西湖大道隧道

新疆乌鲁木齐北京南路

新疆乌鲁木齐金融街

台北西门町新世界娱乐中心

新竹昌益事业群总部大楼

台中新光三越百货

云林剑湖山世界

上海霍特商学院

上海浦东干部学院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上海海关学院

江苏苏州聋哑学校

浙江宁波梁祝文化园

浙江杭州水利水电大学

浙江杭州张乐平图书馆

浙江杭州临安体育馆

浙江余杭体育馆

广东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广东广州第二少年宫

广东广州外国语学院

广东深圳宝安图书馆

河南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河南郑州财专学院艺术文化中心

河南油田体育馆

河南省南水北调教育基地

辽宁大连体育中心

辽宁大连普兰店体育场

辽宁沈阳药科大学

新疆克拉玛依射击射箭馆

基隆静思堂

台北法鼓山

台北真如苑

台北政治大学

台北艺术大学

台中教育大学

台中县屯区艺文中心

南投中台禅寺

高雄佛光山

361度全国30家旗舰店

Harry Winston（北京/上海/香港）

北京新华百货大楼

上海月星环球港

星期五餐厅(北京/上海)

温莎KTV(北京/南京/成都/昆明)

北京SCC超跑俱乐部

北京幻境音乐酒廊王府井店

北京蓝黛慢摇吧

北京三里屯SOHO餐厅

北京美高美MGM酒吧

北京许仙楼

上海DOZO日式料理餐厅

上海Franz caf'e法蓝咖啡

上海Sabatini意大利餐厅

上海SARMENT旗舰店

上海sin酒吧

上海迎龙集团KTV

上海五角场上座餐厅

上海外滩十八号滩外楼餐厅

上海浦东滨江一号餐厅

上海羚羊海滩KTV

上海金钱豹大酒店

上海海阔天空酒吧

SNH48星梦剧院（北京/上海/广州）

北京秦乐宫五星级剧场

北京电影城

北京世贸天阶星美影院餐厅

北京松雷/怀雷剧场

北京D4音乐厅

上海音乐厅

上海龙华医院多功能厅

上海影城

上海中影国际影城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

上海大戏院（2016）

江苏常州大剧院

浙江海盐大剧院

安徽省大剧院

湖北武汉西园电影城

内蒙巴彦淖尔演艺中心

台北威秀影城(+新竹/台中/台南/高雄)

台北诚品电影院

台北三立电视公司

台北强力录音室

台北中影文化城

台北云门舞集

日本NHK电视台

日本富士电视台

巴西电视台

德国IMAX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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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墅会所

户外景观

教育机构

购物中心

餐厅

剧场、影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