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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照明vs无主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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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代家装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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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照明的弊端

筒射灯运用不当

氛围怪异

光环境搭配单一

乏层次感

光色运用不当

视觉不适



2. 传统照明与无主灯的区别

传统照明 无主灯照明

有主灯可以做到照亮空间，但无法对局

部进行强调

每个部位可根据需要进行灯光设计，实

现多种生活场景融合



传统照明，睡觉时只能关闭，不然会影

响睡眠，而且遇到比较复杂，比较大的

空间的时候，一盏吸顶灯/吊灯就很难

起到很好的照明作用

无主灯照明，对场景进行分区、组合，

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切换相应的照明模

式，可以营造更为贴切的灯光氛围，以

达到不同的灯光需求



总结：1.传统照明只能满足空间的基础照明，无主灯照明可根据自身和环境的需求进行灯光布置；

          2.无主灯照明不仅能满足空间的基础照明，还能迎合整个空间的布局和灯光给人的心理感受以及              

             视觉上的体验；

          3.无主灯照明的方式，使空间层次感更佳丰富，主次更佳分明

          4.无主灯照明不仅能提供基础照明，同时还可以进行重点照明，局部照明等等



3. 1  无主灯的种类

⑴ 轨道灯
     轨道灯就是安装在一个类似轨道上面的灯，可以任意调节照射角度，一般作

      为射灯使用在需要重点照明的地方，能够很好的跟大部分家装风格融合

⑵ 筒射灯

     射灯是典型的无主灯，光线柔和，可以自由组合变换角度，可用于局部照明，

       也可以营造室内照明气氛

⑶ 灯带
      灯带是典型的见光不见灯设计，一般隐藏在吊顶、墙面或者地面

⑷ 落地灯
      落地灯比较灵活，是一款能够满足多种需求，应用区域广泛的灯饰

⑸ 其它一些装饰灯具
      这类灯不需要太高的亮度，只需要摆在低处来补充照明



3. 2  轨道灯

⑴ 传统轨道灯
      传统轨道灯一般由轨道、电源盒、灯体组成，

      电源盒与轨道滑动连接便于调节位置，灯体与

      电源盒枢接以实现发光角度调节

弊端：① 结构复杂

          ② 难以拆卸

          ③ 维护成本高

          ④ 安全系数低

⑵ 磁吸灯
      在传统轨道灯的上，设计磁吸连接结构，即在  

      电源盒内安装磁铁，对应的轨道上安装铁片与

      磁铁吸合，同时，由于轨道是低压供电，灯体

      内置独立驱动，所以整个轨道与灯具可以做的

      非常小巧并且精致，非常适合家用



3. 3  磁吸灯的优点

⑴ 灯具安装超简单

⑵ 可配不同灯具

⑶ 可自由增减灯具数量

⑷ 可自由移动、自由调角度

⑸ 低压安全，无触碰危险

⑹ 检修方便



⑴ 灯具安装超简单

预先铺设好轨道，灯

具吸上去、拿下来一

秒搞定



⑵ 可配不同灯具

磁吸灯采用模块化理念，可适用于磁吸灯的光

源模块很多，包括射灯、栅格灯、泛光条、洗

墙灯、吊灯线等等



⑶ 可自由增减灯具数量

轨道安装的灯具数量没有限制（理论上不要超过变压电源的瓦数就可以，一般变压电源都在100w以

上）。灯光亮度不够，增加磁吸灯具模块；亮度太高，减少磁吸灯具模块



⑷ 可自由移动、自由调角度

光源可自由移动，根据空间需求自由布灯。

另外，很多磁吸灯光源皆可调角度，包括

磁吸射灯、磁吸栅格方盒等，增加了灯光

设计的自由度



⑸ 低压安全，无触碰危险

磁吸轨道灯一般都采用低压设计，就算轨

道一直通电，人手直接触碰、安装灯具也

不存在危险



⑹ 检修方便

灯具不亮，直接取下来检修即可，不像传

统光源那么麻烦



4. 现在家装的趋势

简约风

现代风

轻奢风

无主灯符合现在家装风格，以前人们生活水平限制了对灯具的要求，对灯具只停留在只要满足照度即可；

随着生活的日益改善，人们更注重生活品质，对灯光也要求更高，不止步于只照亮为前提了



二、锋磁天下

1. 品牌介绍

2. 品牌优势



1. 品牌介绍

锋磁天下成立于2018年，全称“锋磁天下照明科技有限

公司”。是一家集生产、销售、研发、照明设计与定制

服务于一体的专业磁吸照明公司。公司自成立以来，一

直以“专注磁吸照明”为核心，以“提供照明设计解决

方案，改善人们生活品质”为使命，以“勇于承担，持

续创新，勇做磁吸照明的领导者”为目标，是“无主灯

设计精选品牌”,也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高端磁吸品

牌。锋磁天下不断推陈出新，开拓进取，努力“为每个

家庭带来更健康的光”。



2. 品牌优势

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家居、商场、酒店、办公等场所。产品主要包括：磁吸轨道灯系列，筒射灯系列，线

型灯系列，踢脚线系列以及家居配套产品系列等等。

锋磁天下以专注的发展角度锤炼品牌，以专业的态度提升形象；不仅在家居照明行业中圈粉无数，更强势

出击将“中国十大家居照明品牌”、“中国著名品牌”、“全国消费者信得过企业”、“AAA级重合同守

信用企业”以及“中国绿色节能环保产品”等荣誉称号收入囊中。



签约央视

CCTV央视展播品牌



质量检测合格报告



三、我们的产品线

1. 35mm追月系列磁吸灯 2. 16mm揽月系列磁吸灯

6. 踢脚线系列

3. 12mm皓月系列磁吸灯 4. 筒射灯系列

5. 线性灯系列

7. 配套产品系列



1. 锋磁的产品线

⑴  35mm追月系列磁吸灯

⑵  16mm揽月系列磁吸灯

⑶  12mm皓月系列磁吸灯

⑷  筒射灯系列

⑸  线型灯系列

⑺  配套产品系列

⑹  踢脚线系列



⑴  35mm追月系列磁吸灯

101磁吸轨道 102磁吸轨道 103磁吸轨道 35#磁吸线条泛光灯 35#磁吸线条格栅灯

35#磁吸折叠泛光灯 35#磁吸线条格栅灯 35#磁吸轨道灯 35#磁吸偏光洗墙灯



⑵  16mm揽月系列磁吸灯

201磁吸轨道 202磁吸轨道 203磁吸轨道 205磁吸轨道 207磁吸轨道

16#磁吸线条泛光灯 16#磁吸线条格栅灯 16#磁吸折叠泛光灯 16#磁吸折叠格栅灯 16#磁吸轨道射灯

16#磁吸偏光洗墙灯 16#磁吸防眩面板灯 16#磁吸装饰小吊灯 16#磁吸调焦小吊灯 16#磁吸直筒小吊灯



⑶  12mm皓月系列磁吸灯

304磁吸轨道 305磁吸轨道 307磁吸轨道

12#磁吸线条泛光灯 12#磁吸线条格栅灯 12#磁吸折叠泛光灯 12#磁吸折叠格栅灯 12#磁吸轨道射灯

12#磁吸偏光洗墙灯 12#磁吸防眩面板灯 12#磁吸装饰小吊灯 12#磁吸调焦小吊灯 12#磁吸直筒小吊灯

306磁吸轨道



耀月系列射灯 玲珑系列射灯 归真系列射灯 碧空系列筒灯 无极系列射灯

归月系列射灯 幻月系列射灯（下照） 幻月系列射灯（可调) 日暮系列射灯（偏光） 万象系列射灯

繁星系列射灯（预埋） 繁星系列射灯 云回系列射灯 虚空系列射灯 乾坤系列射灯

⑷  筒射灯系列



⑸  线型灯系列

线型灯（预埋款） 线型灯（嵌入收边款） 线型灯配套灯带



⑹  踢脚线系列

80mm踢脚线 60mm踢脚线

颜色可选黑色、金色、灰色、咖啡色 颜色可选黑色、金色



⑹  配套产品系列

磁吸落地灯

磁吸台灯 LED读写台灯

16mm产品展示箱 12mm产品展示箱 筒射灯产品展示箱



四、我们的产品优势

从产品的用料，做工，包装等细节

以不同的角度全面分析我们锋磁的产品



4. 我们的产品优势

⑴  材质工艺

回收铝，铝材纯度低，散热效果极差，

不能进行高温氧化，只能喷粉处理，颜

色不均匀，容易掉色

6063高纯度铝材，散热效果极佳，外表

经高温阳极氧化工艺处理，磨砂质感，

颜色均匀，不容易掉色

6063铝材：

· 铝含量98.3%以上

· 加工性能极佳

· 良好的抗腐蚀性

· 容易阳极氧化和着色

· 阳极氧化后表面色泽华丽

· 极高的导热性

· 高韧性不易变形



⑵  产品细节

轨道和灯具都是公模产品，堵头需要用螺丝或

者打胶水固定影响美观，且容易脱落

我们所有的轨道和灯具都是自主研发开模，

做工精致，质感细腻，具有排他优势



⑶  电源方案

我们所有的灯具都有独立恒流电源，高

精度恒流，效率高，发热小

其他厂家基本都是线性方案，电源的电

压范围窄，效率低，发热大，另外有些

更差的直接用阻容方案，功率小，效率

低，不恒流



⑷  产品芯片

普通芯片，显色指数低，能耗高， ，容

易光衰，使用寿命短，有害眼睛健康

进口CREE芯片，Ra>90，光效高，使用寿

命长，不易光衰



⑸  导电方式

市场上大部分磁吸灯都是侧边导电，DC48V，

超出人体安全电压，多次推移或取下灯具容

易损坏触脚，导致灯具和轨道接触不良

我们的灯具都是底部导电，DC24V安

全电压，和轨道连接更紧密，推移或取

下灯具不容易损坏

一般环境条件下

允许持续接触的

“安全特低电压”

是36V。行业规

定安全电压为不

高于36V，持续

接触安全电压为

24V



⑹  磁铁规格

很多厂家用的都是质量很差的磁

铁，成本很低，磁力较弱，完全

靠二次保险起到磁吸的假象

我们磁铁用的是N54钕铁硼磁铁，

磁力强，成本比较高，能在温度

较高的环境下工作，经电镀具有

耐腐蚀性，我们的灯具真正靠磁

力把灯具吸在轨道上
钕铁硼磁铁俗称钕磁铁，是

由钕、铁、硼形成的四方晶

系晶体。属于人造永久磁铁，

可以在高温环境下工作，不

存在消磁的风险。



⑺  串接方式

需要在轨道里面放置连接器，轨道利用率低，

不能随心所欲放置灯具和任意推移，需要避开

连接器，体验差。

公母插串接，安装超级方便，安全系数高，

不易接触不良，轨道利用率100%，任何位

置都可以放置灯具



⑻  安装方式

一体式轨道辅助条，成本较低，容易变形，导

致安装不平整，吊顶容易出现裂纹

分体式轨道辅助条，不易变形，安装平整不容

易使吊顶出现裂纹



⑼  产品包装

很多厂家的轨道都是用质量很差的白盒包装，

成本低廉，起不到任何保护的作用，产品内

部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保护措施，还有一部分

厂家轨道根本就没有包装，直接用纸皮包裹

发货

所有产品都有高品质的彩盒包装，并且全部

产品都有珍珠棉内托保护，以最大限度保护

运输途中对产品的损坏，轨道标配PC盖，

轨道配件也都是单独彩盒包装，另外，产品

彩盒最后都过热收缩膜，以防刮伤包装

我们的轨道包装都

是用厚的白卡纸加

超级瓦楞纸做的，

产品的包装也是最

厚的白卡纸，其他

厂家有包装也都是

用超级软的灰底白

加软瓦楞，起不到

任何保护作用



⑽  质保年限

我们的12mm皓月系列质保10年，其它系列产品质保5年

其他厂家一般质保都是3年



⑾  产品专利

我们坚持原创设计，产品专利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产品不被抄袭，最大程度的保护代理

以及消费者的利益



⑿  产品外观

外置电源接驳器，接驳器塑料材质用料差，缺乏

美感，灯体体积大，表面喷漆粗糙不上档次

整体外观纤细，极具线条美感，表面磨砂效果触感

极佳，阳极氧化高端大气



五、项目案例

1. 韩丽智慧新城 2. 广州一汽大众

3. 越秀地产售楼部 4. 贵阳万科售楼部

5. 星艺装饰 6. 别墅案例

7. 家居案例 8. 商业案例



韩丽智慧新城



广州一汽大众



越秀地产售楼部



贵阳万科售楼部



星艺装饰



别墅案例



家装案例



商业案例



六、合作政策

1. 利好政策

2. 政策解读



我们现在不以代理的形式授权，如果要代理我们的产品，必须是以专卖

店的形式。

1. 利好政策



2. 政策解读

① 以专卖店的形式签约，我们会提供最核心的产品授权，比如  

    12mm皓月系列磁吸灯就只针对我们的经销商给予授权 

② 针对不同的专卖店大小，不同的城市，我们会给到不同的装修

     补贴金额

③ 我们有专业的照明设计团队提供照明方案设计，并且定期组织  

    开展照明设计培训课程

④ 我们有经验丰富的研发团队，每年在研发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

     以确保研发出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⑤ 我们会给专卖店提供装修设计方案，以保证锋磁天下品牌形  

    象的统一性，辨识性

⑥ 公司产品都有统一的宣传物料，会根据个人的需求，结合实际

    情况给予宣传物料的支持

⑦ 我们灯具都是由厂家直接发出，以保证专卖店最大的利益，真

    正的做到一手货源

⑧ 我们拥有资深的售后团队，给客户提供专业的、及时的售后服务支持，我们的售后团队周末都是正

    常上班，提供7*24小时的服务



七、常见问题

解答大家的疑虑

让客户对我们锋磁更加了解

对我们锋磁的产品更加有信心



1. 家装无主灯设计，首选极窄款磁吸轨道，布置

    于客厅和餐厅为主，其次是卧室和过道位置

2. 办公，展厅可选宽点的轨道，布置于需要重点

    照明的区域，以射灯和泛光灯为主

1. 磁吸灯主要应用在什么地方？



2. 无主灯如何设计？

3. 如何对接工地的安装事宜？

1.针对不同的安装方式，提前跟业主或施工方沟通好安装节点和注意事项

  ➊ 吸顶或吊线安装：预留出线和电源位置，油漆后安装轨道和电源

  ➋ 嵌入批灰式安装：预留出线位提前开槽，石膏板封装后安装轨道和电源

  ➌ 嵌入预埋式安装：预留出线位提前开槽，石膏板封装前安装轨道和电源

  ➍ 集成天花式安装：预留出线位和轨道位，吊顶龙骨吊装时同时固定轨道

2.所有轨道不能直接接入高压电路，安装好轨道后一定要进行亮灯试验！

3.安装过程中，轨道需要切割的，要处理好切口导电板隔离措施，预防后期轨道短路！



①  有线可对接DALI，0-10V，可控硅

②  无线可支持2.4G协议，目前在升级ZigBee协议

③  支持连接智能音箱：小度，天猫精灵，小爱等

有专用的智能APP，可实现单灯单控，无极调光，

部分可调光调色，情景设置，语音控制等，实现家

居无线轻智能

2. 如何应用到智能家居当中？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