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00年前
用火照明

200年前
用电照明

50年前
节能LED照明

13年前恒亦明
科技诞生

（2009年）

9年前ZPLC
通信技术研发成功

（2013年）

未来
将是物联网

绿色光环境时代



绿色建筑：节地、节能、节水、节材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十四五”规划》

新建超低能效近
零耗建筑0.5亿㎡

既有建筑节能改
造3.5亿㎡

公共建筑节能改
造1亿㎡

节能建筑占比超
过６０％



《北京市“十三五”时期

绿色照明工程实施方案》

到2020年，累计推广智能LED照明

产品200万套，实施智能照明示范

工程。

实现年节电2亿度，节约电费2.2亿

元，减排二氧化碳17万吨。

若用物联网绿色光环境，节能率再提高20%，达到70%，

节能价值更惊人！

物联网绿色光环境

若用LED照明，节能率提高50%，每年可节电

3500亿千瓦时，相当于4座三峡水电站发电量。

LED照明

照明用电，占全国电力总量的13%。

占公共建筑能耗25至30%。

传统照明



无污染、无频闪、无紫外线、无辐射绿色LED
光源

保护视力，同时对人的生理和心理发挥积极影响健康照明

充分利用自然光，节约能源高效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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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性价比极高；

Ø 可靠性高、抗干扰力强，1000米通

信成功率大于99.9。



只需替换开关和光源，免去KNX/EIB等传统总线系统开槽布线的环节；

无需停业施工，尤其适用于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方便快捷！

KNX总线系统恒亦明物联网绿色光环境系统



智能开关



系统主机

手机 电脑 平板

大厅照明

遥控器

无线开关

光源

会议室照明

办公区照明

地下停车场照明

公共活动区照明

。。。。。。 其他更多区域照明

智能开关
物联网绿色光环境系统

ZPLC



高品质的LED光源，自由调节灯光亮度和色温，即使您无法感知，但我们仍以最科学、精确的照明亮

度，保护您的用眼健康。



能源管理模块

系统实时监测用电数据，并生成数据报表，便于

管理者制定有针对性的节能措施。各个科室能源

单独计量、核算

根据国家最新绿色建筑标准要求，新建公共建筑，超过10000㎡必须进能耗分项计量，安装能源管理模
块，节能管理更高效。



产品 物联网绿色光环境系统 普通LED 西门子/飞利浦智能照明

灯光开关 √ √ √
亮度调节 √ × √

冷暖色彩调节 √ × ×
情景模式 √ × √
遥控操作 √ × √
远程控制 √ × √
时序控制 √ × √

人感光感应控制 √ × √
新建 √ √ √

现有改造 √ √ ×
系统设计 不需要 不需要 需要
布控制线 否 否 是
施工周期 短 短 长
节能率约 70% 50% 65%
性价比 高 中 低



世界知名照明企业都在发展智能照明，但未突破技术瓶颈，仅针对新建建筑。

而HEUVAN的核心技术能对世界上任何一栋新建或既有建筑
以最简易的模式、最优性价比、最高的节能率呈现最高品质的绿色光环境。



 62项专利技术
其中28项发明专利

两次科技部创新基金支持

双高科技企业

国务院机关事务局节水节电产
品目录、国家发改委节能技术

推广目录



国内智能硬件全球市场占有率超
过30%

产业规模超过5000亿

海外专利占比超过10%

30%

5000亿

10%

十三五规划、工业4.0、中国智造、绿色低碳节能
国家工信部和发改委联合印发

《智能硬件产业创新发展专项行动（2016-2018年）》

市场同质化严重，厂商拼规模、拼成本、
拼价格，利润率低，企业生存环境恶劣LED照明行业红海竞争

国内LED应用技术缺失，核心技术掌握在
他国手中。厂商只能从事中下游产品开发

国内LED智能应用技术缺失



绿 色 建 筑 市 场 前 景

市场规模：未来五年，既有建

筑市场，总容量超过万亿。

物联网绿色光环境行业尚未

形成寡头格局，近几年来，恒亦明

科技的核心技术及系统是国内唯一

一家能对新建和既有建筑进行智能

照明改造的企业。（德国欧斯朗）

万亿蓝海市场空白
高端
公共
建筑

商业
建筑

普通
家用
建筑

【家庭】

【商务区、会议中心、高
级别酒店、别墅、机场、
体育馆、博物馆】

【学校、医院、办公
楼、商场、停车场】

既有建筑 新建建筑



成 功 案 例

针对医院、学校、银行、大型公共建
筑等工程领域新建项目、改造项目方
便快捷、综合节能率实测最高可达
70%。

北京解放军三〇七医院

中国人民银行

重庆西南医院重庆新桥医院

中国外交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



施工内容：外科大楼、医院办公楼、  

内科大楼、实验大楼。 

主要涉及产品：调光调色温LED灯具，

智能照明控制开关，智能照明控制器，

LED智能照明控制系统软件，总数量

约为13048件。 

项目 改造前 改造后 

外科楼大楼 

194.436kWh 86.712kWh
内科大楼 

医院办公大楼 

实验大楼 

光源数量/只 7133 7133

日均工作时间/H 14 14

年工作时间/天 365 365

年总能耗/kWh 993567.96 330858.13

综合节能率 - 66.70%

5年节约电费 331.35万元（按1元/度）

解放军307医院实施案例（部分区域数据）

改造前后能耗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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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军307医院照明改造案例

• 经济效益：平均每年节约电费66.27万元；

• 碳排放量：每年减少碳排放量478吨；

• 节约标准煤：每年节约标准煤172吨；



      某大型项目改造前后节能对比

项目 物联网光环境 现有部分智控产品 普通LED产品

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20 20 20

节能率 67% 45% 30%

每年节约电量（kWh） 2712357 1821730.5 1214487

电费单价（元/kWh） 1 1 1

每年节约金额（万元） 271.2357 182.1730 121.4487

5年节约金额（万元） 1356.1785 819.7787 607.2435

   5年减少碳排放量（吨） 9782 5907 4380

5年节约标准煤（吨） 3519 2128 1576



市 场 布 局

佛山、惠州、重庆设立生产中心，北京、上海、深圳设

立办事处。

组建全国联盟商网络，业务已覆盖重庆、四川、北京、

上海等全国五分之四省、自治区、直辖市。

国内布局 海外布局

已成功拓展新加坡、阿根廷、捷克、加勒比海

等国家/地区。



01

02
03

04

产品+服务

ZPLC技术推广

产品+服务+
金融

产品+服务+金融+
大数据

盈利模式四部曲

创新产品+服务是创造收益的关键



我们升级技术，创新产品，在世界LED产业结构上，
我们不再是无核心竞争力的中下游产品

是传统照明时代，智控类产品由国外品牌统领的时代

将是我们中国民族品牌的时代

今天

明天

未来



恒亦明（重庆）科技

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