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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您的身边

或许，您看不见我们

然而，我们希望与您分享生活的每个精彩瞬间

    我们“ 时刻守护您的用电安全  ”
并执着在精益每一款产品的道路上……

德力西电气，值得信赖！

—— 德力西电气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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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代优秀民营企业，成立于 1984 年的德力西电气集团历经三十余载的不懈奋斗，在广大客

户和合作伙伴的长期信赖和支持下，通过与全球 500 强施耐德电气强强联合，已发展成为中国低压电气行业的优秀领

军企业。德力西电气集团业务覆盖家居电气、配电电气和工业控制自动化三大领域，以高性价比、高效率和高质量的产

品和服务，为全球新兴市场客户创造舒适、美观、安全、智能的居家用电环境以及专业、安全、可靠、高效的工作用电、工

业控制和自动化环境。

      同时，我们致力于提供产品全供应链的最佳客户体验。无论是订单处理、物流服务、技术创新、质量保证、客户支持

和服务、还是品牌形象推广，我们都以带给客户和合作伙伴最佳感受作为我们一切努力的出发点。我们拥有 1000 多家

一级代理商、60000 多家线下门店、多个线上销售平台和合作伙伴、1 个创新中心、5 个研发中心、3 个国家级实验室、4

大自动化工业生产基地、五星级客户支持服务团队、17 个国内物流中心以及数十个运输合作伙伴、2 个国际物流中心

和在东南亚、南亚、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的 4 大业务合作伙伴，以及持续一致的全方位品牌建设及宣传，在全球范围

内打造最佳客户体验闭环。

      德力西电气集团始终秉承“客户第一、合作、敏捷、超越”的价值观，全心全意服务于我们的客户，同时携手合作伙

伴建立具有统一价值观的社会责任生态圈，通过“德基金”全情回馈社会，用实际行动践行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打造

具有德力西电气特色的 “一老一小传统文化”的企业公益品牌，构建一个有温度的国际化低压电气领军企业。

德力西电气 —— 有温度的国际化低压电气领军企业

温州总部

芜湖生产基地 杭州生产基地 濮阳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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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超越   服务各重点行业

从【神五】到【神十一】

矢 志 追 寻 航 天 梦   德力西全力参与

一次次天际的飞行    德力西协同助力

携手各行业龙头企业，助力中国本土企业提质增效， 产品广泛应用：

建筑、电力、能源、航天、光伏、通讯、冶金、石化、OEM 等各个重点

行业；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电气战略供应商，与百强房企同行；

助力中国电网，保障更安全、经济、清洁和可持续的电力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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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率处于行业优势地位 达70%   
关键产品线已领先全球同类企业

带来极高生产交付效率的同时， 极大保障了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智造赋能   打造数字化新标杆

优化产业格局的工业部署，满足客户定制化需求的精益供应链体系，快速实现“聪明自动化” 。

国际水准的德力西电气生产系统 -DPS，实施 MES，E-SIM，E-Quality 等先进的工业管理系统。

国内率先应用以 E R P 系统为基础的中央立体物流仓库，结合行业领先的物流网络和多种配送

模式，极大的提高了物流效率及客户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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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不止  世界一流的技术研发平台

自主研发专利

700+

创新中心

1个

研发中心

5个

CNAS

认可

实验室

低
 压

实
验

室

业界先进的
仿真实验室

研发合作伙伴
施耐德电气

西安交通大学
温州大学等

全球领先

德力西电气拥有尺寸精密测量室、材料分析试验室、环境试验室、ROHS 试验室、电气试验室、EMC 试验室、系统试

验室、样机试制及先进的 3D 打印设备等等。



专业的低压配电、智能家居产品及全面解决方案

面板开关 插座 地插

电力
轨道插座

魔方
转换器

集成吊顶凉霸灯带吸顶灯

数据插座电视分配器

筒射灯厨卫灯 转换器 智能
转换器

全系列

高质量

更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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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赢  与百强房企同行

凭借高品质的产品，专业的建筑行业解决方案，以满

足客户需求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助力中国建筑行业

从“浅绿”走向“深绿”。

五星品牌及五星服务认证

以上为部分合作伙伴的展示，  排名不分先后



秉承精益求精、低碳环保的理念，坚持为中国建筑行业打造一片安全、可靠的绿色空间的同时，让家居环境

更舒适、更健康。

客户第一  与精品项目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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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上熙府熙悦 阳光城檀府 香榭兰庭广州万达广场

中南·紫云集 全季酒店上海外滩金陵东路店 天津世茂生态城海伦堡君临长江滨江苑

中山中南府 荣盛华府 南通春风南岸佛山海伦堡海汇广场

海峡国际家居建材城 中南徐州隐山观湖泰安中南财源门世茂滨江府

厦门世茂御海墅 长乐中天恒基广场海南世茂怒放海海伦堡君临长江滨江苑

孔雀城剑桥郡西安世茂都亚朵酒店南京海伦城市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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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生·中央华府 碧桂园映月台武汉当代万国城中南丹徒缇香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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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世纪雅苑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海口碧桂园滨江海岸

沈阳南站

当代东戴河白金海MOMA

碧桂园天玺湾

碧桂园珊瑚宫殿

阳光城尚东湾

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馆

西安当代.宏府

世茂石狮摩天城

郫都区体育馆

阳光城翡翠公馆

阜外华中心医院

深圳华侨城新天鹅堡

河南工业大学

孔雀城（华夏幸福）

全季酒店上海陆家嘴八佰伴店

阳光城·半山湾

玉林福绵机场

湖州长兴龙之梦乐园

南通祥生翰林府

衡水奥林匹克中心

明光市人民医院 直隶新城 张家口冬奥会体育场

石家庄紫晶悦城

全季酒店成都太古里中心店

不断优化升级的建筑行业解决方案，保障家居环境供电安全、降低运维成本、提高环境质量，真正实现绿色

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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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专业   提供全面解决方案



房地产行业公共建筑解决方案 房地产行业民用建筑解决方案

普通住宅解决方案：

相线+中性线断路器

相线+中性线断路器

标准漏电保护断路器

漏电保护断路器

标准断路器

标准断路器

标准漏电保护断路器

相线+中性线漏电保护断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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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行业经济型酒店和长租公寓

酒店式公寓解决方案：

三位双控
（控制进门厅顶灯+餐厅灯+客厅灯）

卧室灯+灯带+筒灯

三位开关+电视+电脑+五孔+五孔USB

集成吊顶+厨卫灯

五孔插座+防水盒
两位单控开关
集成吊顶开关

长租公寓解决方案：

客厅灯+筒灯+球泡灯+餐厅灯

集成吊顶+厨卫灯

三位双控
（控制进门厅顶灯+餐厅灯+客厅灯）

五孔插座+防水盒
两位单控开关
集成吊顶开关

电视+电脑+五孔+五孔USB

一位单控、两位单控、五孔若干
（电饭煲、冰箱、厨卫灯、凉霸等用电）

电视+电脑+五孔+五孔USB

电视+电脑+五孔+五孔USB

卧室灯+灯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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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雄厚的创新研发能力和智能制造实力，深耕建筑行业产品需求，定制化打造品质卓越，性能卓著的低压

电气产品。

技术创新   引领行业未来趋势



房地产行业专用低压配电电气房地产行业专用低压配电电气 房地产行业专用智能家居电气

德力西电气家居业务涉及

高档电气家居产品，如墙壁

开关、插座、照明、小家电

等系列。公司拥有完备的高

科技研发体系，在创新设计

与研发领域位居行业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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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工十大品牌 中国电气工业协会“常务联盟理事单位”中国房地产电气设备十强供应商

中国房地产绿色产品首选品牌 中国房地产工程招采合作伙伴全国质量标杆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贡献奖

中粮集团战略合作供应商 中国房地产优秀供应商“金伙伴”奖 中城联盟最佳合作奖 中国建筑业优秀材料设备供应商

中国房地产招采联盟推荐供应商 中城联盟绿色地产联合采购长期合作伙伴 中国房地产500强首选供应商

凭借出色的品牌战略、卓越的产品质量、智能化的供应链管理、高效的客户服务获得了社会及诸多行业的认可。

满载荣誉   肩负行业发展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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