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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變得更聰明、綠色和健康 Let’s be more SMART, GREEN and HEALTH … 

智慧成就夢想 Intelligence Makes the Dream Come True 

綠色智慧城市整合者 
智慧工廠和智慧製造整合者 

http://www.yatron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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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誰 

日騰於2006年在中國澳門成立，是一綜合性控股集團。 

 
  因應未來發展，日騰於2018年重組為「日騰集團 YATRON GROUP」。 
 

  旗下「日騰智慧城市與能源集團」為全球領先的綠色智慧城市多樣
性組織企業。其業務包括: 綠色智慧城市、智慧工廠和智慧製造(中國製
造2025|2045, 工業4.0, 工業互聯網)、智慧能源管理、智慧農業、智慧
大樓、智慧醫療、智慧交通、智慧教育、智慧體育、半導體新材料等。
從工業製造、能源、半導體、商業、數據中心、水處理、交通、運動設
施、醫療系統、漁農業、教育及文化、活動策劃展覽等領域皆有我們的
蹤影。日騰利用自有核心技術和產品，並整合各系統資源。 
 
  我們為客戶提供完善的終端產品和服務方案，以確保生產、電力和
能源基礎設施的可靠性和保護。並持續地執行中國和德國TÜ V SÜ D 
ISO9001, ISO14001, ISO50001和ERP系統. 

http://www.yatrongroup.com/smartcityenergy/
http://www.yatrongroup.com/smartcityenergy/
http://www.yatrongroup.com/smartcityenergy/
http://www.yatrongroup.com/smartcity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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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範圍 
 

 智慧系統 Smart Systems 
 綠色智慧城市 
 智慧工廠和智慧製造(智能製造) 
 智慧能源管理 
 中國製造2025|2045, 工業4.0, 工業互聯網 
 智慧漁農業 
 智慧教育 
 智慧體育 
 智慧化咨詢顧問 

 
 製造及系統整合 Manufacturing and System Integration 
 智慧低壓成套開關及控制設備和系統及其軟硬件 
 智慧工廠, 智慧能源管理系統及其軟硬件 
 智慧壓縮空氣系統及其軟硬件 
 其它系統及及其軟硬件 
 
 能源 ENERGY 
 能源顧問服務 
 智慧能源管理系統 (EnMS) 
 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 - 風力及太陽能 
 電動車及充電系統 
 工業及大樓自動化 (BAS, SCADA, PLC) 
 

 
  

 
 方案 Solutions 
 數據中心 
 智慧照明系統 
 電力及機械設備 
 建築材料 

 
 工程承包 Construction and MEP Engineering 
 總承包EPC 
 交鑰匙工程Turn-key 

 
 設施管理Facility Management 

 
 投資 Investment and Management 
 合同能源管理 
 PPP, BOT, BT 
 超大型綜合體及基礎建設 
 智慧工業園區 
 智慧工廠, 智慧倉儲 
 智慧商場 
 智慧渡假村, 酒店及服務式住宅 
 智慧商業大樓 
 智慧高端住宅 
 智慧發電廠及水廠 
 變電站 
 高速公路, 鐵路, 機場, 港口 
 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 | 風力及太陽能 
 工業、基建、能源投資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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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01  日騰廣州科技中心成立 
2019/10/01 日騰歐洲成立 
2018/11/02  日騰集團成立 
2018/09/20  日騰珠海通過德國TÜ V SÜ D/ISO 14001環境管理認證 
2018/08/20  日騰能源泰國成立 
2017/10/04  日騰珠海通過德國TÜ V SÜ D/ISO 50001能源管理認證 
2015/11/02  日騰國際台灣成立 
2015/07/20  日騰國際澳門成立 
2014/08/20  日騰馬來西亞成立(集團東盟總部) 
2014/07/20 日騰台灣亞太中心及印尼成立 
2013/07/20 日騰香港金融中心成立 
2012/09/11 日騰集團|企業資源管理系統(ERP)上線 
2011/09/29 日騰澳門通過德國TÜ V SÜ D/ISO 9001質量管理認證 
2010/09/29 日騰珠海通過德國TÜ V SÜ D/ISO 9001質量管理認證 
2010/05/01 日騰取得GE能源授權低壓配電設備生產廠資格 
2010/03/01 日騰中國|珠海製造中心(工廠)成立 
2009/04/08 日騰澳門取得美國通用電氣GE工業系統授權合作伙伴資格 
  開始與世界最大型綜合企業-國際能源及自動化工業巨頭合作 
2008/09/01 日騰中國|珠海營運中心成立 
2006/07/20  日騰澳門總部, 台灣研發中心及製造中心(工廠)成立 

歷史 
       年/月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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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class filter

P class filter

S class filterStorage 

Air Compressor

P/S class filter C class filter

Adsorption dryer

D class filter

Combined drying machine
E class filter

Construction, Cleaning, Sand 
blasting, Stamping.

Metal molding, Pneumatic 
machinery, Components drying.

Precision machinery, Electronic 
industry, Powder transportation, Packing 
machine, Printing

Advanced spraying, 
Electronics, Lithium battery industry

Food industry,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Biological engineering, Chemical analysis

Lithium industry, Advanced spraying, 
Precision machinery

Freeze drying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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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總部: 中國澳門特區 

 營運中心: 中國廣東省|珠海市 

 研發中心: 台北 

 科技中心: 廣州 

 金融中心: 香港 

 製造中心: 工廠 

中國廣東省|珠海市、江門市 

台灣|新北市 

 分公司／代表處／體驗館: 

中國廣東省|珠海市|廣州市 

台北市、香港、澳門 

馬來西亞|吉隆坡市 (東盟總部) 

泰國|曼谷 

新加坡 

印尼|雅加逹 

菲律賓|馬尼拉 

越南|河內 

英國、法國|巴黎 

亞洲及歐洲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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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證 Certificate 
Complies with
  

Certificates 

ISO 9001, ISO 14001 
ISO 50001 
IEC 62208 
IEC 60439, IEC  61439 
GB 7251 
IEC 60331 
BS 6387 
UL94 
 

TÜ V SÜ D (Germany) 
TÜ V SÜ D (Germany) 
TÜ V SÜ D (Germany) 
KEMA, ASEFA, CEBEC, ASTA, TUV 
CCC (China) 
TICW 
TICW 
S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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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方案 

智慧博物館 智慧光伏 

智慧電力 智慧工廠及智慧能源管理 

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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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業務 

 智慧城市 
 
 

 智慧工廠及智慧製造 
 智慧能源管理 
 智慧建築 
 智慧漁濃業 

 
 智慧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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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業務 

 智慧電力 
 
 

 智慧光伏 
 
 

 智慧壓縮空氣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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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 
 智慧成套開關設備和控制設備 

 智慧製造和智慧能源管理系統軟件及組件 

 智慧空氣壓縮機系統 

 

核心業務 

TCP/IP

TCP/IP or Modbus

Power Distribution
(YATRON/LV Switchgear)

Power Cable m

HMI(Touch Panel)

(YATRON/KenerSYS)

Modbus

TCP/IP TCP/IP

PAD

Mobile

Smart and Intelligence
Air Compressor

(YATRON|GE)

Power Analyzer
(YATRON/KenerSYS)

PLC
(YATRON/KenerSYS)

EMS/SCADA

Main SCADA
BAS/BMS/CCMS

Humi & Temp

CO2Pressure

Modbus

Sensors, Detectors, Transducers
(YATRON/KenerSys)

TCP/IP

VFD + Motor
(YATRON|GE)

ModbusTCP/IP

DMX/DALI

Lighting
(YATRON|GE)

INDUSTRIAL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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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 – 可持續發展 

自動化 | 物聯網 | 大數據 | 機械學習 | 人工智能 

《智慧城市》需要… 
 《智慧工廠、智慧製造、智慧能源》及《物聯網》    
 
《智慧化》讓我們變得更聰明、綠色和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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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 | 物聯網 | 大數據 | 機械學習 | 人工智能 
現在 

智慧及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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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製造 

智慧政府 

移動Wi-Fi 

智慧數字
市民 

開放數據 

智慧醫療 

智慧漁農業 

智慧大樓 

智慧電網/
能源/ 

公共事業 

智慧交通 

日騰專長 

日騰核心 

日騰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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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購物 

物聯網 

氣, 水
監測 

智慧環境 

空氣污染監控 

電磁輻射監控 

智慧家居 

智慧路燈 

智慧電動車及
充電樁 

智慧停車 

智慧工廠, 智慧製造及能源 

智慧水質監控 廢物管理 

智慧交通 

智慧教育 

智慧大樓 
智慧醫療 

公共安全 

日騰專長 

日騰核心 

日騰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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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能源 

日騰專長 

日騰核心 

日騰整合 

2016 ~ 2026年復合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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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 

物聯網 | 大數據 | 機械學習 | 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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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 
 創始人及技術團隊超過25年經驗, 關於自動化軟硬件、設備和生產線改造升級、系統

整合 
 GE的授權業務合作伙伴 | 系統整合商 

 全球技術支援, 技術轉移及經驗. 

 台灣ITRI(工研院)的授權業務合作伙伴 | 系統整合商 

 台灣第一的最新科技和傳統工業技術支援, 技術轉移及經驗. 
 6,000 個研發專家. 
 400 個研發專家-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支持用戶作大數據分析及系統改善. 

 
 日騰在大中華區(中國大陸、澳門、香港、台灣)及東盟的技術及服務團隊 

 台灣研發中心  高質量的研發和生產團隊. 
 台灣製造的智慧工廠及能源管理產品  高質量. 
 集團的主要管理團隊來自中國澳門、台灣、香港、廣州、深圳、上海、馬來西

亞和法國  大中華區最好的服務. 
 中國廣東省廣州市科技中心、珠海製造及營運中心  中國及華南區最好的服

務. 
 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的東盟總部  東盟最好的服務. 
 覆蓋各地區的分公司及服務中心  最快的反應時間. 
 豐富行業經驗及背景的團隊, 包括業主、顧問、 承包商、 製造商及系統整合商 
 最理解所有客戶及角式的傾向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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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智慧城市、智慧工廠、智慧製造、智慧能源管理 
 聰明地管理城市和工廠 

 提高市民和客戶滿意度 

 提高產品質量、壽命、生產效率 

 管理和節省能源、改善環境和生活品質 

 系統改善 

 可持續發展 

 企業社會責任 

    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重點議題 -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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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樓或工廠, 如果沒有「智慧管理系統SMS」及 

「能源管理系統EnMS」, 各設備和系統將出現的問
題... 

 控制問題Control issue 

 管理問題Management issue 

 維護問題Maintenance issue 

 風險問題Risk issue 

 能源損耗Energy loss issue 

重點議題 -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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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製造2025及2045世界強國目標 

中國工業2.0, 3.0及4.0同時推動 

中國工業互聯網 

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 

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智慧化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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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手動或半自動  設備半自動/全自動  升級轉型 

 單線及單機自動化  整廠自動化  提升質量及管理效能 

 設備與設備間無法連接和溝通, 人手中央管理 整廠自動化和智
慧化  提升質量及管理效能 

 產品銷售價格越來越低?  提升企業形象和提升附加價值 

 生產成本越來越高?  減低生產成本, 提升效率 

 降低/控制成本已到了瓶頸?Bottleneck  創意和利用高科技協助 

 價格、市場和服務競爭力日漸向下?  利用高科技協助節省人力 

 企業及產品競爭優勢減弱?  創新管理手法, 智慧生產及製程 

 企業可持續發展方向和步伐如何規劃? 咨詢國際級專業顧問 

 

 全球大客戶要求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智慧化及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企業形象改善 

 遵守地方市場的法律要求?  節能減排企業形象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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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文化如何提高?  工作環境及企業形象改善 

 遵守產業最佳實務或標準 智慧化及ISO 50001 

 改善公司在客戶之間的名聲 智慧化及ISO 50001 企業形象改善 

 員工精神不震?  智慧化及ISO 50001工作環境改善 

 生產效率和良率偏低?  智慧化及ISO 50001工作環境改善 

 節能技術改造項目都已做了 (變頻、LED 、熱回收等), 如何再節約
能源和電力?  智慧化及ISO 50001  應做到智慧管理並建立高效
的智慧管理軟硬件平台 

 員工沒有節能觀念?  ISO 50001 利用高科技的能源管理系統. 

 沒有辦法把節能和KPI掛勾?  ISO 50001 利用高科技的能源管理
系統和軟件, 每月或即時顯示各部門績效, 尤其是能源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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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Trends for the Factory and Buildings 

 全球漁農業和工業全廠智慧化及自動化技術經驗和整合能力 

 工業自動化研發、生產、運營等技術經驗和背景 

 工業互聯網研發、生產、運營等技術經驗和背景 

 智慧工廠管理系統Smart Factory及EnMS: 硬件+軟件 

 產線設備, 升降機和扶手電梯等: 操作控制和時間控制管理 

 冷暖氣: 製程和環境需求, 室內温度控制和監察 

 通風設備: 區域空氣流動監控 

 空氣壓縮機: 操作控制, 壓力保證, 洩漏控制和監測 

 照明: 流明光量管理-工作和公共區域 

 天台: 透明和自然通風設計改造 

 熱能和冷能回收: 為製程和暖水預熱, 冷庫的冷能回收 

 能源管理系統: 利用高科技EMS硬件和軟件,  持續提供電力和成本監控及報告 

 

重點議題 - 智慧化 – 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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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50001 能源管理概論 
在今天，有效能源管理的議題對任何企業的成功，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具有
重要性。對許多企業來說，答案就在於能源管理系統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EnMS) – 有系統地管理能源的架構。除了提升能源效率外，能源管
理系統可降低成本並減少溫室氣體 (GHG)排放，讓公司具有競爭優勢。 

 

ISO 50001 與何人有關？ 
ISO 50001適用於任何組織 – 不論組織的規模、所屬的產業部門或地理位置
為何。如果組織屬於能源密集的產業，或面臨溫室氣體排放立法的產業，
這項標準尤其適用。 

 

From: http://www.bsigroup.tw/zh-tw/Assessment-and-Certification-services/Management-Systems/Standards-and-Schemes/ISO_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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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sigroup.tw/zh-tw/Assessment-and-Certification-services/Management-Systems/Standards-and-Schemes/ISO_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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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50001 能源管理的優點 
使用ISO 50001 來當作管理和降低能源消耗的架構有以下優點: 

 降低成本: 透過架構化的方法以確認、監測及管理能源消耗，降低能源
支出。 

 改善企業績效: 找出能源效率的解決方案，影響員工行為模式以減少能
源消耗，進而促進更高的生產力。 

 獲得最高管理階層的支持: 讓能源管理成為會議上的關鍵商業議題，以
獲得高階管理階層的承諾與支持。 

 符合法律法規: 達到目前或未來的強制性能源效率目標及/或減少溫室氣
體排放的法律要求。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於現在及未來達成利害關係人的期待/善盡企業社會
責任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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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50001 能源管理的優點 
 賦予能源政策和目標正式的地位 

建立並實現能源管理政策，將能源效率的觀念深植於組織文化中。 

 整合管理系統 
將您的能源管理系統與既存的管理系統(ISO 9001, ISO 14001, ISO 18000等)
整合，提高管理效益使利益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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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對智慧化及能源管理感興趣最主要的三個理由 
 降低/控制人力成本 

 降低/控制材料損耗 

 提升產能及良率 

 便利企業管理，管理者遠程監控企業所有數據，不需要到現場觀察 

 遵守產業最佳實務或標準 

 改善公司在客戶之間的名聲 

 配合現存的企業文化 

 保護全球氣候 

 從主要客戶獲得相關想法 

 年報中有企業社會責任聲明 

 遵守地方市場的法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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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線從手工  半自動  全自動  智慧化(工業4.0) 
 

 生產線及工廠升級改造 
 

 電能監控系統 Power Monitoring and Control System (PMCS) 
 

 電力質量管理系統 Power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PQMS) 
 

 能源計費系統 Energy Metering System 
 

 變壓器監控系統 Transformer Monitoring and Control System (TMCS) 
 

 碳排放管理系統 Carbon Emission Management System 
 

 風能及太陽能系統  Wind and Solar Energy System 
 

 電動車充電系統 EV Charger station for Electric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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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DA  Control 
SCADA控制 

Historical Analysis 
歷史分析 

Alarm 
報警回應 

KPI Monitoring 
KPI監視 

Operation Report 
運行報表 

Web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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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捉任何系統資料數據 
 電、水、氣、蒸氣 
 按負載種類或樓層, 觀察其數據(冷暖氣通風, 照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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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捉任何系統資料數據 
 電、水、氣、蒸氣 
 按負載種類或樓層, 收集及評估其數據(冷暖氣通風, 照明等), 並利用

這些大數據進行分析和改善.產能提升及節能可高逹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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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效及高質量的「智慧化管理系統」 
   節能, 產能, 良率提升高逹40% 
   節省開支及提升利潤高達40% 
  
 早一天建立「智慧化管理系統」 
   節省及利潤提升多一天… 
   多賺一天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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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 | 大數據 | 機械學習 | 人工智能 

 

《智慧城市》需要《智慧博物館》 
    Let’s be SMART …讓我們更聰明 

SMART MUSEUM智慧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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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MUSEUM智慧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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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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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合作 | 技術支援 GE 

http://www.ge.com/
http://www.ge.com/
https://www.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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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PV (large scale) & Grid Scale Solar 
Power Plant 

BIPV 
Building-integrated Photovoltaics 



@COPYRIGHT YATRON 

家用, 工業, 漁農業光伏發電 

BIPV光伏建築 
Building-integrated Photovolta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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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our Solutions? 
 Polycrystalline Solar PV panels 
 Polycrystalline Solar PV panels (Transparency) 
 CIGS Solar PV panels 
 CIGS Solar PV panels (Transparency) 
 Monocrystalline Solar PV panels 
 EnMS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 Integrate to 

YATRON’s KenerSys EnMS… 

BIPV光伏建築 
Building-integrated Photovolta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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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BENIFITS 
 Global Level and Certificates 
 11 years long term operation. 
 Comply with Most Exacting Standards 

 EN, TÜ V SÜ D/ISO , ITRI in the world. 
 Transparency available. 
 EnMS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 Integrate to 

YATRON’s KenerSys EnMS… 

CRYSTAL Polycrystalline Solar PV 

BLACKKA CIGS Solar PV 

BLACKSTONE 
Monocrystalline Solar PV 

BIPV Panel 
Building-integrated photovoltaics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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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STAL Polycrystalline Solar PV 

APPLICATIONS 
 Curtain Wall 
 Canopy 
 Rooftop 

 
BENEFITS 
 Beauty and Integrate to Building 

Façade Curtain wall. 
 Transparency available. 
 4 standard colors. Other colors are 

available. 
 Customer made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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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ystal Black : 220W 
 Crystal Red : 240W 
 Crystal Green : 240W 
 Crystal Amber : 235W 
 Size  : Customer made 
 Cell Type : Poly crystalline cells 
 Wind Load : 5,400Pa 
 IP rating : IP67 
 Standards : EN, TÜ V SÜ D/ISO , ITRI 
 Transparency available 

CRYSTAL Polycrystalline Solar 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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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KA CIGS Solar PV 

APPLICATIONS 
 Curtain Wall 
 Canopy 
 Rooftop 

 
BENEFITS 
 Largest Size in the world 
 Beauty and Integrate to Building 

Façade Curtain wall. 
 Easy maintenance. 
 Walkable 
 Transparency available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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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KA CIGS Solar PV 

 BENEFITS 
 Beauty and Integrate to 

Building Façade Curtain wall. 
 Easy maintenance. 
 Walkable. 
 Transpa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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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KA CIGS Solar PV 

CIGS “cell” 
CIGS “電池” 

Air 空氣層  

Tempered Glass 強化玻璃 

CIGS “cell” 
CIGS “電池” 

Tempered Glass 
強化玻璃 

 
 Heavy-Duty 

耐風壓型  
 Thermal and Sound Insulated 

隔熱及隔音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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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 : 130W ~ 160W 
 Size : 1100 x 1400mm 
 Cell Type : CIGS cells 
 Front Cover : Tempered glass 
 Back Cover : Tempered glass 
 Wind Load : 5,400Pa 
 IP rating : IP67 
 Standards : EN, TÜ V SÜ D/ISO , ITRI 
 Glass, EVA, Glass, EVA, Glass Transparency available 

 5~20% 
BLACKKA CIGS Solar 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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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STONE Monocrystalline Solar PV 

APPLICATIONS 
 Curtain Wall 
 Canopy 
 Rooftop 

 
BENEFITS 
 Highest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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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 : 285W ~ 310W 
 Size : 1100 x 1400mm 
 Cell Type : Mono crystalline cells 
 Front Cover : Tempered glass 
 Back Cover : Tempered glass 
 Wind Load : 5,400Pa 
 IP rating : IP67 
 Structure : Glass, EVA, Glass, EVA, Glass 
 Standards : EN 62716, EN 61701 

 TÜ V SÜ D/ISO, ITRI 
BLACKSTONE Monocrystalline Solar 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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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標準 
 BS EN, IEC, GB (歐盟, 英國, 中國) 

 TÜ V SÜ D/ISO Certificate 
 IEC, BS EN 62208 

 超強效能 
 IP66 
 戶外粉沫噴塗, 15年保固. 

YT-WM 工業控制箱 

控制系統Contr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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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ustrial Type 
 BS EN, IEC, GB (EU, UK, China) 

 TÜ V SÜ D/ISO Certificate 
 IEC, BS EN, EMC 

 Excellent performances and accuracy 
 Power consumption and CO rating. 
 Long distance RS485 communication (Modbus 

RTU Mode) KenerSys Power Analyser 

動力分析及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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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合作伙伴 
Global Key Partners 

High Tech R&D高科技及研發 

https://www.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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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合作伙伴 
Global Key Partners 

智慧能源 (電力, 太陽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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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合作伙伴 
Global Key Partners 

智慧照明系統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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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合作伙伴 
Global Key Partners 

智慧城市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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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合作伙伴 
Global Key Partners 

太數據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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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合作伙伴 
Global Key Partners 

IoT – 物聯網 



@COPYRIGHT YATRON @COPYRIGHT YATRON 

全球主要合作伙伴 
Global Key Partners 

Machine Learning 機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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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合作伙伴 
Global Key Partners 

第三方檢測 

https://www.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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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客戶Global Key Accounts 
(能源, 電力共公設施) 

China粵電-珠海電廠 

Macau Electric 

Hong Kong-CLP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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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客戶Global Key Accounts 
(能源, 電力共公設施) 

Malaysia National Energy Taiwan Power 

Philippines National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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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客戶Global Key Accounts 
(油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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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客戶Global Key Accounts 
(酒店渡假村, 零售, 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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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客戶Global Key Accounts 
(發展商,酒店渡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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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客戶Global Key Accounts 
(工業) 

日本-松下集團 
Japan 

美孚 
USA 

印尼-Standard Pen 
Indonesia 

台灣-復盛集團 
Fuseng Group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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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客戶Global Key Accounts 
(政府, 大學及學院) 

澳門民政總署 
IACM - Civic and Municipal Affairs Bureau, Macau 

 

澳門土地工務運輸局 
DSSOPT- Land services, Public Works and Transport Bureau of Macau 

 

澳門建設發展辦公室 
GDI - Offi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Macau 

 

澳門交通事務局 
DSAT - Services for the affairs of traffic Bureau, Macau 

 

澳門教育暨青年局 
DSEJ - Education and Youth Services Bureau, Macau 

 

澳門旅遊局 
DST - Tourism services Bureau,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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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客戶Global Key Accounts 
(交通) 

澳門國際機場 
Macau International Airport 

香港-港鐵 
Hong Kong-Me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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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客戶Global Key Accounts 
(工程承包商EPC) 

澳門-中國建築 
China Construction 

廣東省工業設備安裝公司 
Guangdong Industrial 
Equipment Inst. Corp. 

China 

French Corporation 

China 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廣東建工 
Guangdong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Group Co., Ltd 
China 

中國鐵建 
China Railwa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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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客戶Global Key Accounts 
(工程承包商EPC) 

澳門-豪進建築 
Hou Chun Construction 

Macau 

香港-高雅  
Krueger Engineering 

Hong Kong 
 

台灣-中鼎工程 
CTCI Engineering 

Taiwan 

台灣-鼎台營造 
TingTai Constructio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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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理念Business Concept 

• 智慧成就夢想 

Intelligence Makes the Dream Come True 

 

• 高效率|高質量|高服務 

Efficiency | Quality | Service 

 

• 誠心|承諾|成功 

Sincerity | Commitment |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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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技術支持與服務  
Customer support and service 

 
 全球GE及台灣竹科的核心技術和全力支持 GE Global technical support 
 日騰已成為GE Energy在中國澳門、香港、台灣、珠海, 甚至亞洲的重要合作伙伴 
 YATRON is the Core Business partner of GE Energy in Macau, HK, Taiwan, China and Asia 

 
 服務熱線 Service hotline 
 24小時, 7日電話接待, 2 小時內回復處理意見 
 24/7 hrs hotline and within 2 hrs respond 

 

 緊急服務(收費) Emergency service(Pay) 
 24小時, 7日緊急上門服務 
 24/7 hours Emergency On site service 

 

 上門服務(免費) On site service(Free) 
 根據客戶具體需要, 安排專人上門服務 
 According to customer’s requirement to provide the site service 

 

 技術更新 Technical update 
 及時為客戶提供最領先的能源、輸配電、工業及樓宇自動化產品和技術 
 Update the newest and leading Products & technology of Energy, Power distribution,  Industrial and 

Building Automation 

 

客戶的滿意和認同是我
們永恆的追求! 

   競爭/優勢 Competition/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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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總部Macau Headquarter 
 功能 FUNCTION 
 銷售部、財務部、行政部、工程部 

 

 位置 LOCATION 
 中區  

 澳門商業大馬路251A-301號友邦廣場20樓 

 

 優勢 ADVANTAGE 
 作為一國兩制的受益者, 在人才和政策資源上

有著非常大優勢. 

 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聚集地, 最快瞭解行業的動
態與需求.  
 

 

 



@COPYRIGHT YATRON @COPYRIGHT YATRON 

香港金融中心 
 功能 FUNCTION 
 銷售部、財務部、行政部、工程部 

 

 位置 LOCATION 
 香港中環  

 香港中環康樂廣場8號交易廣場2座8樓 

 

 優勢 ADVANTAGE 
 作為一國兩制的受益者, 在人才和政策資源上

有著非常大優勢. 

 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聚集地, 最快瞭解行業的動
態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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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功能 FUNCTION 
 銷售部、財務部、行政部、工程部 

 

 位置 LOCATION 
 台北市中心 

 信義路5段7號 台北101大樓37樓 

 

 

 優勢 ADVANTAGE 
 位於台北金融中心, 資訊發達, 造就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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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東盟總部 
Malaysia-Headquarter in ASEAN 

 功能 FUNCTION 
 銷售部、財務部、行政部、工程部、客戶服務

中心 

 

 位置 LOCATION 
 吉隆坡市中心 KLCC 

 Level 33, ILHAM Tower, No.8, Jalan Binjai, 504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優勢 ADVANTAGE 
 位於東南亞中心 

 位於馬來西亞金融中心, 資訊發達, 造就商機. 
 

 

 



@COPYRIGHT YATRON @COPYRIGHT YATRON 

珠海營運中心 
珠海製造中心 

 功能 FUNCTION 
生產 Manufacture 

 智慧成套開關設備和控制設備 

 智慧工廠和大樓，智慧能源管理系統組件 

 生產線改造升級 

 照明燈具及光源 

 智能空氣壓縮機系統 

 

 位置 LOCATION 
 珠海經濟特區 

 國家高新區 

 中國廣東省珠海市國家高新區金鼎科技工業園金恆二路12號 

 

 優勢 ADVANTAGE 
 位於台北與京珠(京澳)/沿海高速毗鄰, 交通便利, 節省運輸成本. 

 鄰近中山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塈南大學等著名高
等學府, 產學互補,  吸納更多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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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珠海工廠 

活動區 

廠區大門及生產大樓 

會議室 

會議室 



@COPYRIGHT YATRON @COPYRIGHT YATRON 

珠海工廠 
Zhuhai Factory 

Assembly Area組裝區 

Assembly Area組裝區 

Assembly Area 
組裝區 

Assembly Are組裝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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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騰能源集團 
澳門商務大獎 
環境績效 

2015年11月26日 

     獎項 |香港、澳門 

awardsmacau.com 

2015/11/26 

awardsmaca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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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 |香港、澳門 

香港鏡報CSR (企業社會責任) 
香港特首-梁振英 先生 主禮 

2015年03月27日 

2015/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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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參與企業社會責任獎評選活動，獲「企業社會責任大使」稱號 

Participating i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ward  (CSR)  
Selection Activities, Became One of the CSR Ambassador 

        日騰是一家以能源管理和建設可持續發展為發
展目標的企業。社會的發展與企業的發展息息相關。
社會發展得好，為企業提供良好經濟的環境。企業
發展得好了，力所能及地回饋社會，創造更好的經
濟環境。如此良性循環。日騰能源集團就是在這個
理念經營下才有今天的成績。 
        於2014年11月24日，日騰獲選「企業社會責
任大使」稱號。 

YATRON is an enterprises specializing on energy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y development as 
goal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nd the 
enterprise is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Provide 
a good economic environment for enterprises, so 
that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better; Serving 
society the best, Society will create a better 
economic environment for enterprises. This is 
such a virtuous cycle. YATRON energy group knows 
this business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it personally. 
Thus, we get the achievement today. 
 
On 24th Nov 2014, YATRON was awarde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mbassador" title. 

 獎項 |香港、澳門 2015/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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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 |香港、澳門 

香港鏡報CSR (企業社會責任) 
香港特首-梁振英 先生 主禮 

2015年03月27日 

2015/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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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 

Macau Elec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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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展覽 

Mirror Post | Hong Kong Macau 

Macau Asia Satellite Television 
Macau 

GUANGZHOU | CHINA 

http://www.build4asia.com/
http://www.mastv.cc/
http://themirror.com.cn/
http://macaubusinessdaily.com/
http://siaf.fairwindow.com/SI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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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1月刋 

媒體 | 研討會 |香港、澳門 2017/01 

CSR企業社會責任研討會 
香港鏡報 – 香港城市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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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1月刋 

媒體 | 研討會 | 澳門, 香港 2017/01 

CSR企業社會責任研討會 
香港鏡報 – 香港城市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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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騰參展亞洲建築展
YATRON Build4Asia 2014 in Hong Kong 

        亞洲建築展覽是港澳面向亞洲最大的建築設
備展覽會。2014/05/07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盛
大開幕。日騰作為參展商,不僅向來自世界各國
的設備廠商及客人展現了日騰產品的硬實力, 而
且也讓日騰在邁向亞洲策略贏了個開門紅。 

Build4Asia is the largest building 
exhibition in Hong Kong and Macao for 
building equipment in Asia. 2014/05/07 
grand  opening  at the 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As an 
exhibitor, YATRON not only shown our high 
quality products to cli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but  also got a quite good 
beginning. 

媒體 | 展覽 |香港、澳門 2014/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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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AF / SIAF 2010 - 中國(廣州)國際工業
控制自動化及儀器儀表展覽會 
CHIAF / SIAF 2010 - Guangzhou 

日騰(YATRON)於2010年3月8-11日期間再度參加
《CHIFA/SIAF 2010 - 中國廣州國際工業自動化技
術及裝備展覽會(SIAF)》. SIAF展會由全球最大的
工業自動化展SPS及華南最大的工業自動化展
CHIFA在中國的完美結合, 展會盛大演繹, 恢宏共
享. 
 
日騰在展會上認識了大量行業伙伴和客戶. 

SIAF是中國最大的自動化展覽會 
SIAF is the largest Automation exhibition in China. 

媒體 | 展覽 | 廣州 2010/03/08 

智慧自動化工廠及管理系統 (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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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屆中國(廣州)國際工業控制自動化及儀器
儀表展覽會 
13th (CHIFA 2009) in Guangzhou 

日騰 (YATRON) 於 2009 年 3 月 4-7 日期間參加
《CHIFA 2009 - 第13屆中國廣州國際工業控制自
動化及儀器儀表展覽會》, 該展會被廣州市評為"
廣州十大品牌展會"之一.  
 
YATRON認為: 作為一個品牌價值優秀的展覽會, 
均會為展商與觀眾提供理想的商務平台, 信息在
這裡交匯、價值在這裡實現.  

CHIAF 是中國最大的自動化展覽會 
CHIAF is the largest Automation exhibition in China. 

媒體 | 展覽 | 廣州 2009/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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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騰能源集團 
亞洲業務拓展發佈會 
YATRON Energy Group-Business  
Development in Asia Press Conference 

        2014/08/19日騰能源集團亞洲業務拓展發佈會金沙
城中心喜來登酒店天山廳舉行，冀能藉此讓更多本澳和
亞洲企業深入瞭解集團業務及產品，希望從不同方面提
供協助，推動企業建立一套高效的能源管理系統和方案。 

 
        發佈會邀請中聯辦經濟部中資管理企業處嚴機剛、
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理事長辦公室高級經理曾澤
瑤、通用電氣(GE)能源集團工業系統北亞及大中華區總
經理柳方及代表勵青、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電力系統
調度部經理何桂城及採購部經理張志輝、澳門中華總商
會常務理事陳隆成、澳門中小型企業聯合總商會副會長
葉榮發、廣東省建工集團-廣東省工業設備安裝公司及粵
安(澳門)工程有限公司副經理陳志成、振華港工建築有限
公司總經理謝偉強、澳門金沙集團-設施管理部總工程師
周志雄、李祖原建築師-原集團聯盟-太一國際集團有限
公司董事長兼董事總經理魏峰、太一澳門投資發展有限
公司合夥人兼董事總經理吳偉恩及澳門空調製冷商會副
會長鄭耀東等嘉賓出席，吸引了逾一百五十名海內外商
政界代表出席活動，氣氛熱鬧。  (接下頁) (第 1/4頁) 
 

上圖：發佈會現場賓客滿座 

上圖：日騰能源集團CEO陳超雄先生接受媒體採訪 

新聞發佈會|香港、澳門 2014/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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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頁) 
 
        日騰能源集團董事長兼行政總裁陳超雄致辭表示，隨著
港珠澳大橋的興建和橫琴新區開發項目的契機，使能源管理、
智慧城市建築的發展及需求得到重點的關注及提升。日騰成
立於2006年，成立前期專注於服務本澳。隨著各方的支持下，
集團業務逐漸延伸到其他地區和版塊，實現澳門企業走出去
的目標。為客戶提供解決方案。隨後，分別舉行日騰能源集
團就「新濠影匯」、「威尼斯人渡假村110kV變電站」等項
目與GE能源簽約儀式及進行日騰能源集團與太一澳門投資發
展有限公司合作協議簽署儀式。  
 
        是次舉行業務拓展發佈會，希望透過集團在亞洲的佈局，
利用通用電氣(GE)的技術、金融上的支援，協助企業走出去。
現時已有數個項目在橫琴發展，參與一些政府基建、商業大
樓等，技術包括LED照明、馬達控制等。 
 
        未來會積極向相關部門推廣技術，開業八年來培訓、聘
請過不少本地工程師，工程師都應用GE的技術及集團新技術
於工作上。在人才培訓上，期望透過不同形式擔任培訓角色。 
 
         通用電氣能源集團工業系統北亞及大中華區總經理柳方
表示，日騰能源集團作為該集團在中國的長期合作夥伴，未
來將在專業技術、財務等作出支援，期望透過支持使日騰發
展得更有規模，甚至可到交易所上市。中國在過去二十年，
基礎設施投資力度非常大，爲能源管理發展準備必要條件。 
(第 2/4頁) 

從左至右：日騰能源集團-行政總裁陳超雄(Kenneth Chan), 亞
洲董事總經理李克賢(Christophe Fliou) 

通用電氣能源集團工業系統北亞及大中華區總經理柳方先生 
General Manager, North  Asia and Greater China 
GE Energy, Industrial Solutions 

新聞發佈會|香港、澳門 2014/08/19 



@COPYRIGHT YATRON @COPYRIGHT YATRON 

新聞發佈會|香港、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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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超雄 Kenneth Chan 
行政總裁 CEO 
日騰能源集團 

李克賢 Christophe Fliou 
亞洲董事總經理 
日騰能源集團 

簽約儀式 
GE | 投資機構 | 日騰能源集團 

柳方 James Liu 
北亞及大中華區總經理 

通用電氣 - 能源集團 - 工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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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4NzEzMDk4NA==.html?spm=a2hbt.13141534.0.1314153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k0ZqTRRig&t=657s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4NjIyMTQzNg==.html?spm=a2hbt.13141534.app.5~5!2~5!2~5~5~5!2~5~5!2~5!2~5!2~5~5!4~A&scm=undefined.undefined.undefin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1xrRMahXg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4NjIyNTExNg==.html?spm=a2hbt.13141534.app.5~5!2~5!2~5~5~5!2~5~5!2~5!2~5!2~5~5!3~A&scm=undefined.undefined.undefin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qBXwy5vfMA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4NjI0OTcxNg==.html?spm=a2hbt.13141534.app.5~5!2~5!2~5~5~5!2~5~5!2~5!2~5!2~5~5!2~A&scm=undefined.undefined.undefin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j_ubpmig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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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8月20日: 澳門日報 Macao Daily 

2014年09月: 香港鏡報 Mirror Post 

新聞發佈會|香港、澳門 2014/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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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新的光芒出現 
Let there be a new light 
澳門商業雜誌 www.macaubusiness.com  

Newsdesk | 18/12/2014 | in BUSINESS 

 

當地一家能源管理和照明解決方案公司將在成功運營
六年後推出第二家工廠 

 

僅僅六年後，提供能源管理服務和照明解決方案的本
土公司 《日騰能源集團》YATRON Energy Group 即將在
中國大陸開設一家新工廠。隨著業務從大中華區擴展
到東南亞，它的現有製造單位產能將增加兩倍。在獨
家專訪中，該公司董事長兼行政總裁  Kenneth Chan 
Chio Hong 告訴《澳門商業》，他如何以澳門幣 10,000 
元（1,250 美元）創辦一家企業，並將其發展成為一家
年收入達 1,500 萬美元的企業集團。YATRON《日騰》
是一家多元化組織，為公用事業和能源密集型行業提
供能源管理和照明解決方案，包括商業、醫療保健、
數據中心和交通運輸。該公司採用通用電氣公司 (GE) 
技術，YATRON是 GE 唯一授權的開關櫃面板製造商和經
銷商，於 2010 年在珠海開設工廠。 

 

(第 1/2 頁) 
上圖：日騰能源集團CEO陳超雄  
接受《澳門商業雜志Macau Business》採訪 

媒體專訪 | 澳門, 香港 2014/12/18 

http://macaubusinessdaily.com/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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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新的光芒出現 
Let there be a new light 
澳門商業雜誌 www.macaubusiness.com  

Newsdesk | 18/12/2014 | in BUSINESS 

 

當地一家能源管理和照明解決方案公司將在成功運營
六年後推出第二家工廠 

 

“11 月，我們將搬入新工廠，我們的產能將增加兩倍。 
為了滿足客戶的需求，我不得不增加製造部門的產能。 
隨著我們的業務涉足東南亞，市場非常大，”陳先生
補充說，“我們的目標是 2015 年的收入約為 2500 萬
美元。 今年，目標應該是 1500 萬美元，”當地商人說。 

該公司的主要客戶位於澳門，其次是香港和台灣。它
現在在東南亞也有客戶。他說“在澳門，我們兩年前
的主要客戶是政府。政府要求很高，我們做高端產品
和解決方案。然後，幸運的是，我們兩年前開始做賭
場項目，比如金沙中國有限公司、銀河娛樂集團和新
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 

全文可在本月發行的《澳門商業》雜誌上閱讀，可在
報攤或網上查閱 www.magzter.com 

 

(Page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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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新的光芒出現 
Let there be a new light 
澳門商業雜誌 www.macaubusiness.com  

Newsdesk | 18/12/2014 | in BUSINESS 
 
A local energy management and lighting solutions company will roll 
out a second factory after six successful years of operation 
 

After just six years, Yatron Energy Group, a local company providing 
energy management services and lighting solutions, is about to open 
a new factory in mainland China. It will triple its current 
manufacturing unit capacity as the business expands from Greater 
China to Southeast Asia. 

 
In an exclusive interview, Kenneth Chan Chio Hong,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the firm, tells Macau Business how he 
started a business with MOP10,000 (US$1,250) and grew it into a 
US$15 million-revenue conglomerate. 

 
Yatron is a diversified organisation providing energy management 
and lighting solutions to utilities and energy-intensive industries, 
including commercial, healthcare, data centres and transportation. 
The company uses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GE) technology and 
Yatron is GE’s sole authorised switchgear panel builder and 
distributor here, opening its factory in Zhuhai in 2010. 
 
(Page 1/2) 

上圖：日騰能源集團CEO陳超雄  
接受《澳門商業雜志Macau Business》採訪 

媒體專訪 | 澳門, 香港 2014/12/18 

http://macaubusinessdaily.com/business


@COPYRIGHT YATRON @COPYRIGHT YATRON 

讓新的光芒出現 
Let there be a new light 
澳門商業雜誌 www.macaubusiness.com  

Newsdesk | 18/12/2014 | in BUSINESS 
 
A local energy management and lighting solutions company will roll 
out a second factory after six successful years of operation 
 

“In November, we will move into a new plant and our capacity will 
triple. I had to increase our manufacturing unit’s capacity in order to 
meet our clients’ demands. With our business setting foot in 
Southeast Asia, the market is very big,” Mr. Chan says, adding that 
“our aim for 2015 is for revenue to be around US$25 million. This 
year, the target should be US$15 million,” the local businessman says. 

 
The company’s main clients are located in Macau, followed by Hong 
Kong and Taiwan. It also has clients in Southeast Asia now. “In Macau, 
our major client two years ago was the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s requirements are very high and we are making high-
end products and solutions. Then, fortunately, we started doing 
casino projects two years ago, like Sands China Ltd, Galaxy 
Entertainment Group and Melco Crown Entertainment Ltd,” he says. 

 
The full story can be read in this month’s issue of Macau Business 
magazine, available at newsstands or online at www.magz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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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鏡報專訪 - CEO陳超雄 2014年11月刋 

媒體專訪 | 澳門, 香港 2014/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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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及行政總裁 -陳超雄 
澳門澳亞衛視MASTV採訪 

2014/10/28 CEO陳超雄接受《澳亞衛視》記者專訪，並錄製澳門回
歸祖國15週年系列《感動澳門》電視節目。日騰能源集團行政總裁陳
超雄先生就是這樣一位踏踏實實做事，用自己的勤勞和智慧實現了自
己的夢想。在台灣學成歸來後，以特區主人的身份和其他社群共同參
與澳門的建設，為祖國的繁榮穩定盡自己的一份力量。為廣大澳門青
少年樹立了一個良好榜樣。 

媒體專訪 | 澳門,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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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18 媒體專訪 |泰國, 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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