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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得行业期许的 Prolight + Sound Guangzhou 2019（广州展）将于
2019 年 2 月 24 至 27 日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区 A 区举行。各项同
期活动继续使展会成为教育、信息和技术交流兼具的平台，为娱乐、活
动、舞台设计和媒体集成领域的专业观众带来新知。
AV 集成发展迅猛，音视频总体解决方案日渐成为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广州展以“视听无界 智造未来”为主题，通过优化各展区布局，积极构
筑集成应用的垂直市场，拓展文化娱乐、创意媒体、商业及建筑等领域。
此外，展会还将组织一系列高端会议和论坛，涵盖专业灯光、音频、舞台
设备和媒体系统集成等各个范畴。
作为中国专业灯光音响行业的风向标，广州展的同期活动除了现场演示、
研讨会和培训课程外，还与行业协会和多家行业领先的公司进行深入合
作。今年，PLSG 年度培训课程将首度开办互动式主题研讨会，旨在让演
讲专家与现场观众在相互交流中畅所欲言，共襄产业发展最新趋势。
PLSG 年度培训课程
2 月 24 至 26 日
众多活动中倍受瞩目的，当属一直呼应行业跨界融合浪潮的 PLSG 年度培
训课程。今年更将扩展为双核心主题，重点分享娱乐技术体系内的前瞻见
解。
主题一：演出场所的维护与革新
国内部分剧院、音乐厅和体育馆由于管理不善或缺乏维护，相继出现设备
老旧和功能退化的迹象，为确保演出安全、顺畅地完成，演出场地的操作
人员必须注意设备的维护和更新。多名专家将通过案例分析，现场讲述专
业灯光、音频及舞台的最新技术应用、安装和维护方法，以提升演出的整
体效果。主题包括：


以剧场为核心的 AVoIP 实境应用
演讲嘉宾：韩国南洞苏莱艺术厅音响总监李熙俊先生



LED 在剧场
演讲嘉宾：灯光系统顾问（香港）麦国辉先生



演出场所中演出系统设备的建设、管理与安全
演讲嘉宾：
高级咨询工程师、国家高级注册设备监理师及政府采购专家评委李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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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
活动安全联盟亚太区业务发展总监陈人立先生


“全息声”音频技术在剧场演艺中的创新应用
演讲嘉宾：费迪曼逊多媒体（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徐真德先生



最新灯光系统在演出场馆的运用与管理
演讲嘉宾：台湾戏曲学院剧场艺术学系专任助理教授洪国城先生



主题乐园的另一种演出：游乐设备的灯光控制
演讲嘉宾：北京环球度假区灯光技术经理姜楠先生

主题二：解构 AoIP 网络音频技术与媒体集成系统
展会锐意构筑行业人才交流平台，通过现场互动探讨实现新旧兼容、快速
创新的 AVIT 座谈会，揭示人工智能（AI）解决方案将如何影响市场。此
外，展会再度与 Audinate 合作并带来 Dante 证书课程，更为同行提供建
议，为不同的 AV 解决方案和网络基础设施选出最佳网络选项，以不同的
形式满足众多从业人员的各式培训需求。主题包括：


AVIT 座谈会：人工智能对行业的影响
演讲嘉宾：AVIT 新势力：兆翦先生、Kane Zhang 先生、张涛先生



网络音频协议的探索
演讲嘉宾：Biamp Systems 高级应用工程师 Kane Zhang 先生



AES67 传输的实战应用
演讲嘉宾：QSC 亚太区商务发展经理兆翦先生



简化 AV 世界的创新网络化音视控系统
演讲嘉宾：广州塔克兰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罗纯义先生



3D 音频、4K 视频、5D 全息投影技术在文旅展演的应用
演讲嘉宾：广州大学教授及硕士生导师、广东中南声像灯光设计研究
院院长彭妙颜教授



Dante 数字音频传输一级证书课程──入门程度
Dante 数字音频传输二级证书课程──中级程度
演讲嘉宾：Audinate 销售经理和方案解决专家魏国权先生

室外线阵演示
2 月 24 至 27 日
线阵音箱一直是广州展吸引全球买家的亮点展品之一。本届广州展室外线
阵的参演阵容再度扩大，41 家参展企业首度于 1.0、4.0、5.0 和 6.0 广场
同场竞演。其中，八家海外知名音响品牌更以“双串”线阵列展示其高品
质音效，为知音人提供畅快的听觉体验。


1.0 室外线阵
参与品牌：格镭仕（Alto）、东雅音响（at）、广州锐高（DMX）、
艺高（Egle）、新珑音响（LDH Audio）、模式音响（Mode
Audio）、天浦（Tampu）、特宝（TPA）、合和音响（VA）、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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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ZMSAudio）


4.0 室外线阵
参与品牌：APsound、卡福音响（CAF）、大睿音频（Dare）、飞达
（Fidek）、宏志电声（HZ）、迈听音响（Maiting Audio）、朗声音
响（Seer）、悦妙（YME）



5.0 室外线阵（双串展示）
参与品牌：Adamson、AXIOM、Electro-voice、EM Acoustics、
ENEWAVE、Harmonic Design、SE Audiotechnik、TW Audio



6.0 室外线阵
参与品牌：艾迪音响（Admark）、AE、君子龙（CPL）、鑫王
（dbk）、缔艺音响（DE Acoustics）、爱高（FDB）、爵士音响
（Jazzpro）、坤鸿（KHPRO）、美立达（Magnetic）、魔音
（Morin）、劲声音响（MPower）、迪素音响（Tasso Audio）、万
亚（WAVK）、稀客音响（XYCAD）、声扬音响（Zsound）

光影艺术空间
2 月 24 至 27 日
多媒体技术已成为中国视听娱乐行业的新贵，备受市场青睐。广州展将与
国内业界知名的自媒体影像骑士举办首届互动艺术展览，打造别具匠心的
光影艺术空间，为现场观众呈献集 3D 投影、交互多媒体、机械互动、灯
光装置、新媒体艺术、舞台新科技于一身的艺术盛宴，激发不一样的创作
灵感。
局域声场控制技术与智能音响的核心技术“远场智能交互”
2 月 25 日
大会再度联袂中国声学学会和中国电子学会，邀请多位技术专家深入剖析
新兴的跨学科电声系统，并以案例生动讲述具体的设计和安装过程。


局域声场控制技术
演讲嘉宾：中国科学院噪声与振动重点实验室主任杨军先生



远程智能交互的市场前景和技术挑战
演讲嘉宾：声智科技创始人陈孝良博士

其他重点活动包括“影视作品声音处理和应用技术探讨”、“第九届专业
音响技术高端论坛”、“广东省首届舞美设计手稿展”、“音频技术在 AI
时代的应用”、“解读演艺与文旅项目的创作密码”和“影院大趋势，创
变大未来” 等。请按此下载完整的活动时间表：
http://bit.do/PLSG19Fringe-Programme
广州国际专业灯光、音响展览会由广东国际科技贸易展览公司与法兰克福
展览有限公司联合举办，属 Prolight + Sound 品牌系列展会。有关详情请
浏览 www.prolightsound-guangzhou.com.cn 或电邮至
plsgz@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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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Prolight + Sound 品牌展会包括：
Prolight + Sound
法兰克福国际专业灯光音响展览会
2019 年 4 月 2 至 5 日，法兰克福
Prolight + Sound NAMM Russia
俄罗斯国际舞台及演播室设备、设备安装、演出活动技术服务展览会
2019 年 9 月 12 至 14 日，莫斯科
Prolight + Sound Shanghai
上海国际专业灯光音响展览会
2019 年 10 月 10 至 13 日，上海
Prolight + Sound Middle East
中东（迪拜）国际大型活动相关通讯、灯光、音响技术及娱乐服务展览会
2019 年 10 月 15 至 17 日，迪拜
–完–
更多媒体资料及展会图片：
https://prolight-sound-guangzhou.hk.messefrankfurt.com/guangzhou/zhcn/press.html
网站连结：
Facebook: Prolight and Sound China
Linkedin: Prolight and Sound China
Wechat ID: prolight-sound
www.prolightsound-guangzhou.com.cn
法兰克福展览集团简介
法兰克福展览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拥有自主展览场地的展会主办机构，其业务覆盖展览会、会议
及活动，在全球 30 个地区聘用逾 2,500 名员工，每年营业额约 7.15 亿欧元。集团与众多相关
行业领域保持紧密联系，配合庞大的国际行销网路，高效满足客户的全方位需求。多元化的服
务呈现在活动现场及网路管道的各个环节，确保遍布世界各地的客户在策划、组织及进行活动
时，能持续享受到高品质及灵活性；可提供的服务类型包括租用展览场地、展会搭建、市场推
广、人力安排以及餐饮供应。集团总部位于德国法兰克福市，由该市和黑森州政府分别控股
60%和 40%。有关公司进一步资料，请浏览网页：www.messefrankfurt.com.cn
* 2018 年初步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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