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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上海國際專業燈光音響展（下稱「上海展」）致力於呈現娛樂製作
行業先進的技術實踐。為期四天的展覽將於 2018 年 10 月 10 至 13 日於
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舉行，為專業音頻和舞美人士提供一系列同期活動，
讓與會者有機會與業界同行交流，並免費學習新的技能。
去年推出的上海展專業培訓學院（PLSS Academy）備受好評，該學院
的討論範圍亦更見豐富和先進，涵蓋了娛樂相關領域各種題材，如：音視
頻、燈光和活動策劃等。本屆上海展最令人期待的同期活動包括：
VPLT 活動管理培訓課程──應急方案指南（10 月 10 日）（新）
課程再度與 VPLT 合作，面向技術及現場活動製作的人才、活動經理和籌
劃公司專家。培訓課程的主題包括：

安全與可靠──表演、節慶及活動中使用的移動電源系統



Connex GmbH 技術總監 Dietmar Rottinghaus 先生
德國演藝技術協會國際關係與溝通總監 Randell Greenlee 先生

天氣與活動管理


Meteogroup 氣象學家 Lukas Lehner 先生

人流策劃及管理



The Event Safety Shop 總監 Tim Roberts 先生
活動安全聯盟亞太區業務發展總監陳人立先生

錄音技術論壇（10 月 10 日）
音樂錄製有多種形式。來自日本 Dream Window 公司深田晃先生以及中國
傳媒大學的錄音專家冀翔先生將分享關於古典音樂、配樂、流行音樂和大
型現場活動的麥克風和錄音系統示例，討論高解析音頻和 3D 立體聲音。
電視視覺燈光設計研討會（10 月 10 日）
本研討會將探討能夠增強電視製作佈景設計及燈光的先進技術，並邀請了
來 ARRI 中國、韓國廣播公司（KBS）、廣東廣播電視台及上海廣電影視
製作公司的行業大師重點分享製作 4K 電視節目、直播電視節目及實景重
現的照明設計概念。
Dante 數字音頻傳輸證書課程──上海站（10 月 11 日）
Audinate 將再度回歸，並為系統設計師、工程師和業內人士帶來特設課
程，藉此讓他們深入了解 Dante 軟件。課程涵蓋了 Dante 一級和二級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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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內容，為初學者提供音頻和網絡概念的基礎。
擴聲技術課程（10 月 11 日）
課程由行業媒體 CA001 主辦，邀來了多名知名音頻工程師，涵蓋麥克風
使用技術和計算機及人聲混合效果，優化現場表演等專業話題。
其他關於音頻製作的同期活動
為迅速響應錄音領域的高度需求，本屆錄音及製作專區將擴展規模，由行
業專家和主要品牌領導一系列現場演示，提供錄音室及音頻製作的第一手
經驗。節目包括：
錄音軟件先鋒營（10 月 10 至 13 日）（新）
本環節由來自國際音樂軟件貿易協會（IMSTA）的 10 多家海外音樂軟件
公司策劃。他們將以各種數字音頻工作站（DAW）及現場互動演示中的音
樂軟件技術，為觀眾帶來聲音新感受。
錄音•製作進階班（10 月 10 至 13 日）（新）
研討會將由高級錄音專業人士領導，並將探討混音、聲音設計、多聲道監
聽以及模擬與數字錄音的結合經驗。
PLSS Lab──雅馬哈 X Dante 網絡音頻系統（10 月 10 至 13 日）
（新）
隨著數字音頻網絡已成為專業音頻行業的主流，此次活動聯合雅馬哈重點
展示一系列支持 Dante 功能的雅馬哈數字音頻產品。通過現場的網絡音頻
系統構建，感受靈活、高度擴展、即插即用的網絡化體驗。
線陣巡禮（10 月 10 至 13 日）
該戶外線陣列分別由國際和本地音響品牌的兩個示範區組成，將展示來自
20 個品牌嶄新的音響系統，為亞洲最大的戶外展示之一。活動贊助商雅馬
哈將運用其調音台，確保現場最佳音質。
國際品牌包括：Axiom、DB Technologies、EM Acoustics、Enewave、
KV2、Lynx、SE Audiotechnik、TW Audio、Verity 和 Voice Acoustic。
國內品牌包括：影響、聲銳、的信、飛達、美立達、奇能、合和、悅妙、
醉美聲和聲揚。
上海國際專業燈光音響展是活動、安裝及製作行業的國際展覽會，為亞洲
地區前沿的技術和服務平台，與中國（上海）國際樂器展覽會同期舉行。
–完–
媒體信息：
上海國際專業燈光音響展覽會由法蘭克福展覽（香港）有限公司與上海國
展展覽中心有限公司聯合舉辦，屬 Prolight + Sound 品牌系列展會。有關
上海展詳情請瀏覽 www.prolightsound-shanghai.com.cn。
如欲查詢更多法蘭克福集團旗下有關 Prolight + Sound 系列品牌展，歡迎
瀏覽 www.prolight-so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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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Prolight + Sound 品牌展會包括：
Prolight + Sound NAMM Russia
俄羅斯國際舞台及演播室設備、設備安裝、演出活動技術服務展覽會
2018 年 9 月 13 至 15 日，莫斯科
Prolight + Sound Middle East
中東（迪拜）國際大型活動相關通訊、燈光、音響技術及娛樂服務展覽會
2018 年 9 月 23 至 25 日，迪拜
Prolight + Sound Guangzhou
廣州國際專業燈光、音響展覽會
2019 年 2 月 24 至 27 日，廣州
Prolight + Sound
法蘭克福國際專業燈光音響展覽會
2019 年 4 月 2 至 5 日，法蘭克福
更多媒體資料及展會圖片：
https://www.hk.messefrankfurt.com/hongkong/zh-cn/press/fairpress/entertainment-media-and-creative-industries/prolight-soundshanghai.html#media
網站連結：
Facebook: Prolight and Sound China
Linkedin: Prolight and Sound China
Wechat ID: prolight-sound
http://www.prolightsound-shanghai.com.cn
法蘭克福展覽集團簡介
法蘭克福展覽集團是全球最大的擁有自主展覽場地的展會主辦機構，其業務覆蓋展覽會、會議
及活動，在全球 30 個地區聘用逾 2,400 名員工，每年營業額約 6.69 億歐元。集團與衆多相關
行業領域保持緊密聯繫，配合龐大的國際行銷網路，高效滿足客戶的全方位需求。多元化的服
務呈現在活動現場及網路管道的各個環節，確保遍布世界各地的客戶在策劃、組織及進行活動
時，能持續享受到高品質及靈活性；可提供的服務類型包括租用展覽場地、展會搭建、市場推
廣、人力安排以及餐飲供應。集團總部位于德國法蘭克福市，由該市和黑森州政府分別控股
60%和 40%。
有關公司進一步資料，請瀏覽網頁：
www.messefrankfurt.com.hk | www.congressfrankfurt.de | www.festhall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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