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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上海国际智能建筑展览会(SIBT)圆满闭幕，观众数目增加 18%
展会全面展示创新智能建筑方案，成效备受肯定
论坛活动聚焦物联网概念，深入剖析行业前景及趋势
第十一届上海国际智能建筑展览会(Shanghai Intelligent Building
Technology － SIBT) 于 2017 年 9 月 7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圆满落幕
。展会与上海国际智能家居展览会 (Shanghai Smart Home Technology－
SSHT)同期举行，共同迎来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 240 家参展商，呈献智能
建筑及智能家居技术。两展吸引来自 54 个国家及地区的 27,275 名观众，
人数较去年增加 18%，再创历史新高。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忠顺先生表示："第十一届上海
国际智能建筑展览会圆满闭幕，我衷心感谢业界多年来的支持和鼓励。随
着我国新型城镇的快速发展以及物联网的影响和贡献愈来愈大，传统建筑
已转型为智慧建筑，为用户提供更舒适便利的体验，相信物联网将为智慧
建筑与智能家居行业掀起新篇章。此外，SIBT 迎来不同领域的展商，吸
引专业观众前来观展。展会更举办了一系列的精彩论坛及研讨会，涵盖互
联互通技术、物联网技术、智慧酒店、智能建筑及智能家居标准等议题，
跟与会者分享建筑行业的先进技术和动态，促进跨领域合作及技术整合。
"
获 SIBT 其中一个承办单位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工程智能设计分会的鼎力支
持，会长胡萍女士表达对行业发展的看法："SIBT 是业内重要的展览，参
展企业都是优秀的品牌，观众亦是行业的专业人士。随着技术和设备的进
步，市民对生活的要求愈来愈高，智能化技术令建筑不再只是一个庇护场
所，而且能令居住其中的人生活更为便捷、丰富、环保和健康。"
展会全面展示创新智能建筑方案，成效备受肯定
展会多年来广获国内外领先品牌支持，呈献智能建筑前沿方案和技术，参
展企业包括：ABB、CARLO、DUEMMEGI、EnOcean、KNX 协会、安
居宝、浙江中控、狄耐克、 瑞思特、森尔、河东智能、采埃孚、思万奇、
威仕达、奥科伟业、泰杰赛、日顺、帝达聚、中安消、鸿雁丶奥韦易立林
丶百微丶阿波罗丶汇泰龙丶瑞翔等。
中安消物联传感(深圳)有限公司是从事传感器的企业，经理唐飞先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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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整体来说，展会办得不错。这个行业的技术突破需要大量时间，然
而落实到产品的速度却很快。今年的 SIBT 展示了很多落地的项目，以往
的概念和想法都得以实践。"
浙江中控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专注于智能楼宇和智慧城市的设计和研发，
建筑智能化事业部总工程师王凯先生说："我们的系统主要为商业建筑及
公共建筑而设。我们很重视 SIBT 这个展示平台，所以定期都会来参展。
今年还特意参加论坛，普遍来说论坛听众的质素比较高，效果甚佳。中国
智能领域未来的发展除了集成和引进技术，更需建立统一标准。"
作为第一次参展的品牌，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营楼宇对讲
、停车场、门禁和智能家居。集团副总智能集成事业部总经理张舒茗女士
表示："智能建筑涉及的领域非常广阔，如云计算、人工智能、建筑、数
据通讯等，只有每家企业发挥自己的优势，行业才能向前发展。展会的人
流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SIBT 是推广业务的理想途径，让观众能够亲身
接触企业的产品和技术。"
论坛活动聚焦物联网概念，深入剖析行业前景及趋势
智能建筑的市场不断演变，业界需以开放和创新思维发展新技术。面对与
日俱增的需求和行业急速的转变，今届 SIBT 聚焦于建筑物联网概念，为
建筑行业赋予新生命。展会举办了一系列的研讨会及论坛，让专家和观众
共同探讨智能建筑的前景和趋势，进一步推动行业的发展。
 智能建筑发展论坛
“智能建筑．智慧未来—2017 年智能建筑行业融合发展论坛”由中国勘察设
计协会工程智能设计分会、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工程智能设计分会上海专委
会及北京《智能建筑与智慧城市》杂志社主办，主要讨论智能建筑行业的
技术融合、发展及创新。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工程智能设计分会会长胡萍女
士表示：”本次论坛的效果非常好，观众踊跃参与，现场座无虚席，还有不
少人站着聆听。能够听到专家分享观点以及介绍前沿的技术，此机会实属
难得，相信观众们一定获益良多，不但可以帮助自己的工作，还能推动行
业进步。在 SIBT 里举办论坛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互联互通技术
加拿大大陆自动化建筑协会(CABA)以”物联网对智能建筑和多住宅单位建
筑中的影响”为题，探讨互联技术和物联网在智能建筑和多住宅单位建筑领
域的现状。研究总监 Greg Walker 表示：”论坛的演讲内容切合观众的需
要，由行业不同的持分者角度去剖析议题。听众的积极提问反映出他们的
专业质素，我们从中得到很多正面回应。”
 智慧酒店
“智慧酒店新思考－酒店智能化后服务价值提升”论坛邀来中国酒店工程联
盟秘书长黄丹女士担任主讲嘉宾，其他讲者则来自 ABB、海尔、东软载
波、路创、Tridium、泛之联等知名企业。黄女士表示：”这次参加论坛的
企业代表都拥有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包括无线技术、智能照明及灯光控
制。很多人在酒店体验智能化产品后，才决定于家居应用，可见酒店的智
能技术发展走得比家居快。听众的反应很热烈，并提出贴近现实的问题，
从中互相交流，学习新技术，这无疑是行业专家交流的理想平台。”
 智能建筑及智能家居标准论坛
SIBT 还举办了国际智能建筑及智能家居标准论坛，促进不同通讯协议机
构的相互协作，构建万物联通的重要桥梁。参与机构包括 EnOc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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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X 协会、LonMark 国际协会、Wi-Fi 联盟和 Zigbee 联盟。
EnOcean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雷汉·马丁先生带来”EnOcean 无源无线技术
在绿色建筑及物联网中的应用－ 拥抱物联网，开启"感知建筑"新纪元”的讲
题。对于论坛的质素，他说：”商业建筑使用者的节能意识较低，业主为了
控制成本，会积极寻找能够减低能耗的技术。很高兴看到论坛得以成功举
办，这是一个很有效的平台，让从业者掌握市场的最新资讯，令我留下深
刻印象。现场座无虚席，听众的质素也很好。通过论坛，听众可以找出感
兴趣的题目和资讯，并于会后参观相应的展位，与专家进行交流。”
KNX 中国组织为观众带来”2017”KNX 家居和楼宇控制技术研讨会” —
KNX 未来 · 智生活”论坛，通过案例和应用层面，探讨未来智能家居和智
慧城市的发展。执行秘书沈璞小姐表示：”论坛除了加深观众对 KNX 协会
的了解，亦能让他们展望行业的前景，例如智慧医院已引起市场对养老和
医疗议题的关注。论坛的出席率很高，观众亦表示满意。”
Wi-Fi 联盟带来了”Wi-Fi 联盟：从无线到智能”论坛，通过实例引伸至智能
生活各个领域的发展。Wi-Fi 联盟大中华区总监黄家瑞先生指出：”我们于
战略、芯片、解决方案、模块、终端等方面引用范例，希望为大家带来启
发。我认为今天演讲的内容非常符合市场预期，听众亦非常专注。”
Zigbee 联盟以”一面睿智，一面芳华”为题，介绍 Zigbee 的技术和特点，
阐释如何实践相关的技术原理。Zigbee 联盟中国区代表商瑞云女士表示：
”这次研讨会的观众大多从事智能家居，质素都很好，符合我们的期望。我
们邀来的嘉宾覆盖产业链不同领域，如芯片、模块等，对参与论坛的从业
者而言是一个有效的研讨平台。”
此外，展会亦举办了由 a&s 传媒主办的”智能开放视频技术创新应用论坛”
，介绍具备不同智能元素的安防产品和技术。
SIBT 由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上海红杉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浦东分会，以及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工程智能
设计分会携手举办。来届展会将于 2018 年 9 月 3 至 5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
览中心举行。
SIBT 和 SSHT 同期举行。两展的母展是”Light + Building － 法兰克福国际
灯光照明及建筑物技术与设备展览会”，该展每两年在德国法兰克福举办一
次，来届将于 2018 年 3 月 18 至 23 日举办。
除了上述展会，法兰克福展览于中国的建筑技术及照明展览系列还包括上
海国际照明展览会、中国(上海)国际智慧停车展览会、广州国际照明展览
会、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展览会。该公司的建筑技术及照明展览系列亦
覆盖阿根廷、阿联酋、俄罗斯和印度等市场。
有关法兰克福展览全球照明及建筑物技术展览会的详情，请登陆
www.light-building.com/brand。
欲了解有关 SIBT 展会详情，请登陆 www.building.messefrankfurt.com.cn
网站，或发邮件至 building@china.messefrankfurt.com 与主办方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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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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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约 30 个地区聘用逾 2,300 名员工，每年营业额约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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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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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ww.congressfrankfurt.de | www.festhall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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