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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智能家居展览会(SSHT) 「新技术及新产品发布会」成功举办，

引领市场新思维 

 

知名企业及协会展示智能、以人为本的创新研发，共建美好智慧生活 

 

 

由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浦东分

会、上海红杉会展服务有限公司与中国智能家居产业联盟共同举办的第三届

上海国际智能家居展览会（Shanghai Smart Home Technology － SSHT）

于 2017 年 9 月 5 日至 7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隆重揭幕，展会的亮点盛

事「新技术及新产品发布会」于今明两天（9 月 5 至 6 日）在W3 活动区举

行，15 家知名行业协会及企业将为观众展示智慧生活及智能家居整体解决

方案，当中包括控制面板、网关、音响娱乐、安防等领域的创新研发，引领

市场潮流。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忠顺先生表示：“智能结合创新, 

能为消费者提供迈向新时代的生活体验。承继往届的热烈反响，今年 SSHT

再度举办『新技术及新产品发布会』，由中国智能家居产业联盟（CSHIA）

和领军企业共同呈现创新技术和产品，大会活动亦将崭新概念融入其中，让

观众目睹市场上前沿、和贴近生活的智能家居技术，促进同业及跨界交流，

启发并引领市场发展的新趋势。我们相信 SSHT 能成为推动智能家居落地

发展的专业平台，为用家创建更智能、更简单、更舒适的居住环境。” 

 

知名企业及协会展示智能丶以人为本的创新研发，共建美好智慧生活 

 

今年发布会以「智能家居新思维  联动未来新生活」为主题，汇聚智能家居

先进科技和新产品，体现智能以人为本的理念。参与活动的单位和企业包

括：中国智能家居产业联盟、海尔、ABB、SONOS、鸿雁、德国摩根、安

居宝、荟学、雍敏、Beone、众山小、聪普、紫光物联、智志高新和百微。

各企业及单位发布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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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Kit+华为 HiLink智能家居集成应用解决方案发布 

 

开发者:中国智能家居产业联盟及华为 HiLink 

中国智能家居产业联盟 CSHIA 与华为共同发布 VillaKit+HiLink 集成应用

解决方案。一方面通过在华为的智能路由器当中安装 VillaKit+HiLink 的应

用，实现华为智能家居数据接入；另一方面通过 VillaKit+进一步提升系统

集成价值，重点创新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平台、社区服务平台方面的应

用。与此同时，中国智能家居产业联盟 CSHIA 技术组将不断推进联盟企

业的 VillaKit+接口升级。 

 

海尔优家智慧生活开放平台 

开发者: 青岛海尔科技有限公司 

将介绍海尔优家智慧生活开放平台。 

 

7 寸屏智能家居控制终端 

开发者: ABB(中国)有限公司 

7 吋智能控制终端，适应于智能家庭和智能楼宇控制等应用场景，拥有多

种独特设计，包括纯平无边框玻璃电容触摸屏；高分辨率显示屏；可替换

金属装饰件（可选不锈钢或铝合金材质）；支持嵌入式、表面式及桌面式

安装；超薄设计、扁平式 UI 设计，简约而不简单；支持列表式及户型图

式设备控制界面等等。 

 

Sonos Playbase 新品发布 

开发者:  Sonos 

Sonos 于 2002 年成立，是领先的家庭智能音响系统制造商。Sonos 家庭

智能音响系统，无线连接，用一个 App 控制多房间播放，使每个人都能够

在家中的任何房间轻松聆听喜爱的音乐，并尽情享受最高品质的体验。

Sonos PLAYBASE 可放置在电视机下使用，设计超薄却功能强大。之所

以设计本款产品，是因为经调查发现，全球约有 70%的用户喜欢将电视机

放在电视柜上而不是挂在墙上使用。 

 

鸿雁智能家居系统 

开发者: 杭州鸿雁电器有限公司 

鸿雁智能家居系统产品集成楼宇对讲、安防健康、照明控制、环境检测、

能源管理、数据采集等功能，有鸿雁智慧家庭管理中心（SHC）、安防探

测、网络摄像头、DLT 控制器及 DLT 灯具、空气传感器、智能开关、插

座等产品，以智能面板为入口，达到原位替换，结合外部网络与内部网

络、有线与无线连接、固定面板与移动控制、数据采集与数据管理的多维

度整合，实现智能化、节能化管理。 
 

摩根（中国）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开发者: 德国摩根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摩根智能家居产品的面板功能均支持用户在实际使用中自定义。在实际使

用过程中，由於客户的生活习惯会随着季节更替而变化，因此客户需要修

改面板的功能。这时, 我们通过 APP 更改相应功能之后，面板上的标示也

是可以重新定制的。只需要更换面板上的金属片，就能实现功能标识的改

变。这些图标设计直观简洁，按键的功能一目了然，方便客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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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小宝 H5 

开发者: 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居小宝 H5 是一款结合科技与美学的智能摄像机，外观设计来源于极具

未来感、生命感、既视感三感合一的“蛋”。简洁且流畅的线条造型，与

中间悬浮式的呼吸灯设计，彰显家居的科技感与生命的灵动性。 

 

86 型无线智能面板 

开发者: 南京荟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86 型无线智能面板，其特点包括：1) 六键组合，随心速配，个数和功能

可自定义，标签可自定义；2) 简易操作，快速拆装，后模块可更换，卡扣

式安装专利；3) 模块化设计，可拆分为面板、底座和主体三部分，功能模

块可更换，强弱电分离，远离触电危险；4) 操作直观，全面易用，提供独

立的定制图形化标签，随心组合，小孩老人轻松使用；5) 个性化定制，外

观风格可随意选，如简洁、线条还是花纹，客户可自定玻璃样式，并有

12 种产品颜色组合挑选。 

 

智能网关 MHZG110 

开发者: 上海雍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雍敏科技自主研发的智能网关 MHZG110 是一款小型的 zigbee 智能家居

网关。该设备外观小巧精致，即插即用, 只需要网线连接家用路由器就可

以组建智能家庭网络，进行智能控制。 

 

THINKER（音乐互动主机） 

开发者: 重庆金鑫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产品秉承 Beone 一贯的风格，以“万物互联，互为传感”为基础，使其

在 Beone 智慧平台中成为一个“运筹帷幄”的运算中心和“决胜千里”

的远端智慧控制平台；在硬件功能上注重“厚积”，创造性地在

THINKER 上集中实现了强大的运算能力、多样化高度集成的功能模块、

多协议的通讯端口、全方位多维度的传感器，可与 Beone 智慧平台中所

有接入设备进行交互控制。在用户的体验性上，力求“约取”，高度智慧

化的 AI 人机交互功能，可实现全程语音控制、情景模式控制，让用户以

极为简单方便的交互性操作，体验到 Beone 智慧平台强大功能。 

 

Aaron 高端隐形扬声器 

开发者: 江苏众山小智能科技有限发展公司 

与传统的音箱相比，声学优势可以带来令人兴奋的新设计，全隐藏式扬声

器 90 年代起源于欧洲，德国一直在 DMLS 技术（1999 年）佔领导地位，

ELAC 在 2000 年左右就应用该技术，配件开始一直由欧洲 VISATON 提

供。 这种功能强大的隐形式音箱解决方案，满足了各种空间视觉，实现高

清晰度、高均匀覆盖度、可完全沉浸的音箱原音重现，同时为家居、商

业、公共场所等空间建筑设计师，提供了无束的想象空间。 

 

聪普智能公寓系列产品 

开发者: 杭州聪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聪普智能家居模块化组合的系统，能够根据不同用户的需求定制功能和产

品配置。面对越来越多的房产家居和酒店智能化需求，聪普针对性地推出

公寓系列产品，标准化的安装和配置能够快速部署产品，使更多客户能够

获得高性价比的智能家居体验。 

 

智能语音盒 

开发者: 上海紫光乐联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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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的智能语音盒是在家庭环境下使用的一款产品，外观简单，符合家庭

的装修风格。在硬件上采用的是环形麦克风阵列技术，可支持 5 米远距离

进行唤醒和说出指令，更好的满足家居环境下远场交互的需求。 

 

灯笼果智能插座 

开发者: 深圳市智志高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灯笼果智能插座外形精美，小巧玲珑的造型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并拥

有红外转发及国标五孔防触电功能；情景模式中的情景和联动让用家体验

智能科技给生活带来的便利，让用家享受到便捷、智能、时尚、贴心的完

美智能家居生活。 

 

百微智能门窗 

开发者: 成都百微电子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百微电子开发有限公司于2011年成立，从事智能家庭控制系统研发、

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提供ZigBee2.4G无线智能控制整体解决方案，将

发布百微智能门窗。 

 

SSHT 与同期举行的上海国际智能建筑展览会 （Shanghai Intelligent 

Building Technology – SIB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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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智能停车展览会、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广

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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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HT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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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完 - 

 
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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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ww.congressfrankfurt.de | www.festhalle.de 

http://www.light-building.com/brand
http://www.building.messefrankfurt.com.cn/
mailto:building@china.messefrankfur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