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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國際智能家居展覽會（SSHT）與上海國際智能建築展覽會（SIBT）

將於 2019 年 9 月 3 至 5 日在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 W2 至 W4 館舉行。兩

展去年共吸引 29,423 名專業觀眾，今年預計將雲集逾 280 家國內外知名

企業，總展覽面積更擴展至 28,750 平方米。本年度 SSHT 將細數八大焦

點行業趨勢，覆蓋 5G 技術、生態圈和智慧社區等新主題。SIBT 則將於

W2 館增設上海國際智慧辦公展覽會專區（SSOT），與同場的中國（上

海）國際智慧停車展（Parking China）一同舉辦產品發佈會和專業論

壇，務求聯動建築、家居及暖通等板塊，協助物聯網（IoT）在相關領域

的發展和聯繫。 

 

法蘭克福展覽（香港）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黃寳琪女士表示：「隨著 5G 時

代來臨，物聯網應用逐漸深入生活各方面。智能家居和智能建築行業不但

要緊貼時代步伐做出改變，更要不忘初心，謹記行業應當以人為本、以便

利市民生活為大前題。如今科技發展可謂一日千里，要繼續完善行業生態

圈，業者必須創新求變，在變革中尋求發展空間。因此，本屆展會將跨界

融合，加入辦公和停車元素，通過新科技和產品，激發創新靈感，進一步

推廣智能生活模式，助業界向前邁進。」 

 

知名展商聚首 W2 至 W4 館 展示行業創新技術與未來趨勢 

今年 SSHT 與 SIBT 配合行業整體發展，吸引各類企業參與並展出其創新

研發的綜合性解決方案。部分參展企業包括：易立林、安居寶、控客、逸

悅、羅格朗中國、西榮、歐瑞博、爾億、馬蘭士、螢石、百微、奧科偉業

、KNX 協會、EnOcean 聯盟、搜諾思、海信、聰普、威仕達、施耐德、

小狗機器人、威士丹利、永林、雅觀、偉邁、大明拉菲、東軟載波、河東

、思萬奇、博聯、杜亞、狄耐克、安美萊、廣田、創明及慧居等等。 

 

SSHT 2019 細數八項焦點趨勢 

隨著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智能浪潮來襲，物聯網、雲計算及 AI 技術領

域進一步深入生活，鼓勵行業多元化發展。受未來智能家居的發展趨勢影

響，近年多種新技術、產品及應用方案紛紛湧現，包括： 

 

 全屋智能：最新發佈的《2019 中國智能家居發展白皮書》顯示，

國內八成以上地產公司已開始發展全屋智能業務。 

 

 智慧社區：智慧社區以居民為服務核心，致力提供安全、高效和便

捷的智能化服務。其多樣化的運營模式、系統和產品，能有效促進

社區的發展和可持續性。隨著智慧社區建設不斷深化，區內的物聯

網訊息將能通過平台建設走向集成，實現社區資源共享並提升系統

服務能力，實現更多元的智能化操作。 

 

 智慧地產：如今室內無線智能系統產品與日俱增，地產商發展新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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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時，智慧家居和智慧社區的設計需要相輔相成，才能達到全面互

聯互通。 

 

 人工智能技術（AI）：要實現智慧家居升級，AI 科技的重要性無

可比擬。這項技術能有效收集和分析數據，從而提升效率。 

 

 5G 技術：對於智慧家居而言，5G 網絡能有效提升家居系統的數

據傳輸速度。聯同物聯網及人工智能技術的革新性進步，用戶能經

這項科技享受到更完整和流暢的體驗。 

 

 智能安防：此類科技包括防盜報警系統、視頻監控報警系統及出入

口控制報警系統等。近年政府、企業、機關、城市、社區甚至家庭

對智能安防的需求均大幅上升，市場料將出現爆發性增長。 

 

 B 端市場：隨著國內「樓盤精裝化」政策逐步落地以及智慧城市和

社區普及化，智能家居正開始走入普羅家庭，房地產商也逐漸在新

項目中採納這項技術。 

 

 語音控制：如今採用語音輸入的智能家居設備日漸增加，令這項科

技的應用範疇走出智能音箱層面。此外，內嵌語音助手的產品近年

也在不斷增多。 

 

作為智能家居技術的行業平台，SSHT 全面覆蓋產業鏈上下游，緊隨行業

的發展步伐。通過與展商交流、技術及新品展示、用戶體驗、論壇及研討

會等，展會致力向與會人士呈獻熱門趨勢，與行業並肩向前。 

 

SIBT 2019 新專區深入智慧辦公 與停車展相輔相成 

圍繞智慧建築板塊，本屆 SIBT 將首度開設「上海國際智慧辦公展（

SSOT）」專區，助行業多元發展並完善物聯網生態圈。於 W2 館舉行，

新專區作為「物聯網解決方案在智慧辦公和商用空間應用」的智慧辦公科

技平台，將由場景化入手，推廣智能空間管理技術。通過聯動商業建築和

社區，本展區將呈現市場領先的智慧辦公技術與商用空間整合方案，同時

剖析：「什麼是真正的智慧辦公？」以及「為什麼需要智慧辦公？」。 

 

 「智領辦公黑科技—物聯網時代下的智慧辦公體驗高峰論壇」 

此論壇將於 2019 年 9 月 3 日下午 1 時至 4 時於 W2 館活動區 B 舉

行，與知行曉政合辦，論壇會由行業專家和資深用戶帶領觀眾，暢

談智慧辦公的性質和作用。智能化辦公室有助改善工作效率和生產

力，同時加強員工體驗並減少行政人力成本。環境方面更能降低整

體能耗，實現低碳辦公。 

 

中國（上海）國際智慧停車展（Parking China）2019 重臨 

緊扣「城市智慧停車生態圈」概念，「Parking China 2019」今年將同於

W2 館舉行，與中國城市停車行業協會聯盟攜手推廣「資源共享、生態共

建、開放共贏」的停車商業模式。作為停車行業專業平台，該展致力推動

以便捷停車、無感支付、無人值守、反向尋車、精準導航等技術主導的應

用場景，務求促進行業資源整合、技術互通、平台開放，最終實現互惠共

贏。 

 

「中國城市停車生態建設高峰論壇」將於 2019 年 9 月 3 日上午 10 時至下

午 4 時於 W2 館活動區 A 舉行。由中國城市停車行業協會聯盟合辦，論壇

來賓將共話「智慧停車生態圈」建設並帶來前瞻性行業解讀和技術分享，

為觀眾帶來新思維之餘，亦鼓勵行業交流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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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專區和高峰論壇外，SSHT 和 SIBT 亦將舉辦其他專業研討會和論

壇，主題囊括：智能家居、智能建築、智慧小區、健康人居、技術標準、

5G、物聯網（IoT）、集成技術和生態圈等等，為行業創造交流契機。 

 

SIBT 由廣州光亞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上海紅杉會展服務有限公司、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上海浦東分會和中國勘察設計協會工程智能設計

分會聯合舉辦，SSHT 由廣州光亞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上海紅杉會展

服務有限公司、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上海浦東分會和中國智能家居產

業聯盟聯合舉辦。本屆兩展將於 2019 年 9 月 3 至 5 日在上海新國際博覽

中心舉行。 

 

SIBT 和 SSHT 的母展是「Light + Building – 法蘭克福國際燈光照明及建

築物技術與設備展覽會」，該展每兩年在德國法蘭克福舉辦，來屆將於

2020 年 3 月 8 至 13 日舉行。 

 

除了上述展會，法蘭克福展覽集團於亞洲的建築技術及照明展覽系列還包

括泰國國際建築展覽會、廣州國際建築電氣技術及智能家居展覽會、廣州

國際照明展覽會、上海國際照明展覽會和泰國國際照明展覽會。公司的建

築技術及照明展覽系列亦覆蓋阿根廷、阿聯酋、俄羅斯和印度等市場。 

 

有關法蘭克福展覽集團全球照明及建築物技術展覽會的詳情，請登陸

http://www.light-building.com/brand。 

 

欲了解有關 SSHT 及 SIBT 展會詳情，請登陸

www.building.messefrankfurt.com.cn 網站，或發郵件至

building@china.messefrankfurt.com 與主辦方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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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 名員工，每年營業額約 7.18 億歐元。集團與眾多行業

領域保持緊密聯繫，在展覽活動、場地和服務業務領域，高效滿足客戶的商業利益和全方位需

求。遍布世界各地的龐大國際行銷網絡，堪稱集團獨特的銷售優勢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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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總部位於德國法蘭克福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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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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