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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市场新机遇 助力行业高速发展 

上海国际智能建筑展览会（SIBT）将于2021年12月10至12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SNIEC）N3、N4、N5馆

盛大登场。

2021年，SIBT将继续呈献上海国际智慧办公展区（SSOT），并与同期展上海国际智能家居展览会（SSHT）和

上海国际智慧停车展览会（Parking China）携手推动建筑、停车、办公及家居等领域的发展，展会不仅展示智

能行业生态系统各重要领域的创新产品，同时也促进了技术的跨界融合。

展会聚焦中国政府提出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新基建”以全面打造数字经济体系为战略目标，将为智能建

筑、办公、智能家居和停车行业带来庞大商机。 

由2019年至2024年，全球智能建筑市场规模预计将从607亿美元增长到1,058亿美元，复合年均增长率

（CAGR）达11.7％ 。随着中国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国内的智能行业也将迎来高速发展。

上海国际智能建筑展览会SIBT 2021

推动技术与产品跨界融合  构建行业生态圈　

*数据来自Markets and Markets智能建筑市场报告2019



连同SSOT、Parking China和SSHT，2020年展会云集超过200家国内外知名品牌，展示智能建筑、智慧办公、智慧停车及智慧

社区解决方案。部分参展企业包括：施耐德、罗格朗、华为、联想、萤石、立林、河东、KNX、EnOcean、CSA、携住、狄

耐克、海林、奥科伟业、威仕达、博孚、邦奇、泰创科技、MAXHUB、inSona、视声、东软载波、大明拉菲、朗尊、费哲、舒

尔、搜麦、原点生活、梦想加、信路通、全球泊、精英路通、停易通、宜泊科技、泊电科技等知名企业。2021年展会将致力

推动智慧建筑生态圈跨界融合，开拓应用场景新维度。

智能建筑 技术、系统、解決方案、产品 的重要平台

         我们对今年展会还挺满意的，买家质量以及人流都很

好，我们也有很多收获，找到一些机会，也有不少客户到

访和我们谈开发合作。展会顺利召开对我们是肯定有帮助

的，对行业而言也很重要。

KNX 中国组织，执行秘书，沈璞女士

        我们参加这个展会是希望能够通过展会，把我们新

产品和新方案推荐给我们的客户，无论是我们的B端开发

商，还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或是终端客户。所以我觉得

这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能够让我们接生意的展会。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智能系统市
场部负责人，李敏先生

展商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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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展商齐聚 开拓应用场景新维度

传感器

智能锁

智慧园区解决方案

智慧酒店解决方案

智能控制面板

智慧停车系统

智能安防

智慧办公及空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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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专业观众 打造深度商务交流平台

超过25,837名专业观众

数字与同期展上海国际智能家居展览会和中国（上海）国际智慧停车展览会和上海国际智慧办公展共享

观众业务性质

观众反馈：

观众感兴趣的产品

      我们是地产公司，对智能家居非常认可。行业推出了很多无接触式的方案和产品的发展，很符合目前市场的需

求。另外，我也有参加展会的一些论坛，像关于AIOT的论坛，里面还包括了一些其他地产商的分享，又有技术分享，

结合得都挺好的。我以后也会推荐我的同事参加这个展会。

中国金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新主管，张悦女士（来自In-Matching商贸配对洽谈会观众）   

      我们是做园区的，来展会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向智慧园区方向发展，此次展会上，我参加了一些论坛会议，会议内

容很专业，偏重于技术和方案，讲员都很专业。智慧建筑还处于野蛮生长的阶段，市场还很大。

中国高科产业集团，副总裁，毛永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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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现场推出线下”In-Matching”商贸配对洽谈会，吸引来自房地产开发商、楼宇物业管理公司、集成商、工程装饰公

司、大型卖场等优质观众参与，并精准对接现场参展企业，通过面对面交流展开深度合作，从而实现双赢。

国内及海外买家汇聚SIBT，寻找优质产品，并与展商面对面交流，带动商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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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设计师、规划师、工程师

系统集成商

建筑工程承建商、工程商、承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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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商/业主/投资商

楼宇/物业管理

能源管理商

家庭安全和楼宇对讲

影音集成及家庭娱乐系统及产品

综合布线系统和产品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云平台、物联网技术解决方案和产品

智能家居和社区管理系统

建筑节能和能源管理系统及产品

家用采暖、通风和空气控制系统及产品

智能家电及智能硬件产品

家庭健康和医疗系统

楼宇自动化系统和产品

智能遮阳系统及产品

酒店智能化系统及产品

电气工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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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媒体支持报道

资料截至2021年8月，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SIBT与SSHT2020共举办17场同期活动，来自智能行业的专家为听众带来行业新技术和产品资讯。主题涵盖建筑智能化系

统、无线通信技术、前沿技术及发展趋势、智慧停车和智慧办公等。

同期高端活动 呈现行业发展趋势

      2020 年智能建筑行业 “ 后疫情时代 ” 的机遇与挑

战高峰论坛讨论了医疗危机如何为智能和智能建筑技术

提供机遇和提升创新科技的水平。今年的疫情证明智能

技术的重要性。SIBT 是推广创新科技和教育的最佳途

径之一。

中国华建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资深总工程师，
邵民杰先生 

     我对此次展会和会议感到满意。这个展会是非常有

影响力的交易平台，上海展会也在不断发展，每年都

有有趣的主题，提供先进的停车技术和智能办公解决

方案。

德国 EnOcean 联盟，中国区市场经理，林海莹女士

演讲嘉宾反馈

标准技术应用
各标准技术联盟如：Wi-Fi、CSA、EnOcean、KNX等针对家居、楼宇和

智慧空间的技术标准和解决方案应用；

行业趋势动向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智能分会主办2020年智能建筑行业“后疫情时代”的机

遇与挑战高峰论坛，展现智能建筑行业在抗疫行动中的智能设计、智慧

平台、智能产品等技术应用；

OffiSmart 智慧办公系列活动
围绕智能化办公方式与空间管理发展的有机结合，探讨智能化手段应用

在智慧空间的研发与实践，推动崭新的工作方式与工作环境的升级；

智慧停车产业融合
聚焦物联网时代新技术与智慧停车的融合及落地，围绕产业融合、技术

融合、应用发展三大热门话题，分享最新解决方案及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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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火速热卖  立即报名参展！

资料截至2021年8月，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展览会资料

日期
2021年12月10至12日 (星期五至星期日)

开放时间
12月10至11日           (09:00 - 17:00)
12月12日               (09:00 - 14:30)

地点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N3、N4及N5馆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龙阳路2345号

入场观众
免费参观
仅开放予业内买家 (18岁以下人士谢绝入场)

主办单位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浦东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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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单位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智能分会

参展费用
标准展位
人民币12,000 / 9平方米 (最少租用面积9平方米)
光地
人民币1,100 / 平方米 (最少租用面积36平方米)

联络资料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电话：+86 400 613 8585 分机 366
传真：+86 21 6168 0788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电话：+86 400 613 8585 分机 820
传真：+86 10 6510 2799
building@china.messefrankfurt.com

广州光亚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电话：+86 20 3604 7788 / 3604 7680
传真：+86 20 3604 7797 / 3604 7796
gy@abuilding.cn

上海红杉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86 21 3956 1597
ibexpo@163.com
www.ibexpo.com

广获各单位支持

亚太地区智慧绿建筑联盟（APIGBA）

亚洲智能建筑学会(AIIB)
蓝牙技术联盟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泰尔终端实验室

中国公共机构绿色节能产业创新联盟

中国智能家居产业联盟(CSHIA)
中国节能协会节能服务产业委员会（EMCA）

中国城市停车行业协会联盟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静态交通产业分会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智慧停车专委会

中国停车设备产业联盟

EnOcean联盟

国际WELL建筑研究院

加拿大大陆自动化建筑协会(CABA)
KNX协会

DALI联盟

LonMark国际协会

现代建筑电气杂志社

上海市物联网行业协会

上海浦东智能照明联合会

社团法人台湾智慧建筑协会(TIBA)
全联房地产商会写字楼分会

知行晓政

Wi-Fi联盟

CSA联盟

                                                               （排序不分先后）

展示范围

楼宇自控系统及产品

建筑节能及能源管理系统及产品

智慧社区管理系统及产品

智能家居系统及管理

公共广播和会议系统及产品

安防门禁系统及产品

酒店智能化系统及产品

智能遮阳系统及产品

综合布线系统及产品

电工电气产品

智慧停车管理产品及解决方案

智慧办公空间管理产品及解决方案



SIBT 2021 同场预告　

2021年展会将带来更多新资讯和新元素，

焦点内容包括：

上海国际智能家居展览会（SSHT）
•智能家居技术的行业平台
•涵盖5G、物联网（IOT）、人工智能（AI）、机器人、云平台、 
  互联网、大数据及智能家居发展

上海国际智慧停车展览会
•智慧停车专业平台
•专注城市停车生态建设，以“中国停车产业融合发展”为主题，
  走在市场前沿，帮助企业紧扣行业发展脉搏

上海国际智慧办公展览会（SSOT）
•全球智能化及物联网应用风潮中的耀眼新风口
•呈现领先智慧办公产品及整合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