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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國際智能家居展覽會(SSHT) 「新技術及新産品發布會」成功舉辦，
引領市場新思維
知名企業及協會展示智能、以人爲本的創新研發，共建美好智慧生活

由廣州光亞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上海浦東分
會、上海紅杉會展服務有限公司與中國智能家居産業聯盟共同舉辦的第三届
上海國際智能家居展覽會（Shanghai Smart Home Technology － SSHT）
於 2017 年 9 月 5 日至 7 日在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隆重揭幕，展會的亮點盛
事「新技術及新産品發布會」於今明兩天（9 月 5 至 6 日）在 W3 活動區舉
行，15 家知名行業協會及企業將爲觀衆展示智慧生活及智能家居整體解决
方案，當中包括控制面板、網關、音響娛樂、安防等領域的創新研發，引領
市場潮流。
廣州光亞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總經理胡忠順先生表示：“智能結合創新,
能爲消費者提供邁向新時代的生活體驗。承繼往屆的熱烈反響，今年 SSHT
再度舉辦『新技術及新産品發布會』，由中國智能家居産業聯盟（CSHIA）
和領軍企業共同呈現創新技術和産品，大會活動亦將嶄新概念融入其中，讓
觀衆目睹市場上前沿、和貼近生活的智能家居技術，促進同業及跨界交流，
啓發並引領市場發展的新趨勢。我們相信 SSHT 能成爲推動智能家居落地
發展的專業平台，爲用家創建更智能、更簡單、更舒適的居住環境。”
知名企業及協會展示智能丶以人爲本的創新研發，共建美好智慧生活
今年發布會以「智能家居新思維 聯動未來新生活」爲主題，匯聚智能家居
先進科技和新産品，體現智能以人爲本的理念。參與活動的單位和企業包
括：中國智能家居産業聯盟、海爾、ABB、SONOS、鴻雁、德國摩根、安
居寶、薈學、雍敏、Beone、衆山小、聰普、紫光物聯、智志高新和百微。
各企業及單位發布內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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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灣仔港灣道 26 號
華潤大厦 35 樓

VillaKit+華爲 HiLink 智能家居集成應用解决方案發布
開發者:中國智能家居産業聯盟及華爲 HiLink
中國智能家居産業聯盟 CSHIA 與華爲共同發布 VillaKit+HiLink 集成應用
解决方案。一方面通過在華爲的智能路由器當中安裝 VillaKit+HiLink 的應
用，實現華爲智能家居數據接入；另一方面通過 VillaKit+進一步提升系統
集成價值，重點創新在人工智能、大數據平台、社區服務平台方面的應
用。與此同時，中國智能家居産業聯盟 CSHIA 技術組將不斷推進聯盟企
業的 VillaKit+接口升級。
海爾優家智慧生活開放平台
開發者: 青島海爾科技有限公司
將介紹海爾優家智慧生活開放平台。
7 吋屏智能家居控制終端
開發者: ABB(中國)有限公司
7 吋智能控制終端，適應於智能家庭和智能樓宇控制等應用場景，擁有多
種獨特設計，包括純平無邊框玻璃電容觸摸屏；高分辨率顯示屏；可替換
金屬裝飾件（可選不銹鋼或鋁合金材質）；支持嵌入式、表面式及桌面式
安裝；超薄設計、扁平式 UI 設計，簡約而不簡單；支持列表式及戶型圖
式設備控制界面等等。
Sonos Playbase 新品發布
開發者: Sonos
Sonos 於 2002 年成立，是領先的家庭智能音響系統制造商。Sonos 家庭
智能音響系統，無線連接，用一個 App 控制多房間播放，使每個人都能夠
在家中的任何房間輕松聆聽喜愛的音樂，並盡情享受最高品質的體驗。
Sonos PLAYBASE 可放置在電視機下使用，設計超薄卻功能強大。之所
以設計本款産品，是因爲經調查發現，全球約有 70%的用戶喜歡將電視機
放在電視櫃上而不是挂在墻上使用。
鴻雁智能家居系統
開發者: 杭州鴻雁電器有限公司
鴻雁智能家居系統産品集成樓宇對講、安防健康、照明控制、環境檢測、
能源管理、數據採集等功能，有鴻雁智慧家庭管理中心（SHC）、安防探
測、網絡攝像頭、DLT 控制器及 DLT 燈具、空氣傳感器、智能開關、插
座等産品，以智能面板爲入口，達到原位替換，結合外部網絡與內部網
絡、有綫與無綫連接、固定面板與移動控制、數據採集與數據管理的多維
度整合，實現智能化、節能化管理。
摩根（中國）智能技術有限公司
開發者: 德國摩根智能技術有限公司
摩根智能家居産品的面板功能均支持用戶在實際使用中自定義。在實際使
用過程中，由於客戶的生活習慣會隨著季節更替而變化，因此客戶需要修
改面板的功能。這時, 我們通過 APP 更改相應功能之後，面板上的標示也
是可以重新定制的。只需要更換面板上的金屬片，就能實現功能標識的改
變。這些圖標設計直觀簡潔，按鍵的功能一目了然，方便客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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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小寶 H5
開發者: 廣東安居寶數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居小寶 H5 是一款結合科技與美學的智能攝像機，外觀設計來源於極具
未來感、生命感、既視感三感合一的“蛋”。簡潔且流暢的線條造型，與
中間懸浮式的呼吸燈設計，彰顯家居的科技感與生命的靈動性。
86 型無線智能面板
開發者: 南京薈學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86 型無線智能面板，其特點包括：1) 六鍵組合，隨心速配，個數和功能
可自定義，標簽可自定義；2) 簡易操作，快速拆裝，後模塊可更換，卡扣
式安裝專利；3) 模塊化設計，可拆分爲面板、底座和主體三部分，功能模
塊可更換，強弱電分離，遠離觸電危險；4) 操作直觀，全面易用，提供獨
立的定制圖形化標簽，隨心組合，小孩老人輕松使用；5) 個性化定制，外
觀風格可隨意選，如簡潔、線條還是花紋，客戶可自定玻璃樣式，並有
12 種産品顔色組合挑選。
智能網關 MHZG110
開發者: 上海雍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雍敏科技自主研發的智能網關 MHZG110 是一款小型的 zigbee 智能家居
網關。該設備外觀小巧精緻，即插即用, 只需要網綫連接家用路由器就可
以組建智能家庭網絡，進行智能控制。
THINKER（音樂互動主機）
開發者: 重慶金鑫科技産業發展有限公司
産品秉承 Beone 一貫的風格，以“萬物互聯，互爲傳感”爲基礎，使其
在 Beone 智慧平台中成爲一個“運籌帷幄”的運算中心和“決勝千裏”
的遠端智慧控制平台；在硬件功能上注重“厚積”，創造性地在
THINKER 上集中實現了強大的運算能力、多樣化高度集成的功能模塊、
多協議的通訊端口、全方位多維度的傳感器，可與 Beone 智慧平台中所
有接入設備進行交互控制。在用戶的體驗性上，力求“約取”，高度智慧
化的 AI 人機交互功能，可實現全程語音控制、情景模式控制，讓用戶以
極爲簡單方便的交互性操作，體驗到 Beone 智慧平台強大功能。
Aaron 高端隱形揚聲器
開發者: 江蘇衆山小智能科技有限發展公司
與傳統的音箱相比，聲學優勢可以帶來令人興奮的新設計，全隱藏式揚聲
器 90 年代起源於歐洲，德國一直在 DMLS 技術（1999 年）佔領導地位，
ELAC 在 2000 年左右就應用該技術，配件開始一直由歐洲 VISATON 提
供。 這種功能強大的隱形式音箱解決方案，滿足了各種空間視覺，實現高
清晰度、高均勻覆蓋度、可完全沈浸的音箱原音重現，同時爲家居、商
業、公共場所等空間建築設計師，提供了無束的想象空間。
聰普智能公寓系列産品
開發者: 杭州聰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聰普智能家居模塊化組合的系統，能夠根據不同用戶的需求定制功能和産
品配置。面對越來越多的房産家居和酒店智能化需求，聰普針對性地推出
公寓系列産品，標准化的安裝和配置能夠快速部署産品，使更多客戶能夠
獲得高性價比的智能家居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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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者: 上海紫光樂聯物聯網科技有限公司
紫光的智能語音盒是在家庭環境下使用的一款産品，外觀簡單，符合家庭
的裝修風格。在硬件上採用的是環形麥克風陣列技術，可支持 5 米遠距離
進行喚醒和說出指令，更好的滿足家居環境下遠場交互的需求。
燈籠果智能插座
開發者: 深圳市智志高新科技開發有限公司
燈籠果智能插座外形精美，小巧玲瓏的造型符合現代人的審美需求，並擁
有紅外轉發及國標五孔防觸電功能；情景模式中的情景和聯動讓用家體驗
智能科技給生活帶來的便利，讓用家享受到便捷、智能、時尚、貼心的完
美智能家居生活。
百微智能門窗
開發者: 成都百微電子開發有限公司
成都百微電子開發有限公司於 2011 年成立，從事智能家庭控制系統研
發、生産、銷售及技術服務，提供 ZigBee2.4G 無線智能控制整體解決方
案，將發布百微智能門窗。
SSHT 與同期舉行的上海國際智能建築展覽會 （Shanghai Intelligent
Building Technology – SIB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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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一次，來屆將於 2018 年 3 月 18 至 23 日舉辦。
除了上述展會，法蘭克福展覽於中國的建築技術及照明展覽系列還包括上
海國際照明展覽會、上海國際智能停車展覽會、廣州國際照明展覽會、廣
州國際建築電氣技術及智能家居展覽會。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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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法蘭克福展覽全球照明及建築物技術展覽會的詳情，請登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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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簡介
法蘭克福展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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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約 30 個地區聘用逾 2,300 名員工，每年營業額約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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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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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ww.congressfrankfurt.de | www.festhall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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