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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届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第十八届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GEBT)将于2021年6月9至12日于广州中国进出口商

品交易会展馆隆重举行。GEBT一直以促进行业建筑技术交流为目标，通过展示区和论坛相结合的形

式，令参展商在展示新产品亮点及显示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亦能获得有关行业未来发展的新思路。

自2021年起，“十四五”规划政策在政府的推动下迅速发展，智能建筑和绿色建筑涵盖的多个智能领域

将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包括：绿色建筑、酒店工程、系统集成、技术标准、AIoT技术、互联网、云

平台、大数据等等。面对今年疫情带来的挑战，行业同仁都希望通过展会帮助业务复苏，重建商贸往

来。展会与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同期举行，将为与会者带来正向的协同效应，满足市场需求，给行业

注入强心针。

本届展会将继续紧贴行业脉搏，捕捉最新行业动向，集思广益共谋商机发展，与行业一同奋斗，砥砺

前行。

助推智能建筑市场蓬勃发展



展会与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GILE）同期举办，吸引知名企业参展，部分参展企业包括：HDL河东、KNX、涂鸦、

Léwin雷盎艺术智能、inSona、GVS视声、世聪、力合微、莱明、天朗、吉朗、朗尊、视臻、艾拉物联、 T-Touching、

世捷、华尔思、咻享、丙申、朗能、智汇云、晶讯、百坚、亚晔、领普、盈趣、长兴智能、遍宇、京希、米思林、墙

壁侠、瑞狮、麦乐克、鑫雅、曼邦、德科、康汇、右转、汇梦、老村长、乐超等。

展示产品涵盖多种建筑领域的产业链，重点关注智能建筑及电工电气市场的科技和趋势，致力推动行业在技术、应

用和相关产业的发展。

第18届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汇聚行业品牌  呈献新产品和创作灵感

      我们公司从 2012 年参展 GEBT，每年都会找到合适的买家，并且通过展会把我们的品牌及产品推广到更广大的客群。

GEBT 持续吸引高质量的买家，我对观众的流量也感到很满意。过去两年，智能建筑市场增长迅速，消费者也逐渐对相关

科技有更深的认识，并且把它带进日常工作及生活当中。相信在未来数年，市场对智能建筑技术的需求会一直增加。

上海雷盎云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区销售总监，蒙靜強先生

      整体来说，这次展会的买家反应很好，每天都差不多是爆馆的状态。我们每年都有参加 GEBT，今年来的人员比以往

更专业。我们希望明年可以做多点推广，增加在行业的参与度。

江苏英索纳科技有限公司，CEO，陈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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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家多样化 创造真实商机

约140,000*名专业观众
GEBT致力推动行业的发展，除了汇聚知名展商展示新产品之外，同时也吸引了多元化的专业观众，让不同角色和

领域的与会者面对面交流，推广品牌，为参与者带来真实商机。

观众业务性质+

33%

26%

7%
7% 4% 批发商、分销商、代理商、出口商、进口商

制造商、建筑师、规划师、能源供应商

系统集成商、设计室、室内设计办公室、工程及规划办公室、

酒店业、其他服务供应商及顾问公司

经验技工

其他

零售商

23%

26%

7%

7%

4%

33%

23%

楼宇自动化及智能家居

对讲监控、控制系统及家居安防

电工电气

供电分布系统及能源管理系统

观众感兴趣的产品类别+

17%

18%

20%

45%

观众评语

      我参与 GEBT 很多年了，每次都能在现场看到一些智能

家居和智能建筑领域的新趋势。今天是展会第一天，我已经

看到了许多高质量的展商和产品。随着人们越来越重视环保

理念，这一类型的产品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展会现场，可见

展会定位还是相当契合市场趋势的。GEBT 在业内是一个比

较重要的平台。

广州城建开发设计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林佩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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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与同期展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 (GILE)2020 共享



专业论坛诠释行业趋势
GEBT紧贴市场步伐，于2020年与多个行业单位举办一系列论坛活动和发布会，探讨行业未来发展和后疫情时代的

智能转型。部分主题涵盖：系统集成、绿色建筑与酒店工程、AIoT技术、智能影音、智慧园区、智慧人居、技术标

准、商业娱乐空间、智能照明等等。

部分2020年亮点主题
技术标准
主要探讨KNX在各行业的应用，议题包括：“KNX系统助您实现健康舒适的
室内环境控制”、“后疫情时代，KNX如何为新基建赋能”等。

智慧园区及智慧酒店
议题包括：“绿色建筑与酒店工程”、“聚焦如何通过原创设计为园区带来新
生命”等，行业专家为大家带来对于智慧园区建设的业务发展趋势分析，探
索如何令空间设计更科学化及智能化 。

系统集成
探讨国内系统集成商的机遇和难题。

智慧人居
探讨智慧人居的未来发展，关注人与空间环境的交互。

智能照明
探讨工业智能照明数字化的未来及针对因疫情产生的市场反馈延缓商议新
的对策、AIoT技术以及产品与应用等等。

智能影音
探讨传统影音和智能品牌的商家该如何抓紧机遇，以及智能家居如何与智
慧城市和智慧园区建设深度结合。

      智慧园区是近年在智能生态系统中的新趋势，我希望利用我过去的经验，向其他企业分享这方面的真知灼见。作为
华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展会之一，GEBT 是一个专业平台，助行业更快恢复。

深圳市兴海物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树果先生

      作为行业专家，我们希望与新入行的同仁分享相关的专业知识和经验，通过展会把新产品和科技带给客户。在展会上，
我们观察到智能家居和建筑领域与 5G 技术互融后的三大新趋势：优化家居影音娱乐体验、提供实时的家居用品售后服务、
方便商业应用程序的使用。

华歌智家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邢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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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资料

日期
2021年6月9至12日 (星期三至星期六)

开放时间
6月9至11日 09:30 - 18:00

6月12日  09:30 - 14:00

地点
中国 · 广州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参展费用
标准展位: 人民币13,800元 / 9平方米

(最小租用面积9平方米)

光地: 人民币1,380元 / 平方米

(最小租用面积36平方米)

主办单位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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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智能家居产业联盟 (CSHIA) 

加拿大大陆自动化建筑协 (CABA)

EnOcean 联盟

大中华酒店工程师协

中国公共机构绿色节能产业创新联盟

广东省陈设艺术协会

广东省房地产行业协会

香港电器工程商会有限公司 (HKECA)

KNX协会

LonMark国际协会

现代建筑电气杂志社

千家智客

房采圈

深圳市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协会

社团法人台湾智慧建筑协会 (TIBA)

马来西亚电业公会 (TEEAM)

亚洲太平洋电气工事协会联合会 (FAPECA)

广东省自动化学会 (GAA)

香港机电工程商联会 (HKFEMC)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智能分会 (CEEDI)

Zigbee 联盟

Z-Wave 联盟

(2020年支持单位, 名字由顺序开始)

展品类别
· 楼宇自控系统及产品

· 建筑节能及能源管理系统及产品

· 智能社区管理系统及产品

· 智能家居系统及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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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 家用暖通和新风系统

· 家庭影音及娱乐系统

· 家庭安防及楼宇对讲

· 智能遮阳及电动窗帘

· 智能家电及智能硬件产品

· 云平台技术及解决方案

· 家居布线系统

· 网络及无线控制系统

· 家庭能源管理系统

· 家庭健康和医疗系统

· 智慧社区管理系统及产品

· 智能家居系统集成

如需更多资料，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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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箱: gy@abuild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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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邮: building@china.messefrankfurt.com

获取更多讯息
www.building.messefrankfurt.com.cn

www.gebt-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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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展览一览
印度国际电梯展览会
印度 · 孟买
2022年2月16至18日

法兰克福国际灯光照明及建筑物
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德国 · 法兰克福
2022年3月13至18日

印度孟买LED展览会
印度 · 孟买
2021年5月20至22日

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
中国 · 广州
2021年6月9至12日

广州国际建筑电器技术及智能家居展览会
中国 · 广州
2021年6月9至12日

上海国际智能建筑展览会
中国 · 上海
2021年8年31至9月2日

上海国际智能家居展览会
中国 · 上海
2021年8年31至9月2日

中国 (上海) 国际智慧停车展览会
中国 · 上海
2021年8年31至9月2日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灯光照明及
建筑技术展览会
阿根廷 · 布宜诺斯艾利斯
2021年9月8至11日

莫斯科国际照明及建筑技术展览会
俄罗斯 · 莫斯科
2021年9月13至16日

中东（迪拜）国际城市、
建筑和商业照明展览会
阿联酋 · 迪拜
2021年9月28至30日

泰国国际智能建筑展览会
泰国 · 曼谷
2021年11月24至26日

泰国国际照明展览会
泰国 · 曼谷
2021年11月24至26日

印度国际LED照明展览会
印度 · 新德里
2021年 (日期待定)

印度国际灯饰照明展
印度 · 新德里
2021年(日期待定)

印度国际建筑电器技术展览会
印度 · 新德里
2021年(日期待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