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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BT 2021 简介

为期四天的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展览会 (GEBT) 于 8 月 6 日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
会展馆落下帷幕。展会与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 (GILE) 同期举办，两展的优势互补，展
现了先进的物联网(IoT)和人工智能物联网(AIoT)科技，为参展商和买家注入更多在中
国市场发展的机遇。

GEBT是行业人士了解中国市场新趋势及深挖技术融合和产品的首要平台。展会焦点包
括：电气工程、智能房地产、酒店工程、系统集成、智能照明、视听集成、智能建筑、
技术标准、AIoT、建筑空间、智能健康和家居智能化等等。

 *2,036家参展商  *97,688名观众

*数字与同期展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GILE) 2021共享



GEBT 2021 知名展商

两展共汇聚*2,036家参展商，部分包括：涂鸦、KNX、快住、控客、视声、

世聪、YaYaHome、艾拉、英索纳 inSona 、一城一智、特恩斯、华潮、康汇、
智特尔、雄云视听、安美莱、瑟尔、优声美影、经科、佰影、KEF、域丰、悠
达、开博尔、亚晔、粤奇胜 、威士丹利、天朗智通、红朗、华汇、朗能、科曼
利、小铃铛、绿固、诺森斯、滚石、智汇云、天朗 TNC、力合微、瑞瀛、好家
声、力能、领普、贝朗德、相舆、佳普、盈趣智能管家、乐超、易百珑、海得
曼、百坚、鑫雅、多美、爱易得、欧智通、宝太、六零加、力得、科力屋、贝
乐 、泛至联、庆科等等。

*数字与同期展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GILE) 2021共享



GEBT 2021 亮点展商

*部分展商图片



GEBT 2021 亮点展商

*部分展商图片



GEBT 2021 亮点展商

*部分展商图片



GEBT 2021 展商反馈

“今年我们大概有30个会员一同参加展会，他们都带来了新产品，例如在设计和

”

功能上都做了提升的新智能面版，还有集成电源的新产品。这次，业内感应器做的
很好很大的德国公司施特朗，他们的展位聚集了很多观众，产品也深受欢迎，未来，
KNX还会引领着行业发展，以“标准先行，技术跟上，项目落地”为目标，产品都会
互联互通，兼容性也比较好。我们会员和协会也会继续支持主办方的活动。

KNX中国组织秘书处，执行秘书，沈璞女士

“
今年展会的效果非常不错，目前来涂鸦智能展台的客户数量非常多，有咨询技

术和产品方案的，也有咨询供应链或者工厂信息的，涂鸦旨在降低智能化的成本，
这一点吸引了很多客户的青睐。涂鸦具有非常强的、基于Powered by Tuya生态的
互联互通能力，以及场景智能化的能力，将进一步满足日渐爆发的市场需求。

”涂鸦智能，照明产品总监，孙理伟先生



Ｗ
GEBT 2021 观众

与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 (GILE) 同期举办，共迎来 *97,688名专业观众。

GEBT致力推动行业发展，为行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互利共赢商贸平台，让业
界人士能直接获益于两个相互关联的行业，除了汇聚知名展商展示新产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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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与同期展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GILE) 2021共享



GEBT 2021 吸引真实买家



GEBT 2021 观众多元化



GEBT 2021 观众反馈

“

“

我们今年是第一次来参观GEBT展会。这次主要看一下展会的新产品和新的市

”

场走势，因为毕竟广州建筑展是一个风向标。我们也看了一下智能建筑，特别是一
些文旅的灯光和项目，也有下了一些订单，达到了参观目标。GEBT 和 GILE的同期
举行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商机，因为它们之间有很多互通的机会，尤其是在客户的
方面。今年展会给了我们团队很好的感受，大家的评价也都比较高，明年我们还会
再来！

视听荟（深圳）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景卫先生

我已经来GEBT好几年了，因为每次都有针对音视频和影音集成的展商和产品，

和我的需求比较匹配。我这次也在现场看到了很多这方面的产品，也和一些厂家交
换了联系方式，会在以后继续联系。因为疫情的原因，和各方的沟通会慢一点，但
是展会在这方面为我们搭建了沟通平台。

” 隽丰影音，销售经理，陈顺珍女士 ”



GEBT 2021 最新产品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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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BT 2021 最新产品和技术



GEBT 2021 高端论坛

展會呈献了一系列精彩论坛及活动，邀请行业专家与观众面对面交流，诠释
行业的最新动态，为观众带来更专业的行业知识。今年的论坛主题如下：

 电工照明
 绿色建筑与酒店工程
 智慧地产
 系统集成
 技术标准
 室内设计
 智能家居
 智能照明
 智慧园区
 智能影音



GEBT 2021 高端论坛

论坛包括：
 2021酒店工程及建筑节能发展高峰论坛
 2021 KNX家居和楼宇控制技术及应用研讨会 — KNX绿色节能的发展与

未来
 Zigbee智焕未来
 2021中国（广州）集成商大会
 2021广州“智慧地产生态”峰会
 沉浸式主题空间的设计
 2021 GEBT智能影音跨界融合论坛
 商业空间全案设计给影音定制带来的启示
 影音设计优秀案例分享及颁奖典礼
 行以智远 未来可期 ——宝思派智能全场景产品推介会
 2021“未来已来 · 智慧园区” 专家论坛
 创新产品发布会
 2021 一城一智朋友圈论坛



GEBT 2021 论坛诠释行业趋势

領域：建筑与酒店工程

主题：2021酒店工程及建筑节能发展高峰论坛
內容：探讨“十四五” 酒店工程与建筑节能发展现状与趋势，分享酒店、物业数字
化工程组织建设、酒店项目筹建筹备管理等等热门议题。



GEBT 2021 论坛诠释行业趋势

領域：技术标准

主题：2021 KNX家居和楼宇控制技术及应用研讨会 — KNX绿色节能的发展与未来
內容：论坛将分享碳中和背景下的智慧建筑解决方案、KNX助力楼宇数字化转型，
以及KNX会员对各种技术标准的个案分享。



GEBT 2021 论坛诠释行业趋势

領域：技术标准

主题：Zigbee智焕未来
內容：论坛将分享业内新的应用场景，也会介绍CSA连接标准联盟(原Zigbee联盟) 
的标准发展动态。



GEBT 2021 论坛诠释行业趋势

領域：系统集成

主题：2021中国（广州）集成商大会
內容：论坛将讨论国内的系统集成商将遇到的机遇和挑战，包括：集成服务越来越
值钱、销售服务一体化成为常态，以及集成商如何做才不被边缘化等等重要议题。



GEBT 2021 论坛诠释行业趋势

領域：智慧地产

主题：2021广州“智慧地产生态”峰会
內容：热门议题包括：星络超级空间构建全屋真智能、“大话”物联网时代——颠覆
行业十大重锤、“智能”，路在何方、科技赋能地产——招商卢森堡项目的智慧基因
，以及共建数智空间：从全屋智能到全场景智能化。



GEBT 2021 论坛诠释行业趋势

領域：室內设计

主题：沉浸式主题空间的设计
內容：论坛将空间赋予多维感官的沉浸式体验成为主流，并邀请声光电领域的专
家和空间设计大咖，分享各类空间的设计案例。



GEBT 2021 论坛诠释行业趋势

領域：智能影音

主题：2021 GEBT智能影音跨界融合论坛
內容：论坛旨在促进智能影音、定制影院以及灯光照明行业的创新融合和跨界互联
，内容涵盖智能影音，智慧灯光照明领域，并有行业领袖分享实战经验。



GEBT 2021 论坛诠释行业趋势

領域：智能影音

主题：商业空间全案设计给影音定制带来的启示
内容：论坛将邀请专家分享经典影音案例，例如中国国家大剧院、文艺晚会、博览
会等。



GEBT 2021 论坛诠释行业趋势

領域：智能影音

主题：影音设计优秀案例分享及颁奖典礼
内容：典礼将会有设计师分享及专家点评得奖影音案例。



GEBT 2021 论坛诠释行业趋势

領域：智慧园区

主题：2021“未来已来 · 智慧园区” 专家论坛
內容：论坛的议门议题包括：智慧园区设计标准智慧应用层编写的解读 、人工智
能在智慧园区的应用、AIoT 赋能园区/社区高质量发展、Xendue `智慧物联框架，
以及小场景大探索和AI 商用的规模化之路。



GEBT 2021 论坛诠释行业趋势

領域：新品发布会

主题：创新产品发布会
内容：超过15家企业将给与会者介绍全宅智能、智能人居和智能影音等各领域的
新产品及新技术。



GEBT 2021 论坛诠释行业趋势

領域：朋友圈数字化服务

主题：2021 一城一智朋友圈论坛
內容：论坛将邀请行业专家为大家带来热门领域的案例分享，议题包括：全宅照明
设计汇报方案分享、文化内核赋能影音行业、建筑空间防疫改造设计、存量资产活
化的系统里探索、一城一智数智化服务分享等等，让与会者更了解一城一智朋友圈
论坛提供的内容和服务。



GEBT 2021 演讲嘉宾反馈

“
广州建筑展已经是行业传统的展会，就是每年都必然要参加的展会。大家在观

”

展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想法，然后他们带着这些想法来听我们演讲，这是一种双重激
发的作用，能够对演讲内容更有印象，更能引起思考。因为疫情，我觉得业界已经
达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因为人们更多的在家工作和娱乐，所以对家庭智能产品的
需求反倒是更加地增强了。

CSA连接标准联盟中国成员组，主席，宿为民女士

“
这么多年来我们公司都会来这个展会，能够接收到很多关于新技术、新的装饰

设备讯息。这些新事物的应用也给了我们很多设计的思考和启发，是很好的帮助。

” DOL设计机构，设计总监，陈建纯先生 ”



GEBT 2021 论坛听众反馈

“
我在论坛听到每位嘉宾独到的见解，这里面包含了智能家居领域，也包含了更

”

大范围的物联网领域，还有智能建筑。每个人的议题都跟智能家居是相关联的，而且
分析覆盖面更广，听了各位专家的演讲能够触类旁通。观众来到展会看到五花八门的
厂家，再到论坛听专家去梳理，就能有系统化的概念，达到更深入的认识，是相辅相
成的。

智能家居评价平台创始人，深圳市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协会智能家居联盟主任，吕强
先生

“
今天Zigbee论坛的演讲嘉宾都是来自业内的知名企业，带来的内容都很精彩，

也都是我们实际会遇到的，所以通过这样的论坛还是可以打开一定的思路。这次的
展会在疫情的影响下其实整体还不错，各大品牌也都来了，并带来了他们的最新产
品和技术。展会在这样的客观因素下举行，本身就能为我们从业者带来一定的信心，
加强了和行业的联系和交流，对未来的发展一定是有帮助的。

” 广州科伊斯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产品经理，李东阳先生 ”



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展览会
明年再見！

2022年6月9至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