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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4天的第二十七届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GILE）圆满收官。本届展会以新时代，新担当

为主题，鼓励行业者以光的力量继续不负时代，努力贡献，为光创造更多价值。

GILE 是中国照明行业第一展，以高规格的展览+会议，成为照明人一年一度交流产品、技

术、思想的盛会，也是照明行业趋势输出的主阵地。

眼观六路洞悉未来！新的时代带来新的发展模式、新的产业格局、新的赛道。大浪淘沙方显

英雄本色，在今年的展会上我们看到了照明企业顺势而为、创变发展的诸多探索。行业将逐

步冲破价格战的泥淖，转向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

全屋智能 智能照明抢占流量入

智能康养 适老化照明市场初显潜力巨大

健康人居 光环境健康的Pro Plus

生物光照 万亿赛道期待黑马

城市更新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双碳未来 照明节能终极目标



感谢您的参与！

128,202名观众来自58个国家及地区

1,288家展商来自13个国家及地区

110,000平方米展览面积



展会数据 –观众分析

国内观众分布（按地区）：

华南 76.78%

华东 15.28%

华北 2.32%

华中 2.78%

其他 2.84%  

国内观众分布 (按省、市)：

广东 76.34%

浙江 5.38%

江苏 3.14%

上海 2.34%

福建 2.08%

其他 10.72%



观众认为参观展会达到预期目标

观众参观展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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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现有业务关系

商务交流

了解竞争对手

进行采购

获得市场情况整体印象

准备采购前期工作

建立新业务关系、寻找新产品供应商

扩展专业知识

了解创新产品及前瞻技术发展

了解市场产品

观众采购产品类别

24%

31%

34%

36%

48%

52%

文旅照明、文旅产业

照明灯具

智能照明

LED照明特殊应用

电灯附件、电子零件、设备仪器及基材

LED封装及电源、驱动及电子元器件技术

观众对观展体验感到满意
并计划2023年再次参观展会

（多项选择题）

（多项选择题）

展会数据 –观众分析



GILE邀请了40多个来自全国各省各地方的协会、机构、单位组团参观，除了垂直

照明领域的从业人员，更汇聚了跨界领域、设计师等不同渠道的专业买家，为他们

提供一系列便捷、有价值、多元化的团组活动，帮助参展商挖掘更多潜在客户。

展会数据 –观众分析



感谢所有参与特邀买家参观团的会员单位



组团单位说
中山市照明电器行业协会

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GILE）是灯饰照明领域的最巅峰盛会，代表着最前沿的思潮。
GILE2022参展产品和技术革新换代，不仅开拓了参展会员的视野，也为会员们提供了
聚集最新发展动态和资讯的沟通交流专业平台，更为中山灯饰照明产业下一阶段的发
展提供了指导性建议。灯饰照明产业数字化转型在即，我们衷心地希望，未来GILE能
够为更多的灯饰照明企业指明方向，帮助它们迈入更大更广的舞台！

江门国家高新区光电行业协会

江门光电企业可谓是GILE的忠实粉丝，连
续多年参加展会。GILE作为照明及LED产
业风向标，本年不负众望的给观众们呈现
了最新的前沿技术和创新发展的理念，为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无限的活力！
GILE作为照明人欢聚交流的平台，每年都
会为VIP观展团提供贴心细致的观展服务。
在此向主办方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展会
现已完美收官，但精彩永不落幕，期待下
一年的观展之旅，期待与主办方有更加深
度的交流与合作！

中山市照明灯饰制造业协会

今年是我们第四年组织观展团前往广
州国际照明展览会（GILE），作为照
明行业每年的盛会，此次众多高技术
智能产品亮相GILE，引领着行业发展，
为行业转型带来信心。未来，我们期
待与GILE共同成长，感谢GILE为行业
提供公平开放的交流平台。

广东四川商会

时至2022年，GILE已举办了27届，
作为团体参展商，四川商会也已连
续组织了几年的观展团，帮助会员
企业了解产业发展趋势、提升经营
视野、拓展人脉资源，推动产品、
项目和企业家的成功对接。在今年
的展会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智能
照明、健康照明、文旅照明、教育
照明、植物照明等多个板块均表现
强劲，感受中国照明行业走向高质
量发展之路的趋势渐显，未来照明
行业仍有巨大的潜力空间。

利和灯博中心

8月4日，利和灯博中心组织带领商户赴
GILE学习交流，探索照明行业新趋势、新
技术、新应用。商户们从展会中了解到智
能技术、健康光、文旅夜游等是GILE热门
探索领域。而照明行业正向大数据+科技
+智能融合的方向大步迈进。作为全球展
贸平台，利和灯博中心也将积极拥抱新机
遇，融入智能照明生态圈，为广大客商带
来照明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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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交流

达成销售交易

巩固现有业务关系

了解市场整体情况

建立新的业务关系

呈现创新产品及技术发展

介绍和宣传公司及品牌

展会数据 –展商分析

展商计划明年再次参展展商满意参展效果

参加本届展会的目的

75% 89%

（多项选择题）





“虽然我曾以个人的身份参与了很多届GILE，
但这还是华荣照明首次出席并参展。今次参
展，我们希望在通用照明工业领域里拓展品
牌的影响力，包括我们区域的合作伙伴。整
体而言，我对今年的人流量感到满意。明年
我们也会继续参展。”

华荣照明有限公司，副总裁，
孔帆先生

“GILE对于我们照明行业来说，是个专业且很具影
响力的展览，让我们展示最新的产品，推广品牌，
也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精准的目标客群。这也是为什
么我们公司每届GILE都来参展。尽管今年疫情多变，
但以我所见，人流其实也没有很大的跌幅。我们以
后的每年也会来GILE 的。”

佛山照明，市场和产品规划部，
品牌策划主管，何绮玲女士

“我来过很多次GILE，近年来发现展会在不断
地创新、优化。单是在今年展期的首个早上，
我已经和几家灯饰参展商交换了联系方式，准
备后续的接洽商讨。每年GILE都会给我带来新
的方向和思路，同时又展示了照明领域的新成
果，这也是我每年都会参加的原因。我希望展
会在将来越办越好！”

佛山市南海格林灯饰有限公司，
品质经理，杨合伟先生

“

“这是我第二次来参观GILE。它是个一年一度
的行业盛会，也无疑是业内的一剂强心针，让大
家感受到照明行业在进步，明确了行业的未来。
我这次来展会想寻找灯具、灯饰相关的配件供应
商，目前已找到几家心仪的，准备回公司进行后
续的深入洽谈。”

东莞市欧耐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唐腾腾女士

展商说

观众说

“

“我觉得GILE一直是照明行业的年度盛会，汇聚
了涵盖上中下游产业的全球性产业链。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越来越受各国重视，特别是中国。台达
一直从碳中和角度考虑产品的布局，也推出了多
个相关产品系列。而今年展会观众都对我们所展
出符合人们作业节律的光和广角的灯很感兴趣，
觉得很具创意。”

台达电子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照明设计部，产品总监，李华斌先生

“我每年都会来GILE参观，今年出席了几个研
讨会及论坛，讲者提及的理论和未来趋势都十分
值得借鉴。另外，由业内专家领导的互动讨论，
让大家拓宽思路。总体来说，我对今年展会及论
坛很满意，明年肯定还会参加。”

浙江长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成龙先生





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与上海浦东智能联合会（SILA）乘势而
上，御风拓路，继续携手在展会中打造”智能健康跨界示范
馆”2.0版本，新升级的示范馆规模翻倍，扩展到20,000平
方米（9.2、10.2馆），以示范形式从技术、场景设计及应
用、生态平台等多维度呈现了智能产业新供应链。

示范馆部份展商及展品巡礼：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为顺应智能照明发展趋势，佛山照明以用户需求为基础，
推出“佛照智家云”平台，并提出“1+3+N”智能发
展战略，成功打造涵盖家居、办公、教育等场景的解决
方案，为消费者提供全方位的智能生活体验。

广东三雄极光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在智慧酒店、智慧办公、智慧商业、智慧城市等领域推
出智慧照明整体解决方案，引领智慧场景新潮流，为广
大用户提供智能健康光环境。三雄极光又与多样的生态
进行跨界融合，实现智能场景切换、家电联动，提供全
场景的智能系统解决方案，从照明到门锁、从智能窗帘
到智能安防，甚至是从中央新风到影音系统，通过场景
设备的互通互联来创造更舒适、更贴心的用户体验。

杭州博联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博联在GILE2022重点展示FastCon蓝牙全屋智能解决方
案。FastCon蓝牙协议基于BLE Beacon协议基础上扩展定
义，适配更多蓝牙版本，拥有更具竞争力的价格和楼宇级
Mesh组网全覆盖效果，实现真正无感的配网交互体验，
为轻量化的智能生活带来更多可能。

展会亮点 –智能生态

 智能家居整体解决方案、影音智能系统
 智能照明控制系统、电源
 雷达、传感器
 物联网整体解决方案、通讯技术/协议、

 PLC产业链
 光学科技
 标准化、检测认证机构

展商在示范馆展示内容分为七大部份，分别是：

物联网芯片、物联网核心连接件、智能硬件、
智能网关、半导体及集成电路、智能用电解决方案



上海顺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成立起以“构建万物互联的智慧世界”为愿景，顺舟智
能在智慧城市照明、智慧园区、智慧教室、智慧家居及智
慧工业等多个细分领域深耕。公司携新一代集中管理器
“星盒”、新打磨出的灯控器和新的管理平台亮相今年
GILE。

佛山市中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中昊光电的重点在挖掘RGBCW智能全彩COB的产品功能
以及应用市场上，让数字与健康相结合，推动智能照明与
人因照明进一步向前发展。中昊光电推出的3535 智能双
色产品，进一步满足无主灯市场对智能化的需求。围绕智
能照明的应用，中昊构建了完整的智能芯片平台，如双色
COB、双色3535（带lens）、双色线型多头COB模组、
全彩及双色COB等产品平台，全方面满足各品类及个性化
智能照明的灯体/灯具的应用。

展会亮点 –智能生态



2022 年第二届光艺术展，主题为“光是遇见”，邀请了

国内众多知名灯光设计大师及艺术家与灯具及照明工程品

牌组成跨界设计团队，共同创作了一系列具有视觉冲击力

的光艺术作品，其中包括：《蝶变》、《生物树上挂灯》、

展会亮点 –光艺术展

《转陀螺》、《归》、《彩虹》、《维度》、《漂浮的海平线》、《易术空间》、

《王者荣耀》、《魔法礼盒》、《就很美好》、《城市森林》、《低碳窗台灯》、

《光轮座椅》、《生命之花》、《G-MetaHalo》、《无常》、《IMPRE 波纹灯》，

共18 组作品。



今年GILE联合深圳市设施农业行业协会（以下简称深农协），

策划了中国首个专业生物光照展，展现智能照明和现代农业

相结合的星辰大海。

“生物光照”是一种在农业和大健康领域广泛应用的集成技术，如植物种植、家禽畜

养殖、水产养殖、健康照明以及医用美容等领域。通过光的能量的传导，在提高农业

生产效益、促进人体健康和美容等方面有显著作用。近年随着我国农业工业化进程加

速，以及人们对健康更加关注，“生物光照”成为了半导体发光器件行业备受关注的

风口。万亿级的市场，有望超越家居照明市场的规模。

参与品牌包括：

CSA 加华美、创泓、鸿锐、红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力侬、立德达、普威讯、三安、

莎朗、阜阳师范大学、天电光电、旭宇、阳光动力、易得联、中衡设计及中山善栽农

林科技有限公司

展会亮点 –生物光照



展会亮点 –智慧城市
随着城市智慧化发展的需求增加，智慧灯杆与其背后的物联网技术、智能控制系统正

迎来发展高潮。GILE2022联合众多智慧灯杆企业带来重磅展示，为行业带来智慧路

灯产业的最新发展与创新风向。展会集合照明行业专家、城市管理及规划人员、业主

等多方专业人士，通过展会的同期论坛共同分享见解与建议，共同商讨各端将如何互

相配合，以期智慧灯杆达到最优效果。





展品巡礼

朗明纳斯

重点展示的是优秀产品整合，包括
影视级应用、高功率LED的应用，
各种细分光色的展示，朗明纳斯也
带来更高光效且兼顾高显色指数的
Lux series COB，更精准的调光光
源CTM series gen 2，以及拥有在
高温下依然保持非常高的可靠性的
Robust series。

元盛科技

元盛科技展示采用FMCW算法的
5.8G雷达传感器，该算法在满足微
动和存在感应的同时，还可以准确
设定感应范围，避免不必要的触发，
提升终端用户智慧照明体验。同时
还展示第五代的全自动测试设备，
通过了解该设备可以获悉元盛科技
如何为客户提供高质量产品保证。

觅感科技

觅感科技携新品登场亮相，将最前
沿的技术与解决方案带给行业：
 低成本的5.8G微波雷达模组
 丰富算法的24G毫米波雷达模组
 WiFi6模组
 雷达模组+BLE/WiFi/Zigbee二
合一模组

 雷达感应开关产品

旭宇光电

旭宇光电带来“高光量子植物光照
器件”系列产品：结合了高光效封
装技术、高可靠性封装技术、芯片
及荧光粉光谱调节技术及大功率陶
瓷封装技术的优点，所开发产品具
有光合量子效率高，可靠性好，使
用寿命长等优点。同时，根据植物
的类型和生长阶段，设计植物所需
的精准光谱和光强度，提供“光肥
料”促进植物的光合作用，提高植
物的产量和品质，缩短生长周期，
提高客户的种植效益。

美芯晟

美芯晟重点展示LED智能照明的全
系列产品，包括0.01%调光分辨率
PWM信号全程模拟调光解决方案、
大功率PWM信号全程模拟调光解
决方案、新欧标PWM信号全程模
拟调光解决方案以及其他智能照明
产品和通用照明产品等。同时，美
芯晟也展出100W大功率高效率无
线充电接收端芯片及应用、50W
集成USB-PD协议的“一芯双充”
发射端芯片及应用，并将LED智能
照明和无线充电结合的产业链生态
系统应用介绍给观众。



展品巡礼

立德达

立德达携带旗下主打产品351V植
物红光、303H白光的最新升级版
以及351H全光谱陶瓷倒装系列隆
重亮相。同时立德达也重磅推出新
型室内情景照明以及高端医美应用，
协同上下游拓展及引领未来市场新
趋势。

迈睿科技

迈睿科技重点展出24G系列微波雷
达存在感应系列，不同于传统的
24G雷达技术，迈睿科技采用了最
新的大角度微波天线，使得检测范
围更大，能覆盖更广的检测区域。
同时能确保检测范围内精准检测人
体的活动状态。可以为智能家居的
应用提供更可靠的检测输入，提升
更具生活品质与便捷的智能体验。

天电光电

天电光电将带各式产品闪亮登场：
有可用于商业照明智能调光系统的
双色温产品、有多彩多通道的建筑
照明用光源、也有更高效率的植物
照明光源。

中科三安

中科三安携新品登场亮相，将最前
沿的技术与解决方案带给行业：一
起将中国制造、中国研发、中国技
术带到更广阔的世界舞台。
 RADIX模块化多层水培生长系
统

 飞燕系列大功率多组合植物生长
灯

 火烈鸟株间补光灯
 凤凰大功率面板灯

欧智通科技

欧智通结合公司目前的传统Wi-
Fi/PLC模组，增加新技术拓展，提
供多用途，多场景应用，与平台、
设备厂商共同打造整体解决方案，
赋能照明及相关行业的智能化改造。

阿尔法照明

ALPHALUCE带来迷你星光灯、无
边框嵌灯、可伸缩筒灯以及搭载最
新创新科技的洗墙灯等潮流新品，
还有无线充电，磁吸，智能蓝牙控
制等技术。

酷宅科技

酷宅科技“Matter方案”、“无
感配网及CFH认证方案”、“无主
灯智能解决方案”、“全屋智能产
品解决方案”，以及更多一站式解
决方案也重磅亮相展会。

易得联科技

主推产品：
1、LED植物照明控制器及传感器
2、植物工厂控制系统
3、养殖场照明控制器



展品巡礼

格兰斯贝网络科技

格兰斯贝带来既舒适又节能的全场
景智能照明解决方案，让照明品牌
轻松实现先进的智能化。另外，围
绕格兰斯贝节能的照明产品，实现
多种的可视化方案以及数字孪生系
统，不仅仅节能并且实现节能数据
可视化。

杜邦

杜邦携带Duroptix™品牌产品线、
并展示新推出的用于直接显示屏幕
(Direct View Display) Mini LED
封装的模压环氧树脂材料，该材料
能够提高器件的光学质量和耐用性；
同时，杜邦公司在展会上首次发布
Duroptix™ 的中文名称并传递品
牌背后所承载的价值与力量。

陶氏

陶氏携SiLASTIC™ MS-5002亮相
GILE。陶氏公司SiLASTIC™ MS-
5002可注塑光学有机硅于今年5月
正式发布。这款特制的液体硅橡胶
（LSR）材料可应用于汽车自适应
远光灯系统（ADB）的光导管中，
打造高品质光学性能的同时，以卓
越的模具防污能力，在生产过程中
显着加快生产周期，提高生产效率。

鸿利智汇

新技术：
 通用照明系列Ra90方案光效提
升

 气密性封装技术
 智能照明系列调色COB方案升
级

新产品：
智能照明PPA3528RGB三合一产
品以及5050高压RGB系列产品、
植物照明2835、3030、3535系列
产品、2835全光谱&节律系列产
品、智能可调光灯带、幻彩COB灯
带、UVC消杀、UVA固化、3C认
证COB等。

力侬照明

力侬照明展示最新LED照明产品的
同时，还将系统呈现其专供全球植
物工厂的“全案+全流程服务”，
并与其他行业领军品牌一起，共谱
智慧农业新篇章。

杜亚

杜亚携带3大创新亮点精彩亮相：
 新一代大师设计全包裹结构D8
系列智能窗帘电机

 革命性创新产品智能遮阳齐平管
理系统

 全球首款真正意义上的伸缩导轨



展品巡礼

华荣照明

华荣照明重点展示以下三个板块的
产品线：
 工业照明板块：

WAROM华荣智慧管理系统云
平台及工业照明的产品线

 教育照明板块：
WAROM华荣智慧教育管理云
平台及教育照明的产品线

 海外板块：
智能户外产品线

中易腾达

中易腾达携众多智能照明解决方案
登场亮相，将前沿的技术与解决方
案带给行业。凭借完善的研发和生
产能力，中易腾达可帮助客户实现
零门槛、无代码、标准化、快速落
地的一站式产品AIoT智能化解决
方案，根据客户产品的应用和环境
需求，结合中易腾达在无线通讯、
传感器及智能语音识别技术、云平
台应用开发上的积淀，从芯片-模
组-方案-云端，四个层面为客户量
身定制产品智能化解决方案。

同时中易腾达向市场推出 BLE-
mesh技术、离在线语音控制技术、
MFi+Wi-Fi认证技术的应用，向广
大伙伴共同分享中易腾达在
matter协议应用的最新进展。

台达

台达携智能健康照明解决方案、
Astra超广角照明解决方案、U+
Care222抑菌器防疫解决方案、空
气品质侦测系统惊喜亮相，力求为
使用者打造健康光、好空气的智能
舒适的生活环境。

朗骏智能

朗骏智能带来了:
1. UM9900智慧灯杆管理系统，
2. 基于NEMA接口的智联型和非智
联型光控产品
3. JL-7系列Zhaga接口智能型锁扣
式控制器

朗骏智能还展出了一款NEMA接口
的新产品JL-245CG旋锁式智联光
控器，该产品采用了LTE CAT.1蜂
窝技术，NB-IOT和LTE CAT1的两
种产品可根据项目实际基站部署情
况灵活选择。

大云物联

大云物联携智能照明全系列产品亮
相， 通过不同场景展示区（隧道
照明展示区、景观照明展示区、路
灯智能化展示区、智慧平台展示区、
智能配电箱展示区等区域），让观
众更直观地了解产品以及其在城市
智慧照明领域的覆盖力与专业性。



活动亮点
GILE也与行业协会和媒体强强联手传播正能量，组织500多场次同

期活动，为照明行业呈现新赛道，鼓励同业们用新思维去探索新时

代照明，实现行业新格局、探索跨市场新商机。



展会开幕式以“照明行业的武林大会”为主题，汇聚来自五湖四海照明人，

以光之名探索行业的光之会，行业同仁们在展会中相互交流，以武会友，以

光创赢，除了行业协会、机构及媒体外，参与开幕式的企业高管还包括：

 林良琦先生—雷士照明CEO

 唐国庆先生—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

 齐晓明先生—阳光照明董事、总经理

 孙跃先生—新特丽照明董事长兼首席设计师

 刘鲲先生—力合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陈卓先生—群核科技（酷家乐）资深副总裁

 房宁先生—朗明纳斯亚太区销售副总裁

 何金好女士—广东欧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品牌总监

 龙胜先生—深圳市同一方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宁先生—广东三雄极光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管理中心总监

 梁超先生—广东三雄极光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商用营销中心常务副总经理

新时代新担当 – 2022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开幕大会



今年正值阿拉丁神灯奖十周年之际，2022阿拉丁神灯奖颁奖盛典暨阿拉丁论坛

（跨越周期，思辨照明），其中包括：

 2022阿拉丁神灯奖颁奖盛典暨阿拉丁论坛（跨越周期思辨照明）

 “新时代．新担当” 2022阿拉丁神灯奖颁奖盛典暨品牌战略新布局大会

 人因智能照明应用创新大会暨智能照明生态百强榜颁奖盛典

 2022大湾区智能生态大会暨智能生态奖颁奖盛典

 2022大湾区光．健康创新科技论坛

2022阿拉丁神灯奖颁奖盛典暨品牌战略新布局大会



智能跨界生态交流大会

GILE与上海浦东智能照明联合会组织了同期活动智能跨
界生态交流大会，涵盖行业标准发报、前沿技术交流及
智能照明设计，助推产业迈向智能化、健康化的转型升
级之路。

 智能照明产业跨界生态大会
 PLC智能照明产业跨界论坛
 智能照明设计师跨界论坛
 光健康及智能照明新供应链跨界论坛
 传感智能照明应用空间论坛
 创新企业智能发展论坛
 无主灯智能化发展论坛

Matter —追求至简

富有经验的行业公司聚集在CSA连接标准联盟，共同开
发构建在IP（互联网协议）框架上的智能设备连接新标
准——Matter，旨在让制造商的产品开发过程更为简
单，并为消费者提高产品的兼容性和易用性。

论坛为观众介绍Matter标准的开发原则与最新进展。
CSA连接标准联盟內处于生态链不同环节的成员代表，
包括芯片厂商、解决方案商以及设备厂商，从各自的
角度阐述Matter如何做到化繁为简这一共同目标。

CSA连接标准联盟

上海浦东智能照明联合会

DALI：物联网（IoT）时代智能照明创新案例分享论坛

论坛邀请了著名照明设计师，DALI 系统提供商一起详
细分享 DALI 智能照明创新应用案例、项目实施经验、
并一起探讨业主痛点和需求以及解决之道。

DALI 联盟



绿色低碳科技生态交流大会

照明行业一直在为更节能而努力，在“双碳”背景下
“低碳化”共识放大，加快行业节能技术、智能照明
场景设计、绿色生产等方面的提升。

交流大会汇聚了建筑师、照明企业、地产商、协会、
学院、科研机构、金融机构等重磅嘉宾，探索人们生
活场景中的碳中和解决方案，共谋如何加快绿色低碳
转型，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相信未来行业围绕“双
碳”而展开的话题探讨，以及绿色低碳照明落地产品
和方案会更加丰富。

亚洲照明设计师协会

阿拉丁全媒体

2022光艺术与文旅夜游生态发展论坛设置 5 大议题：
 第二届光艺术展颁奖典礼
 城市微更新光环境发展
 数字艺术与文旅夜游
 体育场馆照明
 文旅夜游赋能乡村振兴

通过领袖互动和主题演讲，深入分析全局性议题，
探索行业前景，为不断开创行业发展新局面出谋划
策，给参展企业和现场观众提供优质的内容交流分
享平台。



健康人居万里行：坐而论道

为响应GILE致力推动照明行业构建健康的人居光环
境这一号召，展会邀请了国际WELL建筑研究院™
及其合作伙伴共聚一堂，共同就“解码健康人居光
环境”这一主题，展开光环境与健康这一关系的深
入探讨，为未来健康照明的发展提供建议和新思路。

光的厚度，设计的疆域

深圳市室内设计师协会、A963设计网以“光的厚度，设计的疆域”为主题与主办方
携手合办论坛，助力提升照明产业的创新力、设计力，打造美好健康光环境，助推我
们的美好生活建设。

空间设计专题论坛系列（居住|酒店|商业）
 “雕刻时光”高端居住设计与照明艺术高峰论坛
 “城市之光”2022星级酒店设计与照明艺术高峰论
 “消费升级与商业帝国”2022商业空间设计与照明艺术高峰论坛

国际WELL建筑研究院™
(IWBI)

深圳市室内设计师协会、A963设计网

智能家居行业垂直媒体「智哪儿」在展会举
办的《“智装”时代，探索空间设计新思路
论坛》，邀请了主流企业、知名设计师和业
内大咖一道探讨智装发展新趋势、新思路。智哪儿

“智装”时代，探索空间设计新思路论坛



室内照明设计的前沿与实践

随着室内设计对照明设计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从设
计理念、技术、产品到综合实践，从设计项目到营
销策划，相关从业者们的沟通与交流越来越多，从
中也积累了一些“踩”与“赞”。是次活动涵盖了
一系列前沿设计与实践的经验分享，希望能激起行
业内外对这些内容的关注与讨论，从而让这些话题
得到进一步反思与探讨。

《放肆与克制—新商业空间与灯光设计的平衡之辩》

灵感家CREATOR共同特别企划，以个人脱口秀加辩
论战队的形式呈现，由室内设计师组成的辩论小队
与灯光设计师+灯光品牌组成的辩论队分庭抗礼，火
力全开，敢想敢辩！

两个战队通过一场别开生面的专业讨论吐槽大会，
打破思维壁垒，从照明、室内领域，探讨设计如何
为商业空间呈现更多的可能性，寻求室内设计与灯
光产品合作新机，引领室内灯光设计潮流新风向。

广东省装饰行业协会

灵感家CREATOR

活动聚焦城市、建筑与空间照明设计主题，以落
地不同城市的地标或知名案例为分享内容，邀请
了许多有代表性的嘉宾阐述自己案例中的照明设
计应用之于项目的重要性以及项目本身的设计理
念。INTERNI

INTERNI DESIGN TALK —国际建筑与室内照明设计2.0之城市设计力量



首届节律光健康-智能适老化照明”论坛

光照的好坏，与老年人的视觉健康、生理、心理及日常的行为
需求等方面密切相关。当前以人为本的健康照明已成为行业发
展共识，适老化照明作为应用的一个细分板块，市场价值被低
估。近年，康养产业规模达8万亿元，结合康养市场不断增速
的旺盛需求，智能适老化照明大有可为。

为了推动照明与康养产业深度融合，2022年广州国际照明展览
会（以下简称GILE）携手国内康养领域的专业新媒体平台ITH
康养家于8月4日共同打造“首届节律光健康-智能适老化照明”
论坛，让“适老化”、“智能化”照明助力康养行业，为健康
养老营造舒适温馨的居住光环境。

光影重塑空间，链接艺术与现实

如何让我们生活的空间适应不断的变化，成为我们需要面临
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通过照明设计，重塑空间，将
艺术与现实链接，用设计的力量改变生活，拥抱美好。

意大利Luce e design杂志携手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举办
“光影重塑空间，链接艺术与现实”主题照明设计论坛，照
明设计师、室内设计师、工程公司及艺术等领域专业人士相
聚一堂，共同探讨如何用设计的力量，创造愉悦空间。

ITH康养家

意大利
Luce e design杂志

亚洲照明设计师协会

第十八届亚洲照明艺术论坛

 光与设计专场
 光与艺术专场
 光与空间+建筑



深圳市家装家居行业协会

未来．生活—家居建材行业渠道大会

未来．生活—家居建材行业渠道大会，带领大家寻找超出
传统照明的协作意义，扩大灯光在家居领域的适用范畴，
让灯光在家居氛围营造方面，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场景享受，
实现由视觉到心觉的家居美学体验。

论坛邀请了来自家装家居行业、智能家庭、设计界、装饰
公司、智能家具、智能家居、家具品牌、建材品牌的代表
亲临现场，从家居产业、智家、寝具、全屋智能、智能家
具及设计的角度，与观众一同体验“未来．生活”。

新常态下，照明厂商的对策——
未来5年照明行业发展研讨会

研讨会邀请了经销商与厂商进行对话，讨论在新常态下，
照明厂商如何看清前路？如何找寻对策？大照明全平台



第九届中国LED首创大会 - 光品质．光健康．光环境

近年来，LED照明行业已经从对光效、节能和成本的追求，上升到对光品质、光健康、
光环境的需求，深圳市照明与显示工程行业协会举办主题为“光品质·光健康·光环境”第
九届中国LED首创大会。

第二届中国生物光照技术论坛

二十多位科研专家、企业代表围绕植物工厂技术、工业大
麻光谱技术、生物光照技术专场、养殖灯与水产光照、光
伏农业与健康照明等五大生物光照领域举办专场论坛，进
行深度交流，为产业发展提供专业技术指导，这五大专场
论坛打造了生物光照领域高水平、高级别的技术交流，在
线上也引起了热议，活动的直播吸引了近60万人次在线观
看。

五大专场
• 植物工厂: 智慧农业新”密码”
• 工业大麻光谱: 蓝海市场正待收”割技”
• 生物光照技术: 助力农业科技发展
• 养殖灯与水产光照: 赋能产业增产增效
• 光伏农业与健康照明: 现代”农业”与新型”健康”相
结合

深圳市照明与显示工程行业协会

深圳市设施农业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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