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3至5日
大会活动一览

2021年8月3至5日
大会活动一览
地点

主论坛—照明新十年
展馆9.2 A28

分论坛—跨界．互联
展馆9.2 D12

日期

时间

活动

8月3日

10:00 – 16:50

全球照明行业领袖高峰会议

8月4日

10:30 – 17:20

设计新十年论坛

8月5日

10:30 – 17:00

亚洲智能照明跨生态圈交流大会

8月3日

10:00 – 16:20

智能照明跨界互联产业论坛

10:00 – 12:45

智能照明创新企业论坛

13:10 – 17:00

商用系统智能照明设计师高峰论坛

10:00 – 12:30

涂鸦日

13:00 – 17:00

光与空间—智能与融合．遇见未来

10:00 – 17:00

动植物光照技术与生态链合作论坛

10:30 – 12:30

DALI：IoT 时代的智能照明控制协议技术详解论坛

13:00 – 17:00

Mini& Micro LED显示照明发展高峰论坛

09:30 – 13:00

非视觉照明技术与生态链合作论坛

13:30 – 17:00

教育照明光健康与生态链合作论坛

13:00 – 16:40

文旅夜游时代灯光价值发展论坛

09:30 – 12:00

红色旅游夜经济发展论坛—红色时光

13:00 – 16:10

红色旅游夜经济发展论坛—红色城市

10:00 – 12:20

城市主题文化景区—夜游经济发展论坛

14:00 – 16:40

灯光节与城市夜间经济发展论坛

10:00 – 12:30

专业匠心、精雕细琢

14:00 – 17:00

广东省照明电器产品医院义诊义宣

10:00 – 12:10

光无限

14:00 – 17:20

健康智能灯光设计未来探索

10:00 – 12:00

2021照明行业数字化转型趋势论坛

13:30 – 17:20

2021跨境照明生态赋能论坛

8月4日

8月5日

8月3日

分论坛—健康．永续
展馆9.2 E60

8月4日

8月5日

8月3日

文旅夜游
展馆2.1

8月4日

8月5日

8月3日

「设计的力量」
展馆3.1

8月4日

8月5日

2021年8月3至5日
大会活动一览
地点

B区1号会议室

日期

时间

活动

8月3日

13:30 – 17:30

2021中国光品质照明论坛—
智能物联助力光品质提升

10:00 – 12:30

灯光让文旅与夜游生活更美好

14:00 – 17:00

智慧农业照明创新论坛

8月5日

11:30 – 18:00

2021中国生物光照技术研讨会

8月3日

13:00 – 18:20

8月4日

09:50 – 17:00

8月3日

12:50 – 17:!0

2021阿拉丁神灯奖颁奖盛典

09:55 – 12:20

「光·智能」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13:30 – 17:20

「光·健康」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09:55 – 12:30

未来照明发展高峰论坛 —「智慧园区照明」

13:55 – 17:30

未来照明发展高峰论坛 —「绿色·低碳·智慧城市照明」

8月4日

B区2号会议室

第 17 届亚洲照明艺术论坛

8月4日
B区8号会议室

8月5日

8月3日
大会主论坛—照明新十年
全球照明行业领袖高峰会议
组委会：
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
上海浦东智能照明联合会
深圳市照明与显示工程行业协会

时间

题目

演讲嘉宾

主题：照明新十年—大势
主持：唐国庆先生—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主副理事长
10:00 – 10:35

展会揭幕开幕式

10:35 – 10:55

未来纯LED照明技术及应用

王光绪博士
国家硅基LED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10:55 – 11:25

开幕式主题演讲

林良琦先生
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兼CEO

互动环节 —「与唐十一对话」
主题：天下大事，天下大势 — 中国发展，世界机遇

11:25 – 13:05

<<再起雄风>>
林良琦先生
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最新动向>>
姜超先生
艾迈斯欧司朗集团*
<<百年崛起>>
苏耀康先生
上海亚明照明有限公司
<<稳步攀升>>
周宁先生
广东三雄极光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湼盘>>
熊克苍先生
乐雷光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前沿技术>>
姚梦明先生
昕诺飞（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超越所见>>
马志伟先生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重新出发>>
张鹏先生
朗德万斯照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国际风云>>
李志君先生
广州飞乐喜万年贸易有限公司

企业专场：顺势而为．创造大势 — 大智能 、大健康 、大整合
13:05 – 13:30

健康照明在室内公共室内空间与家居环境的实践

13:30 – 13:55
13:55 – 14:20

姚梦明先生
昕诺飞（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大中华区照明设计和应用总经理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照明与客户体验的创新

周宁先生
广东三雄极光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总监

*请注意：艾迈斯半导体品牌由ams AG拥有，欧司朗品牌由OSRAM GmbH拥有。 ams集团和欧司朗集团正在进行整合。
艾迈斯半导体品牌和欧司朗品牌的结合并不代表将出现一个新品牌，这仅是两家公司合力发展的视觉标志，代表了我们未来集团的愿景。

8月3日
大会主论坛—照明新十年
全球照明行业领袖高峰会议
组委会：
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
上海浦东智能照明联合会
深圳市照明与显示工程行业协会

时间

题目

演讲嘉宾

主题：照明新十年—迎战
主持：温其东先生—中国照明电器协会副秘书长
互动环节 —「与温秘对话」
主题：突围之道 — 携手．破局．共赢
14:20 – 15:00

务实求变
中山市华艺灯饰照明股份有限公司—郭钧先生

智能光控
上海朗骏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黄健翔先生

创新改革
Bridgelux Inc — 黃道恒先生

技术先行
易美芯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孙国喜先生

迎战未来 – 总结分享

温其东先生
中国照明电器协会副秘书长

15:10 – 15:30

节律健康照明及室内LED创新技术路线

王晓琳女士
艾迈斯欧司朗*半导体事业部市场经理

15:30 – 15:50

TCL AI×IOT智能家居全场景介绍

黄瑞清先生
TCL 华瑞照明科技（惠州）有限公司产品总监

15:50 – 16:10

有线的稳定、无线的自由：
PLC-IoT 解决了什么智能照明难题

徐敏馨女士
永林电子（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16:10 – 16:30

光跃百年，畅享未来

凌伟沪先生
上海亚明照明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6:30 – 16:50

光合生活

房宁先生
朗明纳斯亚太区销售副总裁

16:50 – 17:10

创新！构建光与生活的桥梁

黃道恒先生
Bridgelux Inc
亚太区高级副总裁

15:00 – 15:10
企业专场：高科技创新

企业专场：匠心工艺

*请注意：艾迈斯半导体品牌由ams AG拥有，欧司朗品牌由OSRAM GmbH拥有。 ams集团和欧司朗集团正在进行整合。
艾迈斯半导体品牌和欧司朗品牌的结合并不代表将出现一个新品牌，这仅是两家公司合力发展的视觉标志，代表了我们未来集团的愿景。

8月4日
大会主论坛—照明新十年
设计新十年论坛—
城市建筑．照明未来
组委会：
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REARD 地产设计网、
广州照明设计师协会、
华建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阿拉丁全媒体、上海浦东智能照明联合会

时间

题目

10:30 – 10:50

主办方开幕式
讨论环节：建筑＋艺术＋文化＋科技融合
建筑照明一体化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发展，人们对环境艺术的要求日
增，不单是白天要欣赏到城市的风景，对于城市夜景的「美」也有
所追求，灯光设计成为了环境艺术设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份。建
筑物作为城市一个组成部份，建筑物与灯光的结合，不单增强了建
筑物内在情感，同时令建筑物更具观赏性。

10:50 – 11:20

科技与建筑
 如何把数字科技与实际空间结合，打造智能建筑透过累积数据，
改善人们生活环境？
 如何利用IoT大趋势建立人与建筑物的新关系？
 传感器的尺寸缩小，已然是项趋势 ，建筑师对于「智能微尘」
的概念有哪些看法？未来能否用能按使用者的需求及性格，创
造一个量身订作、专属于个人生活空间？
艺术＋文化与建筑
 艺术与建筑，正可融为一体，负可极致冲突，可以分享你们看
法？
 艺术＋文化与建筑融合，如何锦上添花，为建筑创造一个全新
的语境和叙事？
 建筑帅如何透过跨文化、跨专业、跨媒体的合作，把艺术＋文
化与建筑融合？

演讲嘉宾

主持：
黄宜安女士
REARD全球地产设计大奖发起人
REARD地产设计网创始人
宋文鑫女士
湃昂国际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主任建筑设计师
张国威先生
源尚集团联合创始人、主持建筑师
张屹女士
华建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照明中心主任
顾冰先生
北京盖乐照明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皮伟先生
雷士照明工程赋能中心总经理兼户外照明总经理

未来
 对于未来建筑，有哪些想象空间?
11:20 – 11:35

城市自然共生体

宋文鑫女士
湃昂国际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主任建筑设计师

11:35 – 11:50

建筑概念与灯光美学的有机结合与案例思考

张国威先生
源尚集团联合创始人、主持建筑师

11:50 – 12:05

融合—建筑照明设计的发展趋势

顾冰先生
北京盖乐照明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8月4日
大会主论坛—照明新十年
设计新十年论坛—
城市建筑．照明未来
组委会：
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REARD 地产设计网、
广州照明设计师协会、
华建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阿拉丁全媒体、上海浦东智能照明联合会

时间

题目

演讲嘉宾

讨论环节：「正能量建筑」

主持：张屹女士
华建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照明中心主任

「正能量建筑」指建筑本身所生产的能源比其所消耗的更多。透过
不同的建筑技术，比方说一些能源转换系统，回归人本，以每一个
人的健康放在前列，把建筑物打造成「零耗建筑」，从而打造一个
宜居环境。

潘海迅先生
华建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筑二院副院长，总建筑师

正能量建筑与为人本的照明
 建筑与自然共生，如何与环境永续兼容且有利于居住者健康为
基本价值?
 以人为本照明设计，带来仿真自然光的疗愈系统，如何赋能建
筑体现健康宜居环境?
 建筑需要怎样的光，如何做到节制的而非过度的照明设计?

燕艳女士
华建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绿建中心主任

数字化未来
 建筑如何展现更强社交活力? 智能控制与物联网照明如何赋能
建筑切合当代人民沟通模式?

皮伟先生
雷士照明工程赋能中心总经理兼
户外照明总经理

12:35 – 12:50

给时光以设计—晋江市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

潘海迅先生
华建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建筑二院副院长，总建筑师

12:50 – 13:05

碳中和背景下的建筑节能减排设计路径

燕艳女士
华建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绿建中心主任

13:05 – 13:20

BIM与建筑照明设计的融合与展望

王万平先生
华建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数字中心副主任

13:20 – 13:35

光的真善美—浅谈照明设计的“共情”

张屹女士
华建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照明中心主任

12:05 – 12:35

王万平先生
华建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数字中心副主任

8月4日
大会主论坛—照明新十年
设计新十年论坛—
商业空间．照明未来
组委会：
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REARD 地产设计网、
广州照明设计师协会、阿拉丁全媒体、上海浦东智能照明联合会
时间

题目

演讲嘉宾

讨论环节：新零售空间：商业＋文化＋艺术＋科技融合

主持：
黄宜安女士
REARD全球地产设计大奖发起人 REARD地产设计网创始人

近年来强调以「消费者体验」为核心，结合数据与云端科技，整合在线线
下的「新零售」大肆崛起。「新零售」的概念打破了传统的零售思维，从
型态、营销、体验、科技发展出全新的销售策略。
 智能化新科技为新零售空间设计带来哪些新的可能性?
 在这个「新零售」浪潮之下，如何透过智能化新科技活化商业空间，
促进空间的多样性？
 沉浸式这三个字大家并不陌生，对于「沉浸式商城」及「沉浸式营销
量」发展有哪些看法？
13:35 – 14:10

体验．交流
 怎样才是成功的新零售空间? 空间体验与空户体验有什么关联？
 消费模式的转变，为零售空间带来什么转变? 从购物中心到综合体、全
渠道成为新常态、成为社区目的地？
 如何定义“体验”? 我们如何设计“体验”这回事？
 新零售战场是体验的战场，灯光与 VI 设计如何创造场景体验？
未来
 品牌 、空间、数字化与个性化将会是未来新零售空间大趋势, 可以分享
一下你们对未来新零售空间发展的有哪些关键词？
 未来的零售空间将如何发展？你对市场前景有何看法？

陈厚桥先生
广州市城壹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广州城投全资机构）总经
理
胡咏嘉女士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分院长
潘健泉先生
广州燕语堂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方方女士
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技术总监、第三设计所所长
潘东恒先生
广州照明设计师协会代表／广州并臻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黄磊先生
广东三雄极光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照明设计经理

14:10 – 14:25

大数据下新零售线下商业策划及设计逻辑

胡咏嘉女士
广东天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分院长

14:25 – 14:40

数字化赋能催生新零售艺术空间的思考

潘健泉先生
广州燕语堂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14:40 – 14:55

照明改变生活方式

方方女士
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技术总监 第三设计所所长

14:55 – 15:10

光与人—照亮还是体验？

曾国枝先生
广州照明设计师协会代表／
广州市冰烛照明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主持：
吴新星先生
广州照明设计师协会代表／广州市筑影建设工程设计有限公
司

15:10 – 15:45

新零售空间 : 文化摆脱．大胆．智能
网红打卡点愈来愈多，照明设计如何为我们带来一个独一无异的体验？配
合照明智能系统、技术及产品，大胆规划商业综合体的「光」，活化商业
中心，为商业空间带来额外价值。未来，数码化的浪潮之下，未来的商业
空间又会变成怎么样？
 新零售中心如何活化，如何摆脱单纯的展示作用，融入与客户交流互
动的元素？
 数字化转型如何协助照明设计师在场景中准确把握客户需求？
 未来零售空间如何摆脱只局限于互联网的设计维度，以多维场景为载
体，以人为核心去构建全链路多触点的体验？
 在未来新零售灯光设计，会有哪些更大想象空间？

张林先生
光语环境艺术设计（广东）有限公司创始人
黄建平先生
广东坤业照明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庄文蔚女士
广州热伙照明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杨陈毅先生
广州建盏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黄磊先生
广东三雄极光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照明设计经理
庄曈先生
生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市场总监

15:45 – 15:55

新商业场景的用光“智慧”

黄磊先生
广东三雄极光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照明设计经理

8月4日
大会主论坛—照明新十年
设计新十年论坛—
酒店空间．照明未来
组委会：
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REARD 地产设计网、
阿拉丁全媒体、上海浦东智能照明联合会

时间

题目

演讲嘉宾

讨论环节：酒店空间—品牌升级及空间体验全新构想

主持：
余显开先生
函润（国际）照明设计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

在后疫情时代之下，照明设计如何为酒店赋能升级，为住户带来独特的用户体验？
Ｚ世代对于旅游消费有更高的要求及标准，对酒店的服务追求礼貌、实时反馈等，
智能化的技术如何配合他们这样的一个「标准」，提升他们的入住体验？未来，
智能酒店系统将会成为大势？传统的酒店可以如何改造，引入智能元素，打造品
牌升级之道？
照明设计的角度，我们如何透过照明设计为大家带来眼前一亮的感觉以及独特的
住宿体验？智能照明系统又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的「体验」？

15:55 – 16:25

酒店空间：精＋简＋深＋创新
 对于未来酒店设计空间，会往哪个方向走 — “精＋简＋深 + 广” ?
 酒店投入与回报率、成本控制与建设效率，依然是业主最为关注的点，能够
提供建筑、景观、机电、灯光、室内设计等一体化服务的设计公司，会成为
未来业主投资的优先选择，对于未来一体化设计发展有哪些看法?
后疫情时代酒店重塑之道
 后疫情时，酒店设计该往哪里转型，方向在哪里？跨界延伸 ，加速扩张？
小而美？

“尊重自然，绿色健康设计”又将重新成为行业关注的热点，你们对这趋
势看法?
 疫情之后，健康生活方式将成为消费者关注的重点，对于康养型酒店如何把
融养生文化、身体调解、药食调理等于一体，令客人从身到心的全方位放松
与提升, 有哪些看法?

李良超先生
埂上设计设计总监／联合创始人
刘科先生
美的置业集团
产业发展事业部装配式内装创新研究院院长

照明厂商（中山市华艺灯饰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Z时代到来—体验、智能
 千禧一代已成前浪，Z时代到来，酒店业如何转型？
 未来酒店如何按照Z世代的“五感”审美？如何引入智能与用户的体验？
 智能酒店系统，会是未来趋势吗？如何引入智能元素？
16:25 – 16:40

网红精品酒店设计逻辑

李良超先生
埂上设计设计总监／联合创始人

16:40 – 16:55

光为空间赋值—融合

余显开先生
函润（国际）照明设计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

8月5日
大会主论坛—照明新十年
亚洲智能照明跨生态圈交流大会
组委会：
 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
 亚洲照明设计师协会（AALD）
 YGLS 广州仰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仰光传媒）
支持单位：
 上海浦东智能照明联合会
时间

题目

10:30 – 10:45

主办方致辞

演讲嘉宾

新商业空间体验
现今的商场不只是一个购物场所，是聚会、游览、娱乐等综合空间。做好购物中心的照明设计，可令顾客倍感舒适，流连忘返，同时营造独特愉快的体验，增加场内的消费。智能照明
系统，可以按商场的需求适时调节，有效节约成本，同时透过自动化能源管理，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

10:45 – 11:00

数字化管理销售，提高销售成绩
透过数字化管理，收集销售数据，掌握实时销售动态，打造智能营销策略。配合最新的
AR、VR 等不同技术，让顾客进行网上购物时候就有如亲临实体店铺一样，能与网上销
售专员及代表实时沟通，在线线下全方位销售方案。

任艳梅女士
新城控股夜景照明负责人

11:00 – 11:15

照明设计，提高商业空间格调
为消费者带来不一样的体验零售空间是一个体验空间，在互联网科技推动下，灯光智能
的互动设施，针对不同消费者的需要，细化照明设计，设计出满足不同类型消费者的灯
光，吸引了消费者的参与，留住脚步。

杨光先生
卓影照明设计设计总监、AALD高级会员

11:15 – 11:30

新零售新体验—万可自动化解决方案

周昊先生
万可电子（天津）有限公司照明行业总监

11:30 – 11:55

讨论环节 1 — 新商业空间（零售）

科技与设计 — 大胆还是保守？

光与人 — 照亮与体验？

如何设计体验？

从购物中心到综合体、全渠道成为新常态、成为社区目的地？

智能化新科技如何赋能商业空间？

沉浸式这三个字大家并不陌生，对于「沉浸式商城」及「沉浸式营销量」发展有哪
些看法？







任艳梅女士—新城控股夜景照明负责人
胡双喜先生—雅居乐集团景观设计负责人
徐清流先生—普莱思照明设计、AALD 高级会员
杨光先生—卓影照明设计设计总监、AALD 高级会员
雷士、华艺

11:55 – 12:15

讨论环节 2 — 新商业空间

如何结合文化＋艺术＋科技融合?

智能商业空间未来能全面普及吗？

商业综合体改造如何进行策划与运营？

未来的商业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商业综合体是否会取代传统商业街？







许信群先生—侨鑫集团地产事业部总裁
刘恒先生—绿地集团西北事业部负责人
岳存泽先生—高光照明设计所长、AALD 高级会员
余佩兰女士—清城同衡设计广州负责人、AALD 会员
雷士、生廸、万可

建筑空间 . 景观体验
透过高科技技术的导入，结合各类传感器的装置，赋予建筑物智能。智能照明藉由传感器所测量到的信息，调整灯具的灯光变化，调节至最佳照明。智能照明搭配不同的操作平台，对
灯具进行控制与操作，达到节能及降低成本的效果。照明作为建筑的一个主要耗能大户，透过智能照明系统，朝绿能、节能方向迈进。

12:15 – 12:30

新建筑空间体验—触摸人的内心
建筑对美的追求不仅是在于外表，内部空间影响了人身在其中的感受。建筑空间不只局
限于单一建筑物，而是一个建筑群，一个小区。透过良好的建筑设计及规划，将整个体
验空间发挥到最大，丰富人的体验。

胡双喜先生
雅居乐集团景观设计负责人

12:30 – 12:45

如何透过照明设计，为建筑空间体验加分？
透过照明设计及智能照明系统，透过设计的力量，以人的体验为出发点，加强人与建筑
空间的互动，塑造独一无异的建筑空间。

李胜辉先生
元色照明设计设计总监、AALD会员

12:45– 13:10

讨论环节—新建筑空间体验的未来
未来的建筑 —

如何与环境永续兼容？

如何有利于居住者健康？

如何与自然共生、共好？

如何颠覆我们对城市的想象？







许信群先生—侨鑫集团地产事业部总裁
任艳梅女士—新城控股夜景照明负责人
李胜辉先生—元色照明设计设计总监、AALD会员
叶成敏先生—华越设计光环境所所长、AALD 会员
朱剑修先生—中国美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院照明设计所、
AALD 高级会员

13:10 – 13:35

讨论环节—新建筑空间体验的未来

如何定义新建筑空间？

对于中国市场城市综合建设及基础建设 市场未来发展趋势有什么看法？

房地产商如何开启「地产 + 文化」发展新引擎?照明设计如何赋能？

对于未来可持续建筑发展看法？







胡双喜先生—雅居乐集团景观设计负责人
刘恒先生—绿地集团西北事业部负责人
余佩兰女士—清城同衡设计广州负责人、AALD 会员
叶成敏先生—华越设计光环境所所长、AALD 会员
郑婷女士—陕西雄森设计、AALD 高级会员

TBC
8月5日
大会主论坛—照明新十年
亚洲智能照明跨生态圈交流大会
组委会：
 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
 亚洲照明设计师协会（AALD）
 YGLS 广州仰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仰光传媒）
支持单位：
 上海浦东智能照明联合会
时间

题目

演讲嘉宾

新乐园（酒店）体验
沉浸式体验为我们提供华丽的展示效果和全方位的感官体验，让人专注在当前的环境之下，感到愉悦及满足。在主题乐园当中，透过演出及科技，刺激游乐者的五官，使游
客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加强体验。

13:35 – 13:50

全新乐园体验— 由乐园到主题酒店体验旅程
不同的游乐设施如何为入场观众带来沉浸式体验？智能化设备又如何助力乐园为入场观众
更投入于游乐设施当中，为大家带来更美好的体验？
新世代讲究体验，需求的转变如何影响酒店业的发展？
如何透过品牌升级、空间体验、智能服务，为顾客带来独一无异的「入住体验」？

冯磊先生
恒大童世界集团主题包装设计部总经理

13:50 – 14:05

主题公园照明设计
互动是主题乐园其中一个提升体验的元素，照明设计及智能照明系统如何增加观众与乐园
项目、观众与观众之间的互动性？

徐清流先生
普莱思照明设计、AALD 高级会员

14:05 – 14:30

讨论环节 1 —沉浸式体验主题乐园

如何打造沉浸式体验主题乐园？

乐园酒店如何设计给予客人新鲜感觉？

主题乐园酒店的生存状况是否也根据主题乐园的情况而共兴衰，未来机遇与挑战在何？

主题乐园酒店开发的成功条件是什么？








14:30 – 15:00

讨论环节 2 — Z时代到来—体验、智能

千禧一代已成前浪，Z时代到来，酒店业如何转型？

未来酒店如何按照Z世代的“五感”审美？如何引入智能与用户的体验？

智能酒店系统，会是未来趋势吗？如何引入智能元素？









冯磊先生—恒大童世界集团主题包装设计部总
经理
杨赟先生—现代建筑集团照明所所长、AALD
高级会员
李文—温州云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徐清流先生普莱思照明设计、AALD 高级会员
华艺、VS照明
冯磊先生—恒大童世界集团主题包装设计部总
经理
钟苏宁—富力地产集团副总工程师
彭林海先生—德国摩根智能家居曾任照明设计
总监、AALD 会员
李文—温州云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牛文颖—内蒙古恒隆照明、AALD 会员
谢昕—紫墨设计、AALD 会员
石瑶—温州设计集团照明所所长、AALD 会员
Alpha Lighting、艾拉物联

新家居体验
照明不止提供光源，更多的意义在于设计美学的结合，适当的灯光改变我们的生活，特别在疫情影响下改变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模式，我们花更多的时间留在家中，在家工作、
在家消费，居家照明如何带动全屋智能发展，建立更全面且独一无异的居家照明方案。

15:00 – 15:15

全屋智能，大势所趋
万物互联的时代当中，单一的智能家居系统已经不能够满足消费者全面智能化体验的要求。
用户十分看重全屋智能的安全性、实用性、质量感与系统性的需求，要真正做到全屋智能，
必需要从宏观规划时入手，让全屋智能产品提前接入，与家居环境融合。

郝玉龙
星河湾集团常务副总裁

15:15 – 15:30

全屋室内照明设计
每一个家都是独一无异的，如何在照明设计中加入创意及小心思，将全屋室内空间与人的
距离及情感拉近，加强人与空间之间的互动性及归属感，在「家」这个空间发现爱，感受
爱。

彭林海先生
德国摩根智能家居曾任照明设计总监、
AALD 会员

15:30 – 15:45

15:45 – 16:25

艾拉物联
讨论环节—未来家的可能性
生活融合 AI 未来 —

比人更细心的家？

更环保? 更节能？

由硬件转向服务?？
Z时世代需要家 —

共居模式？

个性化体验？








郝玉龙—星河湾集团常务副总裁
彭林海先生—德国摩根智能家居曾任照明设计
总监、AALD 会员
易胜—尚曦照明设计设计总监、AALD 高级会
员
倪斌—品冈照明设计总监、AALD 会员
马骏—玛特照明设计总监、AALD 会员
艾拉物联、三强照明

8月3日
分论坛 – 跨界．互联
智能照明跨界互联产业论坛
联合主办：
 上海浦东智能照明联合会
 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
时间

题目

演讲嘉宾

主持：代照亮先生—上海浦东智能照明联合会秘书长

10:00 – 10:30

签到
代照亮先生
上海浦东智能照明联合会秘书长

10:30 – 10:40

致辞
胡才勇先生
OLA联盟秘书长
上海浦东智能照明联合会 （SILA）与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智联协会（OLA联盟）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签约人：

代照亮先生—上海浦东智能照明联合会秘书长

胡才勇先生—OLA联盟秘书长
见证人：

黄峰博士—DALI CFG主席，昕诺飞标准和法规部首席专家

沈祥—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吴明—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王焕丽女士—信通院蓝牙技术专家、OLA联盟连接技术组副组长

王安先生—上海亚明照明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张金繁先生—腾讯云 IoT 产品负责人

SILA & OLA
《智能家居照明连接白皮书》发布仪式










《智能家居照明连接白皮书》宣贯

王焕丽女士
信通院蓝牙技术专家、OLA联盟连接技术组副组长

《雷士照明智能照明布局及发展》

季扬女士
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智能照明总经理

《全球化AIoT开发者平台助力智慧照明商业落地》

陈施洁先生
涂鸦智能高级照明产品经理

《智能照明与客户体验的创新》

周宁先生
广东三雄极光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总监

《共建AI照明生态 打造全新智慧生活》

王勇先生
阿里云 IoT 及天猫精灵照明业务负责人

《知你所想，懂你所需，TCL 智造未来生活》

黄瑞清先生
TCL 华瑞照明科技（惠州）有限公司照明产品总监

《创芯助力智造，用心成就伙伴》

李宁先生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副总经理

《小度全屋智能开放生态》

虞小伟先生
百度小度IoT平台部副总经理

《商业照明智能化的价值和趋势》

沈锦祥先生
生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

《智慧之光，品质生活》

郭钧先生
中山市华艺灯饰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商用事业部总经理

10:40 – 10:45

10:45 – 10:50

10:50 – 11:05

11:05 – 11:20

11:20 – 11:35

11:35 – 11:50

11:50 – 12:05

12:05 – 12:20

12:20 – 12:35

12:35 – 12:50

12:50 – 13:05

13:05 – 13:20

代照亮先生—上海浦东智能照明联合会秘书长
胡才勇先生—OLA联盟秘书长
黄峰博士—DALI CFG主席，昕诺飞标准和法规部首席专家
沈祥—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吴明—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王焕丽女士—信通院蓝牙技术专家、OLA联盟连接技术组副组长
王安先生—上海亚明照明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张金繁先生—腾讯云 IoT 产品负责人

8月3日
分论坛 – 跨界．互联
智能照明跨界互联产业论坛
联合主办：
 上海浦东智能照明联合会
 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

时间

题目

演讲嘉宾

主持：宿为民博士—SILA副会长昕诺飞亚太标准负责人
13:20 – 13:35

《小米 AIoT 的战略与互联开放》

李读里先生
小米 IoT 业务负责人

13:35 – 13:50

《无人化码头的智慧照明方案探讨》

王安先生
上海亚明照明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13:50 – 14:05

《腾讯连连无主灯智慧照明系统的商业化》

张金繁先生
腾讯云 IoT 产品负责人

14:05 – 14:20

《智连到智控》

徐维维先生
深圳市晶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软件市场总监

14:20 – 14:35

《PLC 照明系统方案推动产业升级》

徐敏馨女士
永林电子（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14:35 – 14:50

《超低成本 Fastcon 蓝牙助力智能照明》

刘宗孺博士
杭州博联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

14:50 – 15:05

《Zhaga：互联标准助力智慧照明》

黄峰博士
DALI CFG主席，
昕诺飞标准和法规部首席专家

15:05 – 15:20

《海令 PLC-BUS + Wireless 融合智能系统技术赋能照
明产业升级》

陈志林先生
海令科技 CEO

15:20 – 15:35

《萤石 IoT 开放平台助力探索行业新机会》

徐振华先生
杭州萤石网络有限公司 IoT 照明行业负责人

15:35 – 15:50

《论灯具在万物互联的重要角色》

彭国允先生
深圳市暗能量电源有限公司董事长

15:50– 16:05

《用智能照明打造超级全宅智能家居系统》

龙海祁先生
珠海雷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家居营销总监

16:05 – 16:20

蓝牙技术推动智能照明的发展

孙啸先生
蓝牙技术联盟亚太区
高级开发者关系经理

8月4日
分论坛 – 跨界．互联
智能照明创新企业论坛
联合主办：
 上海浦东智能照明联合会
 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

时间

题目

演讲嘉宾

主持：代照亮先生—上海浦东智能照明联合会秘书长
10:00 – 10:15

签到
雷士照明

10:15 – 10:30
10:30 – 10:45
10:45 – 11:00
11:00 – 11:15
11:15 – 11:30
11:30 – 11:45
11:45 – 12:00
12:00 – 12:15
12:15 – 12:30
12:30 – 12:45

《助力智慧光，共赢新未来》

薛国栋博士
值得看云技术有限公司CEO

《达伦携手HUAWEI HiLink,智慧照明让家更舒适》

刘文彬先生
江苏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国内销售负责人

《智慧教育健康照明应用探讨》

罗能云先生
广东智多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副总经理

《光，点亮你的智慧之家》

张军君先生
榜威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拥抱户外照明智控的2.0时代》

朱祥辉先生
上海朗骏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总监

《智能照明灯具解决方案及创新》

刘可平先生
中山市万聚照明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产品经理

《高密度小体积调光电源》

王兆坤先生
中山市驱驰电子有限公司产品总监

《照明企业如何快速构建专属的全球化私有云平台》

米雪龙先生
宁波小匠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CEO

《智能工厂照明解决方案：模块可插拔式智能工厂灯》

林子豪先生
红壹佰照明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8月4日
分论坛 – 跨界．互联
商用系统智能照明设计师高峰论坛
联合主办：
 上海浦东智能照明联合会
 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

时间

题目

演讲嘉宾

主持：杜军先生—复纬照明设计设计总监
13:10 – 13:25
13:25 – 13:30
13:30 – 13:50
13:50 – 14:10
14:10 – 14:30
14:30 – 14:50
14:50 – 15:10
15:10 – 15:30

15:30 – 17:00

签到
致辞

李志君先生
上海浦东智能照明联合会会长

《商用系统智能照明设计师指南整体宣贯》

袁樵博士
主编、复旦规划设计院副院长

《IoT物联时代的智慧商用照明设计与应用》

刘继武先生
副主编 涂鸦智能商用事业部总经理

《以智能技术提升室内空间的照明应用》

陆燕女士
副主编、昕诺飞大中华区专业照明细分市场总监

《观演建筑照明设计及智能化探讨》

杨秀博士
同济大学设计院设计总监

《办公照明智能化及设计探讨》

黄丽榕女士
欧司朗数字照明系统大中华区销售负责人

《城市更新中的室内照明设计及其控制》

张屹女士
华建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照明中心主任

什么样的智能化场景才是设计师最需要关注的？

沈涛先生—光研照明
季扬女士—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智能照明总经理
沈锦祥先生—生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
王安先生—上海亚明照明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徐敏馨女士—永林电子（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迪先生—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8月5日
分论坛 – 跨界．互联
涂鸦日

活动简介：
涂鸦智能（NYSE: TUYA）是全球领先的IoT云平台，连接品牌、OEM厂
商、开发者和连锁零售商的智能化需求，提供一站式人工智能物联网的
PaaS级解决方案。并且涵盖了硬件开发工具、全球云、智能商业平台开
发三方面，提供从技术到营销渠道的全面生态赋能，打造世界领先的IoT
云平台。
截至2021年3月31日，涂鸦IoT开发平台累计有超过32.4万注册开发者，
日语音AI交互超1.22亿次，每日设备请求次数840亿次，Powered by
Tuya赋能超31万设备SKUs，产品和服务覆盖超过220个国家和地区，辐
射全球超10万个线上和线下销售渠道。

8月5日
分论坛 – 跨界．互联
光与空间—智能与融合．遇见未来
主办单位：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Luce e design

时间

题目

演讲嘉宾

13:00 – 14:00

签到

14:00 – 14:05

主持人开场

14:05 – 14:35

艺术之光为空间赋能

林红女士
广州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14:35 – 15:05

寻找光的场景

许东亮先生
栋梁国际照明设计中心总经理

15:05 – 15:35

以质感的光影，引情感的共鸣

王岳先生
GODEN高敦国际照明设计创始人／设计总监

15:35 – 16:05

人行动线与建筑立面的光视觉关系

李奕霖女士
LDPi（中国分部）合伙人／总经理

16:05 – 17:00

互动讨论

8月3日
分论坛 – 健康．永续
动植物光照技术与生态链合作论坛
时间

题目

演讲嘉宾

主持：曾晓兰女士—深圳市照明与显示工程行业协会会长
10:00 – 11:00

嘉宾签到

11:00 – 11:10

领导致辞

11:10 – 16:40

16:40 – 17:00

(11:10 – 11:30) 畜牧光发展和未来光谱创新

翟劲峰先生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工业行业负责人

(11:30 – 11:50) 高性能LED器件在动植物照明中的应
用

康玉柱先生
上海三星半导体有限公司业务拓展经理

(11:50 – 12:10) 艾迈斯欧司朗植物照明LED最新产品
与技术进展

范镓女士
艾迈斯欧司朗＊半导体事业部市场经理

提升人工光植物工厂生产力的LED照明策略

刘文科先生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垂直农业LED电源的构建解决方案

邹超洋先生
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植物照明光源研究

王忆先生
五邑大学应用物理与材料学院院长

LED植物照明助理现代农业种植案例

杜萍女士
深圳同一方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光照与家禽健康养殖

陈聪女士
北京大学宽禁带半导体研究中心
高安研究院项目部部长

生物光照对集约化养殖场动物的影响

袁兰兰女士
深圳市福乐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15:40 – 16:00) 中科三安植物光谱技术及植物工厂产
业化

李阳先生
中科三安研究院副院长；
中科院植物所植物工厂研发中心主任

植物照明25强排名发布

*请注意：艾迈斯半导体品牌由ams AG拥有，欧司朗品牌由OSRAM GmbH拥有。 ams集团和欧司朗集团正在进行整合。
艾迈斯半导体品牌和欧司朗品牌的结合并不代表将出现一个新品牌，这仅是两家公司合力发展的视觉标志，代表了我们未来集团的愿景。
指导单位：
中国照明电器协会、中国半导体照明／LED产业与应用联盟、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冠名单位：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深圳市照明与显示工程行业协会
协办单位：深圳同一方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视觉与安全防护实验室、广东省照明电器协会、浙江省照明电器协会、江苏省照明电器协会、湖南省照明学会、
湖北省照明学会、山东省照明学会、江西省半导体照明产业联盟、天津市照明学会、厦门市照明学会、上海浦东智能照明联合会、
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

8月4日
分论坛 – 健康．永续
DALI：IoT 时代的
智能照明控制协议技术详解论坛
主办单位:
DALI联盟中国焦点组

时间

题目

演讲嘉宾

10:30 – 10:50

迈向IoT时代，DALI 联盟最新进展

黄峰博士
DALI CFG主席，昕诺飞标准和法规部首席专家

10:50 – 11:10

DALI 致胜之道 – 于无声处听惊雷

田劲先生
南京美加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11:10 – 11:30

DALI检测常见问题解析

赵柱博先生
上海时代之光照明电器检测有限公司
（国家电光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国家灯
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DALI联盟测试认证实验室资深测试工程师

11:30 – 11:45

DALI-2协议介绍和应用

曾世君女士
Zencontrol 产品经理

11:45 – 12:00

DALI-209-Tunable white工作之光、生活之光

张子良先生
欧司朗数字照明系统亚太区产品经理

12:00 - 12:15

D4i技术详解和应用

胡国勤先生
上海鸣志自动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LED驱动与控制产品经理

12:15 – 12:30

DALI-30x标准和智能照明、传感与健康

陈智峰先生
Helvar 技术经理

8月4日
分论坛 – 健康．永续
Mini& Micro LED
显示照明发展高峰论坛
时间

题目

演讲嘉宾

主持：蔡广超先生—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发光二极管显示应用分会副秘书长
13:00 – 13:20

嘉宾签到

13:20 – 13:30

领导致辞

唐国庆先生
中国照明学会半导体照明技术与运用专委会主任

13:30 – 13:45

LED显示行业新十年

洪震先生
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
发光二极管显示应用分会秘书长

硅基LED mini 超高清显示屏应用趋势

杨小东先生
晶能光电（江西）有限公司总监

Mini LED背光源芯片技术研究与展望

王江波先生
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首席技术官

LED显示封装产业化进展和未来趋势

郭恒先生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RGB超级事业部研发副部长

集成封装技术在Mini &Micro LED显示应用分析

杨涌先生
深圳市晶台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倒装LED COB引领超高清大尺寸超大尺寸显示的未来

汪洋先生
长春希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Mini LED商显在教育信息化2.0时代的机遇和挑战

吴振志先生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研究院院长

存量时代：夜间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路径初探

丘蔚
利亚德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16:30 – 16:50

沙发互动环节：LED行业新十年 — 新基建 新思路
主题：企业如何创新引领LED行业的下一个十年?

主持：蔡广超先生
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
发光二极管显示应用分会副秘书长

16:50 – 17:00

显示屏25强排名发布

13:45 – 16:30

指导单位：
中国半导体照明／LED产业与应用联盟、中国照明电器协会
联合主办：
深圳市照明与显示工程行业协会、惠州仲恺高新区LED品牌发展促进会、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
支持单位：
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发光二极管显示应用分会

8月5日
分论坛 – 健康．永续
非视觉照明技术与生态链合作论坛
时间

题目

演讲嘉宾

主持：钱可元先生—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教授
09:30 – 10:00

嘉宾签到

10:00 – 10:05

领导致辞
照明的非视觉生物效应及其实践意义

林燕丹女士
复旦大学教授

具有环保高效的深紫外LED光源在杀菌消毒产品中
的应用

尹以安女士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注重于非视觉感受的BIOLUX系统

成昱先生
朗德万斯中国首席技术整合官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非视觉健康光

郑天航先生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预研与技术开发部负责人

人因照明在非视觉效应中与人类的交互

吴森先生
首尔半导体株式会社市场与销售副总裁

基于光谱控制的健康照明及功能性照明研究

陈磊博士
旭宇光电（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紫外光在空气消毒方面的应用

王清娜女士
厦门光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12:10 – 12:30) 非视觉照明在农业领域的应用

朱磊先生
易美集团总监

10:05 – 13:00

指导单位：
中国照明电器协会、中国半导体照明/LED产业与应用联盟、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所
主办单位:
深圳市照明与显示工程行业协会
支持单位：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视觉与安全防护实验室、广东省照明电器协会、浙江省照明电器协会、江苏省照明电器协会、湖南省照明学会、
湖北省照明学会、山东省照明学会、江西省半导体照明产业联盟、天津市照明学会、厦门市照明学会、上海浦东智能照明联合会、
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

8月5日
分论坛 – 永续
教育照明光健康与生态链合作论坛
时间

题目

13:30 – 14:00

嘉宾签到

14:00 – 14:10

领导致辞

14:10 – 14:30

面向健康光照的光生物机理研与应用

蔡建奇先生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视觉健康与安全防护实验室主任、研究员

14:30 – 14:50

聚力共筑教育空间健康光环境

余志江先生
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商照事业部总监

教育照明的智能化方向

赵盼先生
深圳福凯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教育照明负责人

“健康之光”的理论基础

何开钧先生
厦门市LED促进中心高工

全球化IoT云平台助力智慧教育照明

刘继武先生
杭州涂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智能智慧商用照明事业部总经理

全球化IoT云平台助力智慧教育照明

刘继武先生
涂鸦智能智慧商用照明事业部总经理

教育照明中设计元素的运用

黄磊先生
广东三雄极光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照明设计经理

用科技让人人享受健康之光

吴育林先生
广东凯西欧光健康有限公司董事长

优质教育照明的防眩扩散光学方案

林伯祥先生
江西盛汇光学科技协同创新有限公司照明事业部经理

14:50 – 16:45

沙发会议（星光宝光电冠名）
主题：教育照明产业的发展前景
16:15 – 16:45

16:45 – 17:00

演讲嘉宾

主持：姚毅—深圳市照明与显示工程行业协会教育照明专业委员会主任
嘉宾：
 陈海波—广东省照明学会秘书长
 罗能云—广东智多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邵泽渝—深圳市拓享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杨冬—深圳市德明微电子有限公司（张飞电源）总经理
 刘项阁—上海顺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空间智能事业部总监
 蒋拥君—深圳市超频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教育照明项目总监
 孙坤—深圳市尚为照明有限公司教育照明总监

教育照明25强排名发布

指导单位：中国照明电器协会、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视觉与安全防护实验室
主办单位：深圳市照明与显示工程行业协会
冠名单位：张飞电源
协办单位： “光研究市场”微信公众号
支持单位：广东省照明学会、广东省照明电器协会、浙江省照明电器协会、江苏省照明电器协会、湖南省照明学会、湖北省照明学会、
山东省照明学会、江西省半导体照明产业联盟、天津市照明学会、厦门市照明学会、上海浦东智能照明联合会、
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

文旅夜游
生态发展论坛
（2.1馆）

主办单位：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阿拉丁全媒体
协办单位： 广州市照明建设管理中心
北京三色石设计院
北京锋尚煜景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夜游神联盟

2021

文旅夜游生态发展论坛（2.1馆）
8月3至5日

为促进中国文旅夜经济发展，构建产业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021文旅夜游生态发展论坛是照明及LED产业风向标——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的同期活动，
将联合业主、投资方、内容策划、方案设计、创新产品、工程施工、项目运营等7大领域，
以现场展示、灯光表演融合高端论坛，催生文旅融合的新业态，推动形成新的文旅照明产
业生态和数字化的新型供应链，诞生新的文旅发展商业模式，提质文旅产业的有效供给水
平，并开拓新的文旅产业发展空间。
本次论坛聚焦文旅融合发展大变局，从全产业链布局视角，多角度探讨文旅发展大势。论
坛将邀请市政监管单位、旅游项目业主、文旅开发业主、投资商代表、夜游策划/设计师、
新媒本艺术家、商业运营等领域大咖，现身说法，解答疑虑，整合行业优质资源，共同研
讨行业热点，盘点优秀案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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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时间

主题

8月3日

下午

文旅夜游时代灯光价值发展论坛

上午

中国红色旅游夜经济发展论坛—红色时光

下午

中国红色旅游夜经济发展论坛—红色城市
阿拉丁之夜暨首届光艺术展颁奖典礼（广州光亚大厦）

上午

城市主题文化景区夜游经济发展论坛

下午

灯光节与城市夜间经济发展论坛

8月4日

8月5日

文旅夜游生态发展论坛
8月3日
时间

主题

13:00-13:10

大会开幕致辞

13:10-13:30

从国演到常态化灯光演绎

13:30-13:50

因地而异，因物而制—夜游灯光案例

13:50-14:10

重构园林景观照明

2021

主讲人
柳正香先生
广州阿拉丁物联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雪晨先生
北京锋尚煜景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涛先生
上海指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皮伟先生
雷士照明工程赋能中心总经理兼户外照明总经理
嘉宾代表：

14:10-14:40



王雪晨先生 — 北京锋尚煜景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领袖对话：



李涛先生 — 上海指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文旅夜游时代，光影秀的商业魅力



皮伟先生 — 雷士照明工程赋能中心总经理兼户外照明总
经理

文
旅
夜
游
时
代
灯
光
价
值
发
展
论
坛



14:40-15:00

肖志坤先生 — 百汇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文旅夜游生态的内核价值及时代传播——

饶隽先生

以地标性文旅项目为例

长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CEO／资深策划人

15:00-15:20

智慧物联 云控天下—EXC-ECCP4.0智慧云控平台

15:20-15:40

沉浸、互动、参与式文旅项目的研发探索

李超先生
深圳爱克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能研究院研发总监
彭妙颜教授
硕士生导师／广州大学广东中南声像灯光设计研究院院长／
广州大学新媒体艺术与虚拟仿真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陈阵先生

15:40-15:55

文旅夜环境新思考

巴可伟视（北京）电子有限公司香港总经理、大中华区专业
影像销售副总监

15:55-16:10

文旅照明——
夜间智慧灯光在夜间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

阮吉锋先生
阮氏灯光秀创始人／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浙江）光环境设
计研究所所长

嘉宾代表：


彭妙颜女士 — 教授、硕士生导师／广州大学广东中南声
像灯光设计研究院院长／广州大学新媒体艺术与虚拟仿真
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领袖对话：
16:10-16:40

文旅夜游时代，光影秀的文化价值



饶隽先生 — 长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CEO 资深策划人



李超先生 — 深圳爱克莱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研究院研发总监



余晓峰先生 — 杭州硅能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阮吉锋先生 — 阮氏灯光秀创始人／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浙江）光环境设计研究所所长



陈阵先生 — 巴可伟视（北京）电子有限公司香港总经理、
大中华区专业影像销售副总监

文旅夜游生态发展论坛
8月4日

2021
**活动主题及议程截至2021年7月8日

红
色
旅
游
夜
经
济
发
展
论
坛

红
色
时
光

时间

主题

主讲人

09:30 – 10:00

签到

10:00 – 10:10

领导致辞

10:10 – 10:30

旅游演艺，讲好中国故事

10:30 – 10:50

夜游氛围营造

10:50 – 11:10

夜游中的水互动体验设计

11:10 – 11:30

《飞夺泸定桥》演艺策划设计

主办方领导
协办方领导
贶韬先生
北京中视巅峰光影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马骏先生
深圳玛特照明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创始人、设计总监
杨富忠先生
旅盟科技负责人／中腾光影科技总经理
汪甲先生
东方女儿国文旅董事长


李骏良先生 — 苏州市城市照明工程公司副总经理



贶韬先生 — 北京中视巅峰光影科技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11:30 – 12:00

领袖对话：



汪甲先生 — 东方女儿国文旅董事长

灯光如何表达和传播红色精神？



马骏先生 — 深圳玛特照明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创始
人、设计总监



杨富忠先生—旅盟科技负责人／中腾光影科技总经
理

红
色
旅
游
夜
经
济
发
展
论
坛

13:00 – 13:30

签到

参会代表

14:00 – 14:10

领导致辞

主办方领导

14:10 – 14;30

全景沉浸式夜游策划设计

14:30 – 14:50

邵彬先生
三色石设计院院长

文旅夜游——如何通过文旅夜游激活城市魅力

赵志强先生

（拟）

中雅旅游策划机构创始人／夜游经济研究院院长

14:50 – 15:10

延安红色夜景规划思考

15:10 – 15:30

网红文旅夜游的发展趋势

汪幼江先生
上海同音照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蒋蓉女士

红
色
城
市

知学景点学院院长／
杭州彬林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

领袖对话：
1.

当前红色旅游市场有什么特点、变化和趋势？

2.

当前中国旅游夜间经济应用项目落地情况如
何？

3.
15:30 – 16:10

夜经济将会给红色旅游行业带来哪些变革和
发展？

4.

如何看待夜经济与文化、旅游、商业等领域
的的生态融合现状？未来各领域应如何通力
合作？

5.

在您看来，红色旅游夜经济业务的定位和模
式将在未来发生什么变化？



邵彬先生 — 三色石设计院院长



汪幼江先生 — 上海同音照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



赵志强先生 — 中雅旅游策划机构创始人／夜游经
济研究院院长



蒋蓉女士 — 知学景点学院院长／杭州彬林文化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



高科明先生 — 安徽普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文旅夜游生态发展论坛
8月5日

2021
**活动主题及议程截至2021年7月8日

城
市
主
题
文
化
景
区

夜
游
经
济
发
展
论
坛

时间

主题

主讲人

10:00 – 10:10

领导致辞

主办方代表

10:10 – 10:30

夜游如何重塑主题景区照明的空间布局？（拟）

10:30 – 10:50

古建筑照明在主题文化景区夜游时代的角色

11:50 – 11:10

文化夜游的时尚主义与消费构建

11:10 – 11:30

文创视显赋能夜游经济

熊清华先生
广东耀旭照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谟胜先生
江苏品正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江海阳先生
夜游神文旅产业联盟联合创始人
刘俊先生
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市场中心总经理／
景观照明事业群总经理

11:30 – 11:50

历史文化街区的活化迭代（拟）

陆国强先生
第一太平戴维斯中国南区项目及开发顾问部董事


熊清华先生 — 广东耀旭照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总
经理

领袖对话：
11:50 – 12:20

历史文化街区焕新助力“夜经
济”发展



陆国强先生 — 第一太平戴维斯中国南区项目及开
发顾问部董事



江海阳先生 — 夜游神文旅产业联盟联合创始人



徐伟先生 — 四川省照明电器协会设计专委会执行
会长/四川省原朗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灯
光
节
与
城
市
夜
间
经
济
发
展
论
坛

14:00 – 14:10

领导致辞

14:10 – 14:30

里昂灯光节对城市夜间经济发展的启示

14:30 – 14:50

广州国际灯光节的现状与发展思考

杨谟胜先生 — 江苏品正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主办方代表
克莱蒙先生
艺泰文化发展（广州）有限公司 艺术总监
丘玉蓉女士
广州市照明中心总工程师
高翔先生

14:50 – 15:10

音乐与灯光的融合

广州流行音乐协会主席／
广东省流协副主席／作曲家

15:10 – 15:30

灯光技术创意在灯光节中角色

15:30 – 15:50

让艺术成为日常—深圳光影艺术季的新意

15:50 – 16:10

徐小荣先生
勇电照明北京公司总经理
吴春海先生
深圳照明管理中心高级工程师

城市景观照明的艺术质量—

谢渝熙先生

舞台灯光设计在城市景观照明中的运用

上海舞台技术研究所 首席灯光设计（拟）


克莱蒙先生 — 艺泰文化发展（广州）有限公司 艺
术总监

16:10 – 16:40

尖锋对话：如何打造和运营城市主题性灯光活动？



丘玉蓉女士 — 广州市照明中心总工程师



吴春海先生 — 深圳照明管理中心高级工程师



高翔先生 — 广州流行音乐协会主席／广东省流协
副主席／作曲家



谢渝熙先生 — 上海舞台技术研究所首席灯光设计



徐小荣先生 — 勇电照明北京公司总经理



黄沛凌女士 — 广州市锐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广
州国际灯光节总制作人

2021
全国照明设计师专场活动
「设计的力量」

2021照明行业数字化转型趋势论坛
2021跨境照明生态赋能论坛
2021年8月３至5日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A区 3.1馆
展位号：3.1 A42

3/8
专业匠心、精雕细琢
合作单位：四川省照明电器协会照明设计专业委员会
时间

主题

主讲人

10:00 – 10:10

主持人介绍活动情况和演讲嘉宾

10:10 – 11:00

紧跟时代发展的设计思想

龚剑

11:00 – 11:30

宏观到微观-建筑照明设计的实践探究

孙浩

11;30 – 12:00

设计赋能城市更新-城市空间全要素新型基础
设施

杨杰

12:00 – 12:30

疯传

田启瀚

广东省照明电器产品医院义诊义宣
合作单位：广东省照明学会／广东省光环境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时间

主题

主讲人

14:00 – 14:10

领导发言

李荣超

14:10 – 14:40

照明行业质量分析报告

邓之鹤

14:40 – 15:10

广东省照明电器产品医院阶段性成果分析

陈海波

15:10 – 15:40

领跑者标准

李志珂

15:40 – 15:50

检测成果案例视频或现场演示复杂检测关键
环节

15:50 – 17:00

专家现场义诊（9日坐诊专家义诊范围）

4/8
光无限
合作单位：广州照明设计行业协会
时间

主题

主讲人

10:00 – 10:10

主持人开场

庄文蔚

10:10 – 10:40

全息技术与建筑投影
《日本光影夜游》

莫永安

10:40 – 11:10

数字新媒体

盛燕明

11:10 – 11:40

云台山文旅项目

吴新星

11:40 – 12:10

景观类项目

王嫣芸

健康智能灯光设计未来探索
合作单位：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照明电气委员会、汉信传媒
时间

主题

主讲人

14:00 – 14:30

灯光设计将成为灯具从业者的必备技能

张新伟

14:30 – 15:00

LED健康光源的应用

王忆

15:00 – 15:30

照明设计团队运营与发展

曲伟天

15:30 – 16:00

照明设计赋能企业经营

苑宏伟

16:00 – 16:30

设计师对话

16:30 – 16:50

颁发照明委全国服务站主任聘书

16:50 – 17:00

颁发特聘讲师聘书

17:00 – 17:20

“匠心奖”评选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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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照明行业数字化转型趋势论坛
合作单位：阿拉丁网上照明展览会
时间

主题

主讲人

10:00 – 10:30

产业数字化趋势下，照明企业网上参展解决
方案

柳正香先生
广州阿拉丁物联网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总经理

10:30 – 11:00

实体店实现数字化转型，必须做好的三件事

郭云平
实战派营销专家

11:10 – 11:30

从场景和技术角度，探索企业直播“新玩法”

周鑫
广州易方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联合创始人

11:30 – 12:00

经验分享：——品牌照企如何做好短视频？

刘志敏
惠州市智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创始人、培训师

2021跨境照明生态赋能论坛
合作单位：阿拉丁国际站
时间

主题

主讲人

13:30-13:35

大会致辞／平台介绍

吴婕女士
光亚会展集团董事长助理
阿拉丁国际站Lightstrade总经理

13:40-14:10

传统外贸转型

邓龙鋆先生（Leo）
雨果跨境 VP

14:15-14:45

聚焦灯具行业，如何运用谷歌营销解决方案
进行增长突破

Lydia 女士
Google大中华地区代理商
管理部渠道总监

14:50-15:20

B2B行业 . 外贸破局指南

王志龙先生（Simon）
易海创腾总经理

15:25-15:55

跨境电商月销百万实战分享

刘帅先生
美赞拓总经理

16:00-16:30

寻找蓝海机遇，全球跨境电商市场透析

潘建岳先生（Allan Pan）
洋葱集团 CMO

16:35-17:05

银行跨境金融服务产品介绍

建设银行代表

17:10-17:20

观众有奖提问

2021阿拉丁神灯奖
颁奖盛典暨2021阿拉丁论坛
照明新未来：融合．共生
2021年8月3至5日
B区８号会议室
8月3日
8月4日

8月5日

下午

2021阿拉丁神灯奖颁奖盛典

上午

「光·智能」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下午

「光·健康」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上午

未来照明发展高峰论坛—「智慧园区照明」

下午

未来照明发展高峰论坛—「绿色·低碳·智慧城市」

2021阿拉丁神灯奖颁奖盛典：
主持：沈茹—江苏省照明电器协会秘书长
颁奖环节主持：马漩铃 广州阿拉丁物联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供应链采购管理总监/总经理助
理
12:30 – 12:50
簽到
12:50-13:00
主办方致辞
潘文波博士—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光亚会展集团创办人、董事长
13:00 – 13:30
“双碳”背景下的“智慧照明”任重道远
王海波先生—南京工业大学教授、中国照明电器协会监事长、江苏省照明学会理事长
13:30 – 13:50
5G智慧灯杆供配电与管理整体解决方案
陈浩先生—深圳茂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13:50 – 14:10
荣耀时刻：2021阿拉丁神灯奖-技术奖名单公布与颁奖
获奖企业
14:10 – 14:30
荣耀时刻：2021阿拉丁神灯奖-创新融合奖—智能照明百强企业名单公布与颁奖
获奖企业
14:30 – 14:50
荣耀时刻：2021阿拉丁神灯奖-设计曙光奖名单公布与颁奖
获奖企业
14:50 – 15:20
从阿拉丁神灯奖看中国照明工程的发展趋势
韩明清先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援（城市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后
15:20 – 15:40
照明产品创新与应用效果分析（拟）
杨谟胜先生—江苏品正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15:40 – 16:00
STB-保姆式全过程服务
卿喆先生—雅江光电文旅景观照明事业部总监
16:00 – 16:20
荣耀时刻：
2021阿拉丁神灯奖-创新融合奖
——雅江创意照明奖名单公布与颁奖
获奖代表
16:20 – 16:40
荣耀时刻：2021阿拉丁神灯奖-产品奖名单公布与颁奖
获奖企业
16:40 – 17:00
荣耀时刻：2021阿拉丁神灯奖-工程奖名单公布与颁奖
获奖企业
17:00 – 17:10
全体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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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智能」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主持：张哲纲博士—资深照明电气及智能控制行业专家／一级注册照明设计师
09:55 – 10:00
主办方致辞
柳正香先生
广州阿拉丁物联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10:00 – 10:30
中国照明行业发展情况及智能照明展望
温其东先生
中国照明电器协会副秘书长
10:30 – 10:50
多维度智能助力照明出圈
黄熙先生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智能产品专家
10:50 – 11:10
最新智能照明手段与技术应用
企业代表
11:10 – 11:30
智能照明时代的户外LED电源应用趋势
浦敏先生
苏州纽克斯电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11:30 – 12:00
商业光环境的智能化需求
戴宏女士
Francis Krahe & Associates Inc 中国区负责人
12:00 – 12:30
高端对话：智能照明真需求 VS 伪需求之辩
1. 当前智慧照明市场有什么特点、变化和趋势？
2. 当前中国智慧照明应用场景落地情况如何？ 当前市场中，哪些智能是伪需求？哪些智能
是真需求？
3. 在您看来，照明业务的定位和模式将在未来发生什么变化？
研讨嘉宾：

温其东先生—中国照明电器协会副秘书长

黄熙先生—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智能产品专家

浦敏先生—苏州纽克斯电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戴宏女士—Francis Krahe & Associates Inc 中国区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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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健康」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13:30 – 13:50
满足青少年视觉健康的照明要求
马军教授/博导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所长
13:50 – 14:10
下一代照明风口已来，可以杀菌的照明灯
欧阳晨义先生—深圳市钰创合成光电技术有限公司59秒品牌创始人
14:10 – 14:30
健康照明，我们用行动诠释
成昱先生—朗德万斯中国首席技术整合官
14:30 – 14:50
基于核壳结构的光环境空间净化材料的研究及其在照明领域的应用
王晟教授—浙江枫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首席专家
14:50 – 15:10
“未来教室”节律健康光环境的营造
丁文超女士—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预研技术专家
15:10 – 15:30
教室健康照明技术创新方向的探讨
何开钧先生—厦门市照明学会 名誉理事长/教授级高工
15:30 – 16:50
教育白板的视觉健康思考
黄卫东博士—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显示与视觉健康创新分会秘书长
16:50 – 16:10
健康教育“光”环境整体打造
任艳女士—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教育行业产品线负责人
16:10 – 16:30
日间动态光照明对人体生物效应的影响研究
林燕丹女士—复旦大学光源与照明工程 教授、博导
16:30 – 16:50
儿童青少年健康光环境综合指导意见 2.0 启动
许楠先生—中科院建筑设计研究院光环境设计研究所所长
16:50 – 17:20
高端对话：
1. 如何打造教室健康光环境
2. 如何打造办公空间健康光环境
3. 室内光环境当务之急与未来趋势
4. 关于青少年健康指导意见2.0，有什么期待？
主持：许楠先生—中科院建筑设计研究院光环境设计研究所所长
对话嘉宾：
 马军教授/博导—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所长
 欧阳晨义先生—深圳市钰创合成光电技术有限公司59秒品牌创始人
 成昱先生—朗德万斯中国首席技术整合官
 王晟教授—浙江枫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首席专家
 丁文超女士—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预研技术专家
 何开钧先生—厦门市照明学会 名誉理事长/教授级高工
 黄卫东博士—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显示与视觉健康创新分会秘书长
 任艳女士—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教育行业产品线负责人
 林燕丹女士—复旦大学光源与照明工程 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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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照明发展高峰论坛 —「智慧园区照明」：
09:55 – 10:00
主办方致辞
陈玉钊先生—广州阿拉丁物联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 – 10:30
智慧灯杆及照明产业集群园区建设
张军朝先生—山西省照明协会 会长
10:30 – 11:00
科技赋予园区智慧化
李道政先生—华为全球政府业务部解决方案总监
11:00 – 11:20
杆联网赋能园区智慧化
王诚先生—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智慧城市专家
11:20 – 11:50
LED道路照明最新技术与标准研究进展
赵海天先生—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深圳市LED照明设计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主任
11:50 – 12:30
智者论：
如何发展园区智能灯杆运营模式
1. 5G微基站是否会落在智慧灯杆身上？
2. 智慧园区照明项目有哪些坑？哪些机会？
3. 园区智慧灯杆建设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
4. 园区智慧灯杆最后的投资收益源于哪些方面？
特邀嘉宾：
 张军朝先生—山西省照明协会 会长
 李道政先生—华为全球政府业务部解决方案总监
 王诚先生—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智慧城市专家
 赵海天先生—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步祥先生—江苏承煦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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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照明发展高峰论坛 —「绿色·低碳·智慧城市」：
主持：何检先生—河东科技HDL CEO
<<智慧城市，智慧建筑>>
13:55 – 14:00
嘉宾致辞
岳浩先生
广东智能城市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广东省云计算应用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14:00 – 14:30
未来建筑发展趋势及对照明发展的建议
高培峻博士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绿色智慧建筑与绿色智慧城市专业委员会（筹备），秘书长/高工
14:30 – 14:50
智慧联网照明解决方案
李华斌先生
台达集团照明解决方案事业部产品总监
14:50 – 15:20
低碳建筑照明的设计思考
扈靖女士
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照明所设计总监
15:20 – 15:40
绿色智慧建筑的的照明设计要素
张井卫先生—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景观照明院院长
<<智慧城市，车路协同>>
15:40 – 16:40
智慧城市中智慧灯杆与车路协同创新与融合
待邀
16:40 – 17:10
智者论：如何建设高度集成的智慧城市生态系统
讨论嘉宾：
 高培峻博士—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绿色智慧建筑与绿色智慧城市专业委员会（筹备），秘书
长/高工
 李华斌先生—台达集团照明解决方案事业部产品总监
 扈靖女士—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照明所设计总监
 张井卫先生—上海交通大学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景观照明院院长
17:10 – 17:30
生态合作：参观展位 &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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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中国光品质照明论坛—
智能物联助力光品质提升
2021年8月3日（13:30 – 17:30）
B区1号会议室

主持：
张剑霖先生
中国照明电器协会智慧路灯专委会副秘书长、
照明全媒体总编辑
13:50 – 14:00
开幕致辞
 王卓女士—中国照明电器协会秘书长
 孙新涛先生—涂鸦智能副总裁
14:00 – 14:40
智能照明控制与光品质
李炳华先生—悉地国际建筑设计公司电气总工
14:40 – 15:10
全球化AIoT平台助力智慧照明商业落地
孔令群先生—涂鸦智能华南区副总经理
15:10 – 15:50
交通建筑绿色照明技术探讨
钟世权先生—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第三机电设计研究所副所长
15:50 – 16:20
雷士照明新品牌战略
李海波先生—雷士照明市场营销副总裁
16:20 – 17:00
智能物联提升光品质方向的探讨
何开钧先生—厦门LED产业促进中心教授
17:00 – 17:10
闭幕致辞
王卓女士—中国照明电器协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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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让文旅与夜游生活更美好
2021年8月4日（10:00 – 12:30）
B区1号会议室

4/8
随着光亚8月4号临近，越来越多的全国照明工作人员汇集广州，而灯光帮全国巡演广州站的活
动：“灯光让城市与文旅夜游生活更美好”暨举办全国悦设计与灯光帮粉丝见面会，邀请全国
各地的设计 工程，厂家 业主等，结合线上与线下分享嘉宾参加本次活动，本次活动免费参加，
以公益大讲堂方式会邀请上海 深圳 北京 福建 陕西 广州等分享与互动。话题会围绕文旅夜游 城
市灯光，商业地产等，内容比较丰富。期待大家的到来！
时间

题目

演讲嘉宾

10:00 – 10:30

光明之处，心之所归—
云州郡案例分享

方方女士
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光环境院
技术总监第三设计所所长

文化夜游的消费主义与构建

韩宏山先生
夜游神文旅产业联盟联合创始人

10:30 – 11:00

11:00 – 11:30

11:30 – 12:00
12:00 – 12:30

夜游灯光那点事儿

田致铭先生
 极光文旅夜游事务所创始人／艺术总监
 国家一级照明设计师

文旅地产的照明故事

袁振先生
颐可光照明设计（上海）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设计总监

互动环节

徐清流先生
 深圳普莱思照明设计顾问有限责任公司设计创意总监
谭冬粮先生
 国家一级照明设计师
 深圳市尚成照明设计技术顾问有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
王玉鹏先生
 加恩国际（北京）照明设计有限公司设计负责人
王岳先生
 GODEN高敦国际照明设计创始人／设计总监
曲伟天先生
 光匙照明设计设计总监
郑婷女士
 亚洲照明设计师协会资深会员
 陕西半导体协会照明事业部部长
贺电先生
 深圳市火石照明设计院有限公司总经理
许锋兵先生
 深圳言吾灯光设计设计总监

智慧农业照明创新论坛
2021年8月4日（14:00 – 17:00）
B区1号会议室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支持单位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无锡立德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农业照明网）

SGS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照明电器协会

中国照明电器协会农业照明专业委员会

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
智慧植物工厂创新工作办公室

中国照明电器协会人才培训工作委员会

深圳市同一方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优特电源有限公司

13:00 – 14:00
签到
14:00 – 14:05
嘉宾致辞
温其东先生—中国照明电器协会副秘书长
14:05 – 14:10
院士致辞
杨其长先生—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14:10-14:35
发光材料在LED植物照明中的应用
王森先生—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14:35 – 15:00
智慧农业-LED植物照明驱动电源的机遇与挑战
邹超洋先生—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5:00 – 15:25
海外医用大麻市场及对农业照明的需求
周华方博士—爱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和首席科学家
15:25 – 15:50
植物生长灯的欧美认证要求
张燕辉先生—SGS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消费电子产品事业部北美认证经理
15:50 – 16:15
植物照明研究新进展
刘厚诚先生—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

16:15 – 16:40
LED植物光照助力现代农业种植发展
魏仕权先生—深圳市同一方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营销总经理
16:40 – 17:00
园艺领域光辐射应用国际标准技术研究进展
张伟女士—国家电光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副主任
17:00 – 17:20
农业照明的市场和技术最新动态
洪兵先生—中国照明电器协会农业照明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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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中国生物光照技术研讨会
2021年8月5日（11:30 – 18:00）
B区1号会议室
独家冠名：东莞市立德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深圳市设施农业行业协会、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钻石赞助：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莎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福乐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大连海洋大学、湖南农业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山西农业大学、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承办单位：深圳市设施农业行业协会、深圳市深光联检测有限公司

第一环节：高附加值植物光照
主持：童玉珍先生—北京大学东莞光电研究院院长
11:30 – 11:40
深农协技术平台的构建与发展
许东先生—深圳市设施农业行业协会会长
11:40 – 12:05
中国智造 植物照明市场引领者
陈小燕先生—深农协首席专家/立德达光电技术总监
12:05 – 12:30
设施栽培条件下中药材代谢的光调控机理研究
曾建国先生—湖南农业大学著名中草药种植提纯专家
周智先生—湖南农业大学著名生物光照研究专家
12:30 – 12:55
植物工厂的LED光照环境调控技术进展
贺冬仙女士—中国农业大学著名植物工厂专家
12:55 – 13:20
智能设施种植工业大麻的探索
王玉富先生—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著名麻类研究专家
13:20 – 13:45
西红柿日光温室秋冬茬高产高质高效栽培技术集成与应用
李灵芝女士—山西农业大学著名西红柿种植专家
13:45 – 14:10
打造数字化植物光照领导者
李奇先生—Fluence by Osram亚太地区应用技术负责人

14:10 – 14:35
农业新兴战略产业—植物工厂及其植物生产专用光配方
李绍华先生—福建省中科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14:35 – 15:00
智慧农业-LED植物照明驱动电源的机遇与挑战
邹超洋先生—深圳市崧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5:00 – 15:20
国星生物光学封装技术，助力农业4.0高质量发展
叶云先生—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事业部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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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环节：家禽畜牧渔业光照
主持：李本亮博士—
国家半导体光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15:20 – 15:45
LED对水生生物生长发育影响的研究与应用
刘鹰先生—大连海洋大学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院长
15:45 – 16:05
牛舍中的光照效应
刘建桃先生—深圳市莎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6:05 – 16:30
家禽畜牧光照与免疫之间的关系
陈耀星先生—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教授
16:30 – 16:50
生物光照在集约化养殖场的运用
劉芳榮—深圳市福乐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第三环节：农协标准表彰与启动
主持：李钶—深圳市设施农业行业协会执行会长
17:10 – 18:00
 标准表彰:《植物人工辐射源光谱参数规范》《人工光型植物工厂建
设规范》《家禽饲养光照技术规范》《猪舍光照技术规范》《牛舍
光照技术规范》5个标准表彰会


标准启动仪式：《工业大麻光谱技术规范 》



2021年深农协首席专家授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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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届亚洲照明艺术论坛
2021年8月3至4日
B区2号会议室
**活动主题及议程截至2021年7月13日

13:00 – 13:15
（拟）新书赠送仪式
同济大学郝洛西教授
光与设计专场：
主持人拟定： 景照明合伙人、AALD 会员何伟杰
13:20 – 14:20
照明设计
王凯先生—
碧
甫照明设计董事及上海办公室总经理
14:25 – 15:25
无界之光的设计
徐清流先生—
普莱思国际咨询（香港）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亚洲照明设计师协会（AALD）高级会员
15:25 – 15:40
讨论环节
光与艺术专场：
主持人拟定： AALD 常务理事许东亮
16:00-17:00
融合与创新
洪荣满先生—
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7:05 – 18:05
公共艺术的互动性
沈少民先生—
当代艺术家、
深圳大学本原设计研究中心公共艺术研究所主任
18:05 – 18:20
讨论环节

3/8

光与空间专场：
主持人拟定： AALD 高级会员、南京联络人石海啸
09:50 – 10:50
理性 & 游戏—寻找希望
柏万军先生—
北京八番竹照明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国际照明设计师协会（IALD）会员
11:00 – 12:00
光与空间
胡国剑先生—
RDI 瑞国际照明设计公司设计总监、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工学博士、
亚洲照明设计师协会（AALD）高级会员
12:00 – 12:15
互动环节
用光共创价值专场：
主持人拟定： AALD 主席严永红
14:30 – 15:30
夜间经济的发展路线
王雪晨先生—
高级舞台灯光师、
一级项目经理（舞台）、
北京锋尚煜景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北京锋尚世纪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15:35 – 16:35
用光共创价值
荣浩磊先生—
北京清控人居光电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长、
北京清城同衡照明设计院有限公司院长、
清华建筑学院建筑学学士、建筑技术科学博士、
亚洲照明设计师协会（AALD）常务理事
16:40 – 17:00
讨论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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