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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动简介 

 前言 

 

极致的用户体验，使苹果走向强大；互联网营销模式，让小米能叫板传统电器大腕；

移动互联网技术，成就了微信社交移动平台的走红„„然而回望照明行业，LED固态光源的

应用，无疑是上一个照明行业的重要革新点。而目前产能过剩、市场混乱之际，下一个革新

点会是技术的突破？新商业模式的颠覆？还是跨界融合与创新？ 

阿拉丁全媒体通过 2015上海照明国际照明展整合各方资源，打造“2015阿拉丁照明论

坛•上海”，汇聚全球照明精英，共同探索照明行业的下一个风口。 

 

 主办单位：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广州阿拉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阿拉丁全媒体） 

 

南网光亚照明研究院 

 

 日程总览： 

 

论坛议程 

时时间间  会会议议室室  时时间间  场场次次说说明明  

9 月 23 日下午 N2 馆 C28 13:30-17:00 
设计峰会 

控制的艺术 

9 月 24 日全天 N2 馆 C28 09:00-17:00 
技术峰会 

智能化方向与新技术探讨 

9 月 24 日下午 N2 馆 JO1 13:30-17:00 
渠道峰会 

后渠道时代：新型商企关系的构建 

 

  赞助单位： 

 

一级赞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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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赞助商： 

  

注：以上同等赞助级别企业机构排名不分先后，仅为列明之用，主办方保留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合作媒体：（共 19家） 

搜狐 

http://home.focus.cn/news/2015-09-24/438538.html 

 

凤凰网 

http://gz.ifeng.com/dichanmingren/detail_2015_09/24/4383698_0.shtml 

 

新浪家居 

http://jiaju.sina.com.cn/news/20150924/6052643144590492078.shtml 

 

网易 

http://home.163.com/15/0924/10/B497OOE900104JIB.html 

   

腾讯家居 

http://www.jia360.com/syzx/Article//20150924/1443085570297.html 

   

美通社 

http://www.prnasia.com/p/lightnews-1-63-10992.shtml 

 

慧聪网 

http://info.ledp.hc360.com/2015/09/241928164541.shtml 

 

科技传媒网 

http://www.itmsc.cn/archives/view-91911-1.html 

   

中国产经网 

http://www.ce-idc.com/a/chanyecaijing/LED_chanye/20150924/13036.html 

   

中国照明产业网 

http://home.focus.cn/news/2015-09-24/438538.html
http://gz.ifeng.com/dichanmingren/detail_2015_09/24/4383698_0.shtml
http://jiaju.sina.com.cn/news/20150924/6052643144590492078.shtml
http://home.163.com/15/0924/10/B497OOE900104JIB.html
http://www.jia360.com/syzx/Article/20150924/1443085570297.html
http://www.prnasia.com/p/lightnews-1-63-10992.shtml
http://info.ledp.hc360.com/2015/09/241928164541.shtml
http://www.itmsc.cn/archives/view-91911-1.html
http://www.ce-idc.com/a/chanyecaijing/LED_chanye/20150924/130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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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edweb.cn/a/chanyeguancha/shichangfenxi/20150924/6110.html 

  

中国半导体照明网 

http://www.china-led.net/news/201509/24/30714.html 

 

中国照明网 

http://www.lightingchina.com/news/45482.html 

 

中国设计师网 

http://zm.shejis.com/al/201509/article_55301.html 

    

中国 LED 网 

http://www.cnledw.com/companynews/detail-92.htm 

  

LEDinside 

http://www.ledinside.cn/qiye/20150924-36486.html 

  

OFweek 半导体照明网 

http://exhibition.ofweek.com/2015-09/ART-5201314-5252-29009678.html 

   

灯光与设计 

http://lucedesign.net/22992 

   

 

照明人 

http://www.zhaomingr.com/news/8367.html 

 

照明人微信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TA3OTMyNw==&mid=209106993&idx=5&sn=ddfbd630bb4b017c97ef

b2d8a1e346e6&scene=23&srcid=0925vPMsCR9gtDkCGJaJYJ30#rd 

 

古镇灯饰报 报纸出版 

 

 

http://www.ledweb.cn/a/chanyeguancha/shichangfenxi/20150924/6110.html
http://www.china-led.net/news/201509/24/30714.html
http://www.lightingchina.com/news/45482.html
http://zm.shejis.com/al/201509/article_55301.html
http://www.cnledw.com/companynews/detail-92.htm
http://www.ledinside.cn/qiye/20150924-36486.html
http://exhibition.ofweek.com/2015-09/ART-5201314-5252-29009678.html
http://lucedesign.net/22992
http://www.zhaomingr.com/news/8367.htm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TA3OTMyNw==&mid=209106993&idx=5&sn=ddfbd630bb4b017c97efb2d8a1e346e6&scene=23&srcid=0925vPMsCR9gtDkCGJaJYJ30#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MTA3OTMyNw==&mid=209106993&idx=5&sn=ddfbd630bb4b017c97efb2d8a1e346e6&scene=23&srcid=0925vPMsCR9gtDkCGJaJYJ30#rd


 

6 / 15 

www.alighting.cn 

二、活动宣传 

宣宣传传方方式式  频频率率  

结合展会官方前期宣传 
1、30 万封邀请函定点投递； 

2、展会官网广告宣传； 

网络宣传 
1、阿拉丁照明网首页广告宣传：前期+后期，为期三个月； 

2、阿拉丁照明网网上永久专题宣传； 

平面广告宣传 

1、《阿拉丁商情》报刊广告宣传； 

2、《阿拉丁》杂志广告宣传； 

3、论坛活动会刊宣传； 

EDM 邮件投递 
1、阿拉丁照明网简报，300,000/期，共发行 3 期，宣传量逾 90 万次； 

2、精选数据库活动邮件投递：逾 50,000 封； 

电话、短信邀请 
1、精选数据库电话邀请：逾 5000 个； 

2、精选数据库群发短信邀请：逾 50,000 条； 

展会现场宣传 

1、展会会刊宣传； 

2、展会官方活动墙宣传：N1、N2 展馆出入口，共四处； 

3、展会官方活动广播：语音广播； 

新媒体宣传 

1、广州国际照明展官方微信号宣传； 

2、上海国际照明展官方微信号宣传； 

3、阿拉丁照明网官方微信号宣传； 

4、阿拉丁商情官方微信号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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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嘉宾观点 

设设计计峰峰会会：：控控制制的的艺艺术术 

 

演讲人：张昕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观点：他与众多设计师分享了“关于暗的设计实践”的主题演讲。他在

演讲时提到，对于快速和大量节能电能，最有效的方式是降低照度标准，

并从设计和研究层面阐述了整个照明的研究是光度学、照明的研究在定

标准，它是基于全体光感受。  

 

演讲人：Koert VermeulenACT Lighting Design 创办人\设计总监 

 

观点：Koert Vermeulen 从设计师的角度出发，为大家详解了伦敦金色

大道购物街灯光改造以及俄罗莫斯科高端商场的灯光控制系统，并进行

现场效果展示，以及从个人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建筑照明与舞台元素的融

合。 

 

演讲人：沈葳浙江城建园林设计院光环境所所长 

 

观点：沈葳解释说，控制用光和自由设计，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博弈，而

是一种结合，并详细展示了办公、古建筑等建筑类型改造的具体案例说

明节制设计的重要性。沈葳认为，自由设计应该有创意，创意才是我们

所追求的，并从三方面对 控制进行阐述：一是节制，节制就是节能能

源，用的灯尽量少;二是用照明的手法;三是控制，包括状态的控制和程

序的控制。沈葳强调，作为照明设计师首先要有节制，所谓节制，就是

首先要进行反思和设计，对设计流程进行革新，以适应我们今天到来的

视觉时代。 

 

演讲人：袁樵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照明设计所所长 

 

观点：袁樵分享了“光的控制——建筑照明设计的本源”的精彩主题，

他提到，照明设计对光线控制非常重要，并列举了不同类型的成功照明

案例阐述了其观点和看法。在袁樵看来，照明设计要尽可能地去控制光

线，而不单单只是照明控制本身，一个好的设计，能够控制光线。他还

强调，照明可能有变革，照明设计不见得有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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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技术术峰峰会会：：智智能能化化方方向向与与新新技技术术探探讨讨 

 

演讲人：萧弘清 台湾科技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 

 

观点：他指出智能照明与智慧照明不一样，前者大半得光鲜亮丽，后

者则需各种控制器、融入互联网并实现人性化的需求。而后萧弘清教

授通过一系列的生活例子来阐述智慧照明的真正含义。期间他也提到

前段时间热议的 LED蓝光问题，其实美国能源部已经统计过目前 LED 的

蓝光比例比荧光灯来得低，LED 并不会影响视力健康。最后他指出，我

们未来的智慧照明可以结合智能创造，它是一个技术、方法及途径，

但是要做到智慧化，并可满足方便控制的目的，这才是重要的。 

 

演讲人：林燕丹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教授 

 

观点：她在演讲中首先用经典案例引出了智慧照明的概念，她指出，

未来真正的智慧照明，本身要实现智慧个体之间的互联。如果照明能

够做一个智能互联体的终端，这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契机。但只有当照

明解决了应用层、网络层、感知层三个层面上所有技术问题时候，才

能够大声地说出：我们的照明无处不在，我是可以作为智慧城市一个

最好的接口。同时，她强调，智慧照明是一个除了要考虑技术以外，

还要考虑人的心理、生理、包括供应链的算法，以及传感器之间等非

常综合的学科。但有一个核心的东西不能丢，“我们的照明是为了什

么?我们照明最终还是为了人。”最后她指出，照明只有实现跟光源的

结合，还有硬件和移动网的结合，而且能够对人体优化，我们才有可

能真正地实现一个更好的智慧化系统。但是这些不是任何一个单位自

己就可以满足的，需要进行跨界，交互合作，并且要把自己能做的工

作做到最精致，这才是可持续的。 

现场报道：当代智慧照明技术水平及发展趋势 

http://www.alighting.cn/news/20150926/133000.htm 

 

演讲人：张谦 广州莱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观点：张谦从实现的角度发表了“智能化单灯调光在酒店和办公环境

的应用”的演讲，他从传统控制方式到单灯控制方式进行对比，并指

出单灯控制灵活、控制功能丰富、变更容易、节省布线、缩短工期的

优点，特别是采用电力波控制技术的 LED 灯。单灯控制应该是物联网

灯控的发展趋势，不管互联网怎么变化，它都要实现照明的控制。 

http://www.alighting.cn/news/20150926/133000.htm


 

9 / 15 

www.alighting.cn 

 

演讲人：陈晓刚惠州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观点：陈晓刚则从比亚迪的三个典型产品谈到了车载范围内 LED 灯具

的智能化应用。他还透露，目前比亚迪也在研究无人驾驶，无人驾驶

系统，是不受天气的影响，不受外界干扰的技术。他提出，对于智能

化，怎么想的，就怎么去实现，大家发挥自己的想法，这对以往数据

来说非常重要。 

 

演讲人：张宇宁飞利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观点：张宇宁就 ZigBee 技术在家庭智慧照明中的应用发表了演讲，他

指出从智能硬件来看，标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按规类标准;第二类就

是产品定义和性能;第三类标准就是互操作和互通技术类的标准。他认

为，目前 ZigBee 3.0在 LED 的照明领域是一个适合无限照明的最优解

决方案。最后，他表示智能照明系统和互联照明系统，不仅仅是拿手

机控制的一个带连接的系统，而是自动运行的系统，包括我们的传感

器、插座、开关等全部是自动运行。当拿出手机来设定规则，然后它

完全按照客户绑定的规则来运行，这才是真正智慧的交互界面。 

 

演讲人：肖鹏 村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技术市场经理 

 

观点：肖鹏则在传感器和无线技术方面作了分享，他提出了一种 LED

智慧照明先进解决方案——传感器与无线技术，目前市场上流行的传

感器控制技术还只是停留在表面。智能照明不止是 APP，而是从 APP 开

始。他分析道，目前智能商业照明大体分两种方向，一种是中小规模

的商业照明;另一种是大规模的商业系统。如会议室、酒店、博物馆、

电影院等更多是用情景照明。村田在智能领域方面主要以无限通讯技

术加传感技术，再加上未来的一些前沿技术等为主，通过在细分领域

的整合来实现对商用、家用照明系统的智能控制。 

 

演讲人：王昊哲 合肥华耀电子工业有限公司高级电源研发工程师 

 

观点：王昊哲在现场向大家介绍了千瓦级 LED 数字化驱动电源，让人

耳目一新。“有了数字化芯片以后，不管是大功率或是小功率，更容

易实现灯光的智能控制，如整个路灯可用一个中央的控制节点来控制

整个路灯。”他指出，目前市面上有很多数字芯片，但照明行业对此

还不太懂。它的优势是扩展性非常强，可通过一个调光租赁模块来给

芯片进行一些指令上的控制。另外他也指出目前大功率路灯方面，模

组化是一个趋势，因为其外形灵活、节约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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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人：马少峰 佛山市紫牛光电照明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 

 

观点：马少峰则谈到了智能化在路灯上的应用，他指出用技术创造更

多价值的---高品质 EMC 工程专用路灯。自动化和智能化慢慢地成为路

灯的一个趋势，它可提供一个可以输出的和调幅的端口，通过此可以

控制灯的亮度，这是一个智能化的载体。他认为，智能化路灯研发之

前就要回到一个问题，如路灯常有的模式。我们在每一款灯具设计的

时候，都要进行分析，如它的结构强度，需考虑到 LED 自身的寿命至

少要保证在 5 年以后还可以保持 80%的通量。“判断一个路灯的好坏有

很多的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它的流电通亮。” 

 

演讲人：韦家甫 中国南方电网综合能源有限公司照明事业部技术总监 

 

观点：韦家甫就智能照明应用方面谈到了他的观点，他指出目前智能

照明遇到重新布线、调研、维护等成本问题，基于此提出了可调控的

低成本方案，通过面板里的集成 CPU 给灯具调光末米发指令，这个指

令是对电力波进行改变，叠加数字信号来实现的。他补充道，这产品

控制部分有面前板，易于操作，且面板里会留 ZigBee 的接口，具备兼

容性。另外它具电源控制器，可自动调光。“智能照明也是发展的根

本方向，市场显而易见，其中最看好的一个市场是在办公领域。” 

 

渠渠道道峰峰会会：：后后渠渠道道时时代代：：新新型型商商企企关关系系的的构构建建 

 

演讲人：肖小鸿江苏光辉灯具市场副总经理、金达照明华东工程中心

总经理 

 

观点：肖小鸿先生总结演讲时表示，希望所有的生产企业，一定要理

性。“理性是什么?把你的屁股放到我的凳子上坐着，用我的头脑思考。

真正对市场了解的是我们，就是广大的在座的经销商。生产企业请把

你们的高高在上的凳子放在一边，坐在我的凳子上面。你要想一下我

的问题是什么，同时解决我的客户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这样的，我

们合作才能长远。”最后肖小鸿先生总结用三句话总结了厂家在厂商

关系中需要保持的形象：要像阳光一样干净;要像阳光一样简单;要像

阳光一样自信。 

 

演讲人：刘同光山东临沂天马灯饰有限公司董事长、临沂市照明电器

协会会长 

 

观点：刘同光在“灯饰行业营销渠道的三级竞争”的演讲中分享了经

营企业 25 年的心得。他说，我们公司一直走得是营销的路子，在销售

过程中，我坚持了三条线，三个圈。三条线即以坚持以促渠道开发等

为主;坚持做零售渠道就是做服务;坚持三免费，免费安装、免费清洗。

而三个圈则是：辐射到批发辐射到地级市;发展电商;与互联网结合。

刘同光先生在演讲最后表示，我们的发展要靠三商联合，渠道商、经

销商、电商。如果把这三方联合，我们就会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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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人：盛斌子中国百位品牌营销与策划代表人物 

 

观点：盛斌子在现场做了以“移动互联时代，照明灯饰经销商转型与

突围”为主题的演讲。盛斌子先生说，移动互联时代有三大趋势：从

坐商变成行商，经销商可以以更多的信息精准锁定每一个客户;厂家将

会帮助经销商引流;要懂经营、管理、电商、O2O，经销商思想必须转

型。盛斌子先生感慨，这个时代机会太多，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这也是最坏的时代，坏到我现在看到在一个行业做 10 年的经销商已经

不多了。 

 

演讲人：刘俊阿拉丁商城总经理 

 

观点：刘俊在“照明电商与实体店面的共存与互补”的演讲中分享了

他对于电商的看法。他说，整个目前照明行业的电商是分三种形态，

一种是 B2C 的形态是独领风骚，天猫、淘宝、苏宁等等销售额超过 100

亿，年增长超过 20%。还有一个是 B2B 的电商，包括阿里巴巴、慧聪网

为代表的综合平台，它不是做得很专业，在照明行业没有很好的平台，

我们阿拉丁也是做尝试，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第三个是跨境电商，方

兴未艾，国家出了一个政策，鼓励跨境电商的发展。刘俊先生分享称，

电商与实体的冲突主要是价值，流量，购买习惯的改变，实际上也就

是利益分配的问题。“我提一个概念就是三方协同，总部接单、分区

执行。解决 B2B 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通过厂家带平台上开店，每个门

店配备一个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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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场情况 

 现场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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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报道 

专题报道 

http://www.alighting.cn/special/AF2015SH/  

 

探索照明行业下个风口 2015阿拉丁照明论坛盛大开启 

http://www.alighting.cn/news/20150923/132908.htm 

 

探索照明行业下个风口 2015阿拉丁照明论坛重磅来袭 

http://www.alighting.cn/news/20150923/132876.htm 

 

精彩纷呈 业界翘楚共议智能照明最新方向与技术 

http://www.alighting.cn/news/20150924/132943.htm 

 

林燕丹：当代智慧照明技术水平及发展趋势 

http://www.alighting.cn/news/20150926/133000.htm 

 

一场关于“控制艺术”的精彩碰撞 

http://www.alighting.cn/news/20150924/132937.htm 

 

2015 阿拉丁照明论坛上海站渠道峰会圆满落幕 

http://www.alighting.cn/news/20150924/132942.htm 

 

2015 阿拉丁照明论坛进入 12天倒计时 

http://www.alighting.cn/news/20150910/132589.htm 

 

除了“大阅兵” 魔都将上演 LED 行业变革大戏 

http://www.alighting.cn/news/20150903/132354.htm 

 

大咖齐聚魔都 共话照明行业新革点 

http://www.alighting.cn/news/20150730/131384.htm 

 

五、观众数据分析 

 2015阿拉丁照明论坛现场规模 

场场次次 时时间间  参参会会人人数数（（人人次次））  

设计峰会：控制的艺术 9 月 23 日 188 

技术峰会 1：智能化方向与新技术探讨 9 月 24 日上午 142 

技术峰会 2：智能化方向与新技术探讨 9 月 24 日下午 153 

渠道峰会：后渠道时代：新型商企关系的构建 9 月 24 日下午 146 

 

http://www.alighting.cn/special/AF2015SH/
http://www.alighting.cn/news/20150923/132908.htm
http://www.alighting.cn/news/20150923/132876.htm
http://www.alighting.cn/news/20150924/132943.htm
http://www.alighting.cn/news/20150926/133000.htm
http://www.alighting.cn/news/20150924/132937.htm
http://www.alighting.cn/news/20150924/132942.htm
http://www.alighting.cn/news/20150910/132589.htm
http://www.alighting.cn/news/20150903/132354.htm
http://www.alighting.cn/news/20150730/131384.htm


 

14 / 15 

www.alighting.cn 

 参会代表职务比例： 

 

 

 参会代表单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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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联系我们 
若您想获得更多论坛信息，请联系我们： 

地址：广东省广州天河区林和西路159号中泰北塔13A 

电话：+86 20 38396669 传真：+86 20 85272455  

 

 咨询合作 

联系人：陈玉钊先生 

电话：+86 20 83096964 

邮箱：cyz@alighting.cn 

 

 会议报导 

联系人：黄燕燕小姐 

电话：+86 20 83096927 

邮箱：hyy@alighting.cn 

 

 活动赞助 

联系人：蔡建东先生 

电话：+86 20 38964138  

邮箱：cjd@alighting.cn 

 

 海外联络 

联系人：Ms. Scarlet Mak  

电话：+852 22389969 

传真：+852 25988771 

邮箱：scarlet.mak@hongkong.messefrankurt.com 

mailto:cyz@alighting.cn
mailto:hyy@alighting.cn
mailto:cjd@alighting.cn
mailto:scarlet.mak@hongkong.messefrankur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