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INKLIGHT: Envisage The Next Move
思索照明 — 攻与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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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
第六篇《虚实》

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
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
必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
攻。

照明行业现正面临转型的挑战,加上贸易的压力,到底业界
该如何自处,为业务作出攻守之杕?

诚邀您参与二零一九年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同期活动 –
“思索照明 - 攻与守” 。



照明行业的发展到达关键阶段，行业发展临面临寒冬，人材、
资源和技术的竞争无日无之，在各种挑战和壁垒之下，照明及
LED企业应如何应对，是奋力攻坚、抑或坚守阵地？

为回应行业诉求，2019年广州国际照明展览会论坛大会主题，
将定为“思索照明 — 攻与守”，与行业一同探讨在业务攻守
之间的致胜之道，希望汇聚睿智思维，开创崭新道路。

在新时代的挑战之下，企业的发展需与时并进，纵要“进攻”
也不能急功冒进，必须以自身的实力出发，才能稳中求变；同
样地，企业的“坚守”也不应是消极的退让，反而应是积聚力
量的时机。耐心积厚静待时变，才有机遇一飞冲天。事实上，
行业的“攻”和“守”，并非对立的绝对概念，更应该是“攻
中有守、守中有攻”。惟有能活用这中庸之道，才能于复杂多
变的竞争中力争上游。

纵观照明业界，有业者早已高曕远足、提前布局，及时调整战
略，勇于跨界创新，大步快走，御风而行；有些则保存实力，
坚守盈余阵地；有些则回归初心，把产品做好，重新思考产品
设计及价值。

逆流下坚持前行的意义不在于争胜，更在于保留对行业的激情，
愈是不安稳、愈是焦躁的环境，一众精英企业愈是能找到与之
相应的策略， “攻守兼备”继续做出好产品，这是推动照明
行业继续前进的匠人精神。

与照明企业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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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索照明 -攻与守”

讨论主题：

今天我们谈“新时代，新生活”，在这背景下，照明行业思维也需改变，新生活下
灯光应该是怎样？业者如何做好灯光，让人能过美好生活。在新时代下—数字化、
5G时代，照明从单一照明变革万物互联照明，照明企业向高科技企业转型，与变革
时代的新兴科技相融合，进一步挖掘光的无限潜力。同时，商业模式也嬗变，从单
打独斗到跨界合作，创造出跨行业性生态圈。企业在这万物互联时代下如何作出攻
守之道？善攻者抢占市场蓝海，开发新领域，细分、专业市场。善守者，守位本业，
做好本质，做好产品。

讨论提纲：

“讨论大会 - 是攻是守？”

9 – 11.6.2019
中国．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A 区，珠江散步道

业者对行业激情

1) 新时代下 — 御风而行

新时代：

• AIOT时代 — 智能照明如何落地? 如何做出更为个性化、更贴心的照明解
决方案?

• 5G来了, 超级万物联时代 — 软力推动智能照明发展? 
• 跨界、构建智能生态圈时代 — 新模式?

新生活：

• 景观照明4.0时代的一场思考
• 新商业时代 – 新商品视觉 . 新照明需求：丰富的照明形式，人性化的照明方

法
• 物联网、房地产不断兴起，打造智慧社区、智慧物业成为房地产转型新趋

势

2) 寒冬下的逆袭 — 御寒之道

• 匠心独具 - 谁在坚守？
• 专而美
• 逆市扩产
• 大而强, 从固土到海外



６月９日 - 新时代下 —御风而行

新时代

大会主持：唐国庆先生
“唐十一有约”- 新时代下 –御风而行

10:15 – 12:15

唐十一与姚梦明 - 第四次工业革命，昕诺飞的创新改变 昕诺飞

唐十一与韩敏 欧司朗

唐十一与齐晓明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大会主持：萧弘清博士
AIOT时代 - 在AIOT 时代，智能照明应具备自我学习的能力，根据大数据的分析和学习提升，更新智能化揣测出用户的
需求，自主给出更为个性化、更贴心的照明解决方案。这为照明企业带来新商业模式、数字化战略、转型，为照明企业
开拓广阔的前景，挖掘光在传统照明外的潜力，通过创新应用，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用光重新定义生活。

12:15 – 13:30

数字时代 - 赋予城市全新生命 欧司朗

参会者：
欧司朗亚太区企业战略与营销高级总监 王晖先生
欧司朗互联照明与服务负责人 Stijn Bröcker先生
中国联通广东联通物联网 IoT行业总经理郭伟先生
复旦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沈海平博士
Teddy Lo Studio 光艺术家罗扬⽂先生

13:30 – 14:45

泛人工智能驱动智能照明前行
主持：管震先生
微软 (中国) 有限公司
首席技术顾问

参会者：
机智云副总裁邢雁女士
米斯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CTO Jason Chou 先生

14:45 – 16:00

向光而生．智能照明未来的重新思考 Yeelight

参会者：
Yeelight 创始人兼CEO，泰山产业领军人才 姜兆宁先生
Yeelight 联合创始人兼总裁刘达平先生
Yeelight CTO 魏巍先生

16:00 – 17:15 

跨界合作，共建生态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参会者：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全球品牌发展中心首席市场官兼智能系统规划负责人 金鑫先生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欧普照明首席技术官董事兼副总经理齐晓明先生
华为消费者BG  IoT生态负责人庾征先生
邦奇智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刘继武先生

主题大会 — “照明行业的攻与守”

“讨论大会 - 是攻是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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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大会 — “照明行业的攻与守”

６月１０日 - 新时代下 —御风而行

新时代

5G来了, 超级万物联时代 - 5G来了，零延迟高清画面、即时数据分析, 这种大容量、低延时的网络输送，物联网将万物互联的
能力将充分发挥。

10:00 – 11:15 

物联网时代转型、升级 – 智能照明重新定义“光” 昕诺飞

参会者：
昕诺飞中国区照明设计和应用部总经理姚梦明先生
昕诺飞大中华区专业照明工程产品和终端客户市场总监 陆燕女士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集团) 有限公司照明设计总监杨秀先生
昕诺飞大中华区行业市场部高级经理孙燕女士
复旦大学博士生周盈君女士

11:15 – 12:45

万物互联使能 — 云网端一体化．多场景应用实践
主持：袁峰博士
广州中国科学院软件应用技
术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参会者：
中科智城（广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吴鸿博士
广东信佰君略科技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傅贵博士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技术总工吴龙照先生
欧普照明市场拓展总监王诚先生

12:45 – 13:30 中国智慧路灯杆白皮书发布 广州阿拉丁
物联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30 – 15:15

5G基站与智慧灯杆融合
主持：郑甲兔先生
中国大数据应用联盟智慧灯
杆联盟执行理事长

参会者：
中通服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化召先生
北京博大网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志英女士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泰尔系统实验室基础产品与设施部副主任刘泰先生
数知（北京）物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美娜女士
国动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集团总裁助理、南区总裁 胡龙科先生

跨界、构建智能生态圈时代 – 处于技术和产品快速更新换代的时代下，资源整合、跨界合作已经成为智慧照明的一大发展模式。
LED发展至今，由外延、晶片、封装、灯具、智能调控系统、傅感系统以及软件等组成的产业链，展现出跨界整合的能力，才
能令照明应用升级。

15:15 – 17:15

智能照明跨界生态圈共建
主持：代照亮先生
上海浦东智能照明联合会
秘书长

参会者：
上海浦东智能照明联合会会长李志君先生
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智能终端IoT生态产品负责人 星呈
涂鸦智能照明事业部总经理孔令群先生
小米生态链企业飞彗智能总经理刘海涛博士

“讨论大会 - 是攻是守？”



６月１１日 - 新时代下 —御风而行

新生活

新零售时代 — 新商品视觉．新照明需求
以用户需求为中心，注重人与商品的互动体验，把灯光与商品融入场景，为顾客带来沉浸式的购物。

10:00 – 10:45 消费升级下的场景打造和视觉营销趋势 陈列共和创始人、执行总裁
欧阳中铁先生

景观照明4.0时代 — 智慧时代的景观照明会是什么样?
如何在设计、建设、管理过程如何借助物联智慧科技力量，突出入与光影的互动交流，把受众感官体验、智能运，即将
区域文化、夜间经济、环境保护融入照明。

10:45 – 12:00

景观照明4.0时代的一场思考
主持：Martin Klaasen 先生
Klaasen Lighting Design 
总监

参会者：
LightPlan 设计总监 James Wallace 先生
泰国国王科技大学助理教授Chanyaporn Bstieler女士
马赛城市建筑及规划主任 Frederic Couton 先生

大会主持：LightPlan 设计总监 James Wallace 先生
大师分享

12:00 – 13:00 从建筑照明到建筑传播媒介 Koerner Design 创办人
Brad Koerner 先生

13:00 – 14:00 从生活中，寻找灯光悟与行 关永权灯光设计有限公司
首席顾问关永权先生

14:00 – 15:00 照明的10次方：不同尺度的照明设计方法 OVI 照明设计事务所创办人
Enrique Peiniger 先生

「精装房」时代，照明与房地产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在「房地产去库存」及「精装房」政策和趋势的影响下，照明企业与房地产的关联度越来越高，两者紧密合作智带来更
多商机、更大发展空间。

15:00 – 16:00 照明与房地产 地建师网

６月１１日 -寒冬下的逆袭 —御寒之道

16:00 – 17:15 

「温秘有约」- 寒冬下的逆袭 — 御寒之道 温其东先生

匠心独具，谁在坚守？ 杭州勇电照明有限公司
董事长徐松炎先生

专而美 上海三思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宋定龙先生

逆市扩产 华灿光电集团销售总监
王建民先生

主题大会 — 「照明行业的攻与守」

「讨论大会 - 是攻是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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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分会
行业 – 机会- 爆发点

6月9日 -新技术：Micro / Mini / 激光 / Li-Fi / VCSEL

14:00 – 14:30 单片微型LED微型显示器
香港科技大学电机及电子工
程学系首席教授
刘纪美女士

14:30 – 15:00 白色激光照明关键技术与应用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半导体照明实验室副主任钱
可元先生

15:00 – 15:30 Li-Fi 商业应用案例解析 昕诺飞大中华区行业市场部
高级经理孙燕女士

15:30 – 16:00 VCSEL应用于3D传感市场之技术及未来发展趋势 臺湾交通大学教授郭浩中先
生

“攻”分会

9 – 11.6.2019
中国．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A 区，珠江散步道
*部份嘉宾为拟邀名单



“攻”分会
行业 – 机会- 爆发点

6月10日 - 新方案：智慧路灯头

主持：湖北省荆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 顾全先生

10:00 – 10:30 中国智慧路灯杆建设背景与需求趋势（拟）
南京市城市管理局路灯管理
处处长
臧锋先生

10:30 – 11:00 阿里云助力智能城市建设
阿里云智能 IoT 事业部
智能城市高级解决方案架构
师李迪晞先生

11:00 – 11:30 “空中机器人”智慧路灯头技术及应用剖析
湖州明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江维先生

11:30 – 12:00 智慧路灯运营之困局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有限公司
城市节能及环保事业部副总
经理
卜耀庭先生

12:00 – 12:30 智慧路灯赋能区域细节安保 中城卫集团技术总监
马哲先生

12:30 – 13:00
智慧路灯头将带来哪些颠覆性影响？
• 解决了智慧灯杆推行的哪些问题？
• 为智慧城市建设带来什么？

讨论环节

“攻”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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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分会
行业 – 机会- 爆发点

６月１０日 - 新应用：智慧照明

13:00 – 13:30 互联照明—未来已来 锐高亚太区研发负责人
Tjaco Middel 先生

13:30 – 15:30

运用蓝牙照明创建智能平台

蓝牙技术联盟
主持：李佳蓉小姐
蓝牙技术联盟亚太区高级市
场经理

蓝牙 – 让照明更加智能及创造更多加值服务 蓝牙技术联盟亚太区开发者
关係经理任凯先生

蓝牙 Mesh  技术于商业照明的应用 陈雄基先生
Silicon Labs

本地语音识别与 Mesh 芯联锐创执行长
宋朔先生

蓝牙 Mesh 在智能照明中的应用与案例 深圳市晶讯软件通讯技术有
限公司技术总监王昊翔先生

天猫精灵智能家居平台
阿里巴巴集团
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高
级技术专家胡俊锋先生

15:30 – 16:00 DALI – 2：物联网时代智能、数字、照明控制的全球标准 数字照明接口联盟技术和认
证经理 Scott Wade 先生

16:00 – 16:30 如何利用语音助理操控智能灯具 鸿科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黎爵邦先生

“攻”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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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分会
行业 – 机会- 爆发点

６月１１日 – 新应用：智慧照明

10:00 – 10:30 智慧城市未来场景解构-智慧路灯
江苏省照明学会智慧照明专
委会副秘书长
姜启明先生

10:30 – 11:00 大功率LED电源的智能化发展趋势
苏州纽克斯电源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副总经理、董事浦敏先生

11:00 – 11:30 工业照明的驱动技术发展趋势
广东博德新能源技术有限公
司
教授级高工张从峰先生

11:30 – 12:00 万可智能照明管理方案在现代大型工厂中的应用 万可电子（天津）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丁敬保先生

12:00 – 12:30 数字化时代的智能照明接口-Connect Ready
昕诺飞亚太区标准和法规首
席专家
黄峰先生

６月１１日 – 新应用：灯光互动装置

13:25-13:30 开幕致辞

13:30–14:15 光之声

深圳市九零后文化创客科技
有限公司
首席设计师
Ben Oostrum先生

14:15 – 14:45 原创设计的力量
叶勇进大师照明灯饰工作室
设计总监
叶勇进先生

14:45 –15:15 创造真正快乐灯光体验 格林曼欧洲设计顾问
Thomas Eisner 先生

15:00 – 15:45 人造光中的主角与配角
句集文化（北京）有限公司
创始人
杨毅斌先生

15:45 – 16:30 灯光互动装置艺术设计的激活码
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工业
设计系副教授
康丽娟女士

“攻”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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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分会
照明专业化与精工细作

６月９日 – 室内光环境

14:30 – 15:00 消费升级之下，如何凸显室内灯光设计？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
限公司
照明设计所所长李向阳先生

15:00 – 15:30 智能化照明与健康人居环境（拟）
普莱思国际照明设计（深圳）
公司
中国区合伙人徐清流先生

15:30 – 16:00 如何打造属于独一无二的品牌空间设计？（拟）
函润（国际）照明设计顾问
有限公司总经理
余显开先生

６月１０日 – 产业链：成本．效率

10:00 – 10:30 高能效 LED 及光源技术

北京工业大学光电子技术教
育部
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郭伟玲教
授

10:30 – 11:00 LED 芯片和封装产品的创新探索

首尔半导体株式会社
照明及紫外LED事业部
销售副总裁
徐晓敏先生

11:00 – 11:30 Mini  LED 领域高端封装材料最新研究进展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
冯亚凯教授

６月１０日 – 产业链：品质．设计

14:00 – 14:30 应人因照明要求的LED系统产品技术路线
昕诺飞全球LED电源与模组产
品高级总监
林登博先生

14:30 – 15:00
新光源、新照明——
晶圆规模CSP和新型C²OB®
在商业和通用照明的新体验

海迪科（南通）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
总经理兼董事长孙智江先生

15:00 – 15:30
灯具设计三原则 南京博创工业产品设计有限

公司设计总监
陈晓广先生

15:30 – 16:00 创意灯具与低碳设计创新 香港低碳设计协会会长
植观贤先生

“守”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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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分会
照明专业化与精工细作

６月１１日 - 健康照明

10:00 – 10:30 LED光源的医学应用及其非视觉途径作用机制研究
哈尔滨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院长
张凤民教授

10:30 – 11:00 基于健康照明的全光谱照明解决方案
江苏博睿光电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梁超
博士

11:00 – 11:30 利用動態照明實現健康照明 国立台湾科技大学光电所
胡能忠教授

11:30 – 12:00 智能光色调控高品质LED健康照明
厦门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学
院副院长
陈忠教授

14:00 – 14:30 照明与健康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
院院长
瞿佳教授

14:30 – 15:00 健康照明技术趋势及LED器件方案（拟） 国星光电

15:00 – 15:30 实现健康照明从学校教室照明做起
国立台湾科技大学电机工程
系教授
萧弘清先生

15:30 – 16:00 健康光环境的机理分析与关键技术 厦门市LED促进中心主任
何开均教授

“守”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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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方法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麦倩雅小姐
电话：+852 2238 9969
电邮：scarlet.mak@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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