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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趋势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突飞猛进，智能家居在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行业发展前景

随着互联网社会的深入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自动化与智能化风潮扩张加速，智能终端普及。一方

面，物联网、传感器技术的兴起与发展，为智能家居的

商业化提供了诸多条件。另一方面，政策红利也加速释

放。易观大数据显示，我国智能家居潜在市场发展规模

达到5.8万亿元。为了争夺这块巨大的美味蛋糕，全球

众多科技巨头与国内企业共同加入到了这场“狂欢盛

宴”当中，掀起竞争热潮。

在2020年前，中国有望成为亚洲最大的智能家居市场。

目前在家居行业，智能产品市场占有率洗衣机达到

22.5%，空调达18.54%，冰箱达10.30%。到2020年，

智能家电产品的渗透率将进一步提升，白电、厨电、生

活电器等智能家电的占比将分别达到45%，25%和28%，

预计到2018年，中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将达到1800亿

元，到2020年将达到3576亿元。同时，2021年，全球

智能家居市场规模将达5000多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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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现状



目前中国从事建筑智能化实施的企业有3000多家，市场重心在东部沿海地区，并正在向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

国内智能家居主要的市场还是一些高端市场：别墅(零售、工程)、智能小区(工程)，增长最快的市场是：智慧酒店(

工程)和智能办公(工程)，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的发展成为新亮点。

细分市场 市场类型 详情 开发程度

别墅 零售、工程 市场由公司和系统集成商进行设计和施工安装，部分用户消费者可以直接购买，具有

零售特征，这类工程选择知名品牌产品、工期短、收款快。

目前主要市场

智能社区 工程 智能社区通常与楼宇对讲系统进行整合设计和施工安装，因此楼宇对讲机厂商及其合

作伙伴主导着这一市场领域。目前60%以上的智能家居应用属于与楼宇对讲系统整合

到一起的应用，安装在智能社区中。

目前主要市场

智能酒店 工程 酒店客户是智能家居系统广泛应用的一个场所，也是酒店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酒店行

业竞争激烈服务日趋个性化的尽头，智能家居对提升酒店服务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控

制护体就是酒店客户控制系统，智慧酒店安装通过工程项目形式完成。

市场增长很快

智能办公 工程 智能化办公是指智能家居在办公空间的应用，包括会议室、教师、会所、娱乐空间的

智能化装饰，办公环境主要考虑便捷控制、节能，其设计和施工也是通过装饰工程项

目来完成的

市场增长很快

普通住宅 零售 普通住宅的智能化应用 市场最大，受限制价格
过高，开发进展较慢

行业现状—市场



行业现状—问题&挑战

01

重新思考“智能”体验，拒绝“伪智能”

智能家居产业的发展要始终以“智能”为核心，拒

绝简单拼凑、堆积和“伪智能”。不少业界认为问

题的症结，在于对智能家居的具体理解。智能家居

要实现怎样的智能化体验？是某个家居环节的便利

化、简单化？还是家居产品之间一系列成熟的功能？

亦或是系统与单品的有机融合？这些在迅速发展阶

段被忽略了的思考，如今逐渐成为智能家居产业登

上神坛的最大“拦路虎”。

02

缺乏渠道和服务创新，客户与智能家居提

供商的沟通困难

当前国内的智能家居以集成为主，确实无法投入大量成

本来服务客户，这导致客户获取售后服务的难度很大。

要学习互联网企业，创新丰富的渠道与服务经验。

03

亟待形成统一行业标准

目前智能家居在行业标准者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欠缺。例

如，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协议来解决智能家居中所有的

问题，没有任何一种方式把不管是智能家电还是数字化

设备链接起来，也没有兼容的标准。智能灯光、智能安

防、智能厨电……随着越来越多的智能家居产品进入市

场，但是互联互通的程度还迟迟未能实现。这是一个艰

巨的任务，也是产业成熟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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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融合



①团体标准制定

智慧化社区的核心内容是以住宅为平台，
构建兼备建筑、网络、信息家电、自动化设
备为一体的高效、舒适、安全、便利、环保
的居住环境。智慧化社区中使用的电子电器
产品在网络通讯、云交换平台、应用及服务
体系、保障体系五个方面都有别于传统的电
器产品。

为了帮助智慧化社区选择满足需求的电
子电器产品，同时规范和引导行业发展，通
过鉴别现有电子电器产品在智慧化社区环境
中使用的场景，量化相关指标便于筛选，指
导采购方选择满足智慧化社区的电子电器产
品。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联合中国房地产业
协会号召房地产企业、家电企业共同参与起

草并发布《智能家居（整体家装）
产品应用通则》。



房地产先进适用技术与产品推荐集
2018智慧化社区产品推荐名录

成立智慧化社区产品推荐

名录评审专家委员会

成立

产品应用通则专家委员会

发布《智能家居（整体家

装）产品应用通则》

2018

房地产先进适用技术与产品推荐集

智慧化社区产品推荐名录

①团体标准应用



② 高峰论坛



② 高峰论坛 小城镇特色与智慧社区
暨新经济新动能产业发展论坛

一、论坛主题：

产业动能转换、小镇特色发展、社区智慧升级、技术材料创新

二、组织单位：

论坛主办：中国房地产业协会

联合主办：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中家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论坛承办：中国房协经营管理专业委员会 中国房协小城镇开发专业委员

论坛协办：东方嘉恒展览（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凯艺思名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省欧亚美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论坛支持：山东省房地产业协会 青岛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青岛市房地产业协会

三、论坛时间、地点

1、论坛时间：2018年6月22-24日（6月21日报到，展会开幕6月22日上午）

2、地点：青岛国际会展中心1、2号馆（报到、住宿地点另行通知）

四、论坛主要内容：

1、2018中国特色小城镇发展趋势

2、2018中国智能社区创新模式及落地应用

3、2018新时代特色人居博览会

4、联合发布《智能家居产品应用通则》

5、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小镇案例分享

6、房地产新材料新技术应用推荐



② 高峰论坛

六、峰会晚宴

1、晚宴嘉宾致辞

2、交流酒会

五、部分拟邀演讲嘉宾：

1、中国房地产业协会领导和山东、青岛房地产业协会领导

2、特色小镇的蓝城建设模式
傅林江 蓝城集团执行总裁

3、特色小镇的规划理念
冯新刚 中国城镇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4、新动能产业落地和升级
黄玫玫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产业五部副主任

5、智慧社区行业发展机遇及挑战
曲宗峰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副院长

6、智能家居产业新动能案例分享
李丕 少海汇创始合伙人、有住网总裁、爱上办公董事长

小城镇特色与智慧社区
暨新经济新动能产业发展论坛



③“智”博会
新时代特色人居产业展6月22日—24日

指导单位: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
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

主办单位：
中国房协经营管理专业委员会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小城镇开发专业委员会

协办单位: 
中国国际贸促会青岛市分会 东方嘉恒展览（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凯艺思名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省欧亚美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山东省房地产业协会 青岛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青岛市房地产业协会 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合作单位: 
天津天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少海汇生态圈
青岛有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

✓ 特色小镇、美丽乡村、智能家居三大产业联动，构建行业完整产业链

✓ 汇聚行业领军企业，树立行业风向标

✓ 依托行业协会优势资源，打造专业品牌展会

✓ 行业巅峰盛会，为参与客户提供全方位的营销推广平台

✓ 联合主流媒体，把握行业新动态

✓ 一站式全新体验式交易盛会

✓ “走出去”和“引进来”的绝佳互动平台



中房网、北方网、地产中国、新浪家居、房龙

网、中国地产杂志联盟、《中国房地产》杂志、

《中国房地产报》、青岛电视台《今日地产》、

青岛广播电台交通频道、青岛日报、半岛都市

报、青岛早报、青岛晚报、齐鲁晚报、城市信

报、青岛新闻网、青岛搜狐焦点、青岛房天下、

青岛新浪乐居、今日头条、青岛腾讯房产、青

岛淘宝房产、半岛网、安居客、智家网等的鼎

力支持，社会影响力和行业影响力空前。

重量级媒体鼎立支持
• 展会官网、公众号、微网站持续报道参展企业

新闻动态

• 每周推送行业新闻及参展报道

• 深度覆盖1000余家主流地产开发企业、2000余

家智能家居品牌企业
、

自媒体传播

海外媒体资源及同类型展会资源互换

海外资源

• 电视、广播、公交、地铁等广
告投放

• 长下游行业媒体杂志广告投放
及资源互换

广告投放

③“智”博会
新时代特色人居产业展6月22日—24日



④国际访学



④国际访学

参观亮点：
日本代表性综合地产公司

住友不动产在IT技术、空调的配置及
防震措施等方面都采用了最新式并

且很合理的设计。
可学习再生开发及智能科技化设计

模式

交流对象为集团董事级别

参观亮点：
日本代表性高科技制造商

在卧室，厨房，客厅三大部分，智能
家居产品丰富

打破传统家电的隔阂，突破对时下家
电的想象

交流对象为集团董事级别

活动背景：

目前，国内特色小镇面临
着千镇一面的难题，智慧
社区新技术应用和运营亟
待提升。走进欧洲深入了
解欧洲特色小镇运营和智
慧社区运营的成功经验，
用国际视野指导国内特色
小镇的规划和智慧社区的
发现。

出行时间： 2018年8-9月
学习国家： 日本、欧洲



④国际访学

日光江户村是再现江户时代文化和生活的主题公园。园内按照当时的
样子再现了街道、关卡、街道、旅馆街、下町（市井街）、武士官邸
街等，穿过关卡（入口）就仿佛时光倒流至江户时代。
以400年前的江户时代为原型，完整的还原了江户生活，穿着和服、
木屐，画着精致妆容的女子迈着小碎步优雅地走在街上，儿时动漫里
的忍者乱太郎、新兵卫在各个街道上巡游，半山腰上倾斜的屋子里住
着每天都要练功的日本忍者等等，这些逼真的还原，使江户时代的文
化再现，以致于在日本人心中，江户历史就在日光江户村里。



整体工作规划

时间：2018年6月22日-24日

地点：中国青岛国际会展中心

新时代特色人居产业展22日开幕—24日

房地产先进适用技术与产品推荐集
2018智能化社区推荐名录（一）

发布《智能家居（整体家装）产品应用通则》

智能行业国际访学

小城镇特色与智慧社区
暨新经济新动能产业发展论坛



一场营销
解决行业多个痛点

两大行业权威共启一场融合盛会

两大行业供需直面交流

为智能家居和开发商提供

全新的融合平台

小城镇特色与智慧社区暨新经济新动
能产业发展论坛

✓ 房地产协会领导、家电研究院领导等行

业权威

✓ 强大的开发商阵容，汇聚全国各城第一

梯队开发商，规模不少于500人

✓ 主题演讲、圆桌论坛、专场晚宴，智慧

产业最优的展示舞台

《智能家居（整体家装）产品应用通则》标准发布
房地产先进适用技术与产品推荐集

2018智慧化社区产品推荐名录(一)

✓ 成立智慧化社区推荐名录评审专家委员会

✓ 成立产品应用通则专家委员会

✓ 联合发布《智能家居产品应用通则》

✓ 推荐名录面向全国开发商发放及媒体推广

新时代特色人居产业展

✓ 三大产业联动，构建行业完整产业链

✓ 汇聚行业领军企业，树立行业风向标

✓ 依托行业协会优势资源，打造专业品牌展会，一站式全

新体验式交易盛会

✓ 行业巅峰盛会，为参与客户提供全方位的营销推广平台

✓ 联合主流媒体，把握行业新动态

智能行业国际访学

✓ 家电研究院和房协联手制定智能访学规划

✓ 全程行业专家带队，访学全球一线智能行

业企业

✓ 访学过程，可设计专场的商业洽谈活动

四大板块
全程助力供需一体



融合
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