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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全新工业自动化技术、过程和能源自

动化技术以及自动化解决方案的国际盛会

华南国际工业
自动化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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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造升级，

共拓商机

当前，新一代人工智能相关学科发展、理论建模、技术创新、软硬件升级等整体

推进，正在引发链式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加

速跃升。作为全球制造业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华南顺应智造升级的大趋

势，不断加快转型升级的发展步伐，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推动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发展，把智能制造作为两化深度融合的主攻方

向；深圳制造业全国领先，依托良好的产业基础支撑，打造高端制造业的方向

愈加明确，主要聚焦机器人、精密制造装备、数字化网络设备、新型元器件与零

部件等战略重点，将着力建设成为国内领先、世界知名的智能装备、机器人、精

密制造产业制造基地。 

一年一度的华南国际工业自动化展览会 (IAMD SHENZHEN) 是华南地区汇聚人

气的专业自动化展，自1997年创立以来，华南自动化展伴随着珠三角经济圈的

腾飞，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和广阔的市场需求。2014年，这一品牌例展正式

被纳入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Hannover Messe) 的全球工业系列展之一，并

凭借专业的办展理念和强大的资源网络开启展览会的全新格局。

华南国际工业自动化展 (IAMD SHENZHEN) 多年来致力于推进制造业业内交

流与产业升级，将于2018年6月27日-29日迎来第22届盛会，是华南地区智能制

造及工业自动化产品权威的交易及推广平台。2018年IAMD SHENZHEN 继续强

势回归，将进一步利用汉诺威展览的全球化视野，国际化资源和专业化服务，

打造优质的展示贸易平台，提速智能制造行业转型升级，为华南乃至整个亚太

地区工业发展推波助澜，将有助于您在中国快速增长的智能制造行业开拓新

的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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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地区不容错过的自动化专业展会

华南国际工业自动化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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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距离接触国际市场

在一个商务氛围浓郁、充满创新的环境中，展示您的产品。通过此次独一无二的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买家展开交

流，并由此接触新的销售市场。各个不同行业、不同级别的领军人物，从机械工程到信息技术、从总经理到产品研发工程

师，2018年6月27-29日，他们都将因为同一个目的集聚在中国深圳！

世界范围内的媒体关注

主办单位将向世界范围内的媒体，展示您所在的领域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例如，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自动化技术或是机器

人，并将您的产品定位于工业领域主要的增长市场。

发掘新商机的独特平台

参加 IAMD SHENZHEN，您将有机会开拓潜在的新机遇，近距离接触来自商业、科学、政治领域的决策者们。通过完善的

配套会议和论坛，以及其他特殊的展示来发展和建立您自己的关系网络。

2017华南国际工业

自动化展览会

亮点回顾

30, 000
平方米

500
家参展商

34,943 名

专业观众

集聚产业效应，助力智造升级
作为中国南方市场重要的工业自动化展会，2017华南国际工业自动展会吸引了来自丹麦、德国、韩国、加拿大、美国、日

本、瑞士、新加坡、意大利、以色列、英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家中外顶尖企业，在工业机器

人、控制系统、机器视觉和机械传动技术四大板块下倾情献演，展出面积达30,000平方米。为期三天的展会呈现了精彩

机器人的展示、庞大展团的亮相，以及络绎不绝的专业买家和浓厚的商贸洽谈氛围。展会共迎来专业观众34,943人，较去

年增长8.14%，再一次印证了华南自动化展在中国南方市场的巨大号召力和影响力。

4,242 名

组团观众

参加 IAMD SHENZHEN ，您将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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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能制造建设开启“互联网+”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生活、改变世界。特
别是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等新理论新技术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强烈需求的共同驱动下，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呈现出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新特征。到2025年，人工智能基础
理论实现重大突破，部分技术与应用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人工智能成为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
力，智能社会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7500余中外品牌先后参展，名企云集深圳——ABB、AUTONICS 、CAMOZZI、CCS、Celera Motion、COG
NEX、EMA、EPLAN、FLIR、Hummel、IDEC、IDS、IEI、igus、I-ROBO、KOYO、LOTES、NBK、OPTO、PISCO、
PMI、PointGrey、SATA、SICK、SMC、SPG、TBI、THK、VGM、VITEX、WEG、YAMAHA、阿尔贝斯、阿美特
克、埃莫、艾卫艾、艾讯宏达、爱普生、爱特蒙特、安川、安川美的、奥普特、百能堡、邦纳、宝惠、宝力、皕
像、博美德、创科、大恒、大族、大族传动、得利捷、德康威尔、迪维讯、町洋、东佑达、东芝、蒽必、菲格
斯、菲视特、富耐连、富士电机、富兴、光宝、广数、海康威视、韩荣、恒拓高、红狮、泓格、虹润、胡默尔、
华创、华国光学、伙伴、基恩士、嘉腾、堅毅、金器、卡诺普、凯士士、康贝、科大视觉、来福谐波、乐姆迈、
乐视、雷赛、李群、力科、利讯达、凌云、罗勒、罗普伺达、罗升、珞石、绿的谐波、迈斯艾尔、麦克传感、明
纬、鸣志、那智、纳诺达克、诺冠、欧铠、皮尔磁、启帆、气立可、瑞硕、赛博、三宝兴业、三力信、三菱、三
姆森、森萨帕特、山善、盛菱精密、盛世智能、世椿、威驷、威图、魏德米勒、沃德、西捷克、西门子、喜开
理、新日升、鑫泰、信浓马达、兴源东安、旭谷国际、雅科贝斯、亚德客、亚陆、研华、阳光视觉、一诺、依诺
信、怡合达、意利、银光、银泰、英国输力强、英威腾、英一传动、永创智能、优爱宝、优傲、知津、智物联、
众为兴等……。

核心采购商长期参与，观众质量有保证——华为、中兴、海信、富士康、比亚迪、伟创力、京瓷、福群、长城开
发、兄弟、格力、美的、TCL、格兰仕、三星、松下、长虹、中兴、创维、富士乐、德赛、今台、昂纳科技、康佳、科
达、宝洁、七喜、东芝、中石化、日立、新科、华阳、欣旺达、富士施乐、伟易达、西铁城、昂纳、大亚湾核电、
南方电网、广本、广州丰田、中船、广船、广钢、韶钢等核心采购商长期参与。

全力打造华南工业机器人专区展——国家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重视把工业机器人推到了转型升级发展的
关键位置，国内机器人产业正面临加速增长的重要拐点，工业机器人成为实现工业现代化的生力军。伴随
政府力推、企业力行的“机器换人”浪潮，广东作为制造业大省首当其中，涌现一大批优秀行业新兴军和佼佼
者，全力打造华南地区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核心地，业内众多知名工业机器人品牌和集成商云集华南自动化
展，引领智造升级，共拓商机。

展会全新亮点

展示企业

无限价值 



华南地区汇聚人气——42万客商及采购商受邀，强势宣传，深度覆盖华南制造产业链，近三届观众均在2.5
万人以上，2017年迎来专业观众34,943人，是华南地区汇聚人气的专业自动化展。

声誉卓越的办展机构——从2014年起，华南自动化展被正式纳入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全球工业系列展的
行列，并将借助汉诺威工业博览会60余年的浑厚底蕴，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南方规模大、国际化程度高、专
业性强的工业自动化展会。

五大专业主题，汇聚最新技术—— 针对众多的应用行业，IAMD SHENZHEN 就自动化领域中的各个部分进
行了专业的主题划分，并将之有效的整合在一起，工业机器人专区、控制系统专区、机器视觉专区、机械传动
技术专区、物联网专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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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费用

国内展商：
标展：RMB 11,000 元 / 个

净地：RMB 1,100 元 / 平方米          

注1：以上报价不包含特装管理费、展具租赁费及额外用电租赁安装费，标准展位转角位另外加收5%。

注2：标准展位为3m×3m，配备：白色围板、二桌(一圆桌、一咨询桌)、四椅、二灯、中英文楣板、展台铺满地毯、插座。

注3：馆内净地由参展单位自行或委托设计、装修及配备设备。

注4：展会提供的免费及增值服务包括：在会刊上登录300字公司简介，宣传报道展会及定向组织观众，参展商胸卡，标准展 台搭建(净地除外)，
     展场清洁及保卫，提供会刊两本，提供展览报告及观众精选名单。

注5：相关有偿服务(广告、租赁、住宿、展品运输等)可咨询组委会或参阅《参展手册》。

    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

工业机器人及零部件、喷涂机器人、码垛机器人、搬运机器人、
装配机器人、激光、焊接机器人、直角坐标机器人、机器人集成
应用、整体解决方案、高端数控系统等

    智能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PLC、SCADA、传感器和执行器、伺服电机、连接器、
人机界面、运动伺服、机箱机柜、嵌入式、工业电源、电力电
工、电线及电缆附件、电气设备、过程和能源自动化系统

    机械传动系统

液压、气动、流体传动及元件、机械传动元件及零部件、滑动和
滚动轴承、齿轮电机、线性技术以及密封技术

    机器视觉

智能相机、工业镜头、板卡、配件、光源、图像处理系统、
机器视觉集成、机器视觉辅件、工业测量、仪器仪表、流
量计、测试和检测设备

    工业物联网

工业通讯、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以太网、工控
机、通讯、网络和现场总线系统、组装及搬运系统、线性
定位系统、工业自动化信技术及软件、信息安全

    其它

非标自动化设备、全自动包装机、自动贴标机、激光打标
机、3D打印、自动点胶机、自动绕线机、各种自动化生产
线、电子零部件及辅助设备、培训及咨询

展品范围： 

国际展商：
标展：RMB 17,550 元 / 个 
净地：RMB 1,460 元 /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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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展会回顾
一切商机尽在华南国际工业自动化展览会

体验与目标行业买家一对一直面洽谈

近三年展会期间，我们每年会根据参展商及参观商各自需求变化调整展览的形式和内容，特别针对电子组装、

汽车制造、金属加工、钣金焊接激光、印刷包装机械、医疗机械、轨道交通、纺织机械、电子通信、五金制品、新

能源、食品工业、轨道交通以及OEM制造企业的设备采购人员和工程师做专业观众邀请，我们特别为多家优质

展商启动了专业买家配对服务，共邀请到了80多位专业买家到场。举行了60多场商务配对。针对不同展商对于

不同行业买家的需求，我们专门为其精心挑选并邀约目标行业买家在展会现场进行一对一洽谈，得到了众多展

商及买家的一致好评！2018年，我们仍将与优质展商一起体验这专享的买家服务！

特色服务—专业买家配对

>>> 买家配对评语

>>> 展商评语

东莞市沃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此展会与华南区众多新老客户会面，洞察不同领域的

行业资讯，为智能制造发展提供了有利实时资讯，关

于买家配对活动，希望下一届做深做细，为双方提供

更有效的资源与平台整合。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我司对此次的的展会非常满意，特别是买家配对

活动，不但帮卖家直接提升了展会效果，也直接

帮买家推荐了优质供应商，提高效率，非常有意

义，希望下一届邀请更多买家。祝华南国际工业

自动化展越办越好！

苏州吉矽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华南国际工业自动华展示是是华南地区规模较大的自动化类展会，我司是第一次参加
该展会，本次展会无论从前期的报名咨询到展前准备以及现场协调各项服务都是令我
们十分满意的，感谢主办方的辛勤劳动。在展会之前，主办方为我们做了很多展会推
广，展会现场的效果和人流量，以及客户的质量也是出乎我们意料中的好，相信定能
为我们带来更多订单。预祝 2018 年华南国际工业自动化展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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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观众

海外观众

采购角色

本届展会观众人数来源最多的 10个城市：深圳、

东莞、广州、佛山、珠海、惠州、中山、上海、

北京以及江门。

展会现场的海外观众占比 1.6%，分别来自美

国、澳大利亚、英国、俄罗斯、西班牙、土耳

其、南非、日本、韩国等 24 个国家和地区。

超过80%的观众涉及采购或相关。

*百分比以回答此题的人数为基数分析，

由于部分观众的多项选择，所以总百分比大于100%

80%
有采购决定权         35.29%

评估/执行采购任务 19.69%

建议/收集采购信息 30.29%

不涉及采购决策         14.30%

推荐人        0.57%

华南 93.45%

华东 3.64%

华中 1.35%

华北 0.85%

西南 0.43%

东北 0.15%

西北 0.13%

工作性质

观众感兴趣的领域

管理
首席执行官

工程
技术服务
质量管理

生产
制造

进出口
部门

采购 市场、销售、
广告、媒体

研发 其他

13.97%

31.59%

10.11%

3.26%
7.21%

14.27%

18.02%

1.94%

工业自动化(生产及过程自动化)

机器人与机器视觉

电气系统

工业自动化信息技术及软件

电子零部件及辅助设备

非标自动化设备

液压气动密封件、机械零部件

仪器仪表

80.98%

52.20%

25.46%

31.14%

18.55%

27.96%

13.22%

11.98%

为期3天的展会共吸引了34,943名专业买家，其中国内观众来自30个省、直辖市的专业买家，

其中华南地区的观众占了相对比例83.47%，观众总数较上一届增长8.14%。



联系方式：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联系人: 林萍 女士/孙丽燕 女士/韩建华 女士        
电话: 86-20-86266696转8018/ 8016/ 8020     
传真: 86-20-86266690-8004
邮箱: ia-sz@hmf-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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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报名截止日期

2018年4月30日

汉诺威工业自动化全球系列展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2018.4.23-27
德国，汉诺威

土耳其工业展览会

2018.3.15-18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中国(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动力传动

与自动化展览会

2018.5.9-11
中国，北京

中国(武汉)国际自动化与机器人展览会

2018.6.5-8
中国武汉

华南国际工业自动化展览会

2018.6.27-29
中国，深圳

北美国际集成自动化及动力传动展览会

2018.9.10-15
美国，芝加哥

工业自动化展

2018.9.19-23
中国，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