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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中国(北京)国际

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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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后报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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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面积

23, 000
平方米

参展企业

210
家

专业观众

 18,147
名

组团观众

2212
名

2017 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 ( 以下简称：IA 

BEIJING)，于 5 月 12 日在北京展览馆，圆满落下帷幕。

全球 210 家自动化行业先锋企业倾情演绎智能制造高新

产品与技术，展出面积达 23,000 平方米。为期三天的展

会共吸引专业观众 18,147 人，相比去年增加 3.2%，其中

包括 85 个参观团，共 2212 名专业卖家。进一步巩固了

IA BEIJING 作为市场风向标的地位。

行业先锋，演绎智造盛典

应用公园，搭建交互平台

数字工厂，落户 IA 中国系列展

>

>

>

作为中国北方市场最专业、最具影响力的自动化

行业盛会，2017 年 IA BEIJING 共吸引了来自德

国、韩国、荷兰、美国、日本、瑞士等国家和地

区的 210 家知名企业齐聚一堂。主要参展企业包

括：菲尼克斯、西门子、罗克韦尔、倍福、图尔

克、易福门、康耐视、宜科、EPlan、魏德米勒、

皮尔磁、赫优讯、上银、ELMO、光洋、蒽必、

施迈茨、奥托尼克斯、施迈赛、博恩斯坦、滨特

尔、东安、永创智能、大族电机、安浦鸣志、厦

门宏发等。

今年 IA BEIJING 重磅推出了自动化产品应用公园，

针对汽车制造、智能包装、农机制造和智慧城市等

四大当前热门话题，邀请自动化行业先锋企业结合

其在相关行业中的应用带来专题演讲，助力生产制

造商转型升级。现场人气火爆，一座难求！

今年展会特别引入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Hannover 
Messe) 旗下数字工厂专题展。首次登陆中国的数

字工厂 , 无疑为 IA BEIJING 注入了大量领先的行业

理念及技术，展示通过集成、仿真、分析、控制等

手段为生产过程提供全面管控的整体解决方案。

展会概况 展会亮点

六大板块演绎 “ 智能制造 ”
控制技术      机械基础设施  传感器连接器

机器人及机器人配件 数字工厂  应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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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评语

       菲尼克斯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市场传播部

IA BEIJING 2017 给予展商的最直观印象，就是

用心在做优质的专业观众以及高端论坛。这为

我们菲尼克斯电气在业界的品牌影响力以及潜

在销售机遇带来了无限的动力，希望未来我们

可以有更加深入的合作，祝汉诺威会展公司越

来越好！

       魏德米勒电联接 ( 上海 ) 有限公司 市场部

IA BEIJING 作为北方地区具有代表性的自动化展会，我们已参加多

年并逐渐成为我们与北部地区客户沟通见面的一个平台。此次魏

德米勒带来了创新的联接解决方案 Klippon®Connect 成为展会的

一大亮点，观众们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展会同期举办的论坛

也亮点频频，在这样一次专业及水准颇佳的展会中，我们收获颇

多，同时也对明年的展会充满期待！

       皮尔磁工业自动化 ( 上海 ) 有限       
       公司 市场部

IA BEIJING 的观众数量每年都在增加，观众

质量也一年比一年好，不愧为华北地区最专

业规模最大的自动化展会。 除此之外，今

年新增的应用公园论坛很有特色，希望能够

多多举办类似活动。

       上海安浦鸣志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市场部

IA BEIJING 作为中国北方市场最具影响力的工业自动化行业盛会，2017
年无疑又在规模、人气和效果等方面验证了这一点。鸣志首次参加北

方自动化展，展台人气爆棚，客户专业性强，效果超出预期。特别感

谢主办的推荐和大力支持，期待 2018 年共襄盛会。

       德国倍福自动化有限公司 市场部

本届展会我们向观众展示了基于 PC 和 EtherCAT 的全系列控制产品、

具有最大可扩展性的自动化和运动控制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在工业 
4.0 与物联网应用中创造真正的附加值。参展效果很好，甚至超出我

们的预期，无论是专业观众人数、质量、展台停留时间以及主题会

议组织，都反映出这是一个高水准的展会，也体现了主办方很强的

专业能力。5 年来，我们一直在留意考察北方地区，尤其是在北京最

好的自动化展会，答案不言而喻，IA BEIJING是我们非常正确的选择。

        德国赫优讯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市场部

作为业内非常专业的自动化盛宴，IA BEIJING 2017 再次塑造成功典

范！在全方位创新的努力下脱颖而出，此次盛会规模空前、人气空

前、效果空前！感谢主办方通过邀请非常专业的观众参观交流和研

讨会等形式，搭建如此良好的平台，让厂商和观众和专家一起沟通

工业未来、畅想未来、规划未来。祝愿 IA BEIJING再创佳绩！明年见！

展商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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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3天的展会共吸引了18,147名专业买家，较上届展会增长3.2%，其中国内观众来自

32个省、直辖市的专业买家，其中华北地区的观众占了相对比例90.18%。

海外观众

欧洲

亚洲

港澳台

观众分析 观众分析

北美洲

16.28%

34.89%

11.63%

37.20% 

华北 90.18%

华东 5.10%

东北 1.84%

华南 1.23%

华中 0.87%

西北 0.54%

西南 0.24%

国内观众

观众采购决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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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的主要职责

管理
首席执行官

工程
技术服务
质量管理

生产
制造

进出口
贸易

采购  市场、销售、
广告、媒体

研发 其他

80%

11.94%

27.60%

12.95%

2.29%

6.01%

17.45%

19.08%

3.39%

展会现场的海外观众占比0.4%，分别来自美国、俄罗斯、土耳其、日本、韩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

本届展会观众人数来源最多的10个城市：

北京、天津、保定、廊坊、唐山、上海、

石家庄、秦皇岛、沧州、沈阳。

有采购决定权         29.72%

评估/执行采购任务 16.98%

建议/收集采购信息 34.08%

不涉及采购决策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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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3%

16.80%

11.92%

9.25%

8.51%

8.11%

5.38%

3.93%

3.67%

3.28%

2.95%

2.88%

2.64%

2.54%

2.21%

2.18%

1.39%

1.38%

1.15%

0.96%

4.39%

机械制造、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电子制造、食品饮料、医药包装、机床等应用行业比重超过 43% 2017年，共有73.4%的观众是首次观摩展会，其余的观众中有52%已是连续3

年参观。超过93.7%的观众表示会继续参观明年展会。

了解市场概况

64.76% 拜访供应商和

销售商

20.16%

寻找新产品及

创新技术

43.48%

寻求解决方案

29.32%

为投资及采购

决策收集信息

11.21%

采购/下订单

7.52%

开拓业务联系

10.59%
开发新客户

9.29%

开发新的

供应商

10.71%

评估是否参展

2.33%

参加会议

5.12%

寻求合作

2.09%

其他

0.98%

观众分析 观众分析

观众行业分布 观众参观目的反馈

工业自动化

机械制造

IT与电子       

航空航天

能源/电力

汽车制造

轨道交通

机床

石油/化工

环保装备       

生物医药       

冶金/铸造

包装/印刷

建筑

食品/饮料

国防工业

纺织/服装

塑料橡胶       

船舶制造       

电梯制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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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家配对

       保定宝来塑料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电气主任  张志秀

对本次买家配对活动很满意，你们的服务很周

到、热情，本次展会参展厂家不少，但还是希

望下次能见到更多的厂家加入，希望有更多的

理想供货厂家。感谢你们的辛勤付出！

       钢铁研究总院   
       副主任  赵舸

首先，非常荣幸能参加您们举办的买家配对

活动，谢谢！对于展会现场总体还是比较满

意，辛苦您们了！另外提几点希望，能否减

少入场时排队等候时间；另外提前发送一些

参展厂商的介绍，以便有的放矢的参观学

习。对于买家配对活动，想法非常好，希望

来年有更多的商家参与配对。

       中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机电部经理   贺保国

首先非常荣幸作为特邀买家参加展会，

今年有以下几点感想：

1，称赞展会的 “ 一对一 ” 配对服务，通

过双方有准备、有针对的洽谈，既解决

工程实际问题，又拓宽厂商产品的销售

渠道和应用领域。

2，站在科技发展的前沿，每年都推出一

些国际领先的新技术、新装备。

3，展会宣传和展位设计每年都有新变

化，避免 “ 审美疲劳 ”。

          北京三六五度农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CEO  黄鹏 

感谢汉诺威提供 IA BEIJING 这个平台，让我很

轻松的找到了供应商。买家配对的服务也很贴

心，特别是贵宾休息区，让人感觉很亲切。我

会更多的邀请同行的朋友来参加观摩展会。有

主办方的人带着进场，供应商也会多一份尊

重，业务谈判也更顺畅。感谢你们的努力。 

       施迈茨 ( 上海 ) 真空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部

作为一家每年十场展会的在华德企，感谢主办方组织

举办 IA BEIJING 这样一场具备国际化水准与服务的展

会，从而使公司在选择北方区域展会时有了可信赖的

合作伙伴。IA BEIJING 是公司与北方区域新老客户沟

通交流的良好平台，而主办方提供的买家配对服务为

展商约见了目标客户，让公司在开展前就对展会信心

满满。祝愿 IA BEIJING 规模越办越大！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   副研  宋志国                                  

本次参观展会并有幸参与买家配对活动，感觉很有收获，

对你们热情、专业的服务表示诚挚感谢，并希望今后能够

继续参加活动。贵公司为我提供的几个公司的产品是我单

位产品研发中比较关键的电气元件，通过与他们的交流，

我感到达到了参加本次活动的目的，互相交流了产品的相

关技术、价格、货期等信息，表达了合作的意愿，对我的

工作帮助很大。

买家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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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团参观 组团参观

       北京北方车辆集团有限公司

“ 中国制造 2025” 由 “ 制造 ” 变 “ 智造 ” 已经成为中国工业转型升级

的大方向，而自动化作为智能化变革的基石无疑是重中之重。此次

展会集合了全球优秀的自动化领军企业，尤其是德国的 “ 数字化工

厂 ” 首秀，激发我司在自动化智能化发展方面多元化的思路。本次

展会，我司组织了 2 批共 90 余人分两日参观。感谢主办方周到的服

务和安排，此次观展令我司人员受益良多，今后也将继续组织参观！

祝未来展会规模越办越大！

       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我司今年组织了密云基地各部门工艺人员共

计 65 人，参加了 2017 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

自动化展览会。通过此次参观，开阔了视

野，也让工艺人员对未来工厂的智造大数据

模式有了一定的认识。工业技术革命已经到

来，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云计算等

新兴技术日星月异，作为工艺人员，紧跟时

代的发展不断成长、扎实工作、勇于提升，

才能使我们的产品更加智能化，工厂更加现

代化，生产更加规范化。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很荣幸很收到国际工业自动化展会的邀请，

组织并参加这次工业展会，非常感谢主办方

提供的周到服务！展会中我们各专业工程师

充分了解了所关注的厂家，如电气设计专业

关注的 EPLAN，触屏方面的 Fameview。我

们还听取了关于工业 4.0 智能制造的会议，

了解了制造业与互联网结合后，产生环节中

的各个变化，总之我们这次收获颇丰，希望

工业自动化展能越办越好，规模越来越大！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本次展会集中展示了智能制造相关技术，参展

企业围绕图像识别、安全技术、数字工厂等多

个领域展示了丰富的产品。现场展会气氛热烈，

组织方服务周到，为用户和电气厂商之间提供

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

       唐山圆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展会代表了中国工业自动化及智能制造领域行业的最

高水平，规模品质之高，让我司人员深感震撼。参展

企业都是国内外知名的企业，其中的韩国凯昆、奥托

尼克斯、杭州永创等企业，已和我方达成一些技术交

流的意向，对我公司自动化技术的应用，特别是设计

所的设计工作，提供了重要机遇。总之，公司全体参

展人员对本次北京北展之行深感满意，特别感谢本次

负责我公司接待的蒋经理对我们此行的悉心安排，今

后如有类似活动，我公司将继续鼎力支持！

       中国乐凯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对这次参观也非常重视，前后组织 60 多人分两次

参观了展览。在此特别感谢组织方蒋天駸先生的大力帮

助！展会组织得当，功能分区合理，亮点频现。同期会议

精彩纷呈，有自动化行业应用的研讨会，又有引领潮流的

智能制造国际会议，还有国家部委领导人的政策解读等。

自动化大牌厂商，云集亮相，为展会奉上了令人叹为观止

的高科技盛宴。从传感技术到控制器，再到控制平台等。

展示着智能制造的飞跃。展会使大家对自动化有了全新认

识，解决了智能制造方案实施过程中的困惑。坚信了 “ 中

国制造 2025”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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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Automation

全球系列展
工厂和过程自动化、系统解决方案、工业软件
行业的领先展览会

www.hannovermesse.com.cn

德国           汉诺威  
中国           上海

                    北京

                    深圳                                          
美国           芝加哥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2018年4月23-27日
2017年11月7-11日
2018年5月
2017年6月28-30日
2018年9月10-15日
2018年3月15-18日

专业论坛，解读智造趋势 >

• 2017 智能制造国际会议

• 中德高端研讨会

• MM 现代制造 · 自动化行业应用研讨会 ( 汽车及零部件 )

• MM 现代制造 · 自动化行业应用研讨会 ( 电子、食品饮料及包装 )

• 智造启程 - 中国智能制造及工业自动化趋势研讨沙龙

• 智能工厂核心技术论坛

• 工业软件的代码保护及货币化管理论坛

• 应用公园

• 第六届物流装备绿色与智能技术发展研讨会

• 2017 先进智能制造技术发展研讨会

• OPC 中国巡回研讨会 [ 北京站 ]

• 2017 第六届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峰会

• 2017 工业物联网应用发展研讨会 [ 北京站 ]

2017 智能制造国际会议于展会首日召开，全国人

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路甬祥、德国驻华大使馆公使

Eick Christophe、英国国际贸易部先进制造与交通处

副主任麦思安出席会议并致辞，工业和信息化部部

长苗圩作了题为 “ 深入推进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全

球经济发展新动能 ” 的主旨报告。

同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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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集锦 现场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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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推 　 进 　 自 　 动 　 化 　 技 　 术 　 的 　 中 　 国 　 应 　 用

100%单黑
M:100,Y:100,K:8

70%单黑

未标题-2   1 2010-7-2   16:58:30

www.sensorschina.net

手机看IABJ展 

测控技术

online在线
www.mct.com.cn

合作媒体 合作媒体

特别鸣谢以下支持媒体

特别鸣谢以下合作媒体／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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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汉诺威自动化展一起深入开拓中国自动化应用市场！

2018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     2018年5月  北京展览馆  (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35号)

请填写表格并回执：021-5045 9355 / 6886 2355

请注意本回执仅作展位预留之用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主办方将在收到回执后尽快呈上正式申请表格(具法律约束力)。

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 张曦 先生  / 钱凯 先生 /  方园 女士                        

电话：021-5045 6700  转 259 / 282 / 280 传真：021-6886 2355 / 5045 9355

Email： ia-beijing@hmf-china.com 网址：www.industrial-automation-beijing.com

公司类型：                     外资                  合资         内资

展品来源：                   国外              国内

我愿意参展   我愿意参观

公司：  地址：

电话：联系人：

传真：  手机：

邮编：  Email: 

网址： 预定面积：

日期                                                                                 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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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

2018年5月·北京展览馆

www.industrial-automation-beiji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