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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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北京国际工业智能
及自动化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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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参加 
- 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

作为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中国北方地区一直以来汇集了中国国内众多的工业领军企

业，其中汽车行业、机械制造行业、冶金制造行业、石油化工行业、医药制造行业等尤为突

出。这些企业目前都面临着由于人力成本和生产成本日益上升而造成的诸多困难，迫切的

需要将工业自动化技术应用到生产上。成为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Industrial 
Automation BEIJING)的参展商，绝对是企业在中国北方市场推广产品和技术的最佳途径!

2015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将设置全新3D打印及机器视觉热点主题，以

此推动热门产业的发展，吸引来自各行各业的专业观众。IA BEIJING这个国际平台将有自动

化和信息技术网络，过程自动化，能源和材料效率、机器人和系统集成，以及智能系统等，

并且结合原有机器人技术、运动控制技术、传感器及连接器等先进技术展示。面向您的关

键的目标客户以及工业细分市场，全面展示您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工业和信息化部长苗圩听取参展商介绍并参观展会           

北京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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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新模式演绎，

全面提供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IA BEIJING 2014的各项指标均实现显著增长：启用北京展览馆7个展馆，展出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迎来包括德国展团
的近200家国内外领先的自动化企业；15,105名专业观众和买家到场参观洽谈，涨幅达10%。菲尼克斯、图尔克、威图、易福
门、巴鲁夫、宜科、浩亭、魏德米勒、万可、山洋电气、德恩科、光洋、安川首钢、广州数控、上银和EPLAN在内的各大国内外
龙头企业，再次参与了今届展会，以先进的自动化理念、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与北方观众共同探索市场机遇。德国展团
的再次亮相京城，带来德国最新理念及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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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13-15日，他们都将因为同一个目的集聚在中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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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 BEIJING，您将有机会开拓潜在新机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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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品范围

传动、机械驱动系统
及零部件
电子、机电零部件
及辅助设备
感应技术（传感器）
工业机器人

Industrial BEI-

机器视觉
增材制造
控制系统
工业计算机装备
工业自动化软件
接口技术

材料处理装置
集成化系统
分解设备
微系统技术
机器零部件
培训及咨询

Automation -JING

低压开关装置
人机界面装置
工业通讯
工业测量及仪器仪表
机器视觉
组装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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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现场 全新亮点

- 展示企业无限价值
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与“中国制造2025”

201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为20,792.62亿美元，在全球制造业占比约20%，与美国相当，成为世界制造大国。实
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是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为此，2013年1月，中国工程院会同工业
和信息化部、国家质检总局，启动并开展了《制造强国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提出了实施“中国制造2025”的建
议。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过程中，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更是其中的关键之所在。
作为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中国北方地区一直以来汇集了中国国内众多的制造业龙头企业，其中汽车行业、机械

制造行业、冶金制造行业、石油化工行业、医药制造行业等尤为突出。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Industrial 
Automation BEIJING)面向中国北方地区的工业领域，致力于带来工业自动化领域数字化智能化的最新技术与产品，
帮助推进制造业升级换代，实现“中国制造2025”。
针对众多的应用行业，Industrial Automation BEIJING就自动化领域中的各个部分进行了专业的主题划分，并将

之有效的整合在了一起。

  工业机器人专区

机器人论坛、展示区，活动丰富：位于展会现场的核
心区域重点展示工业机器人产品并在展会现场同期举
办工业机器人•自动化应用大会，盛邀国内机器人行
业专家，主流厂商代表，分析讲解当前工业机器人发
展的现状与未来，针对在汽车制造，电子制造及食品
饮料行业中的成功案例的解读，为与会的专家与现场
观众搭建一个便利的交流平台。

  传感器&连接器专区

群英荟萃，传感中国：国内外知名企业汇聚，专注于
传感器与连接器2个板块，提供各行业应用解决方案。
并邀请到来自电子、半导体行业的知名用户企业现场
参观，采购他们所需产品。

  运动控制专区

以驱动、运动、控制三层合一的理念搭建：将运动控
制划分为3个板块，全面覆盖各种应用行业，满足国内
大多数自动化设备的需求，为广大的自动化设备厂家
提供与国际领先技术同步的产品与技术。

     机器视觉专区

全新开辟的专区：专业针对工业自动化领域中机器视
觉的应用。盛邀领军品牌，现场带来实物展示及成功
案例解读。现场同期举办机器视觉技术及工业应用论
坛，结合实际案例，解决当前企业面临的多种难题。



     增材制造 (3D打印)专区

重装演绎：既2013年成功举办新工业革命与增材制造
国际研讨会及3D打印国际展示会，2015年该专区将会
重新回归IA BEIJING，汇聚中外知名增材制造企业，带
来最新的产品和技术。  

  德国国家展团

汇聚德国顶尖技术与产品，搭建与德国企业直接交流
的平台，让中国的观众亲身体验德国工业大国的独特
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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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服务-专业买家配对
体验与目标行业买家一对一直面洽谈

买家评语 展商评语

2014年展会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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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位专业买家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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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展商及买家的一致好评！2015年，我们仍将与优质展商一起体验这专享的买家服务！

长城汽车     (主管工程师 自动化项目经理 高玉峰)

今年是受到了主办方邀请，参与现场商务配对活动，主办方
服务很周到。不得不说展会很精彩，同期的会议也很吸引
人。在展会现场也发现了不少优质的供应商，希望明年能有
更多的展商前来参展，扩大IA BEIJING展的影响力，我们一
定还会再来！

巴鲁夫(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买家配对活动是本次IA BEIJING展会的亮点，通过买家与
卖家现场互动，为展商和观众间的技术交流和商贸洽谈
创造更加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来巴鲁夫中国展位的买家
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积极与我司交流，效果显著，希
望以后在展会上有更多买家与卖家互动活动。

北京澳意电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经理 佟小泉)

此次北京自动化展办的很成功。我在现场见到了易福门，安
川，泛华测控等企业，寻找到了新产品技术，尤其是易福门
的振动分析产品，外观小巧而且成本低，这是我之前在外面
没看到过的，觉得非常有收获。多数外资和合资企业的展台
人员配置比较全，问题解答很快捷。展会总体感觉很好，明
年还会来参观。

山洋电气（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这是山洋电气第二次参加北京自动化展，效果大大超过
了去年。主办方的买家匹配活动比去年做得更加到位，
为买家与卖家更有效的互动，提供了很好的服务。通过
多种渠道的宣传，配合现场生动的各类演示机柜，获得
了专业客户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些与汉诺威主办方的大
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最后，希望IA BEIJING能越办越好。

廊坊百冠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主管 孙彦萍)

很高兴参加汉诺威公司在北京举办的IA BEIJING展，此次展会
布局新颖、展品丰富，现场工作人员服务更是周到。通过本
展会我们也收集到有价值的市场信息，祝愿该展越办越好。



2014年展会回顾 - 一切商机尽在
北京国际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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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出 面 积：20,000平方米

参 展 企 业：将近200家中外参展企业（海外展商超过50%以上）

观 众 人 数：现场到达专业观众人数达到15,105，与2013年相比增长10%
专业研讨会：10场内容丰富，用户行业买家众多

专业买家团：近70个企业团，带来近1,000人的专业观众

观众采购决策权国内观众比例分析

超过80%的观众对设备采

购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力

41%  推荐人

24% 决策者

15% 顾问

23% 无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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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 3%

西南 1%

东北 6%

华中 4%

华南 5%

华北

58%
华东

23%

安川首钢机器人有限公司

今年展会不仅汇聚了一众优质的参展商，而且观众数量及其专业程度亦较
我们预期好。制造业是中国经济支柱，安川首钢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装备制
造业更上一层楼。总括而言，我们对此次展会的专业性及质量非常满意，对
2015年展会亦充满期待。

南京菲尼克斯电气有限公司

我们已参加多届IA BEIJING展，对于能参加如此具有代表性的大型自动化展
览深感高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平台，能够结识到来自各个行业的优质客
户，对于品牌的传播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今年参展的成绩远超预期，我们
寄望明年展会更上一层楼，对大会主办方充满信心。

展商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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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行业分布

海外观众比例分析

12%
7%

5%

欧洲亚洲非洲北美洲 港澳台

29% 37%
10%

南美洲
(美国 10%，加拿大 2%) (中国台湾 3%，中国香港 2%)

(德国 10%，俄罗斯 7%， 匈牙利 5%，爱沙尼亚 5%，

斯洛文尼亚 2%， 意大利 3%，奥地利 3%，荷兰 2%)

 (日本 10%，韩国 7%，

马来西亚 5%，

沙特阿拉伯 3%，

巴林 2%，朝鲜 2%)
 (阿根廷 10%)  (埃及 7%)

“参加此次展会加强了同现有供货商之间的沟通和联络，同时了解到新的供货商及新技术，以及一些小型烤漆、自动识别、包装、组装等
自动化构想及设计，对我司自动化制程优化，异型件及标准件采购都有新的引导及方向参考。”     - 富士康精密电子（廊坊）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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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工业自动化

机械制造

航空/航天

IT与电子

汽车制造

机床

生物医药

食品/饮料

包装/印刷

纺织/服装

54%

16%

9%

9%

7%

5%

2%

2%

2%

1%

2014年，共有58%的观众是首次观摩展会，

其余的观众中有42%已是连续3年参观。超过

94.32%的观众表示会继续参观明年展会。



汉诺威自动化全球系列展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2015年4月13-17日
德国，汉诺威

美国国际过程及工业自动化展览会

2014年9月8-13日
美国，芝加哥

工业自动化展

2014年11月4-8日
中国，上海

印度国际过程及工业自动化展览会

2014年12月10-13日
印度，德里

土耳其工业展览会

2015年6月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华南国际工业自动化展览会

2015年
中国，深圳

联系方式：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曦 先生/方园 女士/钱凯 先生

电话：021 50456700 *259/280/282
传真：021-5045 9355/6886 2355
邮箱：ia-beijing@hmf-china.com  

汉诺威米兰展览会(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代表处

联系人：冯晶 女士/吕思萌 女士

电话：010-8306 5400
传真：010-8306 5345
邮箱：amma.feng@hmf-china.com
              cecily.lv@hmf-china.com

汉诺威米兰展览会(中国)有限公司 广州代表处

联系人：黄巧英 女士

电话：020-8626 6696-8015
传真：020-3879 5750
邮箱：cindy.huang@hmf-china.com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联系人：田原 女士

电话：010-6879 9023
传真：010-6879 9026 
邮箱：tianyuan@cm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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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展会报名截止日期

2015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