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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自动化展
工业自动化全面解决方案、生产及过程

自动化、电气系统、工业IT与制造业信

息化、微系统技术的国际盛会

2020年9月15-19日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虹桥)

展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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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自动化展（以下简称IAS）作为第22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CIIF（以

下简称：中国工博会）旗下核心专业展，IAS顺应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趋势，为中国智能制造提振全球工业发展信心发声；今年IAS的成功

举办为推动疫后制造业需求增长按下“助推键”，超500家企业带来了自

动化生产的前沿技术，与MWCS共展出总面积达11.6万平方米。共吸引

191,792人次专业观众到会参观，亲身感受这场国际工业盛会。

汉诺威米兰展览会（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刘国良说道：“经历疫

情后，展会仍是促进行业技术交流和挖掘市场潜力的重要平台。今年

我们在现场看到众多知名企业仍选择了IAS和MWCS作为他们全新产

品的全球或国内首发平台，这不仅仅是对我们展会的高度肯定与大力

支持，更是中国智能制造借助展会平台为赋能全球产业创新发展、提

振经济复苏信心发出的强有力信号。”

紧扣自动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大趋势，今年IAS上多款

新品齐发，令人目不暇接。西门子、菲尼克斯、德国倍福、三菱、欧姆龙、

施耐德、 费斯托、易福门、SMC、台达、奥托尼克斯、威图、巴鲁夫、 
魏德米勒、万可、宜科、倍加福、依诺信、CODESYS、皮尔磁、雷赛、安

浦鸣志、施迈茨、施迈赛、科捷智能、利元亨、町洋、穆尔电子、堡盟、

力控科技、埃莫、罗勒、上银、基恩士、唯恩和宏发等超600家知名企业

在“云、大、物、智、移”等新技术加持下，带来了各类数字基因、自动管

理、智能运维、绿色智造的高精尖产品及解决方案。

其中，倍加福携“Sensorik4.0®”理念再度盛装亮相，向业界全方位展示

面向“工业4.0”应用的新型传感器与系统，呈现“从传感器层到云端”一
站式数字化智能解决方案，以IO-Link 科技赋能，打通数据链路，助推

工业4.0、IIoT工业物联网的实践及发展，激发智能制造的无限潜能。倍

福现场展示了多款让人耳目一新的产品，包括XPlanar平面磁悬浮输送

系统，系统集成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技术，采用AMD Ryzen处理器的高

性能工业PC，搭载400MHz处理器的入门级工业PC CX7000，用于倍福

工业PC的新型操作系统TwinCAT BSD等，一展其技术实力，助力制造

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万可带来两款重磅展品：WAGO 
SCADA和WAGO I/O System Field，WAGO SCADA提供一次性源代码授

权及与第三方应用深度集成，是为系统厂商或系统集成商打造自主可

控的软件平台。全新WAGO I/O System Field是专门面向未来的自动化

和网络模块化设备，可在非常恶劣的环境条件下稳定工作。

本届展会具体报告详见下文

53,000+平方米

展会规模

500+
展商数

191,792人次

专业观众

为中国智能制造提振全球工业
发展信心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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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评语

魏德米勒电联接（上海）有限公司

2020 IAS 参观人数较多，观众也比较专业，观展积极性较高，整体参展效果与去年

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展馆开放多个入口通道，方便观众多通道进入，避免了集聚

效应，也保证了多时段的人流量。

万可电子（天津）有限公司

本届 2020 上海工博会，现场人潮鼎沸，气氛热烈，人流量比去年更上一层楼。同时，

专业观众饱和度极高，与客户建立了非常好的基础交流，很好的宣传了本公司的品牌，

增强了品牌影响力，主办方各方面的服务非常到位，在此感谢主办方各方面给与的

支持，预祝明年的工博会更加闪耀。

费斯托（中国）有限公司

疫情环境下，今年工博会依然能够如期举办，给工业界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于费斯

托来说，今年的观展流量远远超过活动预期，观众对我们的展品及现场活动热情不减，

和客户之间的互动交流预示着的工业发展的大好前景，工博会一直是一个很好的交

流平台，搭建我们和客户之间的沟通桥梁。在疫情的特殊背景下，主办方充分做好

了防疫等相关措施，让展商和观众都能放心观展。

威图电子机械技术 ( 上海 ) 有限公司

感谢主办方展前协调，让我们处于较往届更优越的位置； 搭建期和展期给与的协助

免去了不少人力和时间上的投入，是从各个方面都提供了便捷和支持； 现场人气和

参展效果都远远超过了预期，各个数据表明都已赶超往届。 专业的组织能力既控制

了后疫情时期的人流量又输入了大批专业观众，再次感谢！

巴鲁夫自动化（上海） 有限公司

作为国内自动化领域规模最大的盛会，IAS 始终能够紧跟行业发展新趋势，为我们提

供了重要的技术交流和商务对接的平台。本届展会一如既往保持高水准，观众更是

达到 “ 三高 ”：人气高、专业性高以及匹配度高，有助于巴鲁夫对新产品进行有效推

广，极大增强了巴鲁夫的品牌影响力，为我们和客户提供了高效的交流平台。主办

方各方面的服务也非常到位，整个参展过程非常愉快和顺利。预祝 IAS 越办越好！

展商分析

工业自动化展 

节能环保技术与设备展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应用展

能源技术与设备展

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展

机器人展

新材料产业展

科技创新展

517家
展商

372家
展商

142家
展商

230家
展商

156家
展商

61家
展商

269家
展商

305家
展商

298家
展商

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

2766
个展位 2563

个展位

452
个展位

819
个展位 370

个展位

480
个展位

2502
个展位

860
个展位

858
个展位

展商数 展位数

专业展

展览面积

工业自动化展   53060平方米

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   57778平方米

机器人展   50092平方米

新材料产业展   21714平方米

科技创新展   20575平方米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应用展   16770平方米

能源技术与设备展   11816平方米

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展   11816平方米

节能环保技术与设备展   115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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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不分先后

上海电气集团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汽轮机厂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发电机厂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机床厂有限公司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江南造船有限责任公司
盾安控股集团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东湖机械厂
江苏大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港机重工有限公司
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
美固龙金属制品(中国)有限公司
延锋安道拓座椅有限公司
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飞利浦医疗(苏州)有限公司
伟创力电子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浙江科博达工业有限公司
江苏南方润滑股份有限公司
启东市制造企业参观团
海宁市装备制造企业参观团
苏州市吴中区工商联机电行业商会参观团
杭州市余杭区装备制造业协会参观团
昆山智能机器人及成套装备协会参观团
安徽天航科创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立旺精密机电（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巨人通力电梯有限公司
浙江正泰中自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闻泰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中天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立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富士康科技集团
富士康富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嘉善）
上海航翼高新技术发展研究院

国营芜湖机械厂
宁波永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创力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杭州兴意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顿力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安井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海立电器有限公司
利戴工业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富驰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立电梯（上海）有限公司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天奥医疗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华铭智能终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精元电脑有限公司
滨中元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纬创资通昆山有限公司
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航海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华辰精密装备（昆山）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富强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
杭州宏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
海康威视供应链钣金部
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恒立钣金有限公司
西子富沃德电机有限公司
宁波星箭航天机械有限公司
今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优科豪马轮胎有限公司
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
苏州三星电子液晶显示器有限公司
吉田建材（苏州）有限公司
上海兰石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比亚迪有限公司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有限公司
上海友升铝业有限公司
常州恒创热管理有限公司
……

作为制造业万众瞩目的国际盛会，尽管整个展期大雨连绵也没能阻碍观众前来参观的热情，来自工程机械、包装

机械、汽车制造、机箱机柜、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管道空调、电梯设备、电子产品等多个用户行业的超100家

企业与专业买家团纷至沓来。

买家参观团

飞利浦医疗 ( 苏州 ) 有限公司

本次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规模之大和参展商之多离不开主办

方悉心的组织。本次我司组织了近 60 位同事前往展会参观学

习，展会给我们带来了最新的工业自动化趋势以及新的理念，

通过展商现场展示的各类解决方案，让我们组织的专业观众学

习到了最前沿的智能制造技术。整体观展体验非常好，期待今

后更进一步的合作。

参观团评语
部分参观团来自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我司是一家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制造的企业。今年的工博会我

司的新老厂区共组织了 100 余人前往展会参观，展会规模较大，

许多国际一线品牌均参与展出，展厅分类清晰，专业性很强。

此次的参观让我们发现 3 类产品可改善我们目前的工艺。以前

我们公司也经常组织参加展会，大多是供应商发出邀请，对展

会具体内容不清楚，没有明确目标，标准品选择上造成先入为

主的意识，无法更好地判断分析。十分感谢这次展会主办方的

服务，提前将展会信息传递给我们，且邀请并热情接待了我们，

让我们的团队更有目标性的去参观，让我们团队能够在半天内就完成了这次参观，并且收获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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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人数统计

参观展览会目的

机构类型 

新闻媒体 1.29% 

1.16%

35.10%

23.26%

20.19%

49.07%

56.03%

8.55%

5.18%

观众分析 观众分析

22.95%

22.03%

18.02%

17.95%

7.36%

6.36%

2.71%

1.64%

0.97%

工程、技术服务、质量管理 

管理 

市场、销售

研究、研发 

生产制造 

采购 

其他

广告、推广、媒体

进出口贸易 

观众在采购中的角色

观众工作性质

收集和了解市场信息

联络供应商和销售商

寻求特殊解决方案、创新技术

其他

寻求并确定新的代理商、分销商及合作伙伴

参加会议 

评估参展可能性 

采购

本届展会共到场专业观众191,792人次，分别来自境外29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境

内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专业观众人次较上届增长4.67%。

生产厂商 54.56%

系统集成商 16.26%

代理、分销商 11.17%

设计院、研究院所 6.75%

其他 6.05%

协会、学会 2.01%

政府部门、行政机关 1.91%

55.06% 参与推荐和选择

20.89% 决策者

16.28% 无涉及 

7.77% 指定需求

84%的观众

对设备采购具

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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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业务领域分析

观众分析 专业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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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5%

29.75%

21.64%

16.36%

13.11%

11.34%

10.69%

9.77%

9.04%

7.12%

7.00%

6.49%

6.31%

5.90%

5.20%

5.18%

5.01%

4.70%

4.34%

4.01%

3.86%

3.75%

3.53%

3.47%

3.26%

工业自动化 

机械制造 

新能源技术、能源管理 

机床及相关行业 

计算机软/硬件、IT与电子

汽车及摩托车零部件制造

电力电工设备及电力工程 

新能源汽车制造

工程与物流机械 

通信技术/运营/服务 

航空航天 

模具制造 

轻工机械 

建筑及建筑机械 

生物医药 

环保装备 

物流及交通运输

包装印刷

石化/冶金/铸造

食品、饮料

节能及服务配套

船舶制造

国防兵工

半导体照明及应用

纺织、服装

2020 中国数字化智能工厂解决方案高峰论坛暨2020 工业互联与智能制造创新大赛

OPC Seminar - 工业互联网与OPC UA

5G 与智能互联助力工业4.0 产业发展专题论坛

费斯托媒体见面会

第十六届MM·新自动化论坛——同道数字化 智造竞争力

第19 届MES（制造执行系统）开发与应用专题研讨会

将精益生产进行到极致—“ 新基建” 赋能精益生产研讨会

上海市自动化学会学术年会

……

共举办53场高峰论坛

和精彩活动

>>>>>>

同期举办的各类论坛与活动也是精彩纷呈，旨

在打造一个全方位、多层次、高质量的行业交

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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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以下合作媒体 

合作媒体 精彩瞬间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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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决定参加2021年9月14-18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的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工业自动化展，

并保证支付各项参展费用（包括自理汇款手续费）；不零售展品；不展出侵权假冒产品；服从大会统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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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仲佑 先生 / 姬海霞 女士

电话：021-2055 7128 / 7129 / 7130 / 7131

传真：021-2055 7100
Email：ias@hmf-china.com 
网址：www.industrial-automation-show.com

参展申请表

公司名称       

地址       邮政编码       网址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部门

职务       展品名称

展品范围
�生产自动化                    �过程自动化                   �电气系统                       �工业IT与制造业信息化                  �微系统技术

公司性质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中外合资企业   �外商独资企业    �港澳台资企业 
�境外企业  �境外政府展团   �国内政府展团    �境外企业在国内的办事处  �代理国际品牌的内资企业

外资企业请标注总部所在地区或国别：         

预定展台
A. 标准展台 9平方米（3M×3M）标准展台               个

B. 室内光地（36平方米起租）              平方米，长           米×宽          米

展台资料
标准展台（9平方米）：展板，地毯，1张洽谈桌，4把折椅，1个接待台，1个垃圾桶， 1个220V/500W电源插座，2套射灯，参展商中英文名称楣板

室内光地（36平方米起租）：参展商需自行承担展台搭建装饰等相关费用。

填表日期：                                                                 签字盖章： 

注意事项：本表仅作为参展意向，以签订正式参展合同为准。

展品范围
工业自动化（生产及过程自动化）

组装及搬运系统/ 线性定位系统/ 工业影像处理系统/ 
控制系统，PLC，SCADA/ 传感器和执行器/ 工业用电

脑通讯、网络和现场总线系统/ 嵌入式系统/ 测量和测

试系统/ 工业自动化数据获取及辨别系统/ 激光技术/ 
自动化服务/ 空压技术与设备/ 视觉系统/ 机器人、装

置及零部件

电气系统

变压器、电池和不间断电源/ 伺服电机和变频器/ 传动、机

械驱动系统/ 电线及电缆附件/ 电气控制系统用电气开关装

置和设备/ 电工及光电部件/ 电力电工测试和检测设备

工业IT与制造业信息化

工厂集成化管理软件/ 工业IT软件/ 工业基本系统及开

发工具/ 工厂生产软件/ 工业用互联网/工厂内局域网/

工厂外部局域网解决方案/ 服务

微系统技术

微系统部件/ 模组微系统/ 微感测器/ 微执行器/ 微型

光学和纤维光学/ 微装配/ 微连接技术/ 微反应技术/ 

微系统的设计和建模/ 微工程学/ 快速微产品开发/ 

超微技术/ 其它微系统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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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宣传

>>>线上推广

行业内专业媒体合作223家

线上线下推广一览

推文2020全年阅读量30W人次

自媒体平台阅读量17W 次

游馆直播播放量：46.9W 次 网络曝光量163W+ 次

eDM推广覆盖行业内30W+专业买家及观众

微信公众号粉丝量40W专业用户

展会宣传



华南国际工业博览会
South China International Industry Fair

2021年6月29日-7月1日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新馆）

www.sciif.com

工业引领 智享未来

100,000+专业观众

2,500+家参展企业

160,000平方米

同期主题展：

新材料 数字工厂 节能与工业
配套

新一代信
息技术

电路板设备
与材料

工业机器人机器视觉工业自动化 数控机床与
金属加工

激光技术与
加工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霄路393号百安居浦东商务大厦301室

参展联系：

联系人：张曦 先生/钱凯 先生/谢仲佑 先生/姬海霞 女士

电话: +86-21-2055 7128/7129/7130/7131
传真: +86-21-2055 7100
邮箱: ias@hmf-china.com
网址: www.industrail-automation-show.com

参观联系：

联系人：蒋天駸 先生/王沛媛 女士

电话: +86-21-2055 7156/7012
传真: +86-21-2055 7100
邮箱: zack.jiang@hmf-china.com
            paula.wang@hmf-china.com

媒体合作：

联系人：周珈羽 女士

电话: +86-21-2055 7011
传真: +86-21-2055 7100
邮箱: lia.zhou@hmf-china.com

汉诺威米兰展览会（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联系人：冯晶 女士

电话: +86-10-83065400
传真: +86-10-83065345
邮箱: amma.feng@hmf-china.com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联系人:黄巧英 女士

电话: +86-20-86266696转8015
传真: +86-20-86266690
邮箱: Cindy.huang@hmf-china.com

* Hannover Milano Fairs Shanghai Ltd. is a joint venture
of Deutsche Messe and Fiera Milano Group.

DEUTSCHE MESSE AG
Contact: Mr. Andreas Wolf
Tel: +49-511-89 31193
Fax: +49-511-89 39681
E-mail: andreas.wolf@messe.de

*On behalf of Hannover Milano Fairs Shanghai Lt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