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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展会概况
作为中国北方市场最重要的工业自动化展会，2013
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于6月26-28日以
全新布局登陆北京展览馆并取得圆满成功。

08专业买家配对服务
31位指定买家到场洽谈，主办方优质的现场配对服
务，让展商和买家零距离接触！

14展会集锦
为期3天展会人流攒动，展商、观众、专业买家、参
观团对于本次展会都相当满意。

02展商分析与评语
2013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共有来自16
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200家参展商，展出面积达到
20,000平方米。

10现场活动
13场大规模、专业性现场论坛，近60家企业参观
团，3天展会现场人流络绎不绝，人气火爆。

17IA全球系列展
IA系列展在全球多个地方展开，欢迎有兴趣的展商
以及买家亲临观摩！

05观众分析
2013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吸引了来自
汽车制造、食品饮料、电子制造、医药包装等用户
行业的专业买家亲临现场采购。

12媒体合作
108家海内外媒体多角度、全方位现场报道，2013北
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已成为中国工业自
动化领域的新焦点。

18未来展望
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与您相约2014年5
月北京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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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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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32名

应用行业买家

作为中国北方市场最重要的工业自动化展会，2013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以下简称为IA BEIJING）于6月26-28日以全新
布局登陆北京展览馆并取得圆满成功。IA BEIJING 2013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主办，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德国汉诺威展览公
司和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承办。今年展会的各项指标均实现增长：启用北京展览馆7个展馆，展出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迎来超过200家国内
外领先的自动化企业并首次引入德国展团；13,732名专业观众和买家到场参观洽谈，涨幅达15%。

值得一提的是，展会首日还同期举办了当前国内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新工业革命与增材制造国际研讨会”。工业和信息化部长
苗圩、全国政协副主席、科学技术部部长万钢、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苏波、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施尔畏、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干勇等出席会
议，并在会后参观了IA BEIJING的3D打印专区。

较华东、华南地区相对发达的工业自动化市场而言，正在发展中的北方市场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全球企业纷纷把这块潜力之地作为
开拓目标，这与IA BEIJING的定位不谋而合。今年展会迎来包括菲尼克斯、图尔克、威图、易福门、西克、巴鲁夫、宜科、浩亭、魏德米
勒、万可、伦茨、山洋电气、德恩科、光洋、唐山松下、史陶比尔、广州数控和EPLAN在内的各大国内外龙头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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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展团首次以大面积展位高调亮相，成为今年展会的亮点之一。海外企业自
身也为快速进入中国市场做足准备，德国item公司现场的“洋销售”能以一口流利的中文向观众作产品及技术介绍和推广，结合展会所打
造的高效平台，取得了不俗的参展效果。

IA BEIJING是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旗下工业自动化展的全球分展之一，源于母展的专业办展理念及全球资源为其立足中国市场提供
了重要支撑，而逐年递增的展出面积及参展企业和展商、观众满意度也充分说明IA BEIJING的品牌价值已经被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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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分析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特别鸣谢以下赞助商

国家和地区数据

展品分类

机器人技术  15.4%

增材制造技术  14.6%

系统&运动

控制技术

31.5%

传感与

连接技术

38.5%

中国

63.27%

德国

21.94%

日本 2.04%

意大利 0.51%

丹麦 0.51%

土耳其 0.51%

以色列 0.51%

英国 1.53%

瑞士 0.51%

瑞典 0.51%

中国台湾 2.04%

中国香港 1.53%

韩国 1.53%

法国 1.53%

比利时 0.51%

美国 1.02%



3

展商评语

95.7%的展商对2013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表示满意。其中，有76%的展商表示将继续明年参展！

南京菲尼克斯电气有限公司   SGIA总监   杨斌 先生

今年IA BEIJING展无论是展区主题的设置还是配套研讨会的

组织，无论是国际化的展商群还是多角度的专业观众团，都

再一次体现了汉诺威米兰展览公司国际化的视角和组织能

力。非常感谢主办方能够为业届同仁提供这样一个交流的舞

台，期待来年！ 

威图电子机械技术 (上海) 有限公司   市场部  

今年是威图第二次参加由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主办的IA BEIJING展会。从今年的参展商数量、参观者质量

以及主办方的组织协调工作等多方面都可以看到IA展会的发

展潜力!

魏德米勒电联接 (上海) 有限公司   市场沟通主管   钱晨姬 女士

与去年展会相比，无论是从观众的人数上还是质量上都有着显

著的提高，在3天的展会期间我们也接触到了一些潜在的客户

群，对此我司对于展会的效果还是非常满意的。此外，主办方

的组织、协调和执行力也非常强，给展商在搭建、展会期间的

值班以及展会撤展工作带来了很多便利。

巴鲁夫 (上海) 贸易有限公司   总经理   萨拓思 先生

IA BEIJING展的组织和服务都很专业，也给予我们很大的支

持。到场观众比较有针对性，质量比较高，遇到不少目标客

户，以后会继续参加该展会!

图尔克中国公司   营销传播团队   果昭阳 先生

本次展会对于各方来说都是一个转折点，IA BEIJING 2013的
观众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较上一年都有了质的飞跃，

同时在媒体传播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作为参展商，我们

希望主办方可以再接再厉，将IA BEIJING发扬光大，成为下

个工业自动化展！

伦茨 (上海) 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自动化产业部总监   Daniel Repp 先生

很高兴再次参与了IA BEIJING！展会期间，我们不但有机会和那些潜在

客户取得联络，而且也向现有客户展示我们最新的产品。尤其是我们的

自动化解决方案，可以使客户的工程变得更容易，这也引起了展会现场

观众极大的兴趣。我们发现，IA BEIJING的确吸引了一大批渴望了解自

动化行业新产品和最新技术的专业观众，是个非常专业的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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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部副理   中村修 先生

相对于展会的规模，我们感觉入场的观众非常多，现场十分

活跃。在中国的制造业中，自动化备受关注。展会中，来我

司展位的观众也不在少数，现场咨询量大，相信能够为我们

带了更多订单。虽然还未正式决定，但是我想我们还是会继

续参展！

EPLAN 中国销售及服务中心
大中华区总经理   覃政 先生

EPLAN中国此次盛装出席IA BEIJING展会，对展会的成功

表示非常满意。在本次展会上，EPLAN全面展示了其整个

产品线的产品及解决方案。在接下来的2014年，EPLAN公

司将持续增加对市场、团队和合作伙伴的投入，确保通过

业务咨询和行业解决方案来帮助客户实现价值的最大化。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市场专员   黄巧儿 女士

2013 IA BEIJING展顺利落幕，我司对此展会上取得的效果是

比较满意的。为期三天的展会，人流量始终不错，其中有不

少专业客户。感谢主办单位增加的“客户配对服务”并热情

地为展商邀约客户，这让我们展商增加了不少商机。祝愿此

展会越办越好！

浩亭 (珠海) 制造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市场传讯部经理   李媛媛 女士

浩亭中国从2008年起参加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

会。我们的展台面积与展览会规模一样，每年递增。对我们

这样的制造商来说，出席参与这个展会是必然的活动。通过

这个展会，我们每年都能结识新的、具潜力的买家；其中很

多最终成为我们的客户。我们对参展成绩深感满意。
青岛依诺信工业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市场销售渠道总监   Anne Palatini 女士

今年是青岛依诺信工业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第一次参加IA 
BEIJING。展会关于自动化的良好氛围是显而易见的。我

司现场展示了线性运动系统，它对于自动化生产线十分实

用，现场观众对此亦有着浓厚兴趣。除了自动化主题，IA 
BEIJING 对于高质量生产线的实用工具也给出了综合性的展

示。 IA BEIJING 是个很好的展会！

展商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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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分析

为期3天的展会共吸引了13,732名专业买家，其中国内观众来自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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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5%，同比

去年增长62.6%，海外观众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观众数量较上一届增

长15%，仍然主要以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为主，但今年东北

和西北地区的观众有所增加。

中国台湾

19.30%

中国香港

17.54%

韩国

14.04%
德国 10.53%

日本 8.77%

俄罗斯 5.26%

菲律宾 5.26%

丹麦 3.51%

美国 1.78%

法国 1.76%

加纳 1.75% 土耳其 1.75%

希腊 1.75%

新加坡 1.75%

哥伦比亚     1.75%

澳大利亚     3.51%

华北

83.15%

西北 0.74%

西南 0.73%

华东 9.21%

东北 2.33%

华中 1.98%

华南 1.86%

国内观众比例分析

海外观众比例分析

1.78% 1.75% 1.75%

欧洲亚洲非洲 大洋洲北美洲 南美洲 港澳台

29.82%36.84%
24.55%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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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分析

  工程、

  技术服务、

质量管理

22.93%

  管理、

首席执行官

20.47%

研究、研发    16.74%

市场、销售、广告、

推广、媒体    11.19%

其他 5.13%

生产制造    11.84%
进出口贸易    4.89%

采购 6.81%

观众采购决策权

观众的主要职责
采购推荐权

38.93%

最终决策权

24.74%

制定采购需求   22.61%

不参与采购   13.72%

具有采购推荐权及最终决策权的专业买家占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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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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航天

汽车制造

能源/电力

IT与电子

石油/化工

机床

建筑

轨道交通

塑料/橡胶

其他

生物医药

环保装备

冶金/铸造

食品/饮料

纺织/服装

包装/印刷

国防工业

电梯制造

船舶制造

46.98%

15.12%

9.63%

8.50%

7.70%

7.49%

6.17%

5.02%

4.47%

4.32%

3.99%

3.25%

3.23%

2.84%

2.41%

2.41%

2.12%

2.10%

1.87%

1.65%

1.30%

机械制造、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电子制造、食品饮料、医药包装、

能源电力的应用行业比重超过56.18%
2013年，共有56%的观众是首次观摩展会，其余的观众中

有34%已是连续3年参观。超过92.56%
的观众表示会继续参观明年展会。

采购

18.10%

收集和了解

市场信息

26.18%

寻求招商

引资或投资

并购机会

5.40%

联络供应商

和销售商

18.55%

寻求

解决方案

19.10%

寻求合作

25.68%

寻求

创新技术

20.23%

参加会议

4.97%

其他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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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买家列表

参与本次配对的优质展商

北京博世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王骏  总经理

北京罗伯泰克自动化装备有限公司     黄子刚 副总经理

北京安德建奇数字设备有限公司    赵洁 采购工程师

中国自动化控制系统总公司/北京中自控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未小文 技术经理

中科院空间中心      胡行毅 顾问监理

北京金轮坤天特种机械有限公司    汪瑞军 总工程师

克莱德贝尔格曼华通     孔祥云 副总工程师

南京爱立信熊猫通信有限公司     葛晓祥 工程师

北京达特烟草成套设备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王文 高级工程师

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工业协会     丁少辉 部长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王晓明 机械工程师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于志宏 工程师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王卫群 项目经理

北京中拓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郭小龙 工程师

北京洋海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贾天新 工程师

兴信喷涂机电设备（北京）有限公司    安明坤 机械系统工程师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     宋志国 副研究员

康明斯排放处理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雷占明 维修工程师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总装与环境工程部总装技术研究室  张立健 高级工程师

百事食品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一分厂    郑忠军 工程师 

中国北车集团长春轨道客车股份公司客车开发部研发中心  李瑞淳 副总审/首席专家

廊坊美邦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白春雷 设计工程师

保定维尔铸造机械有限公司     赵凤堂 副所长

秦皇岛烟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孙革 主任

好丽友食品有限公司     张恩义 技术

华创天元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李鹏 总工程师

宁波富乐礼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郭维刚 机械工程师

贝克(中国)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金季荪 高级工程师

秦皇岛创杰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郑登根 经理

石家庄千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闫凯 经理

ABB公司       郝昱 自动化主管

今年展会期间，我们特别为9家优质展商启动了专业买家配对服

务，供邀请到了31位专业买家前来。针对买家的不同行业需求

专门为其一对一挑选所需的买家在展会现场洽谈，收效甚高！

专业买家配对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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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评语买家评语

克莱德贝尔格曼华通   研发中心
副总工程师  孔祥云女士

此次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举办的自动化展非常

好。我主要参观了3D打印和传感器展区。我们从事技术角度的

人员，需要比较集中的展区，可以很快了解到行业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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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下次再次参加展会。

1.
穆尔电子元器    （上海）有限公司
市场部

我们在华北地区的主要目标行业是OEM集成商，感谢主办单位

在此次买家配对活动中为我们带来了质量极高的专业买家，如

石家庄千龙电子科技、秦皇岛创杰自动化科技等，让我们有直

接与我们目标用户面对面洽谈的机会，这样高品质的增值服务

希望今后还能参加。

1.

兴信喷涂机电设备（北京）有限公司
机械系统工程师   安明坤 先生

汉诺威公司在工业展会上的声名早有耳闻，此次得以亲身体

验，果真令我不枉此行。展会现场的商务洽谈活动，为我们提

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此外，展会现场的机器人专区，让

我领略到21世纪由机器人引领的全新制造理念。真不愧是此次

展会的一大亮点。希望明年的展会可以看到更多机器人领域的

最新技术和产品。

2.
易福门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华北大区销售经理   那顺 先生

在短短3天的展期中，能与这么多高品质专业买家面对面交流是

一般商业展会无可比拟的。我们的目标行业是食品饮料及OEM
集成商，感谢主办方为我们请来了这些重要的用户行业买家，

高效率的安排让所有现场同事都觉得不虚此行，这样的活动很

值得推荐！

2.

好丽友食品有限公司  
技术 张恩义 先生

很高兴参加汉诺威公司在北京举办的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

会，此次展会布局新颖、展品丰富，现场工作人员服务更是周

到。展会的人气毋庸置疑，通过本展会我们也收集到有价值的

市场信息，希望下次展会可以看到西门子等公司的伺服系统产

品，祝愿该展越办越好。

3.

专业买家配对    务



展会期间，来自全国各地超过60多家企业组团参观了本届展会！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二O六所  19人

保定长城华北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60人

富士康精密电子(廊坊)有限公司 78人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 90人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参观团 140人

北京铁道工程机电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35人

爱协林热处理系统(北京)有限公司 24人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人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20人

北京大森长空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12人

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 40人

北京潞电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22人

北京南车时代机车车辆机械有限公司 8人

格力电器(石家庄)有限公司 20人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7人

航天长征火箭技术有限公司 13人

河北喜之郎食品有限公司 12人

机科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人

松下电器 6人

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4人

华北电力大学 35人

北京化工大学化工设备设计研究所 20人

悅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人

保定万维机床有限公司 7人

北京中铁建电气化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8人

北京印刷学院 33人

佳能大连办公室设备有限公司 9人

中国航空规划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技术研究院 11人

五洲工程设计研究院 20人

北京航天发射技术研究所 16人

北京万源多贝克包装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17人

北京工业大学 50人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风洞工程技术研究所 9人

中国科学技术馆 20人

农业机械杂志社代表团 40人

中国工控网报道团 70人

弗戈机器人•自动化-行业解决方案应用大会参观团 300人

工业电子设计研讨会参观团 150人

新工业革命与增材制造国际会议参观团 300人

机器人产业化研发与应用研讨会参观团 150人

物流装备绿色与智能技术发展研讨会参观团 150人

智能工业发展与国际合作论坛参观团 100人

服务对接需求”用户交流会参观团 50人

先进智能制造技术发展研讨会 参观团 80人

中国科技自动化联盟 参观团 200人

gongkong® 买家团 40人

潍坊万德朗汽车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经理助理   孙孔振 先生

现在的机器人工作一致性和精确性非常高，完全能胜任人工，看完这次展会感

触也非常深，参展的厂商大部分是外资企业，我意识到中国的工业自动化控制

跟国外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我们感觉到了很大的压力，但更多的是一种振兴民

族企业的责任，责任在肩，任重道远。同时我也意识到我们公司流水线的不

足，我们将加大流水线自动化的投入，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农业机械的未来发展

之路，必将是走工业自动化。我们明年还会参观！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研究院计算分析所   首席碰撞安全专家   唐波 先生

通过2013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开拓了我们的眼界和思维，目前中

国汽车产业在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和生产国，这必

然推动中国汽车产业升级的进程。明年我们仍将组团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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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活动-买家团

参观团评语

其中包括



同期13场论坛和活动丰富多彩，涵盖多行业解决方案，为展商和观众提供了又一沟通平台！

∙ 新工业革命与增材制造国际研讨会

∙ 2013智能制造国际会议（附设三个专题会议）

   机器人产业化研发与应用研讨会

   物流装备绿色与智慧技术发展研讨会

   先进智能制造技术发展研讨会

∙ 2013智能工业发展与国际合作论坛

∙ 2013中国自动化服务品牌评选系列活动之

 “服务对接需求”用户交流会

∙ 机器人•自动化-行业解决方案应用大会

∙ 行业解决方案论坛(一)机器人在

   汽车行业的解决方案

∙ 行业解决方案论坛(二)机器人在

   食品饮料与制药包装行业的解决方案

∙ 科技自动化助力装备制造业迈向智慧工厂

∙ 制造自动化发展趋势

∙ 把握市场本质  探索发展之道

∙ 2013年工业电子设计研讨会

   -智能工控的方案设计和实现

11

现场活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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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合作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www.sensorschina.net

弗戈工业在线
www.vogel.com.cn

特别鸣谢以下支持媒体

特别鸣谢以下合作媒体/网站



饮料工业 
http://www.bimag.com.cn/list.asp?id=4414 

3-27 

酒饮料技术装备
http://www.bbte.com.cn/content/detail/1103.html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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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合作

Control Engineering China 
http://article.cechina.cn/13/0626/11/20130626111019.htm  

 

Vogel展会专题 
http://www.vogel.com.cn/top/2013iabeijing/ 

半导体器件应用 
http://ic.big-bit.com/News/69776.html 

 

工控网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WebModule/Exposition/ExpositionColumn.aspx?ElementId=2013062811591800001&ExpoI

d=2013040812033200002 

 

轨道交通纵横 
http://www.railwayvision.com/nr.aspx?n=8959 

 

控制网 
http://www.kongzhi.net/exhibit/index.php 

台湾包装 
http://tw.packsourcing.com/news-2788/ 

 

制造业自动化 
http://magazine.cmanu-

automation.cn/ch/first_menu.aspx?parent_id=2012041392707001 

3-28 

米尔自动化网 
 http://www.mirautomation.com/ 

第一农业机械网 

 

食品工业科技  
http://z.spzlwz.com/view.asp?2859 

 医药生物汇展网
http://bioevent.bioon.com/articledetail.asp?id=5227 

 

中华工控网
http://www.gkong.com/item/news/2013/03/72226.html 

3-28 

中国机器人应用网—展会特别专题 

http://www.robot-cn.net/special/show.php?itemid=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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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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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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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集锦



IndustrIal automatIon   全球系列展

hannovermesse.com.cn

引领全球工业自动化技术市场

德国 

俄罗斯 

中国

汉诺威  2014年4月7 - 11日
 2015年4月13 - 17日 

莫斯科 2013年9月24 - 27日 
 

上海  2013年11月5 - 9日
北京 2014年5月

印度

土耳其

美国

新德里 2013年12月17 - 20日
 2014年12月10 - 13日

伊斯坦布尔 2014年3月19 - 22日

芝加哥  2014年9月8 - 13日



与汉诺威自动化展一起深入开拓中国自动化应用市场！

2014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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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21-5045 6700 转 259 /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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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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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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industrial-automation-beiji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