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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关于ITES

• 关于我们 • 品牌文化



关于我们

基本概况
日期：2022年8月15日-8月18日

周期：每年一届 

展览地点：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新馆）

官网：www.iteschina.com

概况
ITES深圳国际工业制造技术及设备展览会（ITES深圳工业展）是中国超大型的工业展览会之

一，已连续11年获"深圳品牌展"荣誉。2000年SIMM深圳机械展创立，跟随市场发展，众多

志同道合的行业翘楚凝聚蓄力，共同打造出聚焦高端装备、先进制造技术、专业自动化设备

及技术、医疗、新能源、物流、模具制造、3C及电子制造等更丰富的展览和活动，塑造出全

新形态的综合性展览ITES深圳工业展。

2022年，展会将持续迸发智造势能，构建以“精密金属加工”与“自动化、智能化创新技

术”为核心的工业制造生态，展览专题内容涵盖工业母机、机器人及自动化应用、工业零件、

电子智造、线缆工业等；重点聚焦新能源、智能物流、医疗、智能穿戴等新兴赛道，打造高

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工业品牌盛会。



品牌文化

展会荣誉

+交流、促传播图片

愿 景
成为全球先进制造
新思想的传播者和

推动者

使 命

推动工业进步



02 专业展览内容

• 展览全景布局 • 2022参展品牌实力



展览全景布局



参展品牌实力--金切机床篇

山崎马扎克：

一直以来，我们都很注重华南市场的拓展
和维护，虽然展会延期，我们还是十分认
可ITES深圳工业展在华南市场的影响力，
我们一如既往支持6月底的展会。

牧野机床：

ITES深圳工业展专业性非常强，主办方的
服务意识也非常强，2020年延期到9月时，
展会依然保持了高水准——现场观众的专
业性和数量都超预期。相信2022年延期
至6月也将继续呈现高品质盛会！

北京精雕：

2022年伊始，国内疫情不太稳定，基于
疫情安全和参展效果考虑的延期安排，我
们是认可的。此外，新展期与我们公司活
动计划没有冲突，会跟随展期变化继续支
持参展ITES深圳工业展。

韩国YG：

ITES是华南的重要展会，多年来YG都是原
厂参展，今年6月展期也会重磅亮相！同
时关注疫情的发展，完全理解展会延期是
基于安全和更好的展会效果出发。我们支
持ITES，已在准备参展事宜。

部分参展品牌LOGO



参展品牌实力--成形机床篇

通快：

在华南市场，ITES深圳工业展是通快机床
首选展览平台，我们一定继续参加6月展
会。

萨瓦尼尼：

ITES深圳工业展是我们面向国内新老客户
展示最新产品解决方案的重要平台，期待
6月展会。

百超：

ITES深圳工业展是百超集团很重要的市场
合作伙伴。尽管受疫情影响，我们仍然期
待主办方在6月办一场高品质的展会。

部分参展品牌LOGO

大族激光：

ITES深圳工业展经历了几轮疫情考验，依
然获得来自各方市场的认可，公司一致支
持展会延期到6月举办！



参展品牌实力--自动化篇

配天机器人：

配天已经连续多年参加ITES深圳工业展，
虽然今年受疫情影响展会延期，但我们依
然继续参加。今年展览面积近200平，现
场展示多套创新应用方案。

艾利特机器人：

ITES深圳工业展是艾利特华南地区最重要
的展览会，我们支持主办的延期计划，
2022展示的方案将更加精彩！

遨博：

2022年6月，遨博将携工业、医疗、新零
售等领域众多优秀案例再次惊艳亮相ITES
深圳工业展。

壹悟科技：

等待不影响期待，期待6月和大家共同相
聚ITES深圳工业展，壹悟科技将携自动化
工厂解决方案，与伙伴们共同见证智慧工
业的力量。

部分参展品牌LOGO



参展品牌实力--精密零件加工篇

同向集团：

目前同向确定只参加ITES一个展会，我们
尊重主办的安排，都是铁粉了，必须互相
支持！

长盛高：

我们非常看好6月展期！如果在疫情情况
下（3月）开展，效果应该会大打折扣。
我们支持ITES的延期的安排。

部分参展品牌LOGO
比亚迪精密制造：

我们充分理解主办方的调整安排，今年6
月再度参展支持ITES！

中电爱华：

已连续五年参展ITES，每年在展会现场接
触到许多新客户。支持延期决定，期待6
月与大家见面！



03 全球新品首发

• 金属加工装备篇 • 装配自动化篇

机床
设备

自动化
技术

精密零件
加工

ITES

• 智能物流篇• 核心零部件篇



全球新品首发--金属加工装备篇

MAKINO 牧野机床：
EDGEi系列
适合自动化单元集成的EDGEi系列的左置
电源规格，电源左置规格将更简单的完成
火花机自动化单元集成组合，为客户在空
间布局上节省空间，提高机床稼动率。

DOOSAN 斗山机床
高性能走心式车削中心DST 205/325
优化结构设计和电主轴的应用减小加工中
的热变位，在小型棒料加工中展现卓越级
加工精度，最大加工直径分别20/32mm，
满足各种尺寸的工件加工需求。

部分参展品牌LOGO



全球新品首发--金属加工装备篇

创世纪 台群精机：
⽴式五轴联动加⼯中⼼V-650U
数控摇篮双轴转台实现双座式⽀撑，Y轴
采⽤四导轨⽀撑和位于中⼼的丝杆做主驱
动。双链式⼑库于床⾝结构集成⼀体，结
构紧凑、节省空间。

中国通用
GMC2040RV龙门式数控镗铣床
自主研发的全新产品，其主要技术指标和
功能配置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具备主轴
转速高、稳定性强、动态特性佳等优点，
可广泛应用于各类机械加工行业，特别适
合基础大件、壳体件等精密零件数控加工。

部分参展品牌LOGO



全球新品首发--金属加工装备篇

韩国YG刀具：

YG-1 新型双面6°主偏角切断刀片
带有新角度切断刀片减少了切削力，通过
去除毛刺和成品部件上的飞边，特别适用
用于加工管道、小部件、实心棒材等

日进精密

NS五轴加工机专用刀MSBSH330-5X
采用无限白金涂层，提高耐酸化、耐磨性。
3刃不等份分割设计，提高效率。
短刃高刚性设计，更好抑制振动。

部分参展品牌LOGO



全球新品首发--装配自动化篇

Kawasaki 川崎机器人： 部分参展品牌LOGO

SCARA模型组装单元（新展示方案）
精密零部件组装方案，作业空间要求低，
结合周边设备与机器人共同实现自动化打
螺栓应用及涂胶应用，可应用于密集型部
件生产。

Kawasaki 川崎机器人：
隆崎SCARA KLS400/600（新品）
首次亮相川崎展会，具有高速运动、高精
度、高刚性、操作简单等特KLS400/600
可应用于密集型部件生产、在3C等行业中
通过自动化实现人力缩减、效率提升。



全球新品首发--装配自动化篇

配天机器人： 部分参展品牌LOGO

超高速桌面型AIR10-1210（新品）
超高速桌面型机器人，标准门型节拍仅
044s，物流拣放速度突破1900件/小时，
相比国产同类竞品提高46%。

配天机器人：
AIR10-1420多层多道焊接+激光跟踪
此方案采用弧焊机器人 AIRGARC-A 演示
多层多道焊过程，及激光焊缝跟踪，主要
针对对焊接精度要求较高的应用，尤其适
用于易产生形变的薄板焊接。



全球新品首发--装配自动化篇

Flexiv 非夕科技： 部分参展品牌LOGO

高负载自适应协作机器人 拂晓RIZON 10
具有误差容忍度高操作对象自适应、抗干
扰性强环境自适应、可迁移工作能力强任
务自适应等特点，提高在装配外形不同、
装配手法相近的零件或者接插件效率。

Flexiv 非夕科技：

自适应机器人操作系统Flexiv Elements
可通过图形化编程界面，进行拖放功能模
块、点按、连线等方式构建任务，支持无
线连接和离线编程，根据清晰易懂的可视
化面板追踪任务的整体进度和情况。



全球新品首发--装配自动化篇

OTC 焊接机器人： 部分参展品牌LOGO

SFT超低飞溅机器人焊接系统
超高速送丝控制的技术与Welbee焊接电
源超群的电流波形控制技术融合在一起的
焊接方法，飞溅最大降低98%，适用于汽
车零部件、电动车零件等行业。

前海瑞集：
高柔性机器人智能焊接方案
能够完美满足钢结构焊接行业智能化、柔
性化的需求，有效解决钢结构行业效率低、
焊接人才缺乏、智能化（柔性化）的三大
痛点，具备高精度效能、快速反映的特点。



全球新品首发--核心零部件篇

HCFA 禾川科技： 部分参展品牌LOGO

新一代Y7系列高阶伺服系统
采用全新的控制算法平台，卓越的驱动性
能、丰富的总线和扩展功能满足不同行业
客户的多样控制需求，具备高动态响应，
定位精度和可靠性，提升机床作业效率。

PHONENIXC 菲尼克斯
创新高效FIX系列电源分配模块解决方案
能够完美满足钢结构焊接行业智能化、柔
性化的需求，有效解决钢结构行业效率低、
焊接人才缺乏、智能化（柔性化）的三大
痛点，具备高精度效能、快速反映的特点。



全球新品首发--智能物流篇

Multiway 劢微机器人： 部分参展品牌LOGO

全新工厂智能物流一体化解决方案
兼具成本和性能优势的软硬件智能物流方
案，硬件产品涵盖全系列无人叉车、AMR、
无人牵引车及仓储机器人，配套劢微云、
WMS、WCS、多种视觉软件解决方案。

壹悟科技
壹悟R-STAR星罗解决方案
具有高度灵活性和可配置性的管理系统，通过可视
化的流程编排引擎，实现多种工厂搬运流程的任务
配置。下游通过机器人调度系统对接和调度多种不
同的机器人和自动化设备协作，高效完成工厂自动
化作业任务。



04 丰富会议活动

• 展期六大系列主题活动 • 往期会议活动评价

• 行业活动推荐



展期六大系列主题活动

医疗器械

l 自动化

l 精密制造

l 信息化

新能源

l 电动汽车

l 装配自动化

l 智能低碳

工厂物流

l 仓储物流

l AGV

l 立库

精密加工

l 绿色加工

l 精密制造

l 精益管理

l 采供对接

模具制造

l 新能源汽车模具

l 智慧工厂

l 注塑模具

l 连接器

3C电子

l 采购与供应链

l 智能穿戴

l TWS耳机

l 协作机器人



往届会议活动评价

北京发那科机电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   秦楠

我们认为在中国医疗是一个非
常有朝气并且蓬勃发展的行业，
发那科会持续关注这个行业，
并投入更多的精力和人力，未
来也将毫无疑问继续与深圳工
业展的平台保持合作。

珠海市智能制造联合会
秘书长  熊生明

本次活动反响非常好！参与企
业质量非常高，企业对此表示
满意，ITES实实在在为企业服
务、办实事，办好事！

深圳市英利标准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张迎利

我们目前已经预定了明年的活
动赞助，因为对于我们来说这
是很好的平台，每年我们可以
通过这个平台接触到很多目标
的新老客户。

秩父精密 
市场经理  汪克尤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对接会，收
获巨大。记得在第一次参加对
接会时，有幸结识了拓邦集团
电机事业部的采购主管，后来
顺利拿下订单。目前每月的交
易额约达300万。



05 尊贵买家服务

• 买家深度互动 • 尊享买家服务



与买家深度互动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参观展会主要视疫情的情况，ITES延期决策明智，保障了观众安全。我们
提前将组织多部门人员报名，一同到场参观！

胜美达集团子公司 
从3月起工厂产能逐步扩大，到5月人员补充到位，6月正好启动采购项目，
届时，我们将带采购需求到场，6月展期正好符合公司生产节奏。

伟创力制造（珠海）有限公司  
参观交流安全第一！相信6月时疫情会平缓，我们将组织各部门主管到场
参观、学习。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每年参观ITES收获颇丰，我们对今年的内容同样期待！但 目前公司不允
许大规模外出活动，6月疫情稳定后一定组织到场参观。

万和新电气有限公司
支持6月底开展，一是近期疫情不稳定，二是6月的生产排期相对宽松些，
技术骨干正需学习交流的优质平台。

广州敏惠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今年2、3月订单相较于往年有较大增长，展会延期至6月正好符合我们淡
季、升级产线设备的需求。

广东力生智能有限公司  
ITES是我司外出学习的首选平台！每年展会现场，顶尖品牌与技术专家的
分享为我们的生产改造提供许多新思路，我们相信在6月展会上将收获更
多干货。



尊享买家服务

内含餐券、摄影留念、寄送证件；

提供组团福袋

提前与意向展商约定见面时间和沟通采购需求；

VIP买家面对面
聆听大咖分享，提前半年预知行业风向

优先预订展会同期会议

行业专属活动，帮助企业持续推进降本增效

优先邀请参加非展期活动

解锁更多VIP组团专属服务，请联系观众组：郑小姐 13418690240（微信同号）

特色参观路线（行程建议表）
根据行业提供定制化参观路线供观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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