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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中国(北京)国际工业

展前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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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会概况
入场时间
2017年5月10-11日

上午 9:00 - 下午 5:00

2017年5月12日

上午 9:00 - 下午 2:00

展馆
北京展览馆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35号
• 4号线动物园C2出口
• 4号线西直门A1出口
• 2号线西直门A1出口
• 13号线西直门F1出口
立即预登记，
现场领取精美礼品！
活动具体细则请参阅官方网站 www.industrial-automation-beijing.com
组团参观更有享受多种礼遇！

入场
在线登记，免费入场
也可携名片现场登记入场

扫一扫
立即手机预登记

会刊
请于展馆内会刊销售处购买
联系我们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晓燕 女士/蒋天骎 先生
电话：021-5045 6700 *261/216/307
传真：021-5045 9355/6886 2355
邮箱：ia-beijing@hmf-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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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抵达北京展览馆
1.地铁
•4号线动物园C2出口
•4号线西直门A1出口
•2号线西直门A1出口
•13号线西直门F1出口
2.公交车
西直门外站：•运通：104, 105, 106 •电车：105, 111 •公共汽车：7, 26, 27, 31, 52, 72, 334, 347, 360, 362,
601, 708, 714, 716, 808, 811, 812, 814, 902, 962, 16, 16支线
动物园站：•运通：104, 105, 106, 205 •电车：102, 103, 105, 107, 111 •公共汽车：7, 15, 19, 26, 27, 31, 45, 52,
65, 72, 319, 332, 334, 347, 360, 601, 634, 714, 716, 808, 812, 814, 902, 962, 特4
3.出租车

•从北京火车站出发：(非高峰时段)全程14公里约20分钟，约35-40元
•从北京西客站出发：(非高峰时段)全程12公里约20分钟，约30-35元
•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发：(非高峰时段)全程39公里约50分钟，约120-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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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展商展品及介绍
中国PROFIBUS & PROFINET协会

展位号:1-15

PI-China是PI国际组织在中国地区惟一承认和支持的
RPA组织。负责PROFIBUS & PROFINET（PI）相关技
术、标准及规范在中国市场推广，为广大会员提供相
关产品测试与认证、PI技术
培训、研讨会等相关技术支
持。配合PI国际组织，支持
会员在中国建立PI相关技术
的资格中心、测试实验室和
培训中心。欢迎关注PI技术
的单位加入我们！
毕孚自动化设备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 2-01

EtherCAT是国际标准的工业以太网技术，以其超高速
通讯，高实时性、高精确性，兼容以太网，高度灵活
性和低成本等优势著称。该
技术由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
业以太网协会EtherCAT技术
协会（EtherCAT Technology
Group，ETG）提供支持。
profichip GmbH

展位号: 2-02

ANTAIOS与SNAP+芯片组
Profichip最新的高速工业背板
总线系统SliceBus由ANTAIOS +
SNAP+芯片组构成，支持多种现
场总线。
基本概述：
• ANTAIOS SliceBus单主站系统
• 最大可连接64个 SNAP+从站
• 48 Mbit/s LVDS物理层
• 附加报警线用于从节点到主站的初始化和异步事件通讯
• 主站识别和自动寻址所有节点
曼奈柯斯工业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展位号: 2-05

曼奈柯斯生产制造并组装超过
15000种不同的工业插头插座、
连接器、组合插座箱，包括常
规的和特殊的。同时我们能够
根据客户需求量身定制电力系
统的解决方案。
北京鼎实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面对当前制造业技术改造需求，
鼎实提出“车间设备联网及信息集
成解决方案”，并推出新品多协议
智能网关。主要包括：多协议智
能网关及工具软件、信息集成系
统软件——网络实时数据库+数据
库组态+MES专用数据接口。

展位号: 2-18

伟马快德机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 2-19

SmartMONITOR是一种来实时采集、并报表化和图表
化车间的详细制造数据和过程的软硬件解决方案，为
工业化企业迅速简易地收集可靠数据，优化生产流
程。不像其他复杂的解决方案，SmartMONITOR通过
无线进行数据传输，安装也非
常简单，您可以通过它了解到
机器、系统以及工作站的相关
数据。仅仅一个按钮，你的生
产情况一览无余，分析你整个
的生产设施情况，让流程更为
快速有效率、精益化。
江苏紫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2-22

AnyLink物联网盒子是一款安全稳定
的工业数据采集转换设备，是集数据
采集、工控机、云服务于一体的智能
设备。它能将不同的设备通过数据交
互连接到一起，形成生产管理的智
能化。
东莞速美达自动化有限公司

展位号: 2-38

CG&LCD外观检测系统
一：节省人工，可节省5人；
二：整体漏检控制在0.5%以下，过
检控制在10%以下；
三：提高产能，产能稳定在
720PCS/h；
四：操作简单，机种切换效率高;
伍：界面简洁明了，所有参数都可在
主界面修改，无需修改配置文件；
六：保存当天图像，方便追查检测数据
皮尔磁工业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 2-60

皮尔磁第二代光栅PSENopt II可针对每位客户，在需要
安全介入生产过程的时候，提供手或手指的保护。除
了已发布的全球首款3类光栅
(成本最优下的安全方案，可
达到安全等级PLd)，PSENopt
II的4类型号现在也已上市销
售，这意味着Pilz的最新一代
光栅根据标准IEC/EN 614961/-2，已可用于高达PL e等级
的应用。

www.industrial-automation-beij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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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展商展品及介绍
展位号: 3-03

上海执桓实业有限公司

采用最先进的技术与材质，配备8种不同的放大器等级
并可自动进行等级匹配，确保了产品在不同流体介质
的高检测精度。全特氟龙(PTFE)
的探测棒设计，即使对高粘度
或有腐蚀性的流体介质也能实
现可靠的检测。可提供多种附
加功能，以满足不同的应用需
求。此外，探测棒的长度也可
根据客户需求量身定制。

北京天泽电力器材有限公司

北京天泽电力集团拥有覆盖全国
的销售网络和完善的售后服务
体系，在广州、武汉、上海等
地设有办事处，销售的产品包
括各类接线端子、专用工具以及标识/标记产品，所
有产品均通过了世界主要质量认证机构的认证，如
CE，UL，CSA，Lloyd，ATEX等，并广泛应用于机械、
电力、石油、铁路等领域，有着丰富的服务经验。
深圳市意普兴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卡迪夫电缆有限公司

展位号: 3-05

真空端接器系统，快捷、低成
本高效益的结构设计，适用于
快速包装过程。
真空管吊具JumboFlex 50, 人
体工学设计，快速搬运中小型
工件。
町洋机电(中国)有限公司

展位号: 3-10

天津思科电气有限公司

展位号: 3-30

产品说明
• 内装大容量的OMRON G2R继电器，两端端子台独立控
制性的继电器模组。
• 触点额定电流 10A适用于大型电磁阀
等，中等负载的继电器模组。
• 控制电压DC24V、AC110V及
AC220V，1C触点的各种规格产品。
• 继电器自提式装置的手闸简单运动即
可脱位继电器。
北京天波泰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3-36

公司成立于1988年，原隶属于航天部第二研究院下属
企业，成立初始依靠航天部强大
的科技力量及需求市场。公司
主要代理瑞士EAO开关、奥地利
K&N开关、法国APEM开关及美
国TE公司全线产品，近两年我司
和德国RAFI公司合作，推出客户
定制面板产品，受到广大客户的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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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4-20

深圳市意普兴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研发、生产、销售红
外线保护装置、安全光栅、检测测量光栅、车辆分离
光幕、纠偏光幕、自动称重体
积测量输送线等。广泛应用于
机床行业、包装行业、自动化
装配、五金冲压行业、物流行
业、汽车行业、教育行业与具
有潜在危险的设备行业等。
昆山西威联电气系统有限公司

町洋推出的RESR安全继电器主要应用于安全控制回路
中，连接安全传感元件(如急停按钮、安全门、双手按
钮、安全光幕等)和机械设备的运动控制器(如安全PLC、
接触器等)。当安全传感元件检测到设备出现的危险故
障，操作人员误动作，操作人员
发出的停机命令等信号后，安全
继电器处理这些信号并立即将信
息传递给运动控制器且切断机械
设备的动力源，使设备进入安全
状态，保护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展位号: 4-11

展位号: 4-22

SVLES是全球连接器及工业网络科技的领导者。作为一
家技术型企业，以客户需求为驱动，SVLES从未停止过
创新的脚步。我们的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 轨
道交通，能源，工厂自动化，
机械设备等市场。作为全球创
新的连接器生产商，SVLES不但
能提供连接器，更重要的是在
连接器工业建立标准，以及根
据客户的特别要求提供不同的
连接及网络系统解决方案。
HEW-KABEL 中国代表处苏州瑞普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5-12

技术数据和特点
• 高效率解决最小空间要求和低的自身重量的要求。
• 小的弯曲半径和高柔性。
• 非常高的可靠性和机械强度。
• 客户订制电缆结构适合应用范围和客户应用要求。
• 既简单又复杂的混合结构。
• 混合结构可满足不同的元素，同时在一个电缆中传输。
• 导体：裸铜，镀锡铜，镀银铜，镀镍铜和特种合金。
• 电缆宽度高达130mm。

部分展商展品及介绍
珠海市台金机昭营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展位号: 5-35

ICOP技術，已獲得微軟2007年Windows
嵌入式“黃金合作夥伴”，在“獨立硬件供
應商”的範疇，已經積累了超過 20年的
經驗，運用基於 x86的嵌入式SoC(片上
系統)的概念為 SBC(單板計算機)設計和
製造。
纽泰克斯电线(潍坊)有限公司

展位号: 5-37

纽泰克斯电线(潍坊)有限公司(简称NWI)成立于2001
年，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日本独资电线电
缆制造企业。
专业生产多芯复合工控线、信号
线，产品广泛用于工业机器人、
传感器及工业自动化设备。已经
合作的客户有西科姆、Asahi、索
尼、芝浦电子、米思米、松下、
日立、OTTO、成都卡诺普、广州
启帆机器人、智新电子、埃瑞制
动、江苏小铁人、华创机器人等
知名国内外企业。
飞仕宝自动化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展位号: 5-46

支持EtherCAT通讯之闭回路控制步进系统
《 Master & Slave完整方案 》
支持CiA 402驱动与运动控制规范
采用高精度编码器，以完成精密位置控制
通过最大150%增大电流控制，提升转矩及加减速特性
支持Cyclic Synchronous Position Mode, Profile Position
Mode,Homing Mode
T-SERVO扭力型步进伺服系统
通讯控制 (RS485)
复合控制 (Position Torque)
点位控制 (Position Table)
脉冲输入 (CW/CCW,PUL/DIR)
北京安易控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有限公司
EIA 空调
产品优势特点

展位号: 7-38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专
注于机房与设备环境控制技术的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
高效专业的控制技术实现全方位的运
行监控；模块化组件更换方便，分级
控制实现冗余；高温、低温、腐蚀及
盐雾环境正常使用，满足于所有工业
领域；中英文操作界面运行信息直接
显示，信息快速获取。

EPLAN中国销售及服务中心

展位号: 9-01

EPLAN软件与服务公司专注开发
CAE工程解决方案，此外，也为客
户优化设计流程提供专业化建议。
在产品开发过程中，标准化流程、
自动化处理及统一的工作方式，都
能促进效率提升，最终结果是企业
的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宜科(天津)电子有限公司

展位号: 9-05

ElcoPad是针对离散制造业现场的实际需求开发的一款
移动智能硬件系统。它不仅自身具备强大的硬件配置
和超高的性价比，同时具有典型的HMI系统控制及人机
交互功能，利用全新软件App技术，能够代替传统工业
PC和现有数据录入终端，实
现工业现场的自动化设备控
制、人员操作使用与MES系统
终端的多维功能高度集成，形
成一套完整的数据交互管理控
制系统。

展位号: 5-47

北京安易控科技成立于2008年，主要致力工业自动化的
运动控制以及移动设备、车辆的
电液控制，多年来公司积累了成
熟的行业解决方案。产品主要有
PLC 、HMI、控制器、显示屏、伺
服驱动器 、编码器、拉线盒、接
近开关、压力等各种传感器等。
北京杰控科技有限公司

6.Gateway支持冗余和热备
7.因为基于linux，Gateway价格低廉
8.符合物联网的精神，简单易用

展位号: 7-08

杰控科技.致力工业物联网应用，为广
大用户提供更便宜和易用的网关产品
1.提供PLC和各种设备接口
2.Gateway不需要协议安装
3.设备通讯集中组态
4.数据采集通道并发
5.Gateway支持远程管理

丹麦斯堪的纳维亚编码器公司

展位号: 9-25

优势：高性能，价格实惠
编码器型号：SCA38ST
外径：Φ38mm
轴径：Φ6mm
最大脉冲2500PPR
光电编码器
IP防护等级：IP65(可选I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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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展商展品及介绍
北京星科嘉锐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9-33

专业电缆线束集成.用于各类金属加
工机床及自动化机械设备行业.可连
接西门子,发那科,三菱,力士乐, 罗克
韦尔,施耐德,发格, 瑞力盟, 海德汉等
数控系统和驱动系统.
杭州昊方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 9-34

优势：高性能，价格实惠
编码器型号：SCA38ST
外径：Φ38mm
轴径：Φ6mm
最大脉冲2500PPR
光电编码器
IP防护等级：IP65(可选IP50)
上海安浦鸣志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 11-01

展位号: 11-16

• 8303支持电信3G卡；8303-5支持联通4G，3G，2G，
移动4G，3G，2G以及电信4G网络
• 提供一个以太网口，可以当作3G路由器使用，3G/4G
和以太网通信可选。
• 实现RS232/485转3G/4G、以太网
• 8303N支持P2P功能，无需动态域名、端口映射，使
用方便。
• 8343支持Modbus网关功能，实现
Modbus TCP转RTU转化。
• 8343支持多主机监控，多个主机监控
时之间互不干扰。
• 可将 TTL/UART 串口设备连接至以
太网
• 业界首款全双工、不间断、低成本
服务器
• 支持TCP服务器、TCP客户端、UDP模式
• 支持虚拟串口、Web登录或使用VirCom进行配置
上海派然涛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南大傲拓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展位号: 11-23

作为英国HepcoMotion公司在中国的销售子公司，本
公司致力于滚轮直线导轨、滚
轮圆弧导轨、直线运动单元、
导轨铝型材等产品的应用推
广。我们的目标是在了解客户
应用的基础上，应用多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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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11-25

NA300是南大傲拓自主研发的中
型PLC，采用嵌入式低功耗高性能
32位处理器，主频400MHz。程
序存储空间为8M，数据8M，支
持32K用户自定义变量。其中CPU模块，AI/AO模块带
OLED液晶显示，可以显示更丰富的运行及故障信息。
赫优信(上海)自动化系统贸易有限公司

STF EtherCAT是全新的总线型步进电机驱动器STF系列
家族的一员。STF EtherCAT产品可做为标准的EtherCAT
从站运行，支持CoE (CANopen over
EtherCAT)，符合CiA 402标准。支持
Profile Position，Profile Velocity，Cyclic
Synchronous Position和Homing模式以
及鸣志特有的Q模式。
上海卓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于工业自动化和工业配套市场的专业知识，协助你选
择合适的解决方案。

展位号: 11-26

德国赫优讯(HILSCHER)工业互联网netIOT入门套件，是
一种简易型测试平台，实现从传感器到云端；快速、
简便、无风险，真正的进入IoT世
界；微软Azure云连接；用于用户
自主IoT部件的测试平台；由netIOT
社区平台支持并升级；用于私有开
发的基本技术；集成软件、Edge
网关、PROFINET通讯、CODESYS
PLC、4个IO模块以及IO-Link传感器
的完整系统 。
北京蓝海易控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11-36

该产品实时性好，可支持多任务切换。主要用于可控
制系统平台上的人机界面。适用于高速智能显示、
控制、数据存储运算等应用领
域：工业控制、医疗仪器、
监控测试、智能设备、智能家
居，智能测试仪器仪表、移动
或车载系统等。通过串口和单
片机等MCU控制器配合使用功
能更完美。
浙江天齐电气有限公司

展位号: 11-38

公司拥有德国先进的激光切割设备、数控机床、多功
能成型设备和密封设备，产品远销东南亚、欧美等国
家和地区，用户遍布世界各地。目前主要产品：成套
电器金属机柜、挂式机柜、落地
式机柜、网络机柜、总线接线
盒、塑料机柜及塑料防水防尘接
线盒、塑料密封盒、工业接插件
等高端技术产品。
上海繁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11-48

基于繁易云的工业设备互联网解决方案
繁易盒子FBox可连接现场设备PLC、变频器、仪表等，
将数据通过网络传输到远端的
服务器繁易云中。繁易提供的此
套解决方案，可实现大量设备入
网、数据采集、信息推送、设备
监控、远程维护等功能。

部分展商展品及介绍
上海兴源东安电气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 11-50

主营业务为机箱机柜、电气成套和温
控产品，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
产、服务为一体的专业自动化、信息
化解决方案供应商，服务于电力、轨
道交通、环保、化工、冶金、建材等
多个领域，为客户提供高效、优化的
整套解决方案。

伊莉莎冈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 11-52

标准机械配件的知名欧洲制造商 ELESA+GANTER 百
年来一直以原创的设计与精良的制造，诚意服务
于工业智能以及自动化及各行各业。产品涵盖18大
类/60,000多个料号，以欧洲原
厂，国内库发，品质保障为特
色，获得众多国际和本土知名设
备制造企业的青睐。IA北京展会
期间，ELESA+GANTER特别推荐
DD51-E带电池的直接驱动型电子位
置指示器和GN 2404套叠式直线运
动托架产品。
易福门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 11-56

新品简介：
用于视觉集成的高分辨率3D摄像头
三维实时检测所有场景
23000像素的新型数字图像芯片
提供距离图像和灰度图像
使用常规图像处理库评估
适合工业应用的外壳
连接MATLAB、HALCON、PCL(
点云库)和 ROS(机器人操作系统)
艾讯宏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展位号: 11-58

针对市场不断朝自动化和智能化
发展的趋势,艾讯宏达推出基于
英特尔H81平台的扩展型嵌入式
无风扇计算机系统：UFO6377HV4GA。此系统采用无风扇被动散热设计,不仅体积小且
集成丰富的I/O接口以及 PCIe 16X 扩展。板载4个独立
通道千兆网口，并可通过PCIe 16X 可再扩展4个千兆网
口，满足机器视觉行业连接多个IP相机的需求。
埃莫运动控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 11-60

埃莫的驱动器因其超级智能化和
良好的伺服性能，无与伦比的效
率，以及超紧凑的坚固设计所熟
知。我们以卓越的技术驱动全世
界各地的运动控制，数百万台驱

动器正在为各种行业的机械增强性能，从工业到航
天，半导体到军事，机器人，无人车等领域。
展位号: 11-40

广州威沃电子有限公司

MPC-15-C是一款高性价比的工业级平板电脑，设计了
DC 12V宽压电源输入方案，为适应复杂工业现场要求
增加了过流、过压、浪涌和反接保
护措施；功能方面配备了丰富的
I/O接口，1个千兆以太网口、4个
USB2.0接口、2个RS232串口、音频
输出、VGA和HDMI显示接口，并
支持外接一台显示器构成同步或异
步双显。
蒽必(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展位号: 11-66

新时代的滚柱导轨!
采用滚柱实现高刚性、高运动
精度、延长寿命三性合一的新
时代导轨
超级静音化！
内藏免维护装置！
北京联合利安工业配件有限公司

展位号: 11-68

联合利安工业配件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0年，主要代理及供应德国、
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各国的精密
机械零配件。
主 要 代 理 的 品 牌 有
winkel、Elesa+Ganter、Trace、Fluro、Lee spring、Southc
o、Thomson、Lamp、NBK、Ring
spann等。

辛柏机械技术(太仓)有限公司

展位号: 11-80

辛柏工业机柜系列
产品特点：
•12折型材框架，静态承重达到1500公斤，18折型材框
架，静态承重达到1800公斤
•防护等级IP55
•纳米薄膜技术+阴极电泳技术+表面喷粉工艺
•四面都可以安装门，可随时变换门的开启方向，实现
上下左右全面并柜
•冲孔轨可双平面安装，装在外
平面可节省15%的空间
•安装板单独包装，可节省您的
装配时间
•可选配置：钢板、不锈钢、电
磁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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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展商展品及介绍
上海日成电子有限公司

展位号: 11-85

上海日成电子有限公司主要经
营：绝缘配线槽、电缆接头、
金属接头、电缆扎带、尼龙软
管、金属软管及配套接头、布
线附件、尼龙铆钉、尼龙扣
具、各类标识产品和热收缩管、电器接线端子、电器
导轨等十三大类产品。RCCN不断完善和开发新产品，
满足世界各地用户的需求。
福建乾德机电有限公司

展位号: 11-86

公司以继电器模组、端子台、线缆、电控气控系统为
主营，专注于自动化系统省配
线(管)，速配线(管)解决方案，
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
一体，为工业用户提供高品质
全方位的检测、控制和驱动等
自动化控制系统方案。
普尔世贸易(苏州)有限公司

展位号: 12-01

PULS普尔世最新PIANO比亚诺系列DIN导轨式冗余模块
PIRD20.241，具有高成本效益，帮
助用户构建1+1或N+1冗余电源系
统，从而进一步提升系统的可靠
性。PIRD20.241可选择双路10A输
入或单路20A输入的电源配置，确
保并联电源可安全解耦，安装操
作快捷方便。
博恩斯坦电子(太仓)有限公司

展位号: 12-03

BERNSTEIN是一家成立于1947年的家族企业，是全球工业
安全技术领域的佼佼者。目前旗下
约有550名员工，业务覆盖到全球
十个国家。凭借全系列的开关、传
感器、机箱、悬臂系统和工业应用
上的其他部件，我们为客户提供有
效而多样的解决方案。
胡默尔连接器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 12-09

德国胡默尔为全球领先的连接器
厂商，依托其德国传统的精湛工
艺，和不断创新的技术实力，为
您提供 —— 从各种旋紧件、接插
件、软管 、控制箱到自动化元器
件一站式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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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博电缆(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 12-11

在全球范围内!依靠我们广泛的
标准产品线，以及我们特殊结
构部门的电缆专家，即使是最
特殊的电缆应用情况，我们也
可以为您提供电缆解决方案。
康耐(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展位号: 12-17

CONEC SuperCon®连接器系列(Ether CAT P总线连接器)
• 将EtherCAT通讯和供电集成在一根以太网电缆中
• 降低了材料/组装成本，减少了接线控制柜及整机的占
地面积
• 使用卡口锁定快速安全连接
• IP67防护等级
CONEC农用/建筑机械行业用连接器系统(分线/
ISOBUS/DT系列)
紧凑型设计
带/不带LED和保护电路，通过LED 360°可视状态
附件/线缆软管保护安装
预铸线缆提供从外壳到线缆的
全面IP67防护
带防尘盖标准(母连接器)
恶劣环境下使用
不同的装配选择
宾德连接器(南京)有限公司

展位号: 12-21

M12，X扣
1.数据传输速度10千兆/秒
2.屏蔽格局分离成4对信号传输
确保了高带宽，保证大量数据
传输时网络布线仍具备兼容性
3.遵循IEC61076-2-109，确保全
球不同厂商的连接器具备兼容
性，X扣产品被大量以太网用户
用于宽带传输，如PROFINET
滨特尔电子电气设备保护(青岛)有限公司 展位号: 12-31
Proline工业机柜
• 主要应用于工业自动化行业
• 2.5mm厚型材框架，工业用大角度开放式设计
• 可靠的门锁设计，拥有多项专利
• 丰富的附件
• 良好的产品拓展性，如EMC柜、抗震柜、计算机工作
站、断路开关安全柜、网络服
务器机柜等
• IP55 & UL Type 12双重防护
• CE认证
• 采用优质冷轧钢板和镀锌钢
板打造

部分展商展品及介绍
奥托尼克斯电子(嘉兴)有限公司

展位号: 12-35

KRN1000是一款LCD触摸屏式无纸记录仪,可将记录数据
保存在SD/USB存储器中。通过图形LCD实现趋势图,条
线图,数字显示功能。
通过RS485和以太网通信(USB仅用
于参数设定),实现参数设定,数据传
送及备份功能,提高了便利性。它
支持多种通信方式和输入/输出功
能。而且用户可自由设置简单方便
的图形显示界面。
克林森电气

展位号: 12-45

魏德米勒电联接(上海)有限公司

魏德米勒 RockStar® ModuPlug重载接插件是前瞻式
的模块化接插件解决方案。单个模块集用户所需的
大量功能于一身，通过一个单独的接口传输电力、信
号和数据。依靠可供选择的一系列独创性模块尺寸，
用户能在一个接插件上实现
更多的应用。与固定插芯和
其他模块化接插件系统相
比，RockStar? ModuPlug在削
减成本的同时也减少了所需的
空间。
威浦电器有限公司

StoP：新型弹片到插针式接线端子
新克林森StoP系列端子，通过插头和插座可以轻松组
建信号及电源电路 。
除导轨安装外，还可以实现无
导轨固定的直插式联接。新型
StoP端子能够使客户迅速的介入
电力故障，并且使测试更加安全
迅速。
宁波高松电子有限公司

展位号: 12-49

DEGSON是亚洲最大接线端子和工业电气连接领域专业
制造商之一。亚洲首家同时拥有美国UL和德国VDE认可
实验室的公司。 完善的电气连接和保护方案，产品种类
丰富，具有定制化能力。产品应用
于：工业自动化、电力电气、轨道
交通，新能源，仪器仪表、 电梯、
照明、通讯、电源、安防、船舶等
行业。
隆帝电器(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 12-51

新的CDSH系列插芯(带有弹片和驱动按钮)，是CDS系列
的革新版本，具有如下优点：
1. 与现有螺钉型端子的插芯相对比，拥有更密集的针
数，目前最高达84针。
2. 降低插芯准备和接线时间。
3. 无需接线工具。
4. 快速区分已接线和未接线的
端子。
5. 来料端子保持打开状态，准备
对导线进行夹紧。
6.允许使用横截面积最高达
2.5mm2的导线。

浙江乐马电气有限公司

展位号: 12-53

浙江乐马电气有限公司座落于浙江省温州市，公司创
办于1986年。
乐马致力于研发、生产、销售工
控电气开关，公司核心产品有微
动开关、行程(限位)开关，按钮开
关，脚踏开关，纽子开关，过载
保护器，AC电源插座。

展位号: 12-55

展位号: 12-60

威浦电器有限公司是专业制造工
业接插件的厂家，我们的产品
有：1000V以下、10-125A工业用
插头、插座和电缆连接器、组合
插座箱、组合插座橡胶箱、检
修电源箱等。WD、WB、WAC3
、SF、SP、ST、SY、WP、WT、
WA、WS、WF、WY、RJ45十四
大系列航空插头、插座、连接
器，耐压由1000V~3000V，电
流由5A~200A.

株式会社韩国自动制御KACON凯昆中国市场服务中心

展位号: 12-61

脚踏开关 业界主导者
以优秀的理念 、最为全面的品种体系，全
面为工业、医疗提供综合的解决方案！
通过c-UL，CE，CCC认证

大连大荣测控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展位号: 12-65

韩国建兴电气株式会社始建于1969年，是一家行业
领先的工业自动化控制器件专业制造商。凭借我们近
50年工业自动化领域的经验，致力于追求最高的产
品质量，并满足韩国最高电力产业技术标准（KEPIC)
ENA-4000以及CCC、U L、CE等多种国际认证。其
产品在韩国完全替代欧、
美、日产品，并广泛应用
于HYUNDAI、KIA汽车生产
线，SAMSUNG半导体生产线
及LG化学，浦项钢铁，韩国
电力等重要的工业领域，其
开关在韩国市场占有率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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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展商展品及介绍
深圳市海任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12-73

高精度的MYD系列测量光幕适用于高精度的检测和测
量。包括在线检测、尺寸测量、
轮廓检测、精度纠偏、孔洞检
测、外形检测、边缘和中心定位,
张力控制,零件计数、在线产品
尺寸检测和以上类似的检测和测
量。每套系统包括一对高分辨率
光幕和两条电缆。
深圳市天工机械制造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展位号: 12-76

高灵敏度，高精度可达3um，分辨率
达0.1um，满量程线性度0.1%；精准测
量物体位移、厚度、振动、距离、直
径等；小暗流、抗强光干扰性强；自
主研发，拥有产品专利和核心技术；
科都电气有限公司

展位号: 12-81

组合插座箱系列产品，是世界上唯一可以根据用户需
要任意组合各功能的产品，功能很多，内部可任意组
合16-125A的微型断路器，漏电断路器，隔离开关，工
业插座，民用插座，带互锁的开关插座等，各功能模
块可上下或左右任意组合，防
护等级达IP６７，冲击强度达
IK０８，产品可使用于各种恶
劣环境如建筑工地，船舶，洗
车场等。
济南开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12-83

济南开思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国内最大的拉绳位移传感
器生产厂家，具备专业研发团队，近年来不断研发新
产品。 2016年，开思最新推出高端品牌产品，大量程
系列： 大量程30-60米、超大量
程60-80米拉绳位移传感器，水
下应用系列：水下200米浅水应
用、水下1000米深水应用拉绳位
移传感器，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东莞市协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12-85

我司主营国际IEC标准端口连接器，产品广泛应用
于：工业自动化控制、包装设备、轨道交通、LED
照明及广告屏、测量仪器、医疗设备、船舶、军
事以及新能源等领域；圆形螺纹接口系列产品已
含盖：M5、M8、M10、M12、M16、M20、
7/8、M23、RD24、RJ45、D-SUB、,ISO-BUS、
电磁阀等工业防水连接器及Push-Pull插拔自锁圆
形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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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光华世通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12-87

icotek创新电缆引入解决方案KDR-BES-U在市场上独领
风骚。特殊钳形外观设计，高品质铝质KDR-BES-U刷
条，可提供多种安装方案。
KDR-BES-U可引入带或不带接头
的电缆。刷条密封解决方案可让
空气流动的同时过滤灰尘和大颗
粒。应用简捷、广泛长度选择。
北京虹润坤瑞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12-105
虹润集团公司是通过ISO9001和欧盟CE认证的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目前公司花六年时间倾心研发了数显仪
表/调节仪、无纸记录仪、电
力仪表与转速表、隔离器与
安全栅、过程校验仪等五大
系列产品，它已成为显示控
制仪表行业的主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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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日程表
会议议程安排
日期

会议室

论坛主题

5月10日
13:30-16:30

报告厅

2017智能制造国际会议 - 主旨报告会

5月10日

11号馆
现场会议区

应用公园
• 10:30 - 11:15 汽车智造 - 德国赫优讯
• 13:30 - 14:15 智能制造 - 毕孚自动化设备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 14:30 - 15:15 智能制造 - 艾讯宏达科技有限公司

5月10日

12号馆
现场会议区

应用公园
• 10:30 - 11:15 智能包装 - 皮尔磁工业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
• 13:30 - 14:15 汽车智造 - 施迈茨(上海)真空科技有限公司
• 14:30 - 15:15 汽车智造 - 宜科(天津)电子有限公司

5月10日
9:00-12:00

4号会议室

第六届物流装备绿色与智能技术发展研讨会-制造业从“制造”到
“智造”，智能供应链建设新要求

5月10日
9:00-12:00

5号会议室

2017先进智能制造技术发展研讨会 - “智能化助力产业升级 机器人
改变工业制造”

5月10日
9:30-17:00

7号馆
现场会议区

MM现代制造·自动化行业应用研讨会 (汽车及零部件)

5月10日
13:00-16:00

4号会议室

“智造启程”- 中国智能制造及工业自动化趋势研讨沙龙

5月10日
13:00-17:00

8号会议室

智能工厂核心技术

5月11日

11号馆
现场会议区

应用公园
• 10:30 - 11:15 智能包装 - 施迈茨(上海)真空科技有限公司
• 13:30 - 14:15 智慧城市 - 南大傲拓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 14:30 - 15:15 智慧城市 - 泓格科技

5月11日

12号馆
现场会议区

应用公园
• 10:30 - 11:15 智能包装 -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 13:30 - 14:15 农业智造 - 康耐(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 14:30 - 15:15 农业智造 - 图尔克(天津)传感器有限公司

5月11日
9:00-17:00

4号会议室

OPC中国巡回研讨会 北京站 - 使用OPC UA构建工业物联网

5月11日
9:30-17:00

8号会议室

2017第六届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峰会

5月11日
9:30-17:00

7号馆
现场会议区

MM现代制造·自动化行业应用研讨会 (电子、食品饮料及包装)

5月11日
9:30-16:00

5号会议室

2017智能制造国际会议 - 专题报告会

5月11日
14:00-17:00

中国工程院
316会议室

中德高端研讨会

5月12日
9:30-12:00

7号馆
现场会议区

新工业 智物联
2017工业物联网应用发展研讨会[北京站]
*论坛不断更新，若有调整以现场发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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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安排
应用公园 - 实际应用案例分享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智能化是全球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促进我国制造业提质增效升级
的必然选择。目前众多自动化生产企业已开始从单纯的产品销售，逐步转为提供“产品+服务”， 并且进一步探
索如何把网络、信息技术与传统工业嫁接，有针对性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逐步从单一产品供应商向系统服务
提供商转变。
我们的展会致力于打造工业自动化全面解决方案、生产及过程自动化、电气系统、机器人技术、工业IT与
制造业信息化、微系统技术的专业展会平台。此次特别携手知名自动化生产企业针对汽车智造、智能包装、农
机制造、智慧城市相关议题进行实际应用案例的分享。

2017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 – 应用公园
日程安排
日期

5月10日

5月11日

会场

时间

专题

公司名称

会场1 (11-97)

10:30 - 11:15

汽车智造

德国赫优讯Hilscher

会场1 (11-97)

13:30 - 14:15

智能制造

毕孚自动化设备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会场1 (11-97)

14:30 - 15:15

智能制造

艾讯宏达科技有限公司

会场2 (12-97)

10:30 - 11:15

智能包装

皮尔磁工业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

会场2 (12-97)

13:30 - 14:15

汽车智造

施迈茨(上海)真空科技有限公司

会场2 (12-97)

14:30 - 15:15

汽车智造

宜科(天津)电子有限公司

会场1 (11-97)

10:30 - 11:15

智能包装

施迈茨(上海)真空科技有限公司

会场1 (11-97)

13:30 - 14:15

智慧城市

南大傲拓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会场1 (11-97)

14:30 - 15:15

智慧城市

泓格科技

会场2 (12-97)

10:30 - 11:15

智能包装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会场2 (12-97)

13:30 - 14:15

农业智造

康耐(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会场2 (12-97)

14:30 - 15:15

农业智造

图尔克(天津)传感器有限公司

*议程若有调整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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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安排
2017智能制造国际会议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加紧布局智能制造，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先机。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新工业革命几度成为
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世界制造业发展即将迎来新纪元。我国制造业正处于由传统制造向先进制造转变的产业升
级阶段。德国工业4.0、《中国制造2025》等相关概念和政策法规的不断提出和颁布，深刻表明了各国政府要实
现“制造强国，工业强基 ”这一理念的坚定决心。
2017智能制造国际会议将于2017年5月10-11日在北京展览馆召开。本次会议将以“智能制造——数字化工厂”为
主要议题，由主旨报告会、专题报告会、中德高端圆桌会议等形式组成，会议将邀请中德两国智能制造领域的政
府官员、高等院校管理专家、知名企业技术专家、中德合作园区的代表等围绕主题讲解交流、专项研讨并参观展
会，同时也为企业搭建信息交流与合作互赢平台，促进行业内企业间的协调与联合。
>>>>>>
会议时间：2017年5月10-11日
会议地点：北京展览馆
会议规模：450人
主办单位: 中国工程院、工业和信息化部
支持单位：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英国机械工程师学会
承办单位: 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同济大学工业
4.0-智能工厂实验室、复杂产品智能制造系统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

1、主旨报告会
时间：5月10日13:30-16:45
地点：北京展览馆报告厅
主持人：李培根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
主 题：智能制造——数字化工厂
时间

内容

演讲嘉宾
路甬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荣誉理事长

开
幕
式

主
旨
报
告

13:30-14:05

致 辞

德国驻华使馆官员
英国驻华使馆官员

14:05-14:25

待定

苗圩，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14:25-14:45

待定

Wolfgang Scheremet，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事务部工业政策司司长

14:45-15:05

待定

周济，中国工程院院长、院士、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荣誉理事长

15:05-15:25

待定

GIZ

15:25-15:45

待定

Stephen Tetlow, 英国机械工程师学会秘书长

15:45-16:05

待定

王军，中车集团副总裁

16:05-16:25

未来•智造

Lisa Campbell, 欧特克公司全球制造业行业战略与市场副总裁

16:25-16:45

“新常态下的智
能转型之道”

顾建党，德国菲尼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

*议程若有调整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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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安排
2、专题报告会
时间：5月11日9:30-16:00
地点：北京展览馆 5号会议室
主 题：智能制造——数字化工厂
专题一：数字化工厂的架构与关键要素
主持人：陈明 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副院长
时间

演讲嘉宾

9:30-9:50

Georg Spöttl教授，德国不来梅大学

9:50-10:10

Michel Klatte,德国弗朗霍夫IPT研究所教授

10:10-10:30

Sibold，诗道芬(上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10:30-10:50

Oliver Winzenried, 威步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创始人兼执行总裁

10:50-11:10

德国菲尼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1:10-11:30

问答交流(将演讲嘉宾全部请上台与现场观众进行互动)

11:30-12:00

专题观展

专题二：数字化工厂实践
主持人：胡静宜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物联网研究中心主任
时间

演讲嘉宾

13:30-13:50

复杂产品智能制造系统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13:50-14:10

Ian Joesbury，先进激光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执行官

14:10-14:30

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

14:30-14:50

Maria Xi Zhang，通用电气(英国)总装师

14:50-15:10

欧特克公司全球制造业行业战略与市场副总裁

15:10-15:30

问答交流(将演讲嘉宾全部请上台与现场观众进行互动)

15:30-16:00

专题观展

*议程若有调整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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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安排
3、中德高端研讨会议程（仅限特邀代表参会）
时间：2017年5月11日 下午 14:00 - 17:00
地点：中国工程院316会议室
中方主持人：朱高峰，中国工程院原常务副院长、院士
德方主持人：Claudia Barkowsky，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参 会 人 员 ：拟邀请30人参会，其中中方代表15人，德方代表15人
中 方 代 表 ：中国工程院、工信部、中国科协、中车、华为、海尔、美的、同济大学、物流示范园
区、商飞、陕鼓、唐山冀东水泥、西安陕鼓动力等
德 方 代 表 ：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西门子、不来梅大学、菲尼克斯、威步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德国弗朗霍夫IPT研究所、诗道芬(上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等

4、分会场
时间：2017年5月11日 下午 14:00 - 17:00
地点：中国工程院316会议室
1 2017先进智能制造技术发展研讨会—“智能化助力产业升级 机器人改变工业制造
承
办：天津大学
会议地点：北京展览馆5号会议室
会议时间：2017年5月10日9:00-12:00
会议联络：李桓：13920426800 叶福兴：18322015540刘祖明：13502089943
2 第六届物流装备绿色与智能技术发展研讨会-制造业从“制造”到“智造”，
智能供应链建设新要求
承
办：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物流工程分会供应链专业委员会
会议地点：北京展览馆
会议时间：2016年5月10日9:00-12:00
会议联络：宋海萍女士
手机：13817677158
电话：021-54190656/ 54198876

大会联系人：魏瑜萱 / 田 原
联系电话：010 68799048/ 010 68799023
邮箱：weiyx@cmes.org/ tianyuan@cm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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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安排
“智造启程” - 中国智能制造及工业自动化趋势研讨沙龙
主办单位：

w w w w w w

会议时间：2017年5月10日(周三) 13:00-16:00
会议地点：北京展览馆4号会议室
自“智能制造2025”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工业及制造业正式开启“全产业升级”进程。随着智能制造新业态所带
来需求的转变，传统业务面临压力不可避免。工业自动化作为智能制造的基础，从驱动规模制造到衔接智能制
造，自动化需要完成市场和产业的双重升级。如何在传统领域中夯实装备，产线，工艺数字化基础，进而在未来
布局中寻找新的商业契机，gongkong咨询举办市场趋势分享主题沙龙。
本次交流会将针对自动化领域中产品供应商，渠道商及投资机构关注热点，总结过去一年中工业自动化市场
走势及下游需求变化，同时针对不同细分领域展开深度分析，与市场参与者共同发掘传统业务发展瓶颈，探讨产
业机遇。

议程安排
时间

演讲议题

13:00-13:30

签到

13:30-13:45

gognkong业务集团介绍

13:45-14:25

中国智能制造产业政策及十三五产业政策趋势解读

14:25-15:05

中国智能制造示范项目分析

15:05-15:45

中国工业自动化市场走势分析

15:45-16:00

讨论/交流
*议程若有调整以现场为准

2017第六届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峰会
主办方：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产业联盟
承办方：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产业联盟秘书处; 控制网&《自动化博览》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峰会由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产业联盟(ICSISIA)主办，首届于2012年举办，至今成功
举办5届，已成为业内的标杆性活动之一。峰会依托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产业联盟，聚焦国内外工业控制系统
信息安全的现状、面临的紧迫问题，以及国内外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的技术探讨与解决方案实践分析等热点话
题，致力发展为政府、用户、企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等相关单位间，及时、高效、实用的技术交流平台。
会议议题：
• 用户对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的关键需求
•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专用产品的测评及其标准化探讨
• 互联网+对各行业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的挑战
•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的标准体系及标准解读
• 具有信息安全功能的控制系统技术的研究与展望
• 智能制造背景下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的思考与分析
会议链接：http://huodong.kongzhi.net/2017ICSIS-1/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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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安排
OPC中国巡回研讨会 北京站
—使用OPC UA构建工业物联网
会议时间：2017年5月11日 9:00-17:00
会议地点：北京展览馆4号会议室
主办单位：OPC中国协会 gongkong®
支持单位：PLCopen中国组织、PI中国协会、ETG中国代表处、SERCOS亚洲协会

为了解决工业现场数据通信标准不统一的问题，OPC基金会发起了OPC统一架构的开发与应用工作。OPC统
一架构(OPC UA，IEC62541)是一套安全、可靠且独立于制造商和平台并用于工业通讯的数据交互规范。该规范使
得不同操作系统和不同制造商的设备之间可以进行数据交互。基本上您所熟知的所有重要的德国自动化产品制造
商都是OPC基金会的会员，并已经在他们的产品中提供OPC技术。
OPC UA采用基于语义和面向服务(SOA)的架构。它以统一的架构与模式，既可以实现设备底层的数据采集、
设备互操作等横向信息集成，还可以实现设备到SCADA、SCADA到MES、设备与云端的垂直信息集成。OPC UA因
此成为德国工业4.0、美国工业互联网以及中国制造“2025”的重要基础性技术标准而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
为帮助更多的制造业工厂实现高效的数据采集、传输、显示、存贮和应用，推动工厂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提
升企业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加快产品上市时间。OPC基金会中国协会联合诸多知名厂商举办本次“OPC中国
巡回研讨会”。重点探讨OPC UA的原理、应用。并结合众多厂商多年的实践，探讨制造业企业如何有效构建统一
的基础信息平台等问题。

议程安排
时间

演讲主题

09:10-10:00

签到

10:00-10:30

物联网、标准化和OPC

OPC中国协会

10:30-11:00

走在IIoT的前沿

贝加莱工业自动化 (中国)有限公司

11:00-11:30

麦斯工业物联网解决方案助力智能制造

北京麦斯时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1:30-12:00

数字化工厂实践及opc ua的应用

北京艾克信控科技有限公司

12:00-13:30

午餐

13:30-14:00

基于OPC UA的智能装备信息采集与互操作——
相关标准及技术实现

广州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分所

14:00-14:30

基于OPC的工业数据平台建设

北京亚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4:30-15:00

力控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

北京力控元通科技有限公司

15:00-15:30

OPC UA应用案例与实践

四川零点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16:30

结束

企业

*议程若有调整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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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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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媒体及网站

测控技术
在线online

www.mc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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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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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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

汉诺威

2018年4月23-27日

中国

北京

2017年5月10-12日

深圳

2017年6月28-30日

上海

2017年11月7-11日

美国

芝加哥

2018年9月10-15日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2018年3月15-18日

www.hannovermess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