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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将涵盖多个主
题 包括研发 工业自动化和IT 创新工业
供应解决方案 以及能源和空压真空技
术 六大国际领先贸易展会同时同地举办
相互关联 带来绝佳的跨行业商机

参与全球领先的工业技术展会 掌握专业业内信息 六大主题专业
展同期举行 将供应商和用户汇集一堂 展示新技术 发现新商机

六大主题 㾝錢宨翸ず♧㉁⚌䎂〵

■  专注于趋势热点的特别展示

■  热门议题的跨界讨论

■ 相互关联的主要贸易展会

■  供应商与用户共聚一堂 

工业4.0

机器人

虚拟现实

增材制造技术

智能材料和元件

轻量构造

集成自动化
及动力传动展

工业零部件展

数字工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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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万

22.5万錜⠍

决策者和买家的首选
独一无二的强大平台 
2017年现场数据
参展商 6,551 家
来自88个国家

观众数 225,000 人次  
超过75,000 名国际观众

商业交流 560 万次  
5天内的商业交流

⚥㕂㾝㉁1,300 家企业  展出净面积 22,000 平方米 

⚥㕂錜⠍侨9,0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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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获取新的客户

定义和开发最新的市场趋势

跨过行业壁垒建立起商业联系

推动全球工业的最新动力

将技术转变成决策发展

飞向新市场的国际视野



合作伙伴国与
全球商业和市场
密切合作通向全球市场的桥梁

2019年合作伙伴国 瑞典
2019年 瑞典将成为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的官方合作
伙伴
无论在商业环境 初创企业 创新 生活质量等方面
瑞典都在国际排名中名列前茅 从而也使瑞典公司成
为创新 贸易和投资方面高度契合的合作伙伴 除此之
外 商业头脑 高水平教育 政府的支持政策使得这个
国家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创业社区和知名品牌家园

60%
为国际
参展商

展馆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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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以独特理念为基础 六大国际领先贸易展会同时 同地举办 释放创造力
与全球建立全新业务关系

数字化工厂展

集成自动化及动力传动展是一个全新的贸易博
览会主题 涵盖了工业自动化 工业IT 动力
传动和流体动力技术各个方面——从机械工程
和机器和机器和 人到机器人到机器 过程自动化 以自动化 传动技术技术技
的未来为重点 展示智能工厂 人机协作 智
能产品和服务等和服务等和服 众多技术及创技术及创技术 新产品

集成自动化及动力传动展

一个会场緸縄䨾剣Ⱒꝶ䪮助

能源展

在如今日益分散的能源市场中 对创新技术的
需求与日俱增 在综合能源展上 能源行业巨
头与政治经济领域解决方案提供商和决策者会
面 共同探讨如何引领成功的能源转型 如何
开发未来充电基础设施 以及工业企业如何通
过更有效地使用能源来显着降低成本

数字化和软件是通往工业4.0的护照 也是数字化工
厂的必要元素 数字化工厂展是领先的集成工艺和IT
解决方案行业展会 为整个工业流程链的IT相关问题
提供解决方案 在数字化工厂主题展区 探索在开
发 生产和分配之间实现数据交换的IT解决方案 除
此之外 该主题展还展示用于虚拟产品开发 生产
计划和控制以及预测分析的软件

空压及真空技术展
过程自动化 气动系统 环保排气净化系统 这
些都依赖于先进的真空和压缩机解决方案 压缩
空气和真空系统对于众多技术领域都至关重要
缺少了这些技术 就无法实现节能 可持续的生
产方式



产业集成
2019展会概览

集成自动化及动力传动
2019展会概览

集成自动化及动力传动

零部件采购

能源

研发

商务网络

>>>>>>
汉诺威工业汉诺威工业博博览会是世界上最重要览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的工业展览会工业展览会 三分之二的参展商会在汉三分之二的参展商会在汉诺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发布新品威工业博览会上发布新品
展会每年吸引大约 22 万观众 一同探究未来工业发展之路
汉诺威已经成为探讨工业4.0 能源集成 协作机器人 智能服务 轻量构造技术等全球性热点问题的平台    

工业零配件及分承包展

供应商是工业数字化的关键驱动力 智能工厂
同样由各个智能部件及系统组成 凭借其创新
解决方案 供应商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 为客
户实现业务增值 工业零配件及分承包主题展
囊括从材料 工艺到轻量构造等关键问题 展
示了全系列解决方案 是开发优质合作伙伴的
优选平台

研究与技术展

在研究与技术展上 研究人员的想法将成为
现实应用 科学和经济领域的专家提供了一
个可以洞察未来行业趋势的方案 并讨论哪
些解决方案将能够市场化 从用于质量检测
的认知系统到全新的生产方案 在研究与技
术主题展上 将有机会寻找到能够塑造未来
行业的解决方案



能源研究

智能电网

移动

集成能源

预见性维护

承包

能源效率

能源传输技术

研究与技术展

能源展

空压及真空技术展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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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汉诺威

 汉诺威工业博览展
 汉诺威国际物流展
 EMO Hannover - 金属加工世界

斯图加特

 德国斯图加特国际工业部件清洗技术展
 德国表面处理技术展览会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土耳其工业展览会国际物流技术展
 土耳其工业展览会能源 电气与电子技术展
 土耳其工业展览会集成自动化及动力传动展
 土耳其工业展览会机床及机械展
 土耳其工业展览会表面处理技术展
 土耳其工业展览会焊接与切割技术展
 土耳其能源与环境工程展
 土耳其国际铝工业展览会

美国
芝加哥

 北美国际集成自动化及动力传动展览会
 北美国际工业零配件与分承包展览会
 北美国际空压及真空技术展览会
 北美国际表面处理技术展览会

新加坡
新加坡市

 新加坡工业博览会 

意大利
米兰

 意大利国际物流技术展览会 

加拿大
蒙特利尔

 加拿大风能展览会 
阿尔伯塔省卡尔里加

 加拿大太阳能展览会

澳大利亚
墨尔本

 澳大利亚国际物流技术展览会

俄罗斯
莫斯科

 俄罗斯国际物流技术展览会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

 东南亚国际物流技术展览会 

中国
上海

 上海国际压缩机及设备展览会
 亚洲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
 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览会
 上海国际工业零部件及分承包展
 亚洲国际冷链设备及技术展览会

深圳

 华南国际工业自动化展
武汉

 中国 武汉 国际自动化与机器人展览会
北京

 北京国际工业智能及自动化展览会

墨西哥
瓜纳华托

 墨西哥工业博览会
 

汉诺威米兰展览 上海 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霄路 393 号百安居商务大厦 301 室
邮编 201204
电话 + 86-21-5045 6700 *511/366/324/247/248
传真 + 86-21-5045 9355
联系人 沈婷婷女士 / 张诗雨女士 / 岳明蔚女士 /  
                  宋瑶琴女士 / 邹少钧先生

hmesse@hmf-f-f 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