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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制造，共享智造，引领创造

工业自动化&工业装配与传输技术展
同期电子制造自动化&资源展

支持单位  Supporter

惠州智能终端制造协会
HUIZHOU INTELLIGENT TERMIN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东莞市机器人行业协会

东莞市工业自动化协会   

惠州市机器人行业协会

惠州市智能制造协会

特别鸣谢  Special Thanks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惠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中国制造2025 明确提出选择十大重点领域进行突破，其中工业自动化、机器人及智能工业具有核心地位。在

工业4.0 的浪潮的推动下，中国制造业正从“制造”到“智造”、再到“创造”的转变。在信息化、智能工业等

领域不断推进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实力始终不容小觑，从传统行业的飞机、高铁、核电，到今天新兴领域的

工业智能、数字技术、现代智能工厂及高端制造都在稳步发展。

CMM工业自动化&工业装配与传输技术展览会以技术和创新为主导，致力于连接科技与工业，覆盖多个行业重

要领域，包括工业互联网、机器人、图像技术、传感器、工业测量、连接系统、传动和机械驱动系统及控制技

术等，为中国迅速增长及日趋精密的制造业提供与时俱进的解决方案，是赋能行业和全生态的合作平台。

2021八大主题展，细分市场深耕自动化布局

从制造到智造再到创造  赋能中国制造业

工业互联网展区工业自动化及控制技术展区

工业机器人技术展区

智能工厂解决方案展区

机器视觉工业装配与传输技术展区

传感器、组装及搬运系统、PLC、工控机、测量和

测试系统、人机界面、数控系统、自动化服务、控

制系统、SCADA、传感器和执行器、伺服电机、

连接器、人机界面、运动伺服、机箱机柜、嵌入

式、工业电源、电力电工、电线及电缆附件、电气

设备、过程和能源自动化系统等

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数字化工厂、制造业

应用案例、能源管理案例、供应链应用案例、工

业通讯、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以太网、

工控机、通讯、网络和现场总线系统、组装及搬

运系统、线性定位系统、工业自动化信技术及软

件、信息安全等

自动化装配、装配系统集成、智能输送集成智能

解决方案、自动化仓储系统、自动化包装技术、

自动化搬运系统、识别系统等

工业镜头、板卡、配件、光源、图像处理系统、

机器视觉集成、机器视觉辅件、工业测量、仪器

仪表、流量计、测试和检测设备等

工厂应用软件、智能装备、汽车制造解决方案、

MES软件、手持终端、智能数据采集系统、工业

大数据应用管理等

3C自动化展区

自动化生产线、SMT及周边设备、测试自动化、

人工智能、仪器仪表及测试测量技术、非标自动

化设备、点胶涂敷设备、电子零部件及辅助设

备、全自动包装机、自动贴标机、激光打标机、

3D打印、自动点胶机、自动绕线机、各种自动化

生产线、电子零部件及辅助设备、培训及咨询等

工业机器人整机、机器人系统集成、机器视觉、

装置及零部件、工业机器人及零部件、喷涂机器

人、码垛机器人、搬运机器人、装配机器人、激

光、焊接机器人、直角坐标机器人、机器人集成

应用、整体解决方案、高端数控系统、AGV自动

化物流设备及系统、智能仓储、自动导航车、

AGV小车附件等

电气传动展区

伺服电机、变频器和马达、步进电机、变压器、

传动、机械驱动系统、液压、气动、流体传动及

元件、机械传动元件及零部件、滑动和滚动轴

承、齿轮电机、线性技术以及密封技术等

40,000㎡

展览面积

企业展商

400家

来自 国家及地区10个

累计自动化线展区

6,000㎡

297+
组团企业

5000+专业观众莅临展会

45,000位

专业观众

专业论坛活动

30场

来自 国家和地区20个

聚焦5G、智能仓储等热点话题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贝迪机器人有限公司

第二次参展，主办方提供的服务非常好，祝CMM 展越办越

好。

首次参展，虽然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但还是有很多企业参

展，参展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很多新老客户来到展位上，对

于我们现场展示的展品也很感兴趣，希望CMM 展越办越

好，也祝愿自动化行业发展的越来越好。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我们是CMM展的忠实展商，已经连续参展第四年了，我们还

会一直支持和参展CMM的，一直以来都非常感谢CMM提供

的这个平台，每一届展会我们都收获到了很多的客户资源，

希望CMM 展越办越好。

第四次参展，希望CMM展越办越好，更希望中国的工业自动

化领域的企业能够在CMM展的带领下越来越好。

* 部分展商展示

高水准贸易社交平台， 赢得展商一致好评

展会满意度

97% 91%

继续参展度

93%

同行推荐度

CMM工业自动化&工业装配与传输技术展览会覆盖多个行业重要领域，汇集了各类工业自动化、工业机器人、

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等的综合性工业智能自动化产业，是工业智能自动化企业品牌推广和渠道拓展的助推

器——呈现出龙头企业大面积全产品线参展，产业上下游企业全面参展，新产品、新技术集中亮相展会现场。

我们已经连续四年参加展会，CMM展越办越专业，也符合工

业自动化的行业发展需求，希望CMM 展越办越好，越办越

专业，引领工业自动化领域企业的产品和技术在未来的发

展。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每一届展会的参展效果也是非常的好，疫情虽然影响了我们

的生活，但是阻止不了我们参展的决心，这次参展的效果也

是非常好的，非常多的新老客户来到展位上洽谈合作，最后

希望CMM 展越办越好！

亚德客 深圳配天智能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工业自动化产业链各环节人士悉数到场

比亚迪、菲亚特、东风日

产、五洲龙、佛山大众、

五羊摩托等...

康师傅、可口可乐、达利

园、盼盼、今麦郎、鼎湖山

泉等...

联合利华、蓝月亮、宝洁、

自然堂、立白等...

达意隆、艾利、盛百威、

嘉泓、威泰等...

华大基因、白云山药业、王

老吉、潘高寿等...

东鹏、鹰牌、新中源、金

舵、蒙娜丽莎等...

汽车行业 3C行业 家电行业

华 为 、 中 兴 、 富 士 康 、

VIVO、OPPO、惠普等...

美 的 、 格 力 、 格 兰 仕 、

TCL、 创 维 、 樱 花 、 格 兰

仕、科龙、志高等...

陶瓷行业

食品行业 日化行业 包装印刷 生物制药

富士康科技集团

富士康科技集团 比亚迪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海弘智能有限公司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银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华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银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航嘉驰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航嘉驰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华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TCL王牌电器（惠州）有限公司

东莞有成电气制品有限公司



CMM工业自动化&工业装配与传输技术展览会因其独特的背景和定位，对众多观众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对自

动化企业/工厂进行逐一拜访，每一届数千家电子企业组团或派代表的形式进行了参观学习，包括：海尔、西门

子、飞利浦、九阳、方太、美的、TCL、创维、迈瑞、雅爱、名医堂、迪元、欧菲光、飞宇光纤、特发信息、富

创光电、银宝山新、亿和控股、东江集团、讯兴、泰日升、大通集团、伟宝田、兴友佳、比亚迪、广汽丰田、

广汽本田、菲亚特......

* 有33%的与会观众每一年只参观CMM展

京信通信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京信通信系统(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大疆卓见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大疆卓见科技有限公司 普联技术有限公司

普联技术有限公司

5000+组团企业亲临展会现场

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欣旺达

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欣旺达

惠州侨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侨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西可通信技术设备（河源）有限公司

西可通信技术设备（河源）有限公司
捷普电子（广州）有限公司

捷普电子（广州）有限公司

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龙旗电子（惠州）有限公司

惠州鼎智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鼎智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钮铂尔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蓝微电子有限公司 广东钮铂尔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几米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几米科技有限公司



自动化大咖云集东莞，

打造知识分享的新时代

现场活动

30+会议活动（场）

力邀业内专家莅临展会现场，分享和探讨时下热门

话题，打造知识分享的新时代。

聚焦行业热点，合力汇聚自动化领域最前沿科技信

息和人脉资源，为企业提供一次难得的高层次同行

交流机缘。

感恩同行·共话发展交流晚宴

* 75%的与会制造工厂高管每一年在国内只参加CMM展

800+余位自动化制造领域的工厂总经理、总监、协会会员、行业嘉宾将齐聚一堂，结识新客户，碰撞新思想，

把握新商机。

制造的智慧高层圆桌会议

线上线下海外采购对接会

展前、展中、展后组成数场线上线下采购对接会，

一对一高效对接，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扩大国际

业务提供了绝佳机会。

800+贵宾 

供应链行业盛会



展会推广

发送量：869,300+

关键词搜索：1,7090+

软文发布：164+

百度搜索

邮件推送

补贴最高  50%

CMM展自2018年起，连续2年被列入深圳“重点经

贸科技类展会”。补贴最高可达展位费50%，参加

CMM展的深圳地区企业均可获得相应参展补贴。

参加CMM展的深圳坪山区、龙岗区注册并符合相关

纳税要求的企业，均可申请参展补贴，可与中小企

业局补贴重复申请，最高可达展位费50%。

线上线下多维互动,

百万级曝光量，全方位全平台覆盖推广！

50万行业优质观众数据库

实力买家全渠道精准邀约

历届积累50万行业观众数据库，通过潜在客户点对点寄送，专业客服邀约，短信通知，邮件推送等多种方式，邀约业

内专业买家。

拨打量：277,900+ 发送量：591,700+

行业公众号广告投放微信信息流广告

中国电子制造自动化资源展

全⼒⽀持电⼦制造装备国产化

展会全⾯展⽰SMT、DIP、测试、组装、包装、智能

仓储等环节的设备和资源

官方公众号 抖音广告投放微信公众号推文/信息流广告 抖音视频广告投放

阅读量：100,000+
阅读量：320,000+

转发量：4620+

阅读量：159,100+

头条广告投放

今日头条广告投放

电话邀约 短信群发通知

展前、展中、展后组成数场线上线下采购对接会，一对一高效对接，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扩大国际业务提供

了绝佳机会。

深圳市中小企业局补贴 深圳市坪山区 , 龙岗企业区补贴



卢爱梅： 134�2298�5539

曾⾦明： 177�2294�2414

更 多 展 会 资 讯 ：w w w. c m m 8 6 . c o m  
扫描⼆维码了解⾏业动态
Scan�QR�code�to�understand�industry�trends

管森华：�180�3857�4386

⻰����黎�：�183�1521�9733

叶文远：135 0227 3571
 
邮    箱：yewenyuan@cmm86.com

胡珊珊：137 6332 4810

邮    箱：hushanshan@cmm86.com

总    机 ：0 7 5 2 - 3 1 6 5 6 3 1

蒋贤彬：158�1194�9422

双展联动，贯穿工业自动化产业链，创造无限可能

CMM工业自动化&工业装配与传输技术展览会 CMM电子制造自动化&资源展

苏   冉：170 9020 7772

邮   箱：cmm2001@cmm8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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