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观信息

即刻扫码预登记

提前进行在线预登记的观众还可尊享多项专属福利！

展会信息一手掌握：展会亮点推送、展前短信贴士

快速入场节省时间：现场自助换证、论坛预留席位

专属礼品免费领取：预登记观众现场领取精品礼品一份

每周抽奖你是锦鲤：每周抽取三位预登记观众，获得

星巴克券、乐扣乐扣保温杯、书包、T恤等定制礼品

活动仅针对智能制造相关行业预登记LEAP Expo 2020观众，主办方对该活动拥有最终解释权。

开放时间 展会联络

2020年11月3-4日（周二-周三）

2020年11月5日（周四）

09:00-17:00

09:00-15:00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邢贞婕女士   

电话：021-2020 5553   

邮箱：sinsia.xing@mm-sh.com  

2步快速搞定预登记

即刻报名成为团长

马上预登记马上预登记 开启高效观展之旅 开启高效观展之旅

邀好友组团参观LEAP Expo 2020（慕尼黑华南展），5人即可成

团，20及以上团队将有机会获得主办方大巴接送服务。所有参

团团员均可享展会到场当天免费午餐券1张，团长有专属赠礼。

团员数量攀升，团长福利升级，是时候比拼一下人气啦！

赶紧拉着小伙伴，加入我们吧！

或联系我们：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

王雪霞

电话：0755-2337 3561
邮箱：wang.xuexia@mm-sh.com

呼朋唤友 呼朋唤友 组团参观赢好礼组团参观赢好礼

扫一扫二维码
即刻了解行业动态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新馆）地址: 深圳宝安区福海街道展城路1号

马上预登记 开启高效观展之旅

呼朋唤友 组团参观赢好礼

战略合作伙伴  协办单位 

观众邀请函观众邀请函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新馆）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新馆） 

2020.11.3-5

覆盖电子智能制造全产业链核心资源

预计800+家展商 45,000+位专业观众预计800+家展商 45,000+位专业观众

成员展
Member Exhibitions

扫一扫右方二维码
进入预登记系统

扫一扫名片，补充信息
完成预登记

展馆布局图

10号馆

12号馆

09号馆

11号馆

电子组装自动化展区 机器视觉

激光加工

线束加工连接器及开关展区

PCB

无源元件展区

集成电路/功率半导体/
嵌入式系统展区

电源

传感器

测试测量

运动控制及
质量控制

点胶注胶
&材料展区半导体与

元器件制造

IPC
电子制造

表面贴装
智能制造展区

智慧工厂&智慧出行&
物联网科技园

创客公园

现场登记台

展示范围

■ 先进激光智造技术及装备
   激光切割、激光焊接、激光钻孔、激光打标、激光雕刻、 

   激光划线、激光刻蚀、激光熔覆、激光淬火、激光清洗等
■ 加工配套设备及系统
■ 先进光源

■ 光学检测
■ 生物科技与医疗技术
■ 激光加工服务
■ 3D打印/增材制造
■ 创新技术展示

■ PCB、其他电路载体及EMS
■ 组件及子系统
■ 汽车电子及测试
■ 无线技术
■ 信息采集及服务

■ 机器视觉核心部件

   智能相机、板卡、软件包、配件、工业镜头、光源、辅助产品

■ 机器视觉系统

   图像处理系统、机器视觉集成

激光加工

■ 半导体
■ 嵌入式系统
■ 显示
■ 微纳米系统（MEMS等）
■ 传感器技术
■ 测试与测量

■ 电子设计（ED/EDA）
■ 无源元件（电容、电阻、

   电感等）
■ 电机/系统外围设备（连接器、

   继电器、开关、键盘和壳体技术等）
■ 电源

电子元器件

机器视觉系统、核心部件及辅件

■ 工业机器人
■ 运动控制技术
■ 自动化系统集成
■ 智能仓储及物流
■ 机器视觉

■ 传感技术
■ 传动设备
■ 气动元件
■ 定位系统
■ 驱动技术

■ 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 电子组装自动化
■ 工厂自动化及智慧工厂
■ 数字制造
■ 工业自动化信息技术及控制软件

自动化及机器人 电子制造智能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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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举办

ShenZhen  ShenZhen 

中国（深圳）机器视觉展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新馆）展馆布局图

部分参展品牌
09
号馆

10
号馆

11
号馆

12
号馆

* 部分历届参展品牌，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 智能料仓
■ 焊接点胶技术
■ 精密加工

■ 智能贴装及装备技术
■ 测试测量&3D扫描
■ PCB及电路载体制造

电子制造与组装

■ 线束和连接器生产技术
■ 线圈生产技术
■ 混合元件制造

线束加工与连接技术

■ 硬板
■ 软板
■ 软硬结合板

■ 5G高速高频电路板
■ HDI

■ 散热基板、特殊基板
■ 载板

电路板制造

同期举办

CB

ShenZhen  ShenZhen 



g yIntelligence Everywhere 新展加盟，完整覆盖智能制造全产业链核心资源

五大主题玩出新花样，实力演绎“新基建如何建”

多元化对接筑起智能制造商贸桥，现场采购更高效

30场高峰论坛整装待发，赋能各行业催生新业态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耀华德昌电子有限公司

博世半导体与传感器

长江连接器有限公司

常州同惠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创能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东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固纬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广州市爱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瀚薪科技

江苏海德半导体有限公司

江苏长晶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振华新云电子有限公司

捷捷微电

灵动微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迈来芯

麦柯泰姆电子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纳芯微电子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高松电子有限公司

欧度（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荣湃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三友联众

上海恩艾仪器有限公司

上海芯旺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众韩CKB

砷泰中国

深圳南云微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航顺芯片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达嘉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拓普微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瞬雷电子

泰科天润半导体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万可电子（天津）有限公司

伟思富奇环境试验仪器（太仓）有限公司

意法半导体

珠海极海半导体有限公司

Harwin Asia Pte Ltd

IBS Technology Int'L HK LTD

ISABELLENHÜTTE

NICHICON CORPORATION

PIC SENSORS ASIA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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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元器件

深圳市崇达电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博敏电子有限公司

兴森快捷电路科技有限公司

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强达电路有限公司

深圳市五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腾电路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欧珑电气有限公司

珠海精路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普林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英创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牧泰莱电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强达电路有限公司

胜宏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奔强电路有限公司

万安裕维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超跃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科翔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诚亿电子（嘉兴）有限公司

上海嘉捷通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捷多邦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诺信射频电路有限公司

深圳市嘉立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英创立电子有限公司

江苏富士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南興電路板有限公司

东莞和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天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雨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溢信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六方钰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汉普电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佛山市银美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蓝清环境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水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亿方电子有限公司

珠海恒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PCB

迈康尼电子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库尔特埃莎亚洲有限公司

苏州爱思姆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ESAMBER

深圳市德富莱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神州视觉

深圳德森精密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创劲鑫科技有限公司

埃斯特（深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泰高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常衡机电有限公司

北京博瑞精电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神华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卓茂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英诺威视图像有限公司

珠海市奥德维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三英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普莱信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昊志影像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鹏科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太河液控（天津）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和利时（苏州）自控技术有限公司

首为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精探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英特沃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HBE Fluid Equipment (Shanghai) Co., Ltd.

梅特勒-托利多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欣音达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希盟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罗曼胶带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东莞市星马焊锡有限公司

埃姆硕德焊料（长兴）有限公司

中山翰华锡业有限公司

嘉睦科技电子（惠州）有限公司

厦门海普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林全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瑞峰成机械有限公司

嘉兴君权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瑞合线束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森林智能自动科技有限公司

中澳自动化

表面贴装

哈工大机器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七海测量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海克斯康测量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沈阳通用机器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安达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迦智科技有限公司

斯坦德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优艾智合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珞石（山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联丰自动化设备开发有限公司

昆山荣逸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节卡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

骏材（深圳）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精工轴承有限公司

东莞市雅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新金宝高端智能科技研发（岳阳）有限公司

上海相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成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智赢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锐铂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卓航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研为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维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纬泰技研有限公司

上海柔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西尼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天行测量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广晟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捷泰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柔触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纪州喷码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东莞市虎山电子有限公司

电子组装自动化及机器人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快（中国）有限公司

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阿帕奇（北京）光纤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大族粤铭激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韵腾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泰德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卓镭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凌云光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普雷茨特精密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热刺激光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华日精密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鑫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EDGEWAVE GMBH

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先导智能

英诺激光

罗根激光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苏州贝林激光有限公司

苏州英谷激光有限公司

苏州新代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飞博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逸飞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业纳激光

中山汉通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镭科激光精密有限公司

深圳瑞丰恒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图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激光加工

展会亮点

展会涵盖自动化与机器人、智能制造技术、系统集成与自动化解决方案，帮助企业优化产

品方案、提升生产流程、工厂管理、供应链，实现降低成本、增加产能和提质增效。

关键词

抓住“新基建”风口，VisionChina（深圳）紧跟步伐，展会将重点展示“5G+”、人工智能等技术与机器视觉融合的创新产品与解决方案。

融合激光、电子、智能制造等领域，展现机器视觉在人工智能、“5G+”、“+AI”浪潮下的创新应用及定制化解决方案，打造集电子、智能

制造、自动化和机器人、激光加工等机器视觉终端市场的专业贸易互通平台。

5G加速、PCB直供

高频高速、品类齐全

品牌工厂、优质高效

样板批量、快速响应

展会专业专注，致力于为PCB制造企业量身打造专业展示

平台，集中展示PCB/FPC/HDI/MPCB/IC载板等创新产品，

聚焦PCB产业前沿技术。业界一线品牌云集，共推PCB产

业自动化、智能化发展，赢得全新商机。

ce Evveryw rwher

智慧出行 智慧工厂  5G智慧生活 初创企业

聚焦智慧出行、智慧工厂、智慧生活，三大场景创新应用诠释华南电子市场新趋势

聚焦 5G 产业革命关键要素，展示 5G 前沿技术发展趋势以及落地现状

打造高效沟通平台，鼎力扶植初创企业

IPC 国际电子工业联接协会将携手慕尼

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在展会同期打造

IPC 电子制造馆，本主题馆将汇聚 EMS

创新企业展区、2020 年 IPC 手工焊接 &

返工返修大赛全国总决赛、标准技术组

会议、IPC 标准及学习交流区等丰富的活

动内容。IPC 国际电子工业联接协会

（www.IPC.org.cn）是一家全球性电子行

业协会。

2020智慧工厂创新演示区再度升级，多场景多产线还原更具规

模的电子制造智慧工厂及产业链。

多场景、可视化、高智能、高端SMT产线动态演示

激光创新应用方案展示

IPC电子制造馆

关键词

3D视觉  深度学习  嵌入式视觉   5G+  人工智能  视觉检测

ShenZhen  ShenZhen 

 * 所有会议日程以当天现场为准

- 汽车智能制造与先进汽车电子（深圳）研讨会

- 国际汽车电子和电动车创新论坛

- 新能源充电桩快速充电系统技术论坛

- 2020 IPC WorksAsia暨汽车电子高可靠性会议

- 国际电力电子创新论坛

- 微纳互连电子焊接专业研讨会-5G、

  高可靠性专场

- 电子制造PCB高峰论坛

- IPC CFX智能制造论坛

- “智慧+”工业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 电子行业供应链安全如何构建？

- 国际智能制造生态链峰会

- 智能物流硬件解决方案研讨会

- 《电子制造产品的助焊剂及清洗

  工艺研究》专题培训

- 国际点胶与胶粘剂技术创新论坛

- 2020年度EM创新奖获奖产品展示

  暨推介会 

解读5G时代, 智能制造新技术论坛

- 全球物联网技术创新峰会

- 国际医疗电子创新论坛

- 国际嵌入式系统创新论坛

- e星球，全球创客技术分会

AI+机器视觉技术在电子行业的应用

- 机器视觉与工业人工智能

- 机器视觉+5G技术的应用

- 机器视觉在3C电子行业的应用

  解决方案

激光“智”造技术及发展趋势论坛

- 国际先进激光创新技术论坛

- 全国激光安全培训

- 粤港澳大湾区激光加工应用

  市场高峰论坛

PCB行业趋势及管理技术交流论坛

- 广东省PCB百强排行发布会

- PCB市场发展趋势前瞻分析

- 5G新基站下的PCB需求及挑战

- 绿色环保企业评选揭晓暨颁奖

- PCB行业环保管理探讨

- 国际连接器创新论坛

- 汽车线束设计及加工技术峰会

- 5G在线缆行业的发展趋势

新型线束加工及连接技术应用分析论坛

新能源、汽车与智能联网模式格局新突破论坛
同期活动一览

展会同期将举办“聚焦5G、新基建，洞悉智能制造新趋势

系列论坛”，超30场高峰论坛，围绕5G、汽车、线束加

工、物联网、机器视觉、自动化、激光、PCB等话题，助

力企业把握新基建万亿浪潮。

智造无处不在 LEAP描绘未来 5G

Vieworks Co., Ltd.

超恩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瑷荔德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广州市西克传感器有限公司

东莞市三瑞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知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洛克康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汉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科麦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术有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威信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沃德普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联瑞电子有限公司

辉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上海和谦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小萤成像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康视达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顺尚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拓视达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长步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百迈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星河泰视特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珩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国惠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苏州研究院

盛相科技

凌云光技术集团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术

分公司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华睿科技有限公司

大途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乐姆迈（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科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福建浩蓝光电有限公司

广东北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升立德科技有限公司

福州成特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精英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机器视觉

*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e星球，创新融合技术论坛

通信电子、工业电子、医疗电子、3C电子、新能源一站式解决方案

数字孪生 | 动态连线 | 无人工厂

关键词 融合、创新，聚焦激光精密制造行业应用

IPC手工焊接赛&返工返修赛

全国电子制造行业锁付能手选拔赛

全国电子制造行业人机锁付对抗赛

竞赛活动

精彩论坛

集合激光行业精英企业，向消费电子 |微电子| PCB |医疗 |  

新能源等华南重点行业，提供激光加工解决方案，直击

用户技术痛点。

关键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