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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与工
厂智能化展

Digital Economy and 
Factory Intelligence 

Exhibition

重点展示基于5G场景应
用的云计算、大数据、物
联网、人工智能等创新成
果及行业解决方案；机器
人及系统集成、生产及过
程自动化设备；智能仓储
物流设备、快递服务及配
套设施、物流新业态解决
方案；动力传动相关产品
及配件。

包装、印刷及
塑料工业展

Packaging, Printing 
and Plastics Industry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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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展示金属切削机床、
金属成形机床、各类加
工中心、激光焊切设备、
柔性生产线等重大智能装
备；数控系统、数显装置、
机床电器、磨料磨具、刀
具夹具、机床附件等。

数控机床与金
属加工展

Metalworking and CNC 
Machine Tool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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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展示纸吸管机、纸杯
机、纸桶机、烫金机、覆
膜机等各类纸制品加工及
装饰机械；食品包装、灌
装、礼品包装、后道包装
等各类包装机械；注塑机、
造粒机、吹塑机等塑料机
械及模具。

针织、缝制设备
及技术展

Knitting and sewing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ExhibitionTechnology 
Exhibition

重点展示纺纱机、织布机、
织袜机等纺织机械及相关
设备；各类缝纫机、剪裁
机、刺绣机等缝纫机械及
相关设备；印花及染整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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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国义乌国际智能装备博览会（以下简称装博会）于

2018 年 11 月 29 日 -12 月 1 日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展

会以实施“中国制造 2025”和“互联网 +”战略为契机，围绕

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装备、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突出“智

能、绿色、创新”主题，吸引了来自全国 13 个省市区以及美国、

德国、日本、新加坡等 9 个国家和地区的 471 家企业参展，共

设标准展位 2112 个。为期三天的展会共吸引了 32694 人次的

观众参会，其中境外专业采购商 1521 名，同比增长 10.5%。

展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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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装博会以“智能、绿色、创新”为主题，旨在充分发挥平台双向作用，持续推

动精准合作；展览范围包括四大主题展览，聚焦我省优势产业，辐射十余个子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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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展会

观众人员分布

参观目的分析 参会人员次数

Canada

China
Japan South Korea

Pakistan

Macau

Uzbekistan

Hong Kong

Australia American Samoa

Afghanistan
Armenia

Palestinian Territory

Taiwan

Brazil
Peru

Bolivia

Argentina

Mexico

United States

Yemen

Ethiopia
Kenya

Guinea

Turkmenistan

Togo

Jordan

Egypt

Sudan

Nigeria

Somalia
Congo

IndiaSaudi Arabia

IraqIsrael
Tunisia

Iran

Turkey
Morocco

Albania
France
Russia

Algeria
Syria

Germany
Switzerland

United Kingdom

Indonesia
Malaysia

North Korea

▍采购
▍寻找技术项目
▍搜集行业信息
▍寻找合作伙伴
▍寻找投资
▍考虑下次参展
▍其他

33.5%
28.3%
13.0%

13.70%
5.6%
5.1%
0.8%

三次以上

13.70%

第一次

33.5%

第二次

28.3%

第三次

13.0%



知名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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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亮点

高端论坛谱写“智造”华章

展会期间主办方同期举办“赋能升级，智造未来——

人工智能驱动工业 4.0 高峰论坛”。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航天云网、联想等人工智能专家、教授及

知名企业家纷纷进行主旨演讲、互动交流。智慧工厂、整

体解决方案等重点领域专家与浙江省各地市传统制造业企

业面对面，分享成功案例，帮助企业在执行制造、质量控

制、缩短设计时间、减少材料浪费、提高生产再利用率，

执行预测性维护等方面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为传统企业

带来最前沿资讯和最实用方案。另外，展会同期还将举办

企业信息化管理提升、智慧工厂能力提升解析、精准医疗

在新时代下的发展、知识产权普及论坛等多个分论坛活动，

大咖云集，精彩纷呈。

国际品牌开启“义乌首展、新品首发”

作本届展会成功吸引国内外知名品牌纷纷亮相，包括

川上、拓卡奔马、迈卡、PMM、杰克、上海威士等品牌

展示出其在服装行业的新产品、新技术、新理念。

其中行业龙头企业日本川上、杰克本厂是首次在义

乌参加展会，上海威士也在装博会现场展出袖叉机最新产

品，展会现场首展企业和品牌将与义乌服装优势企业深度

对接。

“工业互联网”助力新旧动能转换

本届展会特别推出智能制造及系统解决方案展区，并

设立工业互联网专区，邀请世界首批、中国首个工业互联

网平台——航天云网、联想集团、迈迪、木链、万博大数

据等多家工业互联网龙头企业参展，突出展示人工智能在

企业创新管理、柔性生产、用户个性化定制、企业间网络

化协同和产品服务化延伸等领域的应用，并且在主论坛“赋

能升级，智造未来——人工智能驱动工业 4.0 高峰论坛”

上分享工业应用案例。

5

“大国重器”集聚“百花齐放”

作为浙江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机器换人”的重

要举措，今年装博会参展企业继续引领装备高端。展会中，

行业领军企业纷纷亮相，集中展示最先进产品、技术和解

决方案，为各制造厂家量身定制方案、解决生产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同时也为业内人士提供一个研讨和交流的平台。

本届展会共吸引世界 500 强企业 3 家，包括中国航

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联想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

公司（航天云网）；上市公司包括大族激光、杰克缝纫、

集美控股集团、天通控股、金鹰塑料等优秀制造业供应商，

境外知名企业包括德国德曼、德国布劳恩、拓卡奔马、日

本川上、基恩士等；行业龙头企业包括哈工大、德玛克、

杭叉、强生、科沃斯机器人、永创智能、宁波精达、山东

征宙等，数百家企业在装博会现场以特装形象展示最新设

备和技术。



展会评价

“一带一路”串联展贸互联互通

义乌作为“新丝路”起点，在“一带一路”的推进

上，一直在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一带一路”也成为激

发义乌城市新活力、新增长点的重要动力。

本届展会继续对接“一带一路”，通过展贸联动接

轨新需求。开展多场“一带一路”重点国别企业专场采

购洽谈会，智能装备采购对接会，数控机床及金属加工、

纺织、包装、印刷及塑料机械对接会，义乌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交流会义乌模具制造企业与机床及注塑机企业对

接会，“合作 •共融”厦门工业自动化企业专场对接会等，

务实采购对接活动服务展商，提升实效。

各种配套彰显人工智能“黑科技”

展会期间，展会还举办了“中国设计红星奖展”。

红星奖为世界上知名工业设计奖项之一，汇集全球千余

家企业 6000 多件产品，包括德国博世、韩国三星、联

想集团、小米科技等国内外知名企业。本次红星奖展示

区精选最新获奖作品进行展示，为设计企业和制造业展

示最新的设计成果和未来发展方向，传播创新设计理念。

此外，展会现场举办的机器人表演嘉年华也分外吸

睛，众多智能机器人跟随音乐节拍灵活摇摆，为展示带

来乐趣，为展区营造气氛。“护照寻宝”活动、义乌模

具协会职工技能大赛、“同行岁月 感恩有你”装博会颁

奖典礼、“畅爽金秋”免费送水活动等趣味性活动也让

展会更加精彩，让观众在 3 天展期内乐享不停，收获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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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评价

◎嘉兴川上服装设备有限公司

从参观的群体上可以看出主办方对这次的展会投入
了很多的心血和精力，展会观众人数很多，能够体
会到主办方的用心，现场的服务态度以及对参展商
现场遇到的问题，都能及时的给予协调和解决，祝
愿展会越办越好。

◎金申机械 付经理

感谢义乌装备博览会主办，服务非常周到，组织非
常到位。主办方邀请的国内外采购商很专业，通过
这次展会为我们拓展义乌市场起到很好的宣传推广
作用。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今年是我们连续第六次参加义乌装博会，可以说是
见证了这个展会的成长，客商一年比一年专业，展
会现场人气也越来越好，主办方的服务很到位，明
年会继续参加。

◎美国    Richard Orlandella

我以前来过义乌，但是第一次参加装博会，展会的
展商质量很高，我拿到了很多产品名录和相关样品，
打算进一步参观部分展商的工厂并合作。

◎巴基斯坦  FairBiz Textile

谢谢邀请我来参加装博会，我除了找到关于纺织行
业的相关设备，还看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产品，比如
环保类的，人工智能类的，我很乐意介绍给相关行
业的其他巴基斯坦朋友！

◎孟加拉  ErexCorp Inc

我很高兴能参加装博会，展会成效很好，产品丰富，
我找到了关于一些CNC设备的合作方，希望能够
满足我的需求，明年很希望能够继续参加。

采购商评价



知名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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