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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ustry Expo

一站式供需对接平台，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汇聚行业智慧，捕捉中国机械工业机遇



  

  

高端权威

智能引领

聚焦前沿

全面呈现当前国际领先高端装备产业

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打造全方位的高端交易平台

AME-2020

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工业基地，作为我国北方最大的综合性工业

基地。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以上；京津冀腹地辐射东三省、河北

、山东、山西、北京、天津等北方重要经济省市，几十个产业集群

地涵盖其中，装备制造、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汽车、医疗器械、

家电、电子信息等行业数万家的大型工业企业彰显出对机械制造产

品极大需求。 AME2020亚洲国际机械制造工业博览会正是为全球

先进制造业在中国提供最佳的机械加工生产和贸易平台。

“AME2020亚洲国际机械制造工业博览会”简称（AME2020），

在首都北京举办,北京作为全国经济和制造业发展的政策中心，不仅

聚集了大型国有企业总部及世界各行业的龙头企业，同时也是世界

高端工业装备买家的决策机构所在地。而随着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正

在高标准、高质量的推进，也带动了京津冀乃至华北地区制造业的

新一轮发展。展会辐射全国及亚太地区专业买家，让展商更能有效

开拓中国及海外国际市场,制造装备领域极具规模且涉及品类广泛的

专业博览会。AME率先针对各工业企业用户的需求，打造了一场技

术交流和应用为重点的展会，积极为参展商及专业观众发掘更多商

机。

AME2020亚洲国际机械制造工业博览会将于2020年6月4日-6日在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召开。预计展览面积10万平，参展商1000

家，   专业观众120000人次，  已经被国内外制造业内人士视为品牌

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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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2019亚洲国际机械

制造工业博览会

亮点回顾

68,000                  986                99,856              35

平方米               家参展商            专业观众      场会议论坛

聚焦行业热点趋势，贯通全球行业产业链；

2019亚洲国际机械制造工业博览会于6月12日至14日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成功举办。成功吸引了来自

全球众多国家及地区的近千余家企业参展。拥有广州数控、北京机床研究所、ABB、 大川重工、华工

光电、韩国M2I、邦德激光、台湾品宏、欧姆龙、宁波东力、三欧机械、艾默生、SEW、海德曼机床、

高精数控、易锻精密机械、秦川机床工具、台邦电机、ASSIOT ASSIOT、富士电机、西门子、施耐德

电气、进联电子、英威腾、美国自动精密工程、 罗姆精密夹具、法特数控机械、宏富信精密科技等等

一大批长期合作的知名展商,展览会共吸引了专业观众99,856人次，专业观众达95%，创历届展览规模

高增长、效果佳的一次行业盛会。

参加AME2020,你将获得：

多元化宣传推广平台，高效锁定数万家专业买家；

汇聚行业精英人士，把握市场动向，网罗全球商机；

AME2020确保参展取得最佳收益。

世界范围内的媒体关注；

全球媒体现场直击，全方位详细报道；

国家级媒体保驾护航，科技成果及品牌塑造全方位整合展示。

机械制造产业上下游产业全面参展，搭建国际化、前沿化、市场化高端合作交流平台；

新技术、新产品首发阵地，尽揽前沿理念；

多元化宣传推广平台，高效锁定数万家专业买家。



AME2020全新亮点

展示企业

无限价值

此次展会将重点覆盖了金属切削机床，金属成形机床，激光加工系统，检查与检测设备，功能部件刀

具附件，钣金加工、铸造压铸、模具及加工设备、汽车装备及工业服务等产品领域的解决方案，全面

呈现当前国际领先高端装备产业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届时以更高端、更专业、更开放、更现

代、更国际化的身姿吸引海内外客商的关注，打造全方位的高端交易平台。

本届博览会以“创新  激活  融合”为主题，围绕推动中国制造2025和工业4.0发展动力，实施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同时，此展会又是企业展示最新科技和市场所需解决方案的绝佳平台。经过了多年

成功举办之后，亚洲国际机械制造工业博览会已经成为一个工业企业与行业用户必定参与的国际性展

会。

1、组委会印制60万张参观请柬，通过展会主办单位、协办单位，及组委会多年积累的82万买家数据

库，通过邮寄、电话、传真、短信、邮件等多种方式，发送给汽车工业、轨道交通 、能源工业、航空

航天、机械制造、电子通讯、军工、仪器仪表、农业机械、模具加工、 船舶海工、铸造冶金、五金工

具、泵阀、医疗器械、石油机械、电力装备、仓储、包装机械、电梯、 家电、管道、电力设施、国防

军工等用户行业制造商的企业老总、采购、技术、生产等相关人员，邀请到会参观、洽谈、采购；

2、特殊邀请：与各地工业园区和经济开发区合作，组织园区企业参观团前来参观。

3、巡回宣传：选择国内较具规模和影响的同类专业展会，直接面对专业客商进行宣传推广，组织专

业观众。

4、研讨交流：组委会组织高水平的专业研讨和技术交流会，邀请相关负责人到会交流并参观展会。

全媒报道

CCTV、新浪、搜狐、网易、腾讯、凤凰、行业网站等全国知名网络媒体全程跟踪，强大的网络集群，

构筑永不落幕的网上展会，一次参展，服务长久。



展品范围： 

融合智能工业  驱动制造未来

声誉卓越的办展机构—大会承办机构拥有筹办中大型工业展会的丰富经验,1000家展商完整覆盖机械

制造全领域，行业协会提供强势资源支撑，大规模组织企业参展及邀请用户行业买家，提供专业贴心

的一站式服务；展商对参展效果满意度极高，重复参展率高达85%。

汇聚机械制造技术——针对众多的应用行业，AME2020 就机械制造领域中的各个部分进行了专业的

主题划分，并将之有效的资源整合在一起。

行业盛会  始终如一

金属切削机床：柔性加工中心、车、铣、镗、磨、齿轮加工、电加工、特加机床、线切割机床等

先进激光加工技术的优质展示平台激光加工系统：

激光切割机、冲床、折弯机、剪板机、锯床、液压机、钣金表面处理、五金模具等金属成形机床：

各种机床功能部件、机床附件、机床电器、数控系统、数显装置、润滑油等机床附件：

三坐标测量、二次元、影像投影仪、激光干涉仪、刀具测量仪、各类千分尺等测量仪器：

各型面加工刀具、非标刀具、刀夹具、磨料磨具、超硬 材料及制品等工量刃具：

生产及过程自动化、嵌入式系统机械自动化：

焊接、喷涂、码垛、分拣、搬运机器人、装配、直角坐标机器人、机械手等工业机器人整机：

机器人集成应用方案、机器人工作站、智能产线、数字化车间、无人工厂等整体解决方案：

各行业非标自动化设备、3C自动化、智能装配、驱动/控制/测试系统等非标自动化：

黑白、彩色智能相机、图像处理系统、工业镜头、工业相机、光源系统、视觉系统等机器人视觉：

控制器、传感器、减速机、轴承/伺服电机/导轨丝杠、电线电缆、人机界面、FA自动化零件等核心部件：

变压器、不间断电源、伺服电机、变频器、传动、机械驱动系统、电气开关、工业电气系统等电气系统：

工业电脑、工厂集成化管理软件、 工厂生产软件、组装及搬运系统、定位系统、开发工具等工业制造业信息化：

不锈钢，钛合金，镁合金，铝合金，合金、工模具钢等特种金属原材料企业等金属型材：

轴类零件加工，高精密零件、异形组件、模具配件等OEM加工等精密零件加工：

螺栓、螺母、垫圈、螺钉等标准及非标件、汽车/机械/电子电器等行业紧固件等紧固件制造：

塑胶模具、五金模具、精密模配件、模具及成型技术、CAD/CAM/CAE等模具制造：

各类金属、超精密加工及紧密加工技术、大型件专用金属、塑料加工技术等精密加工技术：

车、铣、镗、钻、切槽、螺纹、丝锥、超硬刀具和刀柄、电动气动工具等刀具工具：

电镀、表面涂层、喷涂、喷砂、电解、拉丝、抛光，研磨、真空镀膜等表面处理技术：

三坐标测量、二次元测量仪、光学影像测量仪、拍照式测量系统、尺寸量具等工业测量设备：

金属切削液、润滑油脂、防锈油、冷却液、防冻液、齿轮油、导轨油、导热油等工业油品：

3D打印机、三维扫描仪、三维测量仪、3D打印材料、3D打印技术、手板制作等3D打印：

废水处理、废气处理技术及设备、危险化学品回收及处理、安全生产及防护配套环保及安全：

物联网数据采集仪、RFID、转换器、工业控制软件、工业云计算、工业大数据、信息系统等硬件设备及系统软件：

电子电器、模具制造、汽车制造、机械加工、新能源、仓储物流等行业领域应用解决方案技术落地应用：

工业地产、规划设计、智慧园区解决方案、物联网、认证、质量、金融、管理咨询等服务机构产业园区：



一切商机尽在AME-亚洲国际机械制造工业博览会

2019年展会回顾

>>> 展商评语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川首钢机器人有限公司

参展收益

1、新品发布与创新产品评奖：与全国乃至全球新品、新技术一起引发机械制造产业高度关注，参与权威创新产品评选。

2、与机械制造工程师、客户直接对接：接触到企业决策者和硏发工程师。

3、宣传推广：提供新品宣传、一对一采访专稿推广、微博微信推广、广告宣传等大范围、高密度的强势宣传，拓展更

     多的商业机会。

4、立体推广：整合媒体资源，兼顾广度和深度，从展会前瞻、展期报道、展后跟踪来为展商提供立体服务。

5、目标定位：力争办成“行业领先、亚洲第一、世界一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工业制造年度盛会

6、关注国内自主创新的企业成长；为国内成长性企业拓宽国际国内市场渠道提供平台。

7、立体化增值服务：展会将通过展会前瞻，展期媒体采访，展后媒体报道来为展商服务。

我们已经是以集团力量连续参展五年了，也获得了丰厚的

回报，我们以后仍将继续参展来展示我们大族激光的实力

和形象，AME2019展会上展示的产品科技含量也非常高，

在国内的展会上是很少见的，而且展会组织方不断扩大影

响力，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是满馆的状态，明年继续

参展！

我们与AME展的合作已经超过十年了，每年一次很

契合我们当前的需求，我们觉得展会质量比较高，

受欢迎程度也很高，能为我们产品的展示、品牌的

塑造提供很大的帮助，所以这几年我们连续参展。

从展会的效果来看，对我们品牌形象的提升是非常

有帮助的。

我们参加AME展超过八个年头，通过参展业务量不

断提升，每年都有超过30%的增长，我们也感受到

AME是一个能把我们的新技术、新产品以及品牌形

象展示给所有观众的平台， 本次展会后发展了多个

新的国内外客户 ，  其中有6个客户正在洽谈合同的

事宜，诚挚感谢AME亚洲机械工业展。

北京精雕科技有限公司

92%的展商对2019亚洲国际机械制造工业博览会表示满意。

其中，有 的展商表示将继续明年参展！95%



副/总                 采购              生产经理         进出口部门      工艺、研发       市场、销售            工程                  其他

工程师                                                                                                            广告、媒体         技术服务

质量管理

了解市场概况                  寻找新产品及                 寻求解决方案                  为投资及采购                  采购/下订单

创新技术                                                            决策收集信息 

评估是否参展                   开发新客户                       参加会议                     开拓业务联系                        其他

开发新的供应商

71.26%

45.38%

30.25%

11.38%

13.25%

0.52%

15.68%

5.89%15.24%3.29%

国内外观众 采购角色

超过80%的观众涉及采购或相关。

*百分比以回答此题的人数为基数分析，
由于部分观众的多项选择，所以总百分比大于100%

80%

有采购决定权          43.82%

评估/执行采购任务   21.53%

建议收集采购信息    25.12%

不涉及采购决策         9.21%

推荐人                       0.32% 

华北  30.53%

海外  25.36%

东北  13.33%

华中  11.25%

华东  10.85%

西南   5.43%

西北   3.25%

工作性质

观众分析

14.61%

30.6%

12.3%

4.15%

6.12%
10.27%

20.32%

1.63%

为期3天的展会共吸引了99,856名专业买家，其中国内观众来自30个省、直辖市的专业买家，

其中华北地区的观众占了相对比例30.53%，观众总数较上一届增长10.28%。



AME2020 亚洲国际机械制造工业博览会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官方网站：www.ptc-wo.com

AME2020 亚洲国际机械制造工业博览会【组委会】

北京华研展览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东街65号融科创意中心A座1604

参展咨询：                                                                              论坛发言及论文稿

高级销售（张雨先生）                                                            会务部（李尚）

手机/Mob：+86-182 0138 3503 同微信                              手机/Mob：+86-15811026673

邮箱/E-mail：3588362872@qq.com                                  邮箱/E-mail：expo2004@qq.com

在线QQ咨询：3588 362 872                                                  传真：+86-010-68663796

官方网站：www.ptc-wo.com

海外办事处

负责人（Jonas）

邮箱/E-mail：expo2004@foxmail.com 


	页 1
	页 2
	页 3
	页 4
	页 5
	页 6
	页 7
	页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