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深圳国际工业制造技术展览会（ITES）暨第 21 届 SIMM 深圳机械展

展览时间：2020 年 9 月 1-4 日

展会地点：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新馆）

展览主题：“新焦点·新思想·新未来——5G 驱动，医疗赋能”

展览简介：

ITES 深圳国际工业制造技术展览会（第 21 届 SIMM 深圳国际机械制造工业展览会，

简称 ITES 深圳工业展）由深圳市环悦会议展览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协广会议展览有限公司共

同主办，是中国华南地区制造装备领域极具规模且涉及品类广泛的专业展览会。

自 2000 年创办以来，展会通过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品牌化的运作，已发展为

国际展览业协会（UFI）认可并推荐的国际级专业展会，也是 BPA 国际媒体认证机构认证

的工业品牌展。

2020 年 9 月 1 日至 4 日，ITES 深圳工业展将移师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以崭新的面貌重

新出发。本届 ITES 以“新焦点·新思想·新未来——5G 驱动，医疗赋能”为主题，围绕工

业制造全产业链打造的多个主题展将聚焦针对不同行业的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创新技术

及解决方案，集中演绎先进制造业的创新成果，为来自全球不同制造端的加工制造厂商搭建

高效的技术与商务交流平台。

展览内容：

金属切削机床展

 五轴加工中心、龙门加工中心、电加工、雕铣机、车床、锯床、钻床、铣床、深孔钻、

磨床、组合机床、复合机床等

 CNC 系统、数字制造、电机、回转台、分度头、刀库、主轴、刀塔、动力头等

工业测量及数字化制造技术展

 三坐标测量机、接触式测量臂、扫描式测量臂、光学影像测量仪、蓝光拍照式测量系统

探测系统、测量软件、X 光检测设备、红外测试设备、量具等

金属成形机床展

 金属板材、管材、型材；开卷、矫平、搬运、储存技术；2D/3D 激光切割切管技术；

水/等离子切割及中厚板加工技术；冲/剪/折/刨/弯曲/拉伸等成形技术；钣金自动化及

柔性钣金加工技术；三维激光焊接/点焊/压铆等连接技术；表面处理技术；检测/模具/

工装夹具及其他辅助技术；CAD/CAM/CIM 系统软件等。

 激光切割机、激光焊接机、激光打标机、激光雕刻机、激光清洗设备、激光划线设备、

激光熔覆系统、激光微加工系统、激光表面处理系统、激光毛化系统、激光测量系统等；



激光器、激光加工头、激光电源、扫描振镜、Q 开关、光学调整平台、加工控制软件、

集成光学器件及应用装置、光谱仪、光具检测仪器与检测设备、激光材料等

机器人及工厂智能化展

 智能生产线、人机协作机器人、机器人工作站、柔性制造系统、3C/电子自动化装配与

测试设备、智能物流与智能包装解决方案、机器视觉系统及方案

 控制系统、直驱电机、伺服电机、步进电机、变频器、工控机、人机界面、传感器、连

接器、编码器、工业物联网、现场总线、工业通信及监控系统、安全和生产保护、电线

电缆等

 减速机、电机、丝杠、导轨、轴承、齿轮齿条、带、链传动应用方案、气动装置及集成

方案、液压驱动装置及集成方案、工装夹具、密封技术方案、FA 自动化零件等 CNC

系统、丝杠、线轨等

工业零件展

 精密加工零件展区：CNC 机加工（车/铣/镗/磨等）、冲压加工、钣金加工、MIM/CIM

加工、铸造加工、塑胶成型加工、表面处理等。

 模具及模具配件、工业材料展区：模架、模坯、组合模具、顶针、弹簧、热流道、导柱

导套、限位夹、锁模扣、夹具、镶件、特殊钢、工模具钢、不锈钢、钨钢、铜材、铝材、

冷热轧板材、石墨等。

 紧固件展区：标准紧固件、非标紧固件、紧固件生产设备、紧固件材料、紧固件用模具

和耗品、检测仪器等。

增材制造技术展

 金属 3D 打印设备、聚合物 3D 打印机设备、其他新型 3D 打印设备、激光扫描仪、白

光扫描仪、3D 打印与直接成型服务、原型制造与其他手板服务、设计与产品开发服务、

复合材料、金属粉末、塑料粉末、纤维聚合物、光聚合物、其他先进材料、逆向工程软

件、CAE 相关软件等

刀具工具及工业耗材展

 铣刀、车刀、钻头、刀柄、丝锥、卡盘、虎钳、吸盘、硬质合金、超硬材料、工具磨床、

磨具磨料、工业油液、五金工具等



展期会议：

序号 系列主题 会议主题 规模 主办单位

1

智能制造

第七届智能制造及机器人应用技术主

题峰会【5G 与数字化工厂】
200

ITES 深圳工业展、智汇工业、深圳市自动化技术应

用联盟、深圳市宝安区智能制造行业协会

2
第七届智能制造及机器人应用技术主

题论坛【AGV 技术与柔性物流应用】
150

ITES 深圳工业展、深圳市自动化技术应用联盟、深

圳市宝安区智能制造行业协会

3

第七届智能制造及机器人应用技术主

题论坛【5G 商用时代，机器视觉赋能

电子制造】

150
ITES 深圳工业展、《视觉系统设计》、深圳市自动化

技术应用联盟

4
第七届智能制造及机器人应用技术主

题论坛【工业通讯和运控】
100

ITES 深圳工业展、传动网、深圳市自动化技术应用

联盟

5

第七届智能制造及机器人应用技术主

题论坛【齿轮精加工制造技术及应用研

讨会】

80
ITES 深圳工业展、齿轮传动杂志、中机维协基础件

分会、深圳市自动化技术应用联盟

6
第七届智能制造及机器人应用技术主

题论坛【工业软件】
200

ITES 深圳工业展、传动网、深圳市软件行业协会、

深圳市自动化技术应用联盟

7
第七届智能制造及机器人应用技术主

题论坛【工控开发者大会】
150

ITES 深圳工业展、技成培训、深圳市自动化技术应

用联盟

8

品质中国

第四届 Quality China 品质中国系列高

峰论坛【新基建时代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的机遇】

200
ITES 深圳工业展、深圳质量创新技术联盟、深圳市

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9

第四届 Quality China 品质中国系列主

题论坛【医药健康行业质量新要求与应

对】

100
ITES 深圳工业展、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蒲

公英平台、深圳市医疗器械行业协会

10
第四届 Quality China 品质中国系列主

题论坛【制造质量设计与验证技术】
100

ITES 深圳工业展、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中

国尺寸工程联盟

11

第四届 Quality China 品质中国系列主

题论坛【新能源汽车全链条质量检测技

术】

100
ITES 深圳工业展、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新

能源中心

12
第四届 Quality China 品质中国系列主

题论坛【面向未来的质量管理】
150 ITES 深圳工业展、中国质量俱乐部

13

医疗器械

2020 中国医疗器械工业发展主题峰会 500 ITES 深圳工业展、深圳市医疗器械行业协会

14
2020 中国医疗器械工业发展论坛

【医疗器械精密加工】
100 ITES 深圳工业展、深圳市医疗器械行业协会



15
2020 中国医疗器械工业发展论坛

【生产现场管理】
100 ITES 深圳工业展、深圳市医疗器械行业协会

16

2020 中国医疗器械工业发展论坛

【中国医疗器械产业联合会年度工作

会议】

20 ITES 深圳工业展、深圳市医疗器械行业协会

17

制造业大会

中国（深圳）国际制造业大会 100 深圳市服务贸易协会、深圳智桥发展有限公司

18 第三届精密加工论坛 100 ITES 深圳工业展

19 第五届钣金智能制造应用技术论坛 150 ITES 深圳工业展、固美特

20
第四届深圳国际增材制造工业应用技

术论坛【模具专题】
100 ITES 深圳工业展

21
第四届深圳国际增材制造工业应用主

题峰会暨生物医疗增材制造发展大会
200 ITES 深圳工业展、深圳市医疗器械行业协会

22
2020 ITES&海智在线工业零部件采供

对接会
250 ITES 深圳工业展、海智在线

*最终议程安排以现场公布为准，更多详情请进入展会官网 www.simmtime.com 查看了解

*活动最终解释权归 ITES 深圳工业展所有

http://www.simmtime.com


展馆规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