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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广东国际
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博览会

第四届中国（华南）
国际机器人与自动化展览会

第八届广东国际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博览会⸺广东国际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博
览会（简称“广东智博会”）由东莞市人民政府主办，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厚街镇人民政府、东浩兰生会展集团上海工业商务展览有限公司、东浩兰
生会展（东莞）有限公司、智能网（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承办，其定位
为国内外高端先进机器人、智能装备及其零部件为主题的专业年展。自
2015 年首届举办以来，展览面积平均超过12万平方米，连续七届累计吸
引7000家国内外知名自动化及智能装备企业，超过30多个国家共58.77
万人次进场参观、洽谈和采购，专业参观者比例达95%以上，展会规
模和影响力位居全国前列。

第四届中国（华南）国际自动化与机器人展览会（以下简称
华南展）是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优势展（机器人展与自动化展）
在华南地区的首个异地专业展会，也是继2018年武汉国际自动化
与机器人展览会之后的第二站。主办单位东浩兰生会展集团将继
续携手工博会的机器人展（RS）与自动化展（IAS）的优质展商
落地“华南工业展览之都”广东省东莞市，结合全国制造业增
长速度最快华南地区的发展特点，继续打造以机器人与自动化
相关技术和装备为核心的精品展。

展会概况
35000m2

展览面积



40000+
专业观众

500+
参展商

20+
同期活动及论坛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顺序

上届部分展商



第七届广东国际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博览会（以下简称“广东智博会”）暨
第三届中国（华南）国际机器人与自动化展览会（以下简称“华南机器人展
IARS”）于2021年10月11-13日在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圆满举办。本届智博
会由东莞市人民政府主办，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厚街镇人民政府、东浩兰
生会展集团上海工业商务展览有限公司、东浩兰生会展（东莞）有限公司承
办，上海市机器人行业协会、智能网（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协办。展会以
“AI+让智造更智慧”为主题，是目前华南地区机器人品牌厂商参与度最
高、集聚最多、最优质、最前沿、最符合华南市场的机器人及其智能装备技术
和应用的展会之一。设有5大精品专区，AI+智造体验展区、机器人技术
及应用展区、工业自动化及解决方案展区、协作机器人展区及智慧
物流展区。

上届回顾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王瑞祥，东莞市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肖亚非，东莞市委副书记、市
长吕成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何兵，
东莞市副市长罗晃浩，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任天阳，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
宋晓刚，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陶元博士等
领导嘉宾出席开馆仪式。本届智博会以“AI+让智
造更智慧”为主题，展会规模3万平方米，三天展
期总计吸引专业观众25802人次，将聚焦先进制造业
领域，展示、交易、交流促进制造业创新发展，推动
机器人与自动化及智能装备产业转型升级。本土企业
参展热情较高，共有90余家广东企业参展，占参展
企业总数的30%。东莞当地参展企业50家、超3000
平方米，包括机器人本体和自动化零部件企业，如李
群自动化、凯宝机器人、凡诚机器人；机器视觉企业
如奥普特、速美达、神州视觉；此外还邀请了盘古、
先知大数据、金蝶等数字化转型企业参展，他们作为
东莞优质企业的代表，亮相行业顶级舞台。



观众分析

观众地区分布 华南地区观众分布

■ 华南 95.85%

■ 华东 2.52%

■ 华北 0.73%

■ 华中 0.48%

■ 西南 0.24%

■ 西北 0.10%

■ 东北 0.08%

■ 东莞   65.12%
■ 深圳   18.43%
■ 广州   9.45%
■ 佛山   3.48%
■ 惠州   2.15%

公司/机构类型

64.55% 生产厂商

10.83% 代理、分销商 

8.57% 系统集成商 

4.19% 政府部门、行政机关 

3.78% 设计院、研究院所 

3.39% 协会、学会 

2.96% 其他 

1.73% 新闻媒体

工程、技术服务、质量管理 23.60%

生产制造 19.38%

市场/销售/广告/推广/媒体 17.86%

管理/首席执行官 16.10%

采购 9.78%

研发 7.23%

其他 3.04%

进出口部门 3.01%

观众的工作性质

工业自动化

IT 与电子

机械制造

汽车制造

模具制造

能源/电力

通信技术/运营/服务

塑料橡胶

其他

包装/印刷

机床

纺织/服装

航空航天

轨道交通

物流及交通运输

建筑及建筑机械

冶金/铸造

石油/化工

环保装备

节能及服务配套

生物医药

食品/饮料

船舶制造

国防工业

电梯制造



采购角色

30.34% 建议/收集采购信息 26.88% 有采购决定权

21.94% 不涉及采购决策    20.84% 评估/执行采购任务

工业机器人本体、核心部件及其他智能装备 32.59%

工业自动化及解决方案 30.41%

人工智能相关及应用 14.26%

机器视觉相关及应用 7.78%

工业互联网及应用 5.75%

智慧物流相关及应用 5.56%

激光装备 3.65%

观众感兴趣的领域

了解市场概况         61.77%

寻找新产品及新技术       31.41%

寻求解决方案         18.82%

拜访供应商和销售商       18.35%

为投资及采购决策收集信息      8.10%

开发新客户         8.10%

开拓业务联系         7.74%

开发新的供应商        7.03%

采购/下订单         6.29%

参加会议          5.56%

评估是否参展         2.25%

其他           0.40%

参观展会目的

公司所属行业分析

       45.09%

    11.77%

  15.63%

     6.45%

   4.93%

   4.75%

   4.69%

   4.53%

   4.07%

  3.44%

  3.30%

  3.17%

  3.07%

  2.89%

 2.65%

 2.38%

 2.17%

 1.89%

 1.84%

 1.81%

 1.79%

 1.78%

1.07%

1.00%

0.99%

工业自动化

IT 与电子

机械制造

汽车制造

模具制造

能源/电力

通信技术/运营/服务

塑料橡胶

其他

包装/印刷

机床

纺织/服装

航空航天

轨道交通

物流及交通运输

建筑及建筑机械

冶金/铸造

石油/化工

环保装备

节能及服务配套

生物医药

食品/饮料

船舶制造

国防工业

电梯制造



01 区位地理优势
东莞市雄踞穗港走廊中段，北连广惠，南接深港，与东南亚地区隔海相望。地理位置
优越，产业集群雄厚，成就了“华南工业展览之都”的美誉。作为珠江三角洲城市群
中心，身处广州、深圳两个一线城市之间的东莞，城市交通网络完善，生态资源更显
集聚，上下游产业链联系更加密切。东莞历来也有“全球知名制造中心”的美誉。
“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根据上年度的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
人口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等五大指标，对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
的测评结果正式发布，结果显示东莞已经与天津、沈阳、重庆、武汉、南京等著名省
会城市以及青岛、宁波、无锡等新兴城市共同荣获中国“新一线城市”荣誉称号。

02产业集聚优势
东莞作为“世界工厂”影响遍布全球，改革开放成就了东莞的产业集聚，形成以电
子、机械、纺织、服装、五金、家具、造纸、玩具、化工等为特色的产业体系和完整
的产业链。“一个小时内，就能在东莞采购原材料，组装完成一部电脑”“东莞塞
车，全球缺货”，这两句被社会各界广为流传的话。广东省九大支柱产业总产值为
30879.09亿元，其中东莞有8大支柱，包括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制造业，电
气机械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家具制造业，玩
具制造业，食品饮料制造业和化工制品制造业。占广东省工业总产值的43%，东莞市
制造业占广东省总产业的36%。广东省的行业发展的重心已从汽车制造业逐步向3C
电子制造业转移。

03展馆选址优势
展览中心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极为便利。以厚街为圆心，一小时车程可达广州、深
圳、珠海、香港，澳门、中山、佛山、惠州等重要城市。临近五大国际机场、多个国
际港口、铁路物流园和高铁站，可为海内外客商提供便利的交通和运输服务。城市交
通路网完善，地铁R2线展览中心站位于展馆前广场，离虎门高铁站不到4分钟车程；
穗莞深城际线设站于展览中心南侧，展览中心1小时左右车程可到达香港、广州、深
圳国际机场。

东莞的三大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强调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要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这为东莞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1月2日，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共同发布了《中国
城市竞争力报告No.19》（下称“报告”），报告指出东莞位居2021中国城市综合经
济竞争力TOP30中的第17位，上升2个位次；位居2021中国城市可持续竞争力TOP30
中的第13位，上升2个位次；更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东莞挺进全国科创20强，位列地
级市第三名，进步明显，上升20个位次。

东莞是一座以制造业立市的城市，制造业是东莞的立市之本。在全市GDP构成
中，工业占比超过一半，工业发展向好是东莞经济发展向好的基础保证。在全球抗疫
的关键时刻，东莞的车间运转不停，向全球输出源源不断的“东莞制造”产品。纵观
东莞前三季度重要经济指标表现，工业基础稳固，企业效益大幅提升，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3585.14亿元，同比增长11.3%，规上工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2.6%。其
中，新动能表现亮眼。

广东智博会自 2015 年首次开办以来，每一届智博会都精彩展示了国内外顶尖企
业的最新技术、最好成果，不断带动东莞本土企业智能制造升级，推动东莞智能装备
产业加快成长。目前东莞已对 4600 多个项目实施自动化、智能化改造，尝到了劳动
生产率提升的甜头。2020 年，全市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 3706 
亿元，同比增长 8%，已成为东莞电子信息制造业之后的第二大支柱产业。

东莞智能制造产业与世界先进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通过借助智博会的契机，主
动适应市场需求，加快品牌培育、人才培养，加快科技创新，加大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
率，助力东莞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业中心。



五大专业展区

机器人技术及
应用展区

工业机器人整机、服务机器人和特种机器人、核心部件、机器视觉、整体解决方
案⸺焊接机器人、喷涂机器人、装配机器人、其他工业机器人等；驱动系统RV减
速器，谐波减速器，精密减速器，控制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夹具，抓手，气
缸及液压缸等；视觉系统，直线运动 (LM) 导轨设备，滚珠花键、滚珠丝杠和连杆
球等机械组件；基于工业4.0的整体解决方案，面向（汽车装配、汽车零部件生
产、焊接、3C、机床、家电、包装、医药、食品、物流等）应用行业的集成解决
方案，机器人工作站，机器人智能化生产线等。

协作机器人
展区

应用领域：建筑、医疗、商业服务、3C电子设备、物流、生物医药、金属与机械
加工、塑料制品、科学与研究、汽车制造、食品、农业、服装等。

3D视觉系统、信息识别系统、AGV智能搬运系统、综合输送系统、快速包装系
统、机器人快速分拣系统、机器人自动化物流码/拆垛系统、智能物流管理系统、
智能物流解决方案、仓储自动化解决方案、运输管理解决方案等其他系统与解决方
案等。

智慧物流
展区

工业自动化及
解决方案展区

工业自动化核心智能硬件、工业自动化智能制造技术及检测相关⸺组装及搬运系
统/线性定位系统、工业影像处理系统、控制系统，PLC，SCADA、传感器和执行
器、工业用电脑通讯、网络和现场总线系统、嵌入式系统、测量和测试系统、工业
自动化数据获取及辨别系统、激光技术、自动化服务、空压技术与设备。电气系统
变压器、电池和不间断电源、伺服电机和变频器、传动、机械驱动系统、电线及电
缆附件/电气控制系统用电气开关装置和设备、电工及光学部件、电力电工测试和
检测设备，工业自动化信息技术及软件，气体微系统技术等。

AI+智造体验
展区

智能机器人、金融科技、工业互联、智慧教育、AI生态圈、AI先导、基础技术、智
能驾驶、智慧医疗、城市管理与商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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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IARS 华南的理由

中国工博会原班人马倾力打造智能制造华南第一精品展；

聚焦智能制造2025以及两化融合；

政府领导、行业专家亲临现场，发布行业重磅信息；

提供最具竞争力的创新产品和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展示近千款创新产品和技术；

50%以上的国际大牌企业参展，给予企业提供广阔的合作机会；

国际展团重装登陆华南；

邀请60%以上具有决策的高质量观众，帮助企业开拓华南市场；

同期举办高端行业论坛、探索华南地区智能装备升级；

全球媒体现场直击，全方位详细报道。



同期活动

由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团队组织的“AI赋能智能制造高峰论

坛”，以“AI释放新机遇，大湾区数智再升级”为主题，邀请“京东云”

“科大讯飞”、“商汤”等知名企业高层代表围绕人工智能机器视觉

和语音识别等关键技术如何帮助提升生产效率、工业互联的数字

化工厂、智能机器人的未来应用和趋势 等话题进行专题演讲。

AI赋能智能制造高峰论坛

2022年广东智博会将继续在组织活动的精准度和专业性上作进一步提升。回顾

去年，展会同期联合了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东莞机器视觉产业

联盟、上海东浩兰生会展（集团）有限公司、智能网（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多家专业

组织举办2021中国智造业年会暨半导体产业峰会、2021年机械装备制造业数字化转

型发展论坛、数字化转型论坛-“如何打造数字工厂，成就企业品牌梦想、“AI释放新机

遇，大湾区数智再升级”论坛等10余场多场专业论坛活动及行业活动，形成理论研讨和

典型案例的呼应，增强记忆点，提升活动效果，切实形成以会为媒、以展促产的机器人产

业全要素综合服务体系。



由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指导，21世纪经济

报道和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主办，邀请

包括腾讯、京东、科大讯飞、威图等知名企业以

及不同领域的企业高管和业内专家齐聚一堂，

围绕“抢占战略制高点、实现数字化跨越”的主

题展开了一场思想碰撞。

中国智造业年会

论坛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主办，东莞市人民政府支持，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北京机经网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承办，河钢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易工品科技有限公司协办。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领导，中国工程院制造业

研究室专家，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领导、信息化领域专家学者，各级地方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领导，机械企业，

行业协会组织、研究院所及信息技术服务商等30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机械装备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论坛

智博会同期活动

● AI释放新机遇，大湾区数智再升级  ● 2021年机械装备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论坛

● 2021中国智造业年会   ● 工业连接与智能传感论坛

● 第十二届数字化制造技术论坛  ● 中国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论坛（东莞站）

● 机器人与运动控制技术应用论坛  ● 机器视觉创新发展高峰论坛暨东莞市机器视觉产业联盟成立大会

● 数字化转型供需对接会   ● “专精特新”专题服务对接会

● 新战疫，“芯”战役⸺机器人助力解决半导体难题研讨会 



媒体报道

大众媒体

广东智博将会邀请到全国及广东当地知名大众媒体，并在智博会开幕首日进行宣传报道。邀请的
大众媒体有新华网、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新社、国际商报、南方日报、
羊城晚报、广东广播电视台、广州日报、深圳特区报、南方都市报、新快报、信息时报、大公报、香港商
报、紫荆杂志、中国报道、中国网、中宏网、东莞日报、东莞广播电视台、凤凰网、网易新闻、腾讯新闻、看
东莞、东莞广播电视台等近30家，专业媒体有智能网、I I ANEWS、中国传动网、中华工控网、机器人在
线、中国机器人网、控制工程网、中自网、中国智能化网、中国智能制造网等近20家。对于智博会国内外
知名品牌厂商进行的专题采访和报道，将同步当地电视台、电台以及网络播放，多视角、全方位向华南
地区观众介绍本届展会带来的优质展品和解决方案。

专业媒体

专业媒体

大众媒体——电视媒体

大众媒体——传统媒体

大众媒体——网络媒体

大众媒体-电视媒体

30
余家播出

大众媒体-网络媒体

15000
余次发布

大众媒体-传统媒体

3000
余次报道

专业媒体

3000
余次推送



搭乘东莞地铁2号

线，展览中心站下车。

自驾或搭乘出租

车，定位到“广东现代

国际展览中心”即可。

展馆交通展馆交通



展位租赁： 

光地展位
Raw space

标准展位
Shell scheme

光地展位
• 室内光地(18平方米起租)

标准展位
• 标准展位(9平方米起租)
• 围板
• 地毯
• 咨询桌X1
• 椅子X2
• 220V电源插座X1
• 中英文公司楣板X1
• 100W射灯X2

 

扫描关注展会动态

主办单位：东浩兰生会展集团上海工业商务展览有限公司   东浩兰生会展（东莞）有限公司
智能网（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上海市机器人行业协会

欢迎垂询：

郎志鹏  先生  15201511107        WAIC@2025china.cn

张玉红  女士  13911588251        jessica.zhang@iianews.com

刘    凯  先生  13811879531       liukai@2025china.cn

贾丽丽  女士  13378692679        jenny.jia@iianews.com

智能网（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通州园经海六路1号院1号楼3层
电   话:  010-6262 56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