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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智慧工厂”新篇章，2018 慕尼黑上海电子生产设备展圆满闭幕





来自 2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374 家中外展商和 77,765 位专业观众相聚一堂
联合同期举办的慕尼黑上海电子展，展会规模达到 80,000 平方米
SMT 行业开年首秀，核心企业悉数到场，为全行业呈现智慧电装工厂解决方案
现场发布“智慧工厂”解决方案，众多新品助力中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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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16 日，为期三天的 2018 慕尼黑上海电子生产设备展圆满闭幕。联合同期
举办的慕尼黑上海电子展，本届慕尼黑上海电子生产设备展（productronica China）的展
览面积和展商数量双双创下历史佳绩。今年展会总面积达 80,000 平方米，同比上年增长了
16%。本届展会共吸引了来自 2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374 家展商和 77,765 位观众的参与，
展商数量和观众数量同比上年分别增长了 12%和 14%。
慕尼黑博览集团董事总经理 Falk Senger 先生对 2018 慕尼黑上海电子生产设备展取得
的成绩非常满意：“慕尼黑上海电子生产设备展已经成为行业重要的电子生产设备交流平台。
在这里，你可以接触到中国客户，分享传递电子行业新趋势和新技术。今年展商和观众数
量都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慕尼黑博览集团为电子行业构建了强大的全球信息交流网络。”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完善和应用，制造业生产方式正在趋向智能化、网络化。因此，
今年的慕尼黑上海电子生产设备展以全球化的创新视野、理念与技术，帮助中国电子制造
企业打造了从传统自动化向完全互连和柔性系统飞跃的“智慧工厂”。

库迈思精密机械（上海）有限公司中国区总经理 Tim Juta 先生如此评价：“对我们
来说，慕尼黑上海电子生产设备展尤其具有吸引力。因为通过该展会，我们可以一站式
地了解整个线束加工行业，而且展会质量一贯很高。”
多国技术携手为中国市场打造智慧工厂的梦幻生产线
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提升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制造业的优惠政策。“智慧
工厂”将是制造业的未来，而电子制造业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了第一步。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陈远鹏先生谈及“中国智造”时说：“中国经济
背后的新驱动力是制造业，尤其电子制造业对先进技术有着强烈的需求。本届展会上‘中国
智造’占领了半壁江山，不少参展的国际品牌厂商也相继在中国工厂实施增产，并携其最新
技术和产品与广大的中国观众亮相，提升在中国的竞争力。”
作为本届展会的关注焦点，SMT 表面贴装技术创新演示区不仅带来完整 SMT 产线，
更为全行业呈现更完整的智慧电装工厂解决方案。展会首次与宇丰凯合作，携手法国
Europlacer、英国 Speedprint、美国 BTU、韩国 Koh Young、日本 Omron 等参展设备商
共同打造从物料库房到产线的整套工艺流程，并真实演示信息化（MES）与智能库房、智
能 SMT 整线、
智能物流机器人、
智能工位、
操作者的真实协作生产过程。
ASM 旗下 SIPLACE
和 DEK 与锐德热力 Rehm 和欧姆龙 Omron 联合展示以智能手机、汽车电子为应用的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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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产线。此外，FUJI, YAMAHA, Panasonic, JUKI, Mycronic, Kurtz Ersa, YXLON 等知名
SMT 厂商也分别展示了他们的旗舰产品。

优而备智自动化设备（上海）有限公司亚洲区总经理李枌霓女士评论到：“今年是
我们第五次来参加慕尼黑电子生产设备展，观众的数量和质量一直在提高，SMT 表面
贴装技术创新演示区也非常有特色。”
智能物流仓储：迈向“智慧工厂”的关键一步
机器人、智慧物流仓储与各种先进的自动化技术帮助电子制造行业快速提升自动化程
度、进而实现智能化生产，为未来实现“智慧工厂”夯实根基。
2018 电子生产设备展为电子制造业提供了一站式的解决方案，并与业内人士分享“智能
工厂的概念。FANUC 发那科、川崎机器人、NACHI 那智不二越、FESTO 费斯托、
UNIVERSAL ROBOTS 等国内外知名工业机器人和自动化解决方案巨擘联手打造了国内数
一数二的电子制造自动化展示专区，带来其最新的工业机器人、运动控制等自动智能化技
术。
费斯托电子及轻型装配行业大中华区行业经理周磊先生评论到：“慕尼黑上海电子设备
展在我们这个高速发展的行业中有比较大的影响力，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市场的前沿信息，
非常值得来参加。”
众多新品引领智慧工厂创新科技
慕尼黑上海电子生产设备展作为 2018 年开年后业内大秀，在这场全球电子制造市场的
盛宴中，行业内众多领军企业携其首发新品强势登陆：线束巨头 Schleuniger 索铌格现场带
来了新款设备—CrimpCenter 36 SP 和 CrimpCenter 34 C；SMT 厂商 Europlacer 则在现
场展示了展会首发 2018 年新品 Lzero 3 智能物料储存柜；点胶技术名企诺信 EFD 更是带
来了其全球首发新品 Liquidyn® P-Jet SolderPlus® 焊锡膏喷射系统。
诺信（中国）有限公司 EFD 大中华区总经理郭荣明先生评论到：“慕尼黑上海电子生
产设备展是我们今年国内智能制造业的第一个展会，也是智能化程度最高的展会之一。我
们遇到很多重要客户和行业伙伴。希望慕尼黑上海电子生产设备展成为中国电子产业的一
张名片。”
多场高品质技术论坛，大咖云集共议行业未来
展会期间举办了多场行业论坛、技术竞赛和机器运作演示活动。“中国电子制造创新论
坛”围绕智慧工厂，邀请了国内电子制造与自动化方面的专家与企业，针对性地为电子制造
行业介绍解决方案与技术，解决企业提升自动化水平和制造工艺。“国际胶黏剂技术创新论
坛”则是国内电子制造行业中少有的以胶黏剂与点胶设备为主题的技术论坛，高级别的演讲
嘉宾和前瞻性的话题。 “国际线束先进制造创新论坛”则聚焦了新能源汽车线束解决方案和
智能检测技术。“国际柔性与印刷电子产业论坛”也邀请了国内外行业专家介绍印刷电子这一
创新电子制造技术的科研成果与实践经验。另外，电子制造技术应用大赛围绕工艺改进、
工程改进、如何提高一次通过率，如何提高设备及生产线的效率和产生等，进行现场方案
评选。
下一届慕尼黑上海电子生产设备展将于 2019 年 3 月 20-22 日在上海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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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electronica、productronica 和全球电子展网络
electronica 是世界领军的电子元器件和组件展览会。productronica 是世界领军的电子生产设备展览
会。两展分别于单双年在德国慕尼黑轮流举办。慕尼黑博览集团全球电子展网络包含了全球的一系列
电子展览会，包括 electronica、productronica、electronicIndia、electronicAsia、electronica China、
productronica China 和 electronicAmericas。这些展会基于慕尼黑本土展览会的经验，展示了契合于
当地市场需求的内容。
慕尼黑博览集团简介
慕尼黑博览集团是世界知名的展览公司之一，拥有 50 余个品牌博览会，涉及资本产品、消费品和高
新科技三大领域。集团每年在慕尼黑展览中心、慕尼黑国际会议中心、慕尼黑会展与采购中心举办逾
200 场展会，共吸引 5 万余家参展商及 300 余万名观众齐聚现场。慕尼黑博览集团及旗下子公司的各
类专业博览会遍及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土耳其、南非、尼日利亚、越南和伊朗。此外，集团
的业务网络覆盖全球，不仅在欧洲、亚洲、非洲及南美洲拥有数家子公司，还在全球 100 余个国家和
地区设有 70 多个海外业务代表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messe-muenche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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