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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E2016于8月18-20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二、三、四号馆顺利举行，并取得圆满成功！展会是由国际物联网贸易与应

用促进会主办，深圳物联传媒有限公司承办，有来自美国、法国、德国、英国、芬兰、荷兰、奥地利、日本、韩国、中

国台湾、香港等近二十个国家和地区的453 家国内外企业参加了展会，比上届展会增长约21%；展会三天共接待了

51,883名专业观众莅临现场参观，累计观众流量达87,426 人次，与上届展会相比，专业观众的增长超过42%。

IOTE2016展示内容涉及智能家居单品、智能家居系统、智能家居平台、可穿戴设备、医疗智能硬件、短距离无线传

输芯片、短距离通讯模块、传感器芯片、传感器模块、传感器网络、实时定位系统、移动支付、二维码、生物识别、封装

设备、RFID产品、RFID应用解决方案、智能卡芯片、卡片、机具、读写设备、证卡设备、行业配套产品、物联网系统集

成解决方案等。物联网整个产业链的优秀企业们汇聚一堂，在30,000平方米的展馆中集中展示了其最新的技术、产品和

系统。展览期间，展会组委会精心策划了多项专业的配套交流活动，为行业的交流增添了新的高效平台。

来自政府部门、交通、物流、工业自动化、医疗、防伪、服装、农业、信息化、金融、电信、建设事业、智能家居等

物联网应用单位的3,000余名嘉宾参与了的RFID创新大会、智能家居世界大会、物联网高峰论坛研讨会等交流活动。各项

交流活动精彩纷呈，其专业性、高效性、权威性以及活动的高规格赢得了展商和参会观众们的一致好评。

展会概况



展商分析

453家展商，涵盖了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医

疗智能硬件的平台、硬件、方案厂商，覆盖了物

联网芯片设计生产商、各频段电子标签及卡生产

商、各频段读写设备及天线、手持设备生产商、

无线通讯模块、传感器网络、系统集成商、标签

与卡封装设备、配套材料供应商、行业媒体与协

会等整个完整的产业链。

展商专业程度高，产业链完整度高

展会将会在已有展会品牌的基础上加大海外宣传

与招商力度，与国外强势物联网媒体的合作，将

展会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物联网品牌盛会!

根据展会后组办方发给参展商的满意度调查，

参展商对展会的满意度评价比较高。有48%的

参展企业对展会综合评价“相当满意”，有

49%的参展企业对展会综合评价“比较满意”，

另有3%的参展商对展会综合评价“一般”，没

有展商表示 “不满意”。

参展商满意度高

参展的外商企业比例高，展会显国际化
趋势

参展的展商占产业链的各环节比例均衡，
有利于展商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展商档案

来自美国、法国、德国、英国、芬兰、荷兰、

奥地利、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近二十个

国家和地区的453家国内外企业参加了展会

及会议演讲，海外展商80家，占比16%

韩国展团、印刷电子展团、深圳智能硬件联

盟展团、联动原素展团、上海智能硬件产业

联盟展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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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评价

吕淑娴 市场部负责人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引领未来，我们一起创造应用价值！达华智能始终坚持着这个理念，借着深圳物联网展这个
行业内领先的大平台，展示了一系列新产品、新应用，旨在为市场提供更优质、更加适应行
业发展需求的产品。未来达华将继续努力，携手行业内外有志之士，为这个行业作出更多的
贡献。最后，愿深圳物联网展越办越好，谢谢！

陈露露 市场总监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IOTE为远望谷提供了一个向客户展示领先的远望谷服饰零售解决方案、与客户零距离交流与高
效洽谈合作的平台。远望谷在本次博览会上首次展出了为全球服饰零售行业量身定制的整体解
决方案及其配套产品与服务，包括供应链和门店管理、标签打印和数据管理，吸引了众多国内
外的专业观众莅临参观。优质的专业观众、合理的展馆布局、完善的展会服务，我们高度认可
IOTE2016。未来我们将继续和物联传媒合作，期待2017年国际物博会再见！

张伟 销售总监 深圳市成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6年，深圳成为再次参加了深圳国际物联网展。本次展会，深圳成为携全系列高性能、工业级智能
终端产品精彩亮相，吸引了众多国内外行业人士前来参观与交流，展会现场热闹非凡。深圳国际物联
网与智慧中国博览会是物联网行业的大型主流展会，云集行业各大企业，集中展示了最新、最全智能
终端产品系列及创新型行业应用解决方案，不仅为参展展商提供了展示新产品、新技术、新概念的绝
佳平台，同时，也为参展展商维系老客户、拓展新客户、了解行业动态提供了良好契机。多年来，深
圳成为与展会一直保持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吴鹏 销售总监 纽豹智能识别技术（无锡）有限公司

2016是纽豹第四次参加深圳国际物联网博览会。本次展会我们展出了卡片热烫印设备和电子标签
个人化设备，吸引了众多参展商和参观者的注意。深圳物联网博览会不仅为参展商提供了对外展
示新设备新技术的好机会，同时方便参展商与既有客户间的沟通交流，又可清楚展示竞争对手现
状，是目前国内物联网行业最大型和最专业的展会。纽豹无锡公司是展会的长期稳定合作客户。

袁锋超 总经理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年一度的物联网行业盛会，每年都能看到行业的明显进步，可喜的是采购商、集成商以及兴
趣爱好者数量越来越多，过来咨询产品及探讨需求方案的越来越专业，科普工作已经不需要做
太多，这说明RFID正走向普及，向行业外延伸。科陆物联作为中国RFID的重要构成部分，秉承
开放共赢的心态，愿意与广大同仁共同推进RFID普及的进程，迎接一个新的物联网时代。

蔡若华 总经理 北京芯联创展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从09年开始，芯联创展连续八年参展，与往届博览会相比，今年展会扩大了物联网概念，不再是
专一的RFID概念，增加了很多新兴物联网技术，也吸引了更多全物联网行业公司参展，观众明显
上升。特别是国际观众，从东南亚、南亚、中东、欧洲、南美北美等众多国际观众也比往年要多。
作为连续八年的参展商，可以感受到主办方每年的进步，芯联创展自今年三月挂牌新三板后，更
加致力于研发自主创新产品，此次展出了最新研发且是获奖产品的RFID模块SLR5300、蓝牙便携
式手持机，以及一直广受好评的固定式读写器、一体机等等。同时也带来了创新应用产品——珠
宝行业专用无线RFID展示托盘，获得一致好评！借助展会平台，芯联创展在今后会做的更好!



概 况

本届展会吸引了51,883名观众采购产品、洽谈合作和参与研讨，累计观众流量达87,426人次，

其中专业观众比例高达97.8%，其中海外买家占4.1%，专业观众整体水平均创行业新高。大量专业

观众为参展商创造和提供了市场机会。

观众分析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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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合作媒体

展会的合作媒体近百家，覆盖了行业内最主要的智能家居、可穿戴设

备、医疗智能硬件、RFID、智能卡、智能识别、传感器等领域的知名网络

媒体和杂志媒体，同时也与物流、工业自动化、交通、安防、军事、IT信息

化等领域的一百余家重要门户网站和杂志达成紧密的宣传合作。展前、展中

和展后都为展会做了大量的有效宣传。这是本次展会能取得良好效果的基础

与保证。

合作媒体
Introduction



媒体
宣传

200家专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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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IOTE 展会前，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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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媒体
Introduction

凤凰网 http://sn.ifeng.com/a/20160607/4628672_0.shtml

美通社 http://www.prnasia.com/story/156698-1.shtml 

新浪网 http://gx.sina.com.cn/news/hangye/2016-08-23/detail_hy-ifxvcsrn9006635.shtml 

凤凰新闻客户端 http://i.ifeng.com/sharenews.f?&fromType=vampire&aid=3135358

深圳卫视视频

http://m.toutiao.com/i6320137228471239170/?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from=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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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家网 http://www.qianjia.com/html/2016-08/19_262788.html

北京商报 http://www.bjbusiness.com.cn/2016/0822/158643.shtml

《互联网周刊》网 http://www.ciweek.com/v5/prnewswire.html?doc=201608220447PR_NEWS_ASPR_____ZH73417&dir=20

部分媒体报道



论坛主题：万物互联，开放落地 时间：8月19日

2016中国国际物联网与智慧中国高峰论坛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08:30-09:00 签到

09:10-09:25 领导专家开幕致辞

09:30-09:50 NB-IOT的商机与挑战 中国电信

09:50-10:10 ARM物联网应用现状及规划 ARM中国

11:10-11:30 华为IOT平台助力行业发展和创新 华为

10:30-10:50 茶歇

10:50-11:10 物联网通信技术的发展趋势与应用 中兴物联

11:10-11:30 美的家电智能化转型探索 美的集团

11:30-11:50 构建万物互联的物联网芯片 Intel

11:50-14:10 午餐时间

14:10-14:30 腾讯物联——无限连接 无限想象 腾讯

14:30-14:50 物联网，可以怎么玩儿？ 微软中国

14:50-15:10 数字化/工业4.0：德国北威州创新的解决方案与商机 德国北威州中国代表

15:10-15:30 智能设备的管理平台安全性与便利性 泰利特

15:30-15:50 茶歇

15:50-16:10 感知网络——连接物理与数字世界 北京升哲科技

16:10-16:30 云连万物，开启工业服务时代 百度

16:30-16:50 物联网云服务平台商业模式探索 机智云

16:50-17:10 物联网在公共服务业的应用案例分享
国家物联网公共标识管

理中心

17:10-17:50 圆桌论坛：万物互联，开放落地

17:50 互动问答时间



论坛主题：“互联网+”时代的RFID应用新生态

2016(第十届)RFID世界应用创新大会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09:10-09:25 领导专家开幕式致辞

09:30-09:55 国内外RFID产业发展情况分享 专家

09:55-10:20 领先安全解决方案-为品牌保驾护航 恩智浦半导体公司

10:20-10:45 FRAM RIFD在物联网世界的创新应用 富士通电子元器件（上海）有限公司

10:45-11:10 零售库存管理的新纪元——端到端RFID库存管理方案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1:10-11:35
解读物流信息化之变革与发展 -- 从传统条码到RFID的飞

跃
深圳市博思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1:35-12:00 秦山核电站应急人员实时管理系统，实时可视性管理案例 无锡物讯科技有限公司

12:00-13:45 午餐时间

13:45-14:15
新一代超低功耗超远距离有源电子标签及其产业应用孵化

器
成都西谷曙光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14:15-14:40 如何通过正确的测试保证RFID/NFC标签及读写器的品质 深圳千兆科技有限公司

14:40-15:05 “互联网+”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中的创新应用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15:05-15:30 物理令牌和硬件加密技术为标签安全打开新局面 瑞士励智识别技术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

15:30-15:55 物联网标识技术发展和应用
王立建 中国电子标准化研究院 技术总

监

15:55-16:20 RFID与无人机的应用 Trimble-ThingMagic

16:20-16:45 UHF RFID技术在物联网领域的核心应用 美国意联科技公司

16:45-17:10 NFC实战应用案例解析 北京傲飞商智软件有限公司



时间：2016年8月18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6楼

中国NB-IOT产业联盟（深圳）高峰论坛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9:00-9:10 中国NB-IoT产业联盟启动仪式

9:10-9:30 中国NB-IoT产业联盟工作汇报 中国NB-IOT产业联盟

9:30-9:50 中国联通NB-IoT的商业模式 中国联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9:50-10:10 NB-IoT国际标准及产业进展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0:10-10:30 NB-IoT行业挑战和产业布局 诺基亚和上海贝尔

10:30-10:50 M2M模块为NB-IoT铺路搭桥 上海移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0:50-11:10 物联网行业应用中的实名认证 上海阿岗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1:10-11:30 NB-IoT加速推进物联网产业升级 利尔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30-11:50 为海量NB-IoT设备定制物联网云 百度物联网研究中心

11:50-13:30 休息环节

13:30-13:50 农业物联网的发展趋势和需求分析 上海农业信息有限公司

13:50-14:10 推行智慧供水业务亟需NB-IOT技术 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14:10-14:30 智慧路灯的发展趋势和需求分析 中电第五十研究所五零盛同公司

14:30-14:50 基于NB-IoT的智能可穿戴产品 上海欧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14:50-15:10 如何快速打造NB-IoT系列产品 深圳市沃特沃德股份有限公司

15:10-15:30 深圳低碳城市的物联网应用体系 广东沅朋科技网络有限公司

15:30-15:50 南水北调安全防护的物联网技术与应用 上海无线通信研究中心

15:50-16:10 NB-IoT专利体系分布和行业分析 上海晨皓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16:10-17:00 重磅环节：NB-IoT系列问题清单和答案 中国NB-IOT产业联盟



论坛主题：开放落地——拥抱智能家居新生态

2016（第三届）智能家居世界大会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09:30-10:00 签到 嘉宾致辞

10:00-10:20 智能家居市场现状及生态圈分析 周 军 中国智能家居产业联盟秘书长

10:20-10:40 智能语音助力美好家居 王砚峰 搜狗语音交互技术中心负责人

10:40-11:00 平台及产业链各环节企业如何拥抱智能家居新生态 李俊周 京东智能市场总监

11:00-11:20 人工智能助力美好家居 管 震 微软中国资深战略顾问

11:20-12:00 商业模式创新与市场推广怎样快速铺开
田波 中兴通讯智能家居产品运营总监

王永飞 杭州妙联创始人执行董事CEO

12:00-12:30 抽奖

12:30-14:00 午餐时间

14:00-14:20 从单品智能到互联互通的智能化场景 王雄辉 深圳欧瑞博电子CEO

14:20-14:40 率先活在未来 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40-15:20 智能时代，落地的服务与用户口碑如何实现
刘智斌 深圳市酷蛙电器有限公司CEO

黄 灼 广州机智云CEO

15:20-16:00 互联互通的技术潮流如何与情感化的家居场景相结合
雷巧萍 广州云智易CEO

蔡 钺 腾讯家居总裁

16:00-16:20 茶歇

16:20-17:20 圆桌论坛 ：腾讯家居VS物联传媒战略合作仪式 腾讯家居—融合 共赢构筑智能家居生态圈



论坛主题：安全与创新

2016(第二届)深圳国际金融之移动支付论坛

时 间 演 讲 内 容 演 讲 嘉 宾

09:30-09:55
智于惊鸿 慧在天下——城市智慧卡

为移动支付提供多元场景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IC卡应用服务中心副总工

全国智能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副主任 张永刚

09:55-10:20
从移动支付市场发展看终端安全新

趋势
张楚 北京豆荚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10:20-10:45 从地铁支付窥探eSIM卡的光明前景 Oasis业务拓展总监 魏卡尔

10:45-11:10
《静脉支付打造移动支付生态链的

应用前景》

李艳 广州微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事业部总

监

11:10-11:35 移动互联下的NFC应用
龙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中国区销售经理 kingway

11:35-12:00 抢占场景——解读支付新模式
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

何政兴

2016 中国智能可穿戴产业论坛

主题：未来生活与智能穿戴

2016智能产品点亮未来生活论坛

主题：智能产品点亮未来生活

2016 深圳国际物联网标准与应用创新论坛

主题：应用创新引领物联携手发展

2016印刷电子产业化高峰论坛发布会

主题：印刷电子产品特点及应用

2016 （第三届）智能家居&智能硬件新品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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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让我们相约2017 IOTE

深圳市物联传媒有限公司

Tel：86-755-86227055    

Fax：86-755-86227155  

Email： cjh@ulinkmedia.cn 

2017年8月16-18日
深圳会展中心

mailto:ywq@ulinkmedia.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