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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会概况

“2015 第七届深圳国际物联网与智慧中国博览会/2015 国际智能家居&智能硬件博览会/2015 亚洲智能卡技

术与采购博览会”于 8月 20-22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二号馆、四号馆顺利举行，并取得圆满成功！本届展会是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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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家国内外企业参加了展会，比上届展会增

长约 37.5%；展会三天共接待了 29863 名专业观众莅临现场参观，累计观众流量达 61632 人次，与上届展会相比，

专业观众的增长超过 34.8%。

本届展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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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

芯片、RFID 标签与天线、封装设备、有源 RFID 产品、RFID 读写

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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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00 平方米（相比上届

展会，总展览面积增长约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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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第

八届)深圳国际物联网高峰论坛暨 RFID 世界大会、2015 物联网新产品发布会、“2015 RFID 世界行业年度评选”

颁奖典礼、2015 智能家居世界大会、2015 智能家居新品发布会、2015 深圳国际生物识别技术应用论坛、2015

深圳国际金融移动支付论坛、2015 深圳国际零售信息化科技论坛、物联网技术在智慧养老产业中的应用与发展、

2015 深圳国际生产与物流智慧管理论坛、2015 深圳国际医疗健康物联网创新应用论坛、2015 深圳国际交通物联

网创新论坛、香港资讯科技方案互动名册计划讲座系列、宝迅达“互联网+门锁”发布会、2015 物联网标准化论

坛、媒体采访、采购商引导洽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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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余名嘉宾参与了的新产品发布会、智能家居世界大会、物联网发展高峰论坛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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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商报、南方都市报、南方特区报、证劵时报、上海证劵报、腾讯财经、新浪科技、中国通信网、深圳卫

视、深圳电视台等数十家专业平面和电视媒体记者亲临现场报道了展会盛况。另外在展后调查回访中，参展企业

与观众高度评价了本届展会，一致认为这是一届成功的物联网盛会!

媒体采访

二、展商分析

一)展商基本情况

1、展商专业程度高，产业链完整度高



参与本届展会企业 355 家、参与研讨会企业 102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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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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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参展的外商企业比例高，展会显国际化趋势

参展的外商企业比例占所有参展商的 10%，比去年增长 2%。另外中国台湾、香港企业占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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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参展商满意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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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的参展企业对展会

综合评价“相当满意”，有 47%的参展企业对展会综合评价“比较满意”，另有 4%的参展商对展会综合评价“一

般”，没有展商表示 “不满意”。

二)参展企业名录

完整参展企业名录，请点击官网查看：

http://www.iotexpo.com.cn/FamousCo.aspx?page=1

三)参展商对展会的评价

韩国展团 韩国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深圳代表处 馆长 朴殷均

很高兴参加本届深圳国际物联网与智慧中国博览会，这次展会有力地推动了物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促进

了国际交流与合作。其综合性与专业性、区域性与国际性的完美结合，是高档次、大规模一次专业盛会。

在本届展会上，我们韩国馆共有 10 个韩国物联网企业，希望通过这次展会让韩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加强沟通

与合作，共同促进两国物联网产业的健康发展!

香港展团 香港 IT 解决方案展区 (香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黄佩莹:

这是我们首次参加深圳国际物联网与智慧中国博览会，我们联同了一共廿家香港 IT 解决方案供应商组成香

港馆一同前来参展，为企业介绍与 IoT 相关的解决方案。参观者质数高，人流量满意，参展商在现场均获

得不少的查询。

我们在展会第二天所举办的座谈会也收到很好的反应，全场满座。

建议增切商业配对，让展商跟买家有更多对接的机会。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部负责人 陈鑫：

本届展会相比以往，最大的特点是跨界，来了很多其他行业的专业朋友来咨询。咨询范围广泛，涉及农林

牧、医药卫生、建筑建材、石油化工、交通运输等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相信大数据及万物互联时代即将

到来。中山达华作为国内智能卡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致力于为各行业提供大数据及万物互联的 rfid整体
解决方案及产品。

深圳市创新佳电子标签有限公司 董事长 张凯星：

作为 RFID行业先行的企业，已经陆续在物联网展会上参加了五届大规模的展示，每一次都引来无数行业内

http://www.iotexpo.com.cn/FamousCo.aspx?page=1


外的人士翘首以盼，我司在各届展会期间，推出的各型定制化产品以及 NFC电子标签，亦获得了可喜的订
单成绩，非常感谢物联网展会主办方提供的交易跟展会的平台，我司期待物联网展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成为展商的国际舞台，成为世界的 RFID展会，深圳市创新家电子标签有限公司，愿意携手行业内外有志之
士，齐头并进，更上一层楼！

深圳市博思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市场部经理 匡丽丽：

专注条码/RFID打印机，坚持“设计精湛，好用耐用”的品牌理念，博思得在本次展会中重点展示物联网
系统解决方案专用 RFID标签打印机及其应用方案。作为全方位覆盖物联网产业链及智能家具的专业展览
会，物联网展会吸引了众多国内外行业巨头、知名企业人士以及专业观众，在为期三天的展会中，博思得

展位一直人气不减，与专业客户咨询探讨产品及解决方案。相信随着物联网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会有更多

专业人士和行业用户参与到物联网展会中来，希望展会越办越好，谢谢！

上海朝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付深升：

深圳物联网展会作为行业内影响力和规模最大的展会，是国内物联网企业竞技和交流的最好平台，通过本

次展会可以了解同行产品，理解行业的一些新科技，同时也是一次展示上海朝为自己品牌的机会。希望以

后同行业可以多点学习的机会，上海朝为愿意始终做 RFID 行业的领头羊。希望通过本次展会让更多的同行

或业界需求者了解上海朝为，同上海朝为成为长期的合作伙伴，最后希望深圳国际物联网展越办越好。

深圳市成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推广经理 汪昕悦：

深圳国际物联网盛会是深圳市成为信息(Chainway)的老朋友了，本次 Chainway特别展示了新开发的 C4050
Android终端和升级的 C5000 Windows终端，接待了有增无减的新老合作伙伴莅临洽谈并得到广泛的赞誉，
期间还有来自韩国等海外展团同台竞技，说明这个系列展会活动越来越有行业和国际影响力，希望物联传

媒把本系列展会越办越好，谢谢。

优博讯科技 产品经理 吴汉华：

优博讯科技一直致力于成为物联网移动应用领域的领跑者，本次展会对于优博讯科技而言意义非凡，在 3

天的展会期间，人气非常旺，优博讯科技携 i9000S、i9000A、i6200 工业手机、V5100 及 i3100 五款领先于

行业的新品，获得了很多行业用户及消费者的关注及认可，在展会期间，也有许多行业用户及潜在用户过

来咨询洽谈产品方案，现场体验咨询火爆，整体气氛轻松愉快，希望明年的展会能与主办方再次展开更加

深入的合作，为行业做出更多的贡献。谢谢!

上海世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高超然：

世麦智能连续参加了三届深圳国际物联网展，此展会对于一直加速发展的世麦来说意义非凡，展会每天的

人流量都非常大，世麦也因此获得了许多合作伙伴前来洽谈与合作。世麦也并在此展会上还发布了两款新

的产品（C6000、P60000），获得了广大合作伙伴与消费者的认可和关注。相信明年世麦智能再次带着自己

的移动智能终端产品与解决方案来的时候，深圳国际物联网展会办的更好、给我们和消费者一个更大的平

台，谢谢。

深圳市铨顺宏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石春磊

这是铨顺宏成为 Trimble&ThingMagic 中国区代理商以来，连续第二年参加本展会。历年来，全国各地的专

业观众和展商都对展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这个很好的契机下，铨顺宏也积极的投入和参与了展会。为

祝贺深圳国际物联网高峰论坛暨 RFID 世界大会隆重举行，还特别邀请了 Trimble 中国区销售总监徐刚为我

们带了主题为《天宝科技——致力于服务现代智慧城市》的演讲，也感谢物联传媒为物联网领域做出的卓



越贡献！

江苏唐恩科技有限公司 定位事业部总经理 钱卫：

深圳物联传媒不亏是物联网行业领先的媒体平台，在"物联网”概念逐渐冷淡的背景下，还能一如既往地召

集相关行业公司一起参家每年盛典，且今年的展会规模比以往都要大，今年发现还新增了智能家居和电商

平台展，把概念性的东西更有层次更有行业性地展现给客户和观众，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物联网”、

“大数据”、“互联网+”等会有更好地发展。

深圳市瑞德泰玛实业有限公司 销售 伍志凌：

深圳瑞德泰玛在本届展会上推出了 OTP锁、OTP门禁以及门禁控制器等两个方面的新产品，得了许多参观
者的喜欢和咨询。此次展会人气非常旺的，由于展台位置比较好，展会三天时间人流量是络绎不绝，有意

向的客户比去年也要好很多。希望明年通过主办方的努力，行业人的参与能把展会越办越大，谢谢。

清研讯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行政经理 刘翠红

这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业盛会。本届展会对清研讯科意义非凡，是我公司本年度期望值非常高的一次展会。

我公司非常重视物联网平台，依托此次行业盛会展示、提升品牌形象，宣传室内精准定位 10cm产品，收
到了非常好的反响。今年亮相的供应商、中外专业观众非常多，让我们有机会与更多同行和买家深入、自

由的交流探讨。期待明年展会的举办！

四川凯路威电子有限公司 FID营销事业部 市场总监 罗希涛

今年的展会空前热闹，感觉越来越具国际范。面对行业公认的超级交流平台，凯路威作为全球独创 X-RFID
核心技术的国内自主电子标签芯片原厂，在标签芯片领域独树一帜，多年以来都是年年必到必参展。今年

凯路威携自主 HF、UHF多款最新型号标签芯片产品首次亮相，还在新产品发布会上单独介绍了公司首创的
NFC-Link芯片，得到行业内外很多朋友的热烈关注，为展会准备的多种新款芯片标签测试样品都不够发了。
如今我们满足于各领域应用的 RFID标签芯片系列选型阵容也越来越强大，我们一直坚持致力于为业界提供
最安全、最可靠、最优成本的 RFID芯片及应用解决方案，为方便客户更快了解我们的丰富芯片选型，我们
还在展会官方网站首页投放了企业专栏，直接有我们芯片选型广告链接；希望公司不断丰富的高性能国产

标签芯片能为行业应用创造出更多源源不断的价值。

深圳亿万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詹汉洪：

此次展会，我们公司展出了多款金融 POS 机和其相对应的软件解决方案。其中，手机点餐、扫码点餐一推

出来就受到热捧，很多餐饮连锁机构纷纷扫码试用。我们把微信支付与商家会员系统整合在一台移动 POS

终端上，帮助商家实现 O2O 闭环，这也是目前很多商户急需想要的。这次展会的规模还是比较大的，吸引

了很多国际友人前来参观。展会的主办方物联传媒工作做的也很到位，希望明年的展会能够吸纳更多参展

商和观众前来参加物联网展会。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营销总监 聂名义

8月 20 日，一场暴雨袭击了深圳，洗去了连日来的闷热，然而并没有浇灭行业人士对物联网的热情，2015

深圳国际物联网与智慧中国博览会如约而至。作为微软（Microsoft）和高通（Qualcomm）重要合作伙伴的

有方科技，重磅推出全球首款同时支持 Windows10 和 android 的高集成度智能模块 AM809，基于智能模块的



各种物联网解决方案现场爆棚，使观众纷纷驻足，咨询交流模块功能以及应用，并提出了自己关于智能的

理解和需求。本届展会具有很高的国际化水准，吸引了大量国外观众和展商；中国移动及中国联通等多家

运营商物联网平台也纷纷前来，和业内同行深入洽谈产品合作事宜。

北京同方微电子有限公司 企划主管 杨雯

本届物联网大会影响力巨大，尤其吸引来大量的珠三角电子制造企业，这对于我们北京的公司来说是一个

很好的展示及交流机会。同方微电子的展台以“移动‘芯’支付”为主题，展示了移动支付、智能可穿戴、

全卡等最新技术发展趋势。同时，在大会新品发布会现场，同方微电子做了《终端芯片的未来》主题演讲，

同时推出应用于 mPOS等移动支付终端产品的主控芯片 THM3100，其高安全和高性能设计受到了与会专家
及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

深圳市慧云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靳菲菲：

这次是慧云科技第一次参展，收获很多。在展会上的论坛以及新产品发布会上，我们对慧云科技的蓝牙 IC
卡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这也是我们这款产品的首秀。借此展会认识了很多同行，也了解了不少产品和信息。

希望该展会可以越办越好，吸引更多国内外的同行。

中安消物联传感 常务副总经理 赵倩女士：

iHORN为中安消物联传感（深圳）有限公司（原豪恩安防）的物联网市场子品牌，作为行业领先的物联网
传感探测器研发设计和制造商，第一次携带我们自主研发和生产的各种传感探测器参加本次展会，就得到

了许多行业用户和合作伙伴的青睐，合作意向客户非常多，展台天天爆满。希望我们 20年的行业积累以及
探测器领域的专注和专业能为物联网企业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为行业的发展出一份力，谢谢。

BroadLink 副总裁 宋杰先生 ：

本届展会对于 BroadLink 来说很有意义，展会人气非常旺，2个展馆人员爆满，在本届展会上 BroadLink

携手京东金融、京东智能、海信、科龙、奥克斯、格兰仕、松下、TCL、苏泊尔等行业领先企业， 获得了

广大消费者的关注和认可，截止展会最后一天，人气依旧不减，相信在明年智能家居、家电浪潮逐渐成型

时，展会会更加的成功，相关的观众、厂家、行业用户及上下游的伙伴也会来的更多，给大家提供一个更

好的服务平台，谢谢。

和而泰 董事长 刘建伟先生：

和而泰致力于打造一个超级的互联网平台，在本届展会上，通过相关领先的技术及布局，得到了许多合作

伙伴的青睐，从第一天的和而泰新品发布会，到为期三天的展馆内展台，人气都是非常旺的，来了很多重

量级的嘉宾、行业用户及专业观众，过来洽谈咨询的也很多，整体气氛轻松愉快，相信真正的大数据及万

物互联时代即将到来，下届的展会也会越办越好，谢谢。

科大讯飞 产品总监 王磊先生：

科大讯飞本次推出了新的 二麦 四麦 以及 MINI SDK 智能硬件交互方案，携手了相关合作伙伴一起收获了

大量好评，感觉本次展会观众非常的多及热情，现场体验咨询火爆，希望明年大家能够更加的专注于这些

领域，也希望能和主办方有更深入的合作，再次的参与到相关的活动中来，为行业出一份力，谢谢。



南京物联传感 销售副总监 沙惠文先生：

南京物联携多款优秀产品参与本届展会，感觉本届展会人气非常的旺盛，展馆人流量不断，由此可见广大

观众等于智能家居行业始终保持着热切的关注，同期的会议很多很全面，收获颇多，希望后面能长期合作，

谢谢。

欧瑞博 海外运营经理 常超先生：

欧瑞博作为全球领先的智能家居创新企业，在深圳生根发芽不断壮大，在本次展会上展出了众多的优秀产

品，吸引了大量的客户咨询了解，今年已经是第四次参加物联传媒的展会了，感觉每届参会都有新的突破，

呈现于递增的趋势，尤其今年展会人气特别旺，参展商类型全面，几乎涵盖了整个智能家居行业的上中下

游产业链，展会现场气氛开心活跃，期待同主办方后续有更多更深入的合作，谢谢。

视声电子 副总经理 李利青先生：

视声电子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本届展会上带来了，智能楼宇及智能家居解决方案，获得了大家的广

泛关注及好评，感觉本届展会举办的很成功，看到源源不断的客流进入展馆展厅，而且客人的专业性很强，

都是智能家居的爱好者或关注者，也是未来的主流消费群体，期待明年的展会越办越好，大家可以继续深

入的合作，谢谢。

控客 首席社交媒体官 CSMO 周元凯先生：

物联传媒举办的这次展会整体感觉非常不错！透过这次展会我们能感受到深圳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城

市，非常适合创业者发展的地方。根据来参观的专业观众的反馈，包括展会所带来的人气，热度来看，智

能家居行业的发展前景越来越好，我们也非常荣幸能够跟业内人士一起携手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智云奇点 联合创始人 孙文现先生：

智云奇点致力于为智能硬件、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和物联网提供最易用、最可靠、最安全、最高效的云

服务，支持多种数据模型，数据分析。本次展会带来的最深印象就是所有的参展商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这次参展收获真的很大。

云知声 产品经理 李波先生：

本次展会，我们找到了非常多的客户，为我们公司提供了无限的商机。期待物联传媒举办的展会规模越来

越大，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也希冀今后我们在这里能找到更多更优质的合作伙伴。

德澜 产品总监 谭水才先生：

我们很荣幸能参与到本届智能家居博览会中来。这次展会举办的非常成功，给我们企业业务量的增长带来

了很好的提升。同时，本届展会聚集了很多同道之人一起携手来共促行业的发展，我相信通过这次展会，

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智能家居，智能家居行业的发展也将会更加明朗。

微智电子 创始人 章扬先生：

这届展会上，看到了非常多的大咖型企业，我们也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本次展会。物联传媒从最初邀请我们

参加展会，到整个参展过程中，给予我们参展商的服务都非常周到，而且也很配合企业的不同需要，满足

我们的不同需求。主办方真的很不错，再次感谢物联传媒给予我们这样的展示平台。



展会专题更精彩：

http://www.rfidworld.com.cn/RFIDZT/html/2015iotexpo/

http://www.ilovesmart.com.cn/SHZT/Expo2015/

展会的现场采访视频观看：

http://v.rfidworld.com.cn/

http://www.ilovesmart.com.cn/VideoList.aspx

三、展会观众分析

本届展会吸引了 29863 名观众采购产品、洽谈合作和参与研讨，累计观众流量达 61632 人次，其中专业观众

比例高达 97.2%，专业观众整体水平均创行业新高。

根据展会后的数据整理，观众的数据分析如下：

1、展会观众的专业性比例分析

本届展会，专业观众的比例高达 96.9%，其中海外买家占 4.1%。超过 56%的观众为单位决策者、部门经理或

教授、高工等具备采购决策能力的人员。75%的参展商对本届展会的观众数量和质量表示满意，大量专业观众为

参展商创造和提供了市场机会。

http://www.ilovesmart.com.cn/SHZT/Expo2015/
http://v.rfidworld.com.cn/
http://www.ilovesmart.com.cn/VideoList.aspx


2、展会观众的行业链比例分析

3、展会观众的来源区域比例分析

4、展会观众的目标需求比例分析

本届展会中，85%的观众表示有“了解新技术、新产品”需求，47% “看样、采购产品”需求，19%的观众表

示有“产品代理”需求，5%的观众表示有“推销配套产品”需求，39%的观众表示有“寻求技术与项目合作”需

求，其他占 5%。如下图所示：



5、影响观众观展的重要性渠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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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同期活动

一）2015(第八届)深圳国际物联网高峰论坛暨 RFID 世界大会

2015 年 8 月 20 日，由国际物联网贸易与应用促进协会(IIPA)主办、深圳物联传媒有限公司及深圳市易信物

联网络有限公司协办的“2015(第八届)深圳国际物联网高峰论坛暨 RFID 世界大会”在深圳会展中心 4号馆成功

举办。

主题及议程

时间 议题 演讲嘉宾

8:30 - 9:15 嘉宾签到

9:15 - 9:35 特邀嘉宾致辞



9:35-10:00 PTC 物联网平台如何实现智能制造 崔建夫先生 PTC 亚太区高级顾问

10:00-10:25 新斑马 新启航 吴坚先生 斑马技术大中华区 BDM 经理

10:25-10:50 工业 4.0 时代的互联互通测试解决方案
孙勇先生 泰克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行业渠道开发经理

10:50-11:15 工厂自动化与 RFID 唐皓先生 村田产品市场部经理

11:15-11:40 RFID 全球化应用-零售及工业 4.0

Kurt Bischof 先生 恩智浦 RFID 全球

市场经理

James Zhu先生 恩智浦 RFID商务拓展

经理

11:40 - 12:05 LDSW 平台（物联网+）与大数据运营 廖应成先生 成都西谷曙光董事长

12:05 - 12:30
工业识别助力企业实现数字化生产和智能制

造
刘姝琦女士 西门子工业识别产品经理

14:00 - 14:25 超高频 RFID 的应用朝哪些方向走？ 徐刚先生 天宝导航中国区销售总监

14:25 - 14:55 如何用测量设备进行有效的 UHF RFID 测试
Josef Preishuber-Pflügl 先生

CISC Semiconductor

14:55 - 15:25 德国工业 4.0 的本质和北威州的相关示范项目
封兴良先生 德国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北

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15:25 - 15:50 智慧城市 交通为锋 王耀东先生 中兴智联副总经理

15:50 - 16:10 射频识别与工业 4.0 林卓先生 美国意联技术总监

16:10 - 16:35
国际物促会、物联传媒 2014 年度 RFID 评选颁

奖典礼
主持人

16:35 - 17:00 国际物联网 OID 编码体系现状与发展规划
王立建先生 中国电子标准化研究院技

术总监

17:00 - 17:25 全球移动物联网平台探索 周受钦先生 中集智能总经理

论坛现场视频观看：http://v.rfidworld.com.cn/

二) “2014 RFID 世界年度评选”颁奖典礼

由国际物联网贸易与应用促进会主办，RFID 世界网、《物联网世界》承办，“粤港 RFID 产业联盟”、“上

海 RFID 产学研联盟”、“山东 RFID 产业联盟”等联盟机构协办的“2014 RFID 世界年度评选”颁奖典礼于 8月

20 日在会展中心 4号馆举行。典礼为获得“2014 中国 RFID 行业年度最佳进步企业”、“2014 中国 RFID 行业

年度最有影响力企业”、“2014 中国 RFID 行业十大最有影响力国际品牌”、“2014 中国 RFID 行业十大最有影

http://v.rfidworld.com.cn/


响力创新产品”、“2014 中国 RFID 行业十大最有影响力成功应用”等奖项的获奖企业颁发了奖牌和证书，并宣

读了“2014 中国 RFID 行业十大最有影响力事件”。

中国 RFID 产业联盟欧阳宇秘书长、中国电子标准化研究院技术总监王立建、中国可穿戴计算产业联盟秘书

长王新霞、上海市物联网行业协会秘书长叶晓华、成都物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李俊华、中集智能总经理周受钦等

嘉宾担任了嘉宾，为企业代表颁奖。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等获奖企业代表上台领奖。

查看获奖企业完整名单：

http://news.rfidworld.com.cn/2015_03/a2101790b712dcd1.html

三) 2015 中国物联网新产品发布会

2015 年 8 月 20-21 日，由深圳市物联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 2015 物联网新产品发布会在深圳会展中心 2号馆

隆重举办。来自 Impinj、晨讯科技、玺瑞、矽力肯、成都西谷、纽豹、同方微电子、鼎识科技、韩国 Daliworks、

上海世麦、美国意联、ams 等 42 家知名企业及代表出席了发布会，展示了企业最新、最 IN、最具代表性的新产

品，为大家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

http://news.rfidworld.com.cn/2015_03/a2101790b712dcd1.html


主题及议程：

演讲时段 公司名称 演讲主题

20 日 9:45 美国英频杰股份有限公司 英频杰新品 2015 新产品推介

20 日 10:00 深圳市技卓芯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现代农业智能节水灌溉系统

20 日 10:15 北京同方微电子有限公司 终端芯片的未来

20 日 10:30 深圳市慧云科技有限公司 Blecard 蓝牙多应用智能 IC 卡方案

20 日 10:45 Voyantic Co 高频和超高频标签测试方案

20 日 11:00 成都福立盟科技有限公司 设施设备运维生命周期管理系统和综合数据采集器

20 日 11:15 富昌电子（上海）有限公司分公司 空气传感器 AS-MLV-P2

20 日 11:30 锐骐（厦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物联网开源智能硬件平台

20 日 11:45 广州鑫宝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3000Z 产品质量追溯与召回软件

20 日 12:00 深圳市硕腾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级平板电脑

20 日 13:45 陕西应用物理化学研究所 超薄软包锂锰电池

20 日 14:00 广州金升阳科技有限公司 MORNSUN 产品线与物联网应用介绍

20 日 14:15 成都西谷曙光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无线智能车位管理系统

20 日 14:30 江苏稻源微电子有限公司 UHF GB 国/军标芯片和 D203/D215 EEPROM NFC 芯片

20 日 14:45 RTEC Systems Pte Ltd SEN 系列无源可感应标签

20 日 15:00 Daliworks(韩国展团) Thing+ IoT 云服务

20 日 15:15 Nethom（韩国展团） 温度传感 rfid 标签

20 日 15:30 纽豹智能识别技术（无锡）有限公司 电子标签复合设备 CL light/双界面生产设备

20 日 15:50 上海市世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两款企业级移动终端设备（医疗、金融）

20 日 16:05 深圳市铨顺宏科技有限公司 ThingMagic Modules

20 日 16:20 深圳市捷通科技有限公司 JT-932 新一代超高频电子标签读写器

21 日 10:00 深圳市博纬智能识别科技有限公司 RFID 天线与电子标签

21 日 10:15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L7202K 超高频手持机

21 日 10:30 深圳鼎识科技有限公司 人力宝 TM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21 日 10:45 玺瑞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玺瑞产品 及方案介绍(门禁、RFID)

21 日 11:00 芬欧蓝泰标签(常熟)有限公司 芬欧蓝泰标签新品

21 日 11:15 美国意联科技公司 意联新一代自优化功能的企业级阅读器---ALR-F800

21 日 11:30 晨讯科技集团（希姆通） 物联网智能核心板和手持式数据采集智能终端

21 日 11:45 威海北洋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云鉴·大数据治安防控平台

21 日 12:00 矽力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超高频收发芯片 开启新一代免钥门禁

21 日 13:45 广州拙进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拙进通信半有源资产盘点产品介绍

21 日 14:00 深圳市飞尔卡思电子有限公司(英肯）
生物识别平板\手持数据采集设备\安卓 POS\小型打印

机

21 日 14:15 上海飞聚微电子有限公司 NFC 智能门锁芯片-高安全、无源、低成本门锁芯片

21 日 14:30 深圳市贝源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贝源达企业级移动信息化数据采集背夹

21 日 14:45 厦门英诺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Tamper Detection 功能的防转移电子标签

21 日 15:00 深圳市奥泰格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加农业的实际应用与构想

21 日 15:15 深圳市优博讯科技有限公司 奔向变化，跑在前方

21 日 15:30 江苏安智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特种电子标签在应用中的“痛点”与解决

21 日 15:45 立度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无线传感器网络与无线充电技术产品介绍

21 日 16:00 EM Microelectronic 全球首颗 NFC＋EPC 双频芯片及高安全 HF 芯片

21 日 16:15 江苏凯路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NFC-Link 技术连接手机与未来

发布会现场视频观看：http://v.rfidworld.com.cn/Search.aspx?tag=新产品发布会

三) 2015 智能家居发布会

2015年8月20日，深圳市物联传媒有限公司旗下权威网站“乐智网”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了一场“2015智能

家居新品发布会”，来自控客、星火原、晶讯、BroadLink、盛思锐、斑点猫、欧瑞博、银河风云、智云奇点、

微智电子、幻响神州、飞比电子、物联传感等知名智能家居企业及代表亲临现场为大家展示了一大波高逼格的、

或新颖奇特的、或好玩有趣的，或满载创客情怀的智能家居类、智能硬件类新品，同时也为大家全天候揭秘这场

智能之路上的奥秘。

http://v.rfidworld.com.cn/Search.aspx?tag=新产品发布会


新品发布会现场1

新品发布会现场2

主题及议程：

时 间 公司名称 演讲人

09:30-09:50 签 到

09:50-10:10 杭州控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 周元凯

10:10-10:30 深圳市星火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CTO 李振华



10:30-10:50 深圳市晶讯软件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部经理 田帅波

10:50-11:10 杭州古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赵哲海

11:10-11:30 盛思锐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大客户经理 杜成

11:30-11:50 深圳市斑点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 史大明

11:50-12:10 深圳市欧瑞博电子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 宣萍

12:00-14:00 午餐时间，用餐愉快！

14:00-14:20 深圳市银河风云网络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海外市场总监 陈军

14:20-14:40 北京智云奇点科技有限公司 C00 孙文现

14:40-15:00 深圳市微智电子有限公司 CEO 章杨

15:00-15:20 幻响神州（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总监 陈燕北

15:20-15:40 深圳市飞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 刘宏伟

15:40-16:00 南京物联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媒介部总监 张晓君

发布会现场视频观看：http://www.ilovesmart.com.cn/VideoList.aspx

四) 2015 智能家居世界大会

8月21日，由国际物联网贸易与应用促进会主办，深圳市物联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2015智能家居世界大会在

深圳会展中心4号馆主会场隆重召开。

大会以“回归——抓住智能家居发展的核心”为主题，由国际物联网贸易与应用促进会主办，深圳市物联传

http://www.ilovesmart.com.cn/VideoList.aspx


媒有限公司承办，是国内第一家跨平台、跨产业、跨地域的智能家居国际交流大会。大会紧扣时代脉搏，与经济

发展态势相呼应，与产业发展重点相结合，为促进智能家居产业发展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届大会由物联网咖啡联合发起人周军和物联传媒智能家居事业部运营经理胡菲琴担任主持，闪联信息产业

协会副秘书长王斌、中国智能化装饰专业委员会主任金永涛出席大会并致辞。大会还特别邀请了小米联合创始人

黄江吉（KK）、华为接入网产品线副总裁 ONT 领域总经理柴超、海尔 U+平台推广总监 陈海林、QQ 物联产品副总

监徐欣、京东微联业务部总监邓正平、360 商城首席运营官柳强、物联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华南区副总经理罗大恩、

深圳市欧瑞博电子有限公司 CEO 王雄辉、阿里云物联网负责人刘飞、机智云 CEO 黄灼、百度技术构架师李新征、

思必驰 CEO 高始兴、河东企业董事长梁国芹、河东企业董事长梁国芹、中国智能硬件行业协会秘书长李佳、深圳

市银河风云网络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雨等业内重量级嘉宾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

主题及议程：

08:30-9:00 签到，新产品展示、体验、交流，期间循环播放赞助单位、宣传片



时 间 演讲内容 演讲嘉宾

09:10-9:40 主办方发言、嘉宾致辞

物联网咖啡联合发起人周军、物联传媒智能家居事业部

运营经理胡菲琴（主持人）

致辞嘉宾闪联副秘书长王斌先生

致辞嘉宾中国智能化装饰专业委员会主任金永涛先生

9:40-10:00 回归——抓住智能家居发展的核心 小米联合创始人黄江吉先生

10:00-10:20 共建全联接智慧家庭生态圈 华为接入网产品经理 ONT 领域总经理柴超先生

10:20-10:40 开放引领智能家居走向成功 海尔 U+平台推广总监陈海林博士

10:40-11:00 QQ 物联无限连接，无限想象 QQ 物联产品副总监徐欣先生

11:00-11:20 京东微联在智能家居的创新 京东微联业务部总监邓正平先生

11:20-11:40
360：做智能硬件行业的防火墙与加速

器
360 商城首席运营官柳强先生

11:40-12:00 云平台实现智慧家庭落地应用 物联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华南区副总经理罗大恩先生

12:00-12:20 智能家居生态链及合作模式 深圳市欧瑞博电子有限公司 CEO 王雄辉先生

12:20-12:30 大会抽奖环节

12:30-14:00 贵宾用餐时间，预祝用餐愉快！

14:00-14:20 万物互联 智慧云端 阿里云物联网总经理刘飞先生

14:20-14:40 让智能更简单 机智云 CEO 黄灼先生

14:40-15:00 可穿戴技术让家居更智能 百度技术构架师李新征先生

15:00-15:20
未来每一个“智能”家居硬件都能与

用户对话
思必驰 CEO 高始兴先生

15:20-15:40
智能家居民族品牌在世界高端市场推

广中的机遇和挑战
河东企业董事长梁国芹先生

15:40-16:00 生态开放，智能创新 乐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监刘彩俊先生

16:00-16:20
智能硬件市场分析与国家物联网标准

制定
中国智能硬件行业协会秘书长李佳先生

16:20-16:40 智能家居产品，摆谱不如靠谱 深圳市银河风云网络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曾雨先生

16:40-17:00 大会抽奖环节

大会的现场视频观看：http://www.ilovesmart.com.cn/VideoList.aspx

大会专题: http://www.ilovesmart.com.cn/SHZT/Meeting2015/index.html?v=001#top

http://www.ilovesmart.com.cn/VideoList.aspx
http://www.ilovesmart.com.cn/SHZT/Meeting2015/index.html?v=001#top


五）同期分论坛

2015深圳国际生物识别技术应用论坛

主题：安全识别，美好生活

日期：2015年 8月 20日 10：00-12：30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2号馆 会场二

议程：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10:00-10:30 “看”脸的世界，别样精彩
詹东晖先生

厦门瑞为信息技术公司总经理

10:30-11:00 虹膜识别技术和产品普及应用的瓶颈及对策
易开军先生

武汉虹识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11:00-11:30 从感知科学到认知科学，新型的智能语音
雷雄国先生

苏州思必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11:30-12:00
手掌静脉生物识别技术在现代生活各领域的广

泛应用

於巧红先生

广东智冠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5深圳国际金融移动支付论坛

主题：融合与安全

日期：2015年 8月 20日 10：00-12：30
地点：深圳会展中 2号馆 会场三

议程：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10:00-10:25
当前银行业移动支付的发展趋势与银联的业务

发展情况
徐晋耀先生 中国银联产品部总工程师

10:25-10:50
凝芯聚力，扬帆起航 华虹设计致力中国金融支

付产业

刘跃刚先生

上海华虹产品部总监



10:50-11:15 多卡融合与移动支付的安全
郭娜女士

深圳慧云科技产品总监

11:15-11:40 倡导 NFC 技术 推动互联商
唐钊晟先生

龙杰科技中国区销售总监

11:40-12:05 小微企业的移动支付之路
辛宇先生

深圳熹刷科技市场总监

12:05-12:30 移动支付安全与生态体系
Maxwell Liu 先生

恩智浦 Banking 商务拓展经理

2015深圳国际零售信息化科技论坛

主题：移动互联 新零售

日期：2015年 8月 20日 14：00-16：30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2号馆 会场二

议程：

时间 参考主题 演讲嘉宾

14:00-14:25 智慧门店——服装行业转型的突破口
刘应峰先生

浙江思创理德物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4:25-14:50 法国安壁斐在迪卡侬的成功经验
Jason 先生

安璧斐中国 Country manager

14:50-15:15 大数据助力零售走进新时代
梁少霞女士

雷克系统有限公司网络营销顾问

15:15-15:40 O2O 创新运营之道
黄新山先生

深圳市华阳信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15:40-16:05
聚众之力，共赏天下——零售行业全渠道营销

体系

沈洁女士

众赏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16:05-16:30
门店协同系统协助零售小商户信息化跨越式发

展

韩彩亮先生

上海世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物联网技术在智慧养老产业中的应用与发展

主题：物联网技术在智慧养老产业中的应用与发展

时间：2015年 8月 20日 14：00 - 16：30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2号馆 会场三

议程：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14：00-14：30 物联网技术在智慧养老行业中的应用
邹峰先生

智能养老服务平台负责人

14：30-15：00 物联网智能养老平台的科学架构
杨美爱女士，爆米时光科技物联网网关平

台架构师，软件应用开发负责人

15：00-15：30 “互联网+节能环保”云端能源管理平台
杨嘉强先生

城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15：30-16：00 数云与智慧养老平台
赵春雷先生

深圳市大数据研究与应用协会秘书长

16：00-16：30 自由讨论

宝迅达互联网+门锁发布会

时间：2015年 8月 20日 14：00-17：30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6楼茉莉厅

议程：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14:00–15:00 入场登记



15:00–15:10 发布会开始，致辞 主持人

15:10–16:00 互联网+门锁发布
华振豪先生

深圳市宝迅达科技有限公司 CEO

16:00–16:30 茶歇及产品体验环节

16:30–17:30 现场答问

17:30 发布会结束

2015深圳国际生产与物流智慧管理论坛

主题：智慧生产，物通全球

日期：2015年 8月 21日 10：00-12：25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2号馆 会场二

议程：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10:00:10:20 物联网应用的大数据挖掘
梁延国先生

利奥信领科技董事总经理

10:20-10:50
基于 RFID 可显示技术的看板管理系统在汽车

生产制造中的智能化应用

王昕刚先生

Omni-id 中国总经理

10:50-11:30 供应链管理云服务时代移动智能终端的新动向
韩彩亮先生

上海世麦智能副总经理

11:30-12:00 DHL 物联网技术应用介绍
庞克学先生

深圳市玖坤信息总经理



2015深圳国际医疗健康物联网创新应用论坛

论坛主题：智慧医疗，人人健康

日期：2015年 8月 21日 10：00-12：30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2号馆 会场三

议程：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10:00-10:30 基于用户体验的物联网医疗平台
朱佳明先生

faceui CEO

10:30-11:00 构筑基于物联网理念的医疗应用环境
王俊杰先生

玺瑞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区销售总监

11:00-11:30
利用新一代物联网技术 LDSW 解决养老及看

病难题

廖应成先生

成都西谷曙光数字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12:00-12:30 基于 RFID 技术的麻药管理示范项目介绍
北京韩美智恒科技有限公司

2015物联网标准化论坛



主题：创新标准 引领物联

时间：2015年 8月 21日 9：00-12：00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4号馆

议程：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9:00—9:20 嘉宾签到

9:20—9:35 领导嘉宾致辞

9:35—9:50 国家物联网标准战略与布局 张晖先生电子标准院

9:50—10:05 畅想物联网深圳标准 欧阳莎女士 深圳标准院

10:05—10:20 物联网参考体系结构标准及其应用 沈杰先生 无锡物研院

10:20—10:35 国家物联网标识标准及应用 张旭先生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10:35—10:50 国际物联网标准化工作介绍 徐冬梅女士 电子标准院

10:50—11:00 RFID 标准进展

11:00—11:15 国际 M2M 标准进展

11:15—11:30 物联网标准与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 李媛红女士 深圳标准院

11:30—11:45 物联网信息交换标准 董晶 华北计算所

11:45—12:00 工业物联网标准进展

2015深圳国际交通物联网创新论坛

主题：跨界融合，绿色环保

日期：2015年 8月 21日 14：00-16：30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2号馆 会场二

议程：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14:00-14:30 深圳智能交通建设经验分享 关志超先生



深圳市综合交通运行指挥中心总工程师

14:30-15:00 智慧城市与智慧交通
Kelly Chen 女士

恩智浦 AFC 商务拓展经理

15:00-15:30 车联网传感器与数据传输系统设计解决方案
王耀东先生

天津中兴智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5:30-16:00 基于 LDSW 技术的城市交通智能化管理系统
廖应成先生

成都西谷曙光数字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香港资讯科技方案互动名册计划讲座系列

主题：物联网的新机遇与挑战

时间：2015年 8月 21日 14：00-16：30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2号馆 会场三

议程：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14:00 - 14:15 登记入场

14:15 - 14:20 介绍研讨会及演讲嘉宾 主持人

14:20 - 14:25 主办单位代表介绍，香港资讯科技方案互动名册及嘉宾合照

14:25 - 14:40 物联网时代的发展机遇
胡艳芬女士

深圳市物联网智能技术应用协会秘书长

14:40 - 15:05
IoT 背后的大数据 ... 今天的方案及未来的

展望

杜以中先生

其云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首席创新官

15:05 - 15:30
物联网的最新发展及趋势，分享香港物联网的

成功例子

周厚文先生

香港母软件有限公司副总裁

15:30 - 15:55 物联网于节能及生产的应用
杨嘉强先生

城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15:55 - 16:20
观欧美物联网市场的发展，中国学到了什么？

---中国物联网市场突破口在哪？

李欣雨女士

威的科技有限公司事业部经理

16:20 - 16:30 问答时间

16:30 研讨会结束

论坛视频观看：http://v.rfidworld.com.cn/

http://v.rfidworld.com.cn/


C-Life 智能家居发布会

2015 年 8 月 20 日，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了 C-Life 智能家居发布会。

C-Life 智能家居发布会

和而泰董事长刘建伟先生在会上作了主题演讲，详细介绍了 C-Life 平台的特色与价值，进一步阐述了公司

以智能控制器为核心，以大数据和云平台切入智能家居生态圈构建的战略布局。中国家纺协会秘书长、上海林内、

日出东方、梦洁家纺、晚安家居、微软中国、好豆网共同参与了 C-Life 平台的启动仪式。

C-Life 平台的启动仪式

会上，发布了“Clife 智能云平台”，Clife 睡眠系统、Clife 美容系统等产品。



和而泰董事长刘建伟先生

对于外界比较关注的“为什么和而泰会选择跨领域布局智能家居领域？”，“C-Life 平台与其他智能家居

平台有何区别？”等问题，和而泰董事长刘建伟也在现场媒体的专访中作了解答。他表示：“和而泰 16 年来专

注做一个产品“智能控制器”，对于电子器件来说，控制器扮演着心脏和大脑的角色，决定着电子器件的先进程

度，是未来物联网的核心数据端口，有着不可替代的入口优势，所以，和而泰布局智能家居，不是转型而是顺理

成章的战略转型。C-Life 平台并非只是通过一个 APP 服务一个产品，而是一个第三方大平台，把所有可以对接

的家居家电的信息都集中到这个平台上，涵盖家庭所有的日常消费，保健医疗，穿戴化妆等等，通过大数据的深

度开发，实现万物互联，切入未来人们的家庭生活场景。

“C-Life 平台的优势在于，其商业模式构建在产业链的两端，前端的智能控制器加上后端的云服务，中间

是各种家居家电品牌厂家。作为智能家居产品生态倡导者和智能家居云平台服务商，和而泰期望开创平台融合，

多方共赢的格局，自去年以来，公司已与国内家居、家纺行业有影响力的企业展开密切合作，已签约喜临门、罗

莱家纺、梦洁家纺、晚安家居等。

互联网行业方向，也与好豆网、喜马拉雅 FM 等实现签约合作”。

随着“互联网+”概念的提出，智能家居也迎来了发展元年，专家指出，随着和而泰这类智能控制器领军企

业的加入，看似“缺少统一标准、品牌混战”的智能家居市场，正逐步开始走向规范，一个融合产业链各利益相

关方，围绕云平台打造的智慧生活生态圈已经向我们走来。



五、联系我们
物联传媒：打造物联网产业的影响力和推动力!

陈晓锋

电话：0755－86227112

传真：0755－86227155

手机: 18925287232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4050 号上海汽车大厦 1205 室

物联传媒微信公众平台上线，微信添加 ulinkmedia，物联网资讯一手掌握！


	展商分析
	一)展商基本情况

	四、同期活动
	“2014 RFID世界年度评选”颁奖典礼
	三) 2015中国物联网新产品发布会
	 发布会现场视频观看：
	 三) 2015智能家居发布会
	发布会现场视频观看：
	四) 2015智能家居世界大会
	五）同期分论坛
	2015深圳国际生物识别技术应用论坛
	2015深圳国际金融移动支付论坛
	2015深圳国际零售信息化科技论坛
	物联网技术在智慧养老产业中的应用与发展
	宝迅达互联网+门锁发布会
	2015深圳国际生产与物流智慧管理论坛
	2015深圳国际医疗健康物联网创新应用论坛
	2015物联网标准化论坛
	2015深圳国际交通物联网创新论坛
	香港资讯科技方案互动名册计划讲座系列
	C-Life智能家居发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