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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中国国际物联网博览会（春季

展）于3月29-31日 在苏州国际博览中

心顺利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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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展会首

次在苏州举办，共有82 家国内外企业

参加了展会，展会三天共接待观众

11,872人次，其中专业观众占总人数

97.8% 以上。



展会概括

2017国际物联网博览会(春季展)，是一个关

于物联网完整产业链、RFID（无线射频识别）技

术、传感网技术、短距离通讯技术、最新移动支付

技术、电子标签生产解决方案、读写器开发最新技

术、中间件的精确控制技术、及其物联网技术在交

通、工业自动化、智能电网、智能家居、物流、防

伪、人员、车辆、军事、资产管理、服饰、图书、

家用智能化、城市管理、环境监测等领域的全面解

决方案和成功应用展示的高级别国际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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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使用面积：4000m2

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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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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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IOTE物联网博览会展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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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

看样、采购 产品代理 推销配套产品 寻求技术

与项目合作

其他

观众的目标需求比例分析

本届展会吸引了11,872 
名观众采购产品、洽谈
合作和参与研讨，其中
专业观众比例高达
9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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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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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评价

连续3年荣获“RFID国际品牌”殊荣，SATO佐藤上
海公司以国际领先的条码和RFID技术，坚守品质专
业、服务至上的品牌路线，带来最前沿的HF技术--1
秒读取600标签并保证100%准确率的PJM RFID技
术，并在IOTE上展出其明星RFID打印机-CL4NX，卓
越稳定的RFID打印和编码能力，助力RFID系统集成
商为用户提供可彰显RFID解决方案效果的可靠设
备。IOTE首次在华东召开，观众和合作伙伴的反应超
出了我们的预想，期待明年再继续、越来越壮大。

陈程 市场经理
佐藤自动识别系统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苏州物联网展会及同期举行的RFID世界
大会是RFID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及行业
专家齐聚一堂的盛会；深耕RFID领域20
多年的远望谷，带来行业领先的“新零售
RFID整体解决方案”，展示了标签打
印、智能衣架、智能试衣、智能收银等应
用场景，引发了参观者与媒体强烈兴趣。
未来，远望谷希望携手物联传媒，共同推
动RFID整个行业的发展！

汪力 市场推广专员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安的电子携高频和超高频两个系列的图书
馆产品精彩亮相，借助苏州IOTE展会这
个平台，展示出更全面、更专业的RFID
图书馆领域的应用产品，期间吸引了众多
专业的观众前来参观与交流。我们感觉到
展会专业观众数量越来越多、行业形势越
来越好。安的电子是物联传媒长期稳定战
略合作伙伴，期待2018再会。

张贤周 总经理
广州安的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达华参与此次的苏州物联网展，向观众展
示了一系列新产品、新应用。此次展会的
主办方邀请了大量的物联网下游终端用户
到场，我们也接待了多位询问系统方案的
客户，由此我们看到了RFID行业的巨大
市场潜力，未来我们将继续和物联传媒合
作，期待2017年深圳物联网展会再见！

吕淑娴 市场部负责人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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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E作为国内物联网产业发展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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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给展商提供了对外展示新
设备、新技术的机会，更是提供了更好的
行业交流学习平台。未来捷通将会不断坚
持创新以客户需求为主导，为客户提供定
制化的项目需求。让我们相约明年展会。

谭绍勇 销售经理
深圳市捷通科技有限公司

万全智能第一次参加苏州展会深深感受到
了这次展会的火爆，本次展会集结了行业
内的一些新产品、新应用，物联年度大会
给各位展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学习平
台，让我们感受到了未来物联网行业的发
展趋势和很大的市场前景；希望物联传媒
越办越好，扩大规模和影响力，让大家得
到更多的红利。

韦家有 市场总监
深圳市万全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华速达电子科技作为物联网智能化平
台供应商，很重视物联网展会，特别是由
物联传媒主办的物联网展，吸引了大量的
高科技参展企业、众多的专业观展人士，
展会期间“门庭若市”“人山人海”，对
企业进行新产品宣传推广帮助很大。

蔡圣刚 产品经理
安徽华速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首先感谢物联网展会提供宝贵平台，我司一直
对物联网举办的历年展会有着密切关注，本次
展会也是抱着多为公司提供展示的机会而来，
没想到效果异常的出乎意料。我司在本次展会
中受到了业界的青睐，其期间我司王忠王总的
一场演讲更是纷纷引来了不少咨询者，为公司
在本次展会大放光彩！

毕荻 总经理助理
上海铁勋智能识别系统有限公司



王先生
福建三福百货有限公司

本次主要是过来了解RFID
产品跟方案，因为公司正在
计划上相关的项目，在展会
上了解了一些标签打印机和
读写器产品，还参加了同期
的两场会议，对RFID和定
位技术有了初步了解。不
过，仍感觉规模有待扩大，
期待明年能够看到更多的国
际品牌！

观众评价

史先生
宜兴宜和顺商贸有限公司

我这次主要是来了解图书馆
管理的物联网系统方案，觉
得海恒的方案很成熟，但是
华东的其他几家没有见到，
希望主办方下次能多邀请几
家这方面的集成商过来参
展。感谢物联网展主办方对
华东市场的重视，让我们今
后能有更多学习和选择的机
会！

解先生
信诺泰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我们正在计划将物联网技术
融入到现有的医疗器械中，
在展会上寻找到好几家意向
合作对象，拿回来对比评测
过，都挺不错的。展会专业
度确实像传说的那样高，但
是我这次的签到体验不是太
好，希望下次主办方能在细
节地方有所改善！

王先生
永辉超市

这次主要是过来了解“新零售
”的相关信息，听了RFID世界
大会，但对于我们终端用户来
讲，嘉宾讲的内容有部分过于
专业，收获还是不小的；由于
时间很紧张，我没有完整的逛
展，只拜访了远望谷的展台，
觉得他们的方案挺先进，听说
信达也有类似方案，希望下次
找机会多了解了解。整体觉得
主办方做的很用心，期待明年
的规模更大！



胡先生
哈尔滨市泰科电气

本次参展主要是为了解物联网
领域最新的研究进展情况，由
于时间太紧，没来得及听RFID
世界大会以及定位论坛，我觉
得物联网涉及的领域非常广，
本次博览会涉及的领域主要在
RFID，这块很专业，希望展会
涉及的范围能更加广一些，展
会讲究连续性，这样才能更好
地打响知名度，希望展会能持
续办下去，同时也建议下届可
以在无锡主办，比较有地域优
势与政策优势（比如政府补贴
）。

郑先生
永茨科技

我们正在研发RFID新产品
，本次参加展会主要是了解
同行的技术发展情况，我觉
得展会在RFID领域很专业
，RFID世界大会对RFID的
讲解也很深入，整体感觉不
错，我们会尽快将新品研发
出来，继续参加8月份在深
圳会展中心举办的国际物联
网博览会。

俞小姐
磨古科技

我本次参加展会主要是寻求
合作对象，这次展会在宣传
与细节上做得还不错，整体
的专业性不错，希望今后能
够在规模与展会覆盖领域方
面能继续扩大，如果主办方
能为参展观众提供休息停留
区会更好。

王先生
广东买卖通供应链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作为一名由互联网向物联网
领域的转型者，本次参展的
目的是想了解物联网领域的
整体发展趋势与方向，本次
展会更多是偏向物联网硬件
领域，非常专业，但软件这
块的成熟度有待提升，希望
主办方今后可以扩大展会规
模和宣传力度。



展会亮点

01 02

IOTE在物流、工业自动化、零
售、图书、服装、医疗、军
事、汽车、航空、农业等多个
领域与权威媒体合作，对展
前、展中以及展后持续宣传报
道。

涉及物联网、rfid、室内定位、无
线通讯、物联网标准、物联网应用
等专业性论坛，汇聚官方、科研机
构、厂商、用户多方资源，是业内
线下顶尖交流平台。

03
高端会议引领产业趋势——200+行业媒体宣传——

04

完整产业链——

IOTE是中国物联网产业链一次最
完整的展示：物联网感知层、网
络传输层以及应用层

IOTE将把物联网各应用行业的终端
用户与集成商的邀请和宣传工作放
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形成产品提供
商与集成商互动、用户与集成商互
动的互利共赢局面；促进产品销
售、上下游合作和行业应用的深入
发展!

应用集成导向——



展品线
......

物联网在工业、安保、交通、环保、家居、医疗、电力、物流、农业、水利、市
政、汽车、航空、图书、矿业等行业和领域的示范应用。

展示了上千种产品及最新技术、解决方案

Sensor





2017（第十一届）RFID世界大会
暨2016年度“物联之星”品牌企业颁奖典礼

2017年3月29日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会议厅A101-103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企业

09:20-09:30 领导专家开幕致辞

09:30-09:55 物联网的生态与发展趋势 中国新一代IT产业推进联盟（许永硕）

09:55-10:20 PUF在安全防伪领域的应用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20-10:45 可视化RFID打印技术的广泛应用及成功案例分享 深圳市博思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45-11:10 
“新零售 新生态”跨界融合 时尚物联
远望谷新零售RFID整体解决方案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1:10-11:35 标签性能的一致性解析 北京中科国技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11:35-12:00 时尚行业RFID智能应用如何落地？ 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00-12:25 从IT互联网到TT物联网 成都西谷曙光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12:25-14:00 午餐时间

14:00-14:25 RFID应用工程技术与RFID应用国家职业资格考试 上海交通大学

14:25-14:50 OID标识解析体系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14:50-15:15 最佳的RFID系统性能 需要匹配的标签及读写器 深圳市唐领科技有限公司

15:15-15:40 全制式高性能全集成的UHF RFID读写芯片iBAT2000 上海智坤半导体有限公司

15:40-16:05 汽车电子标识技术与现有智能交通技术的融合 天津中兴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16:05-16:30 RFID检测标签在特殊物流管理中的应用 杭州奥肯科技有限公司

16:30-17:00 

圆桌论坛：（主题：中国RFID的国产化与国际化）
1、如何评价RFID国产化所取得的成绩和不足？
2、RFID企业如何参与推进国家标准的采用实施？
3、中国的RFID产业如何更好地对接国际主流市场？

17:30-19:00 “物联之星”年度品牌颁奖典礼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企业

09:30-09:55 IoT-RFID技术在智能制造的应用 深圳市昱辰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09:55-10:20 FRAM RFID：创新应用方案 富士通电子元器件（上海）有限公司

10:20-10:45 NFC创新应用 上海飞聚微电子有限公司

10:45-11:10 RFID测试趋势和解决方案 上海聚星仪器有限公司

11:10-11:35 我国自主RFID标准研制及产业应用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感知技术研究所

11:35-12:00 RFID系统解决方案 物联网&工业4.0最佳合作伙伴 恒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00-13:50 午餐时间

13:50-14:15 RFID技术在餐饮行业的应用 杭州正久科技有限公司

14:15-14:40 物联网技术在医疗废物信息化监管的应用实践 上海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14:40-15:05 RFID+云/雾计算，铁勋智能让工业4.0轻松落地 上海铁勋智能识别系统有限公司

15:05-15:30 美术馆藏品管理的效率提升 上海安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5:30-15:55 价值30亿美元的RFID技术 高效机场行李分拣方案 无锡品冠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15:55-16:20 BIM+RFID技术在建筑装配式中的应用 译筑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6:20-16:50

圆桌论坛：（主题：RFID应用与传统行业融合）
1、RFID在物流、零售、工业领域发展与前景探讨
2、RFID应用集成商的困惑与解决之道
3、中国RFID企业的发展战略探讨

16:40-17:00 RFID客户项目发布对接会

2017（第十一届）RFID世界大会
暨2016年度“物联之星”品牌企业颁奖典礼

2017年3月30日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会议厅A101-103



时间 演讲主题 演讲企业

13:30-14:00 签到

14:00-14:10 开幕嘉宾致辞

14:10-14:30 室内位置服务最新发展趋势与应用前景分析 上海图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EO  张杨

14:30-14:50 高精度定位从研究到实用 杭州品铂科技有限公司CTO 楼喜中

14:50-15:10 钛准室内定位系统在人员与物资管理上的应用 苏州寻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袁协

15:10-15:30 NB-IoT技术在定位追踪的应用 上海欧孚通信技术技术有限公司CEO  俞文杰

15:30-15:40 休息时间

15:40-16:00 线下场景位置感知云平台 助力新零售 上海牛庄网络科技有限公司CEO  庄正军

16:00-16:20
Evolution of Indoor Positioning Technology 
Solutions

高通无线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市场经理 赵斌

16:20-16:40 UWB厘米级实时定位方案 成都精位科技有限公司CEO  周宏亮

16:40-17:10 圆桌论坛

17:10 会议结束

2017苏州国际室内无线实时定位技术与应用高峰论坛

2017年3月30日下午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会议厅A108-109



会议精彩影集



精彩回顾

展会全面聚合了
中国物联网产业
链品牌，吸引了
物联网下游终端
用户的广泛参与。



展会三
天共接
待观众
11,872
人次，
专业观
众占总

人数
97.8%





物联网、RFID应用活跃区

苏州-辐射物联网活跃区

苏州



2017中国国际物联网博览会（夏季展）

2017.8.16-18 深圳会展中心

我们一直都在！

扫码即可报名参加
深圳物联网展
或登录官网：

www.iotexpo.com.cn



陈江汉

TEL: 0755-86227055

Moble：18676385933

Email：cjh@ulinkmedia.cn

QQ: 874031152

展位预定 付凤芳
参会报名

TEL: 0755-26984603

Moble：18565862893

Email：fff@ulinkmedia.cn

QQ: 2954208099

TEL: 0755-86227155

Moble：15919442599

Email：jl@ulinkmedia.cn

QQ: 1262042702 TEL: 0755-26556003

Moble：15118023379

Email：lhx@ulinkmedia.cn

QQ: 2522258235

蒋 凌
参观展会

赖海新
媒体合作



附录——2017中国国际物联网博览会（春季展）展商名录

安徽华速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联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耀福施封锁有限公司

奥奕科技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润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时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计算机技术及应用研究所 上海索罗思腾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汉明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芯联创展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铁勋智能识别系统有限公司 苏州鹤达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国技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移柯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思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比技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赞润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物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精位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汉德霍尔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寻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西谷曙光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兰德斯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永奕科技有限公司

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博思得发展科技有限公司 译筑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东莞市拓步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城市无线网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易泰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澳信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迪乐金卡有限公司 印刷电子产业研究院

广东司南物联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深圳市峰华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瑞瀛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安的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惠田实业有限公司 智坤半导体有限公司

广州驰立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捷通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明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卡立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中世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煜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明宏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佐藤自动识别系统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广州制联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铨顺宏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飞聚微电子有限公司

杭州奥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唐领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孚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博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万联智能卡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浩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义益钛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万全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聚星仪器有限公司

杭州正久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业智能卡有限公司 苏州沿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华威科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意沨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翼凯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华清科盛（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昱辰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天诚智能集团

基本立子（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振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唐恩科技有限公司 西铁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无锡华捷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中海昇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信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安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小乙物联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LOGO

2018年4月25-27日，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我们不见不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