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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际智慧零售博览会暨无人售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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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络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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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RE 2018 国际智慧零售博览会是新零售上下游全产业链的一次完整展示，

囊括新零售终端、无人值守体验终端、设备及解决方案、物流与仓储信息采集及应

用技术、支付技术及应用方案、自动识别技术及设备、POS机、NFC 技术及应用方案、

打印设备、商品防盗系统（EAS）、智能收银一体机、零售策划及数据营销方案商、

零售云计算及大数据解决方案商，博览会整体展位面积超5万平米，700+家零售上下

游企业与超十万全球专业观众共聚一堂！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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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RE 2018于7月31日 — 8月2日在深圳会展中心1号馆顺利举行，并取得圆满成功！展会是由中国物联网产业应用

联盟主办，深圳物联传媒有限公司、深圳市易信物联网络有限公司承办，此次展会共有706家展商前来参展，展会三天

共68，216名专业观众莅临现场参观，总数超116，512人次，专业观众占总人数87.9% 以上，其中包括3313名来自美

国、法国、德国、英国、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近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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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览期间，展会组委会精心策划了多项专业的同期交流活动，为行业的交流增添了新的高效平台。

6场零售专业论坛及同期15场物联网论坛，一共吸引了12，186名行业人士参加，其中中国智慧零售大

会超过1421名专业人士到会，零售智能创新应用大会、京东云零售科技大会分别吸引了近500名专业人

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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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
亮点

聚集了零售商业信息化、自动售货机、工业

4.0、传感器等领域、以及实时定位、视频识

别技术在智慧零售方面的应用厂家。 

完整产业链

01已有10多年物联网经验的IOTE，将积

十余年物联网行业资源，全面助力新

零售！

IOTE2018助力新零售

02
主办方与深圳智慧零售协会携手合

作，会员近500家，强势的资源导

入，有效扩大行业影响力！

企协合作

03

同期6大零售专业论坛同步进行，全视

角、多维度尽现智慧零售的现状与未

来应用趋势！

六大零售会议同期举行

04

京东、天虹、远望谷、盛世龙图、 
逗号、友朋等大牌企业纷纷前来参
展。

多家知名企业参与05

与500+权威媒体合作，对展前、

展中以及展后持续宣传报道跟进。

500+行业媒体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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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人店

自动售货机

解决方案

服务及技术

01含品牌无人便利店 、无人超市、无人餐饮厅、

无人生鲜店、全渠道体验店、智能社区服务店等；

如连锁便利店、自助洗衣店、智能自助生鲜果蔬

店、智能自助餐厅、智能咖啡店、成人用品无人

店、无人加油站等；

无人店

02

智能售货机、智能柜、智能机器人、自助餐饮机、

自助休闲娱乐机（迷你KTV、电影院、健身房、按

摩椅等）、自助派发与领取、自助金融、自助打

印复印机、智能显示屏、触控一体机、3D试衣机、

智能 WIFI、智能购物篮、智能货架、商品陈列智

能展示设备等；

自动售货机

03

视觉图像识别技术、RFID射频识别技术、商品防

盗系统（EAS）、电子货架标签系统、新零售业

及无人店最新解决方案、无线商城解决方案、零

售相关的AR、VR应用等；

新零售技术及解决方案

04
智慧仓储技术、生鲜配送与冷链物

流、防伪溯源技术、远近距离识别

盘点技术等；

供应链服务及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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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宣传：超过 500家 合作媒体，对展会前、中、后进行全方位的宣传和跟踪报道；

参展商宣传：为 700+家企业撰写了参展新闻，从企业的介绍、产品、服务、方案、领导人等各方面对参展企业做了全面的报

道；

现场采访：超过 20家 知名网络媒体、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在现场做了企业专访和展会报道。

总曝光量：新零售视界、RFID头条、物联传媒、物联网展公众号，ISRE零售网、 RFID世界网、乐智网、中国一卡通、物联网世

界网、IOTE展会官网，及其他合作媒体微信公众号、网络平台及终端共计 500万+ 新闻媒体的曝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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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期间，物联传媒联合RFID世界网、物联网世界等专业媒体，为部分展商提供专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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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M邮件

SMS短信

SEM 搜索引擎

 行业公众号

线上广告

微博

行业网络媒体

 行业杂志媒体

市场推广

线下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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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中国零售网、亿邦动力、黑羊网、美通社、第一展会网、会展之窗、中国智慧物流网、中国品牌服装网、中国安防展览网、

联商网、中国会展门户等近500家专业媒体合作，对展会实时跟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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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涵盖了新零售终端、无人值守体验终端、设备及

解决方案、物流及仓储信息采集及应用技术、支付技术

及应用方案、自动识别技术及设备、POS机、NFC 技术及

应用方案、打印设备、商品防盗系统（EAS）、智能收银

一体机、零售策划及数据营销方案商、零售云计算及大

数据解决方案商。

展商使用面积：

m2

PS: 部分展商业务多元，涉足多领域，故总领域超100%

无人店  

智能售货机  

技术及解决方案

供应链

打印设备

智能支付

5%

38%
25%

11%
2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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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届展会吸引了65,189名观众采购产品、洽谈合作和

参与研讨，累计观众流量达101,510人次，海外买家人数达

3313人。今年专业观众、海外买家整体水平均创行业新高 

为参展商创造和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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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E 2018深圳国际智慧零售博览会不仅是一场国内外零售行

业的产品与方案交流盛会，还是一次技术研发方向与应用发展

趋势的研讨会。这次是桑达第一次参展，整个展会期间的人流

量较大，国外观众也不少，与客户、同行分享交流，受益良多。

感谢物联传媒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相互交流学习的平台，也祝

ISRE越办越好！

李新亮  华南大区总监 
深圳桑达商用机器有限公司

去年我们是跟客户一同参加第九届IOTE国际物联网展会，那时候就已发现

人潮量要比其他相关的展会要大的多。今年我司自己报名参加，其效果也

是相当不错的，来参展的公司也大多为业内的企业，规模相当了得。前来

参观的人群也都具备对物联网以及RFID有一定的知识。我们作为参展商也

同样获得宝贵的资讯。物联网及RFID技术定会成为科技的主流趋势。我们

也希望往后能在展会上在与各位相聚，推动物联网发展。

朱致铭 市场部
GoDEX 上海科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之前我们就听说过深圳物联网展了，一直想来，但是都没机会，

这次借着智慧零售展有幸参加了这个展会，机会难得。我们公司

专业研发生产新零售设备，有十多年的行业设计经验，我们的产

品在市场上取得了很不错的成就，受到各界人士的好评。这次展

会我们带来了我们精心研制的新零售新型设备，吸引了众多的观

众和客户。非常感谢这次展会，希望今后能跟展会主办方有更多

的合作机会。

 范建波 销售总监
奥特莱电器（常熟）有限公司

这次展会办得很成功，服务也很到位，参观的人也很

多，同行的专业人士也多，既给我们提供了商业合作

机会，又方便我们了解行业发展现状，很感谢这样的

展会，希望展会越办越大。

李琳 品牌策划经理 
广州逗号智能零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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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捷公司是一家以软件开发为核心，为零售企业提供全面整合

的信息系统解决方案和服务的创新型企业。这是昂捷第一次参

加物联传媒的智慧零售展，又适逢深圳零售协会理事大会，会

议精彩纷呈，观展人数超过预期，专业观众数量也是非常多，

这是昂捷今年参加的比较满意的展会，预祝下一届智慧零售博

览会取得成功！

华南区总监  毕中亮
深圳市昂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当今实体零售业智能化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猛发展，蓉华依特佳也在这个大

浪潮中与时俱进，以科技服务零售业，致力于为零售业提供更为全面优质的服务。

我们的新品智能零售电子价签更是在此次展会中隆重亮相，吸引了不少客户及同

行的关注。感谢物联传媒主办方提供这么一个交流学习的机会，能让我们看到同

行的各种新产品、新技术，也让同行及客户重新认识肯定蓉华依特佳。

黄巧巧  市场策划  
深圳蓉华电子有限公司

本次参加展会的收获丰富，展会方服务周到及时。虽然国

内客户不是很多，但拓展了许多的海外商务资源、国内外

的技术资源，为公司的发展、视野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同

时也大大增加公司自己的品牌曝光率和媒体采访等。总体

而言，本次展会达到了预期效果，感谢展会方为各企业搭

好台，让我们唱好戏。

李嘉扬 总经理助理  
西安超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第一次参加智慧零售展会，虽说有了准备，但是展会现场的人

气火爆还是让我们措手不及，准备的宣传资料第一天就不够发

了，我觉得本届智慧零售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这

个盛会让我们有机会与众多业内人士交流，开拓品牌的商机，

同时也接触了很多对我们产品感兴趣的客户，现场也拿到了不

少订单，祝愿智慧零售展越办越红火，同时也希望这个展会能

继续扩大它的规模和影响力，使各方都能互利共赢。

 段小林  销售总监    
广州优库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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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2018（第一届）中国智慧零售大会
7月31日全天至8月1日上午   簕杜鹃厅、牡丹厅  规模：1421人

 

02 2018京东云零售科技大会-深圳站
8月1日上午   六楼茉莉厅  规模：472人

03 2018区块链+产业应用峰会
8月1日下午   六楼茉莉厅  规模：448人

04 2018中国道具展示智慧大会暨制造大奖赛发布会
8月1号下午  六楼牡丹厅

06

2018深圳零售智能创新应用大会(第三届)
8月1日下午  1号馆场地2  规模：474人

05

2018深圳市零售商业行业协会会员大会
8月2日上午  六楼茉莉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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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回顾-展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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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三天，现场人气

       持续火爆！

19



ISRE 2018部分展商名录 附 录
中国物联网产业应用联盟 伟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业智能卡有限公司 赫盛光电（上海）有限公司 大连明日星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远望谷物联网产业园有限公司 高铭科维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深圳市量必达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骏马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美思特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然通信 深圳市灵科科技有限公司 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博纳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贝源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韩国物联网协会 深圳市和亦弛科技有限公司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广东微光信源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中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PS Inc 奥特莱电器（常熟）有限公司 天津国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誉兴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ilicon Craft Technology Co., Ltd. 

PHYCHIPS 上海润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得实集团 深圳市中天网景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应用物理化学研究所

HatioLab. 南京漫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迅镭智能（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永盛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韩国帝王（XENO）锂电池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

IDRO 艾达（广东）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林辰展华科技有限公司 富士通电子元器件（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东广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WIZnet Co., Ltd. 上海博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蓝畅科技有限公司 富士通先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京考飞宇科技有限公司

瑞敏科技 深圳市华士精成科技有限公司 温岭市千禧恩塑胶有限公司 深圳市悠安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晟科技有限公司

LOGIFOCUS. 温州华邦安全封条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恩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村田制作所（中国） DUALi Inc. .

扬州永奕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意诚信通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 恩智浦（中国）管理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德瑞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奥奕科技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毅能达金融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坤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速普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联合智能卡有限公司

盛世龙图（北京）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腾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智领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威捷标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壹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明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钞科信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德鑫泉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奥迈兴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科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百杰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一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捷通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普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福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安的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丹贝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中楷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骄冠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芬欧蓝泰标签（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芯联创展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鸿陆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锐驰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正达飞智能卡有限公司 武汉昊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销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中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聚辰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泰晶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冠乐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世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凯路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柔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远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圣朗达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鼎识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简巧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汲深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南通海元芯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力兴火炬电源有限公司

射频科技系统资源有限公司 深圳友朋智能商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一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西龙同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盈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悦和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市哈哈便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明佳智能卡有限公司 智慧零售技术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运桥智能卡科技有限公司

真珍斑马技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卡立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正东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翼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优力科创电子有限公司

清研讯科(北京)科技有限 广州造就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纽奥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优友互联有限公司 东莞市万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美国英频杰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轻购云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富林华强塑料喷绘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伦特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唐领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信心智能标签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优博讯科技有限公司 AUG.SCHWAN GMBH&CO.KG 深圳市祈飞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孚安特科技有限公司

美国意联科技公司 深圳盈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葳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优库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品鑫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铨顺宏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观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才纳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硕腾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安特纳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博思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皇宫展示道具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聚星仪器有限公司 山东泰宝防伪技术产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亿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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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华（中国）公司 深圳市展示道具行业协会 东莞市兴洁智能卡科技有限公司 时尚科技（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鑫宝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意法半导体 深圳埃迪恩文创设计有限公司 苏州斯普锐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科迈瑞（厦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畅联智融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方圆展示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兴通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智谷联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市拓步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芯诚智能卡有限公司 惠州市文晨广告有限公司 深圳意云科技有限公司 斯固特纳柔性材料（北京）有限公司 深圳市威昇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建和智能卡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淇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手信 东莞市艾特姆射频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日升达电子有限公司

北京思必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蓝景光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酷盈传媒有限公司 莆田市澳普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优尚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微米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佛光照明有限公司 厦门开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启瑞天通讯有限公司 深圳数位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正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曲径视觉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杭州凯立通信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国技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科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惠州德聚物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冠宇达电源有限公司 艾科芯（深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芬兰Voyantic公司 江门市宏力能源有限公司

深圳市正华智能卡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德士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西谷曙光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福州市楚天电子有限公司 常州市宇峰电源有限公司

深圳市成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唯彩数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赛尔瑞科技有限公司 杰鸣数码防伪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骏发瑞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东大集成电路系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稻源微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迅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联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兴达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超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科道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泰力格打印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硕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逗号智能零售有限公司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华频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兰德斯科技有限公司 电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尚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汇成芯通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豹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迈纵（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飞聚微电子有限公司

广州展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杰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文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塞仲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塞雨机电） 上海贯众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精瑞电脑有限公司 智坤（江苏）半导体有限公司 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传麒智能电子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呼和浩特兴捷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瑞铭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源明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智感机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永盛嘉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华融通天线有限公司

浙江立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先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友联装备 广州驰立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奥泰格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文森斯诺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无锡品冠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博可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信利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HID Global

浙江钧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旭弘机械有限公司 舟山麦克斯韦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千丰彩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AEROPRINT(E&A)LIMITED 

广州罗维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荣睿和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强人制卡有限公司 北京科宇金鹏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澳信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乐升智能卡有限公司 鑫龙邦智能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无锡旗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晓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动能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植富商标印制有限公司 艾伯资讯（深圳）有限公司 SML集团 三菱制纸株式会社

江苏安智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万全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扬州瑞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纽豹智能识别技术（无锡）有限公司 沈阳耀福施封锁有限公司

威海北洋光电信息技术股份公司 深圳市旭澜卡科技有限公司 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赛捷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宏盛芯智能滴胶卡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通世纪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融智兴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凯思特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昆山市华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国投科技有限公司

霍尼韦尔安全与生产力解决方案集团 厦门信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群索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迈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惠州市登高达电业有限公司

康佳磐旭物联网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佐藤自动识别系统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

司
深圳市华唐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艾维码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宏盾防伪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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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易泰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实耐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工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正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华翼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金利宝胶粘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里亚电池有限公司 南京沃旭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APICloud 无锡新卡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美客智能卡有限公司 北京创意麦奇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赛特威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南大五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南宁新歌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真智电子标签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瑞而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品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富士康华南检测物联网产品处

深圳市博天瑞智能卡有限公司 深圳市卡的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芯讯通无线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鼎泰富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致明兴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麦斯杰网络有限公司 北京朗硕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掌上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天智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赛克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捷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望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移远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卓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创联芯（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飞宇信电子有限公司 合熙物联网科技(上海)有限 广西睿奕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飞思捷跃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启纬智芯微电子有限公司

北京理工创新高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深圳桑达商用机器有限公司 尚远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武汉丰天鼎业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华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首欣通达有限公司 广州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深圳市金鸽科技有限公司 中星智能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宜昌力佳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蓝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软国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孚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恩福赛柔性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普诺玛商业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羽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昇润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祐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恩福赛柔性电子有限公司

珠海创飞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汉德霍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迪讯飞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莱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泰芯智能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深圳市曼联电子有限公司 龙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瑞士优北罗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知路科技有限公司 艾利（中国）有限公司

深圳精锐恒通电子有限公司 BW Papersystems Stuttgart GmbH 是德科技(中国)有限 青莲云·物联网安全解决方案提供商 深圳市新思物联网有限公司

深圳市富卡思通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凡客咖啡饮食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升哲科技有限公司 诺优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山东新恒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德沃克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蓉华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信锐网科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力必拓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众志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高乐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飞跃兄弟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博实结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盛思达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英内尔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可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钛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钛云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源流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乾元通科技有限公司

珀音特曼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皮克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 深圳云里物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卡迪影像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微创新能源有限公司 硕方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广州物道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四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升亚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市喜创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凌科电子有限公司 欧姆龙电子部件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广州躬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贺利氏工业技术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日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Torpedo Corp 北京久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烟台腾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市昌泓塑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毕昇科技有限公司 SUNTECH 北京昆仑海岸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企朋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信特斯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爱康普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北京劳拉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博大光通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启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明宏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厦门硕道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域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汇径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盛路物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勤业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联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基础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甲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艾乐影像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正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唐恩科技有限公司 泰科 深圳盛世物联传感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光达(深圳)精密设备有限公司

安徽华速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有人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倚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蓝科迅通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德杉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鹏汇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锐捷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汇创新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智网信测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华茂传感仪器有限公司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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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宏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罗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捷迅易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捷顺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丹唯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高新兴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瑞兴恒方网络(深圳)有限 锐骐（厦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芯师爷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长虹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中科奥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弘毅云佳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亿杰仪表有限公司 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Digi International 苏州格联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晶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中电昆辰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天圆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麦钉艾特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大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精位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舜美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信可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法兰克福新时代广告（深圳）有限公司 中国联通沈阳分公司物联网实验室 深圳市创想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桑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帝泰科技(香港)有限 深圳中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蚂蚁雄兵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科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森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昊华电气有限公司 深圳云程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图说智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乐菲派数字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传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良品实业有限公司

中自网 深圳慧联无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智慧猫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西安中服软件有限公司 

宝鸡恒通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沸石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安森美半导体 深圳市云之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沿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寻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明皜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宜链物联网有限公司

武汉纽赛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物联网商会 睦星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深圳市维力谷无线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建筑》杂志社 上海移柯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思连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再丰达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华兰海电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艾特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易鲸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恩瑞普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友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微看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人工智能发展协会 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优锘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晟云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传感器与微系统 深圳市星河泉新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微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老狗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晶光华电子有限公司 武汉拓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拾联（厦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蓝光存储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元易尚科技有限公司 力声（福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皖科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宇宙世代信息技术(深圳)有限

深圳市海清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唯传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洛丁森工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泰索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开乐影像制品有限公司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正科芯云(上海)微电子有限 台湾物联网協會

北京星河亮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骐俊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微址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华苓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物联网产业标准联盟 上海零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华艾圣科技有限公司 华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卡事达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恒高科技有限公司 奇迹物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恩邦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深圳亚迪欣电子有限公司 博码物联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深圳市优克联新技术有限公司 西安中星测控有限公司

深圳市易捷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广和通无线股份有限公司 博频（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昂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弘辉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映云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方泰科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北美经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3



参会咨询

徐永红

TEL: 0755-86227155-818

M：13266695570

E：xyh@ulinkmedia.cn

QQ: 484048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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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0755-86227055

M：18676385933

E：cjh@ulinkmedia.cn

QQ: 874031152 

展位预订

陈江汉

01

媒体合作

赖海新

TEL: 0755-86227155

M：15118023379

E：lhx@ulinkmedia.cn

QQ: 2522258235

03

参观咨询

潘秋兰

TEL：0755-86227155-825

M：18819810464

E：pql@ulinkmedia.cn

Q Q：1944384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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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关注浏览时下新零售资讯，
或登陆零售展会官网：
www.urexpo.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