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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7-12 日

TIMTOS 台北国际机床展 
台湾冲压、钣金、锻造领域的专业展览会

地点：台北圆山争艳馆（金属成形馆）

内容：金属成形部分大约 6000 平米，展商 100 多家，5.5

万人左右。全面展示台湾的冲压、钣金、锻造设备、

自动化设备、模具、冲压件、检测等展品，其中自

动化及精密模具等展品有很多可看亮点。

网址：www.timtos.com.tw

 

 3 月 29 日 -4 月 1 日

SIMM 深圳机械展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内容：2017 展会预计 1200 多家展商，其中将超过 200 家

钣金、冲压及冲压自动化等金属成形领域厂商集中

亮相，展品覆盖了整个金属板材加工产业链，重点

展示先进加工技术及自动化生产线。

网址：www.simmtime.com	

	

2017年，值得关注的那些展会

4 月 17- 22 日

CIMT 中国国际机床展览会
世界四大国际机床展之一	

地点：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新馆

内容：展会由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创办于 1989 年，每逢

单年举办一届，历经 20余年，已成为国际先进制造

技术交流与贸易的重要场所。冲压钣金展馆大约有

接近 2万平米的面积，近 200 家相关展商。

网址：www.cimtsho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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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2- 15 日

INTERMOLD 亚洲模具展 &
日本技术冲压技术展
代表日本顶尖模具技术和冲压工艺水平的

专业展览会

地点：日本 -东京 -BIGSIGHT

内容：日本模具行业协会和日本金属冲压协会联合举办的专

业展览会基本代表日本模具和冲压工艺的顶尖水平，

规模大约2万多平米，400多家展商，以各种模具、

模具制造机床、检测、表面处理、冲压件和冲压设

备展商为主，展览会规模不算大，但是人气很旺，

同期有几十场专题讲座，大约有 4万多观众观展。

网址：www.intermold.jp

4 月 24- 28 日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现代工业
最顶尖的展览会	

地点：德国汉诺威展览中心

内容：包含工业零部件与分承包技术展、工业自动化展、数

字化工厂展、能源展、研究与技术展、空压及真空

技术展、动力传动及控制展等。

网址：www.hannovermesse.com.cn

技术类

本展会MFC 计划组团参观 

5 月 17-20 日

LAMIERA 意大利金属板材成形展
代表意大利最高水平的板材成形展

	

地点：意大利米兰 fieramilano 展馆

内容：该展会由意大利机床、机器人和自动化制造商协会

(UCIMU) 举办，原本在博洛尼亚举办，2017 移师

米兰。大约有 400 多家展商，代表了意大利钣金和

冲压工业的最高水平。

网址：www.lamier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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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3- 16 日

中国国际模具技术和设备展览会

地点：上海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浦东）

内容：1200 多家展商，其中有 200 家冲压模具、夹具、检

具、自动化集成、3D打印、测量、冲压件等相关展

商，全面展示模具行业相关的最新技术，同期有十

几高质量的行业论坛和各种专题会议。

网址：www.dmcexpo.com

7 月 12-15 日

东京冲压 . 钣金 . 成形展
日本冲压和钣金、锻造领域的顶尖专业展览会

	

地点：日本东京国际展览中心

内容：2017 年规模约 3万平方米，展商 250 多家，全面

展示日本冲压、钣金、锻造设备、自动化设备、模具、

冲压件、锻件、检测等领域的成就，是日本金属成

形最高水平的展会。展会专业观众在 3万人左右。

现场有 3~4 个会场同时进行 100 多场行业报告、技

术讲座和论坛，内容非常丰富，还有几十所高校在

现场产学研对接。

网址：www.mf-tokyo.jp

本展会MFC 计划组团参观 

 9 月 19-22 日

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
中国最专业的冲压、钣金和锻造展览会

地点：上海世博展览馆一号馆

内容：2017 年展示规模 2.5 万平米，展商 250 多家，观众

2万人左右，全面展示国内外一流冲压、钣金、锻造

设备、自动化设备、模具、冲压件、钣金件、锻件、

检测、表面处理等技术和展品，同期有国际会议和

现场论坛，配套活动丰富。

网址：www.chinaforge.com.cn

2017年，值得关注的那些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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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6-9 日

Fabtech & MetalForm  
AWS & Coatech 
北美地区最大的钣金、冲压、焊接、喷涂联合展

	

地点：美国芝加哥的	McCormick	Place

内容：该展会由四家行业协会联合举办，净展示面积 6.7 万

平米，展商 1700 多家，观众大约 40000 人，每年

11月份展出，展会期间上百场专题讲座，可用 app

或者网站登录看到。

网址：www.fabtechexpo.com

11 月 7-10 日

BLECHEXPO 金属板材加工展
规模仅次于EuroBLECH的金属板材加工

技术展

地点：德国斯图加特展览中心

内容：10 万平米 1000 多家展商的展示规模，涵盖金属板

材成形和连接的全产业链展览会，由德国SCHALL

展览公司、瑞士技术中心（Schweisstec）联合德

国的德国机床商协会（VDW）-世界第一大机床展

EMO的主办，对抗英国人举办的 EuroBLECH而

成立的展览会，扩张非常迅速，某种程度上更能代

表欧洲的金属板材加工自动化水平。

网址：www.blechexpo-messe.de

11 月 7-11 日

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旗下的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钣金专业展	

地点：上海虹桥国家会展中心

内容：有超过 300 家钣金、成形、冲压机械制造及相关行

业参展商，展品涵盖激光切割、3D打印、剪、折、

拉伸、矫直、冲压、锻压、机器人生产线、焊接、

表面处理、模具、软件、测量检测、搬运、安全生

产及研发等金属成形全产业链。

网址：www.mwcs.ciif-expo.com

本展会MFC 计划组团参观 

技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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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广州（国际）汽车空调及

冷藏技术展览会

开展时间：	2017-02-18

结束时间：	2017-02-20

举办展馆 :	广州市琶洲国际采购中心

网址：www.aaitf.org

展商数 :1000 家左右

2017 广州 ( 国际 ) 演艺设备、智能声光

产品技术展

开展时间：	2017-02-27

结束时间：	2017-03-02

举办展馆 :	广州保利世贸展览馆

网址：www.demo.getshow.com.cn

展商 :500 家

2017 广州国际 3d 打印展

暨 2017 广州国际模具展

开展时间：	2017-03-01

结束时间：	2017-03-03

举办展馆 :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场馆（琶洲馆）

网址：www.asia3dexpo.com

展商 :400 家

2017 第四届郑州国际新能源汽车及

充电设施展览会

开展时间：	2017-02-19

结束时间：	2017-02-21

举办展馆 :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网		址：www.ievechina.com

展商数：	300 家

2017 第四届中国 ( 上海 ) 国际健身、

康体休闲展

开展时间：	2017-03-01

结束时间：	2017-03-03

举办展馆 :	上海世博展览馆

网址：www.ciwf.com.cn

展商：350 家

2017 第二十五届中国中西部（重庆）医疗

器械展开展

时间：	2017-03-02

结束时间：	2017-03-04

举办展馆 :	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网址：www.cwmee.com

展商：展位 4500 个

2017 年第 24 届中国 ( 北京 ) 国际建筑

装饰及材料博览会

开展时间：	2017-03-07

结束时间：	2017-03-10

举办展馆 :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新馆 )

网址：www.expox.com.cn

展商：2200 家

2017 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

开展时间：	2017-03-09

结束时间：	2017-03-11

举办展馆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网址：www.awe.com.cn

展商数：	200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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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第二十三届全国铝门窗幕墙

新产品博览

开展时间：	2017-03-11

结束时间：	2017-03-13

举办展馆 :	广州保利世贸展览馆

网址：www.windoorexpo.com

展商：1700 多家

2017 第三十一届中国国际五金博览会

开展时间：	2017-03-30

结束时间：

举办展馆 :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

网址：www.hardware-fair.com

参展商：2000 多家

2017 中国义乌五金电器博览会

开展时间：	2017-04-20

结束时间：	2017-04-22

举办展馆 :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网址：www.ywexpo.cn

展商数 :900 家左右

2017 第二十六届上海国际酒店用品博览会 

开展时间：	2017-03-28

结束时间：	2017-03-31

举办展馆 :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网址：www.d.jiagle.com

展商：2000 多家

2017 第 17 届浙江国际智能楼宇技术

与安防产品展

开展时间：	2017-03-30	

结束时间：	2017-04-01	

举办展馆 :	杭州和平国际会展中心

网址：www.hz-expo.com

展商：200 家左右

2017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核电工业展览会

开展时间：	2017-04-27

结束时间：	2017-04-29

举办展馆 :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网址：www.coastal.com

展商：200 家左右

更多详尽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

（2-4月）市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