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1月15-17日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新馆）



扎实推进5G绿色新基建,驱动数字化转型升级

5G是构建万物互联的基础，是推动“新基建”加速发展的的引擎。像特高压、智能电网、新能源汽车与充电桩、城际高铁、工业互

联网、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都需要5G网络的支撑，因此5G成为新基建核心，为经济体的数字化转型打下结实的基础。

数字化时代，数据中心、5G建设强劲发展的同时，其高耗能问题也日益凸显。作为支撑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和公共基础

设施，数据中心、5G建设也是关系新型基础设施节能降耗的关键环节。既要节能的新基建，也要新基建的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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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15-17日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新馆）

覆盖电子
智能制造
全产业链

同期举办：

慕尼黑华南电子展

华南先进激光及加工应用技术展览会

中国（深圳）机器视觉展览会暨机器视觉

技术及工业应用研讨会

华南电路板国际贸易采购博览会

往年重要数据*

观众数量

展商数量

* 数据来自LEAP Expo历届展会数据

2020展出面积：60,000平方米

16,357
18,537
38,693

400
650

300

2020

2019

2018

2020

2019

2018

2022慕尼黑华南电子生产设备展立足行业前沿，聚焦新旧动能转换，完成产业升级，实现数量增长
型向质量增长型、外延增长型向内涵增长型、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电子
智能制造行业提供一个横跨产业上下游的专业交流圈。

5G与新基建连接巨大的投资与需求，主办方精准邀约行业核心买家群体，助力企业网
罗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工业电子、医疗电子、线束加工、新能源等专业观众。

倾力打造多元化展示形式，助力展商以场景化的形式全方位呈现产品
特性，观众沉浸式观展，立足打造一个高效、新颖、灵活的行业交
流圈。

全力整合线上及线下资源、360°全视角市场推广渠道，
全面提升企业品牌知名度，协助参展商获得更多合作
契机。

倾情打造“知识星球”线上直播平台，
邀请各板块行业资深从业者/专家分享
干货及前沿的技术，与您共绘智能制
造行业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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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参展

市场趋势

五展联动 再度华丽启航



电子元器件制造点胶注胶表面贴装

表面贴装机

印刷机

焊接设备及材料

测试测量 & 质量控制

智能料仓

表面处理

清洗技术

智能制造技术

工业机器人

传感器和执行器

运动控制系统

传动/气动设备&配件

智能仓储

IT软件与系统集成

智慧工厂解决方案

点胶与注胶设备

化工材料

传感器制造技术

电机制造技术

线圈及变压器生产技术

电阻电容生产技术

线路板制造技术

电池和电能储存生产技术

电子制造服务

电子制造服务

半导体先进封测技术连接器制造及线束加工

线束加工技术

连接器制造技术

电缆电线生产技术

半导体材料

半导体设备

半导体制造材料及配件

半导体封测及服务

电子设计工具

半导体制造代工服务

未来市场

柔性与印刷电子

混合元件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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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范围



表面贴装技术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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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展区 (历届部分展商）

点胶注胶主题

机器人与自动化主题

材料主题

线束加工主题

SIGMA

* 展商排名不分先后



专区重磅推出

芯片发展进入后摩尔时代，先进封装已成为提升电子系统

性能的关键环节，在5G、物联网、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等

更高集成度的需求下，先进封装市场增速预计高于传统封

装。据Yole数据及预计，全球先进封装市场规模2024年预

计440亿美元，2018-2024年CAGR预计8%，而在同一时

期，传统封装市场规模CAGR预计仅2%。

2019年，中国成为全球电子具有发展潜力的国家之一，在

电视、显示器、可穿戴设备、车载显示等终端需求旺盛的

驱动下，我国MiniLED行业有望在未来几年迎来快速增长

期。根据GGII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MiniLED市场规模

在16亿元左右，预计20年MiniLED市场规模达到37.8亿元，

同比增长140%。前瞻预测，2026年中国MiniLED行业市场

规模有望突破400亿元。

原材料及配件

新新

主题专区以展示SiP系统级及FOPLP扇出型面板级封装为

特色，通过融合创新的展示形式、配套沙龙交流、高峰论

坛等活动，为OSATs、EMS、OEMs、IDM、无晶圆厂半

导体公司和硅晶圆代工厂以及材料和设备供应商提供一站

式的前沿技术交流平台。

主题专区将重点推出背光模组COB工艺产线，并针对行业

趋势、工艺难点、解决方案等热点话题配套沙龙交流、高

峰论坛等活动，届时将邀请来自芯片、封装/模组、显示

屏、材料、设备等各个环节的头部厂商莅临参与。

制造设备

封测设备及服务 电子设计工具

制造代工服务

芯片设计企业 芯片制造企业

封测企业 IDM厂商

器件制造商OEM / ODM

媒体/行业协会研究院机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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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势而为，应运而生

半导体先进封测技术专区

LED显示屏封装专区

展品范畴

观众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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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计划继续

参加展会

表示通过此次参展

受益匪浅

愿意将展会

推荐给其商业合作

伙伴和朋友

96% 96% 94%

在中国的展会影响力

产品系列/领域

产品范围的完整性和覆盖面

展会的推广

观众的质量

86%

83%
82%82%75%

数据及反馈来自LEAP Expo历届展会数据

为将来的业务交易做准备 建立新的商业关系

75% 74%

公司形象和产品推广 在展会上发展业务

维持现有商业关系

研究市场竞争动态

经验交流

新产品发布

74% 70%

70% 68%

66% 64 %

展商反馈

（反馈为好至非常好）对展会的评价*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非常感谢LEAP Expo为行业伙伴搭建超高质量的展会平台。我们在第

一天上午已经感受到了展会的超人气，希望接下来能够硕果绽放。明

年的展会， 节卡机器人会继续携带优秀的展品参与，跟电子制造业上

下游合作伙伴一起赋能客户。

经历全球新冠疫情的洗礼，能参加展会的都是有远见有实力的企业。

今年的展会注定会星光璀璨，大放异彩。华南依旧是富有前景的市

区场，我们也非常重视，化研科技在广州开设的新的实验室，会进

一步大力拓展华南市场。

今年对于整个行业都是特殊的一年，但又是充满机遇的一年，今年的

展会也是为整个行业带来新的期望。展望2022，大平台必将成就大

企业的崛起，为更多的企业打造成功的桥梁!

感谢LEAP Expo给华南的电子制造产业提供一个集中展示的生态平台。

希望优艾智合可以和生态伙伴们一起打造华南智能制造的未来。

LEAP Expo人气高涨，完全不受疫情影响。希望展会主办方明年能多

引荐一些电子、通讯、新能源产业的智能设备工厂参与， 能把行业上

下游集中布展，实现智能工业化一站式的展会模式。期待LEAP Expo
圆满落幕，明年展会的规模再创新高!

我认为LEAP Expo举办得非常成功。首先是安全防护问题，入场测体温，

佩戴口罩，网上预约参展，极大地提高了进入展会的时间。然后是规模

宏大，整个SMT板块都有来参加，使参展商很大程度地展示自己公司的

实力，也为整个行业的交流提供了平台，使整个产业链更好地衔接在一

起面对疫情带来的冲击及发展的新机遇。LEAP Expo搬到宝安新馆之后，

合理利用线上线下推广相结合，让参展商更加全面地展现自己产品优势，

也让参观人员体验感爆棚，让客户买得更加放心。

我们与慕尼黑展览合作多年，每年都会参展。今年我们联合Ersa、

Mycronic、Viscom、KohYoung、 Universal等众多合作方一起打造高

端先进示范性生产线，我们和主办方的合作非常愉快。祝贺LEAP Expo
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新馆）圆满召开，也预祝展会在来年更加精

彩，越办越成功。

LEAP Expo是业界优秀的展会，提供我们更多的机会和业界交流，很

不错。慕尼黑华南电子生产设备展作为慕尼黑上海电子生产设备展在

华南地区的子品牌，给我们与业界互动带来了帮助。

以往我们也参加了LEAP Expo，收到了很好的反馈，所以我们希望LEAP
Expo能够不断扩大影响力，成为企业和用户之间更大的交流平台。

展会相比以往感觉人流明显增加，市场也比以前做得更好，我们希望能

和慕尼黑展览共同成长，把展会做得更大更好，为将来华南市场的发展

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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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评价



数据及反馈来自LEAP Expo历届展会数据

了解市场趋势

表示计划再次

参加展会

表示会积极地将展会

推荐给朋友/同事/商业伙伴

表示参观展会

受益匪浅

建立新的商业关系 维持现有的商业关系

寻求分销商/新的代理
/合作伙伴

了解新产品发布信息 为之后的商业交易做准备

展会的品牌影响力 国内参展商数量 产品范围的完整性和覆盖面

TOP企业参展数量 国际参展商数量 主办方提供的展会参观信息

98%

98% 98%

97%

97%

96%

96%

96%

96% 96%

95% 95%

%
%

%

97 96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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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分析

观众反馈

按企业性质分*

按工作性质分*

按应用领域*

（反馈为好至非常好）参展目的达成*

（反馈为好至非常好）对展会的评价*

终端产品制造商 

电子生产服务/原始设计制造商 

元器件供应商                

生产设备供应商    

组装/系统供应商    

代理/分销商/经销商  

材料供应商   

集成电路封装与测试厂  

科研/协会/教育  

媒体    

公共行政机构/职能部门 

其他

工程/工艺 

公司管理 

研发/设计

采购  

生产/制造

市场拓展/销售/营销 

质量控制   

记者/编辑 

政府行政管理

教育/科研

其它

消费电子  

工业电子  

汽车电子  

通信电子/通信系统 

家用电器 

医疗电子及设备 

自动化及工控电子 

新能源  

LED照明  

电脑及周边设备 

安防电子 

工程机械  

物联网 

仪器仪表 

航空航天及军工电子  

智能楼宇

轨道交通  

其他

100%

90%

80%

70%

6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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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团观众名单（部分）

富士康科技集团（中国总部）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OPPO

维沃移动通讯有限公司

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联想集团

新美亚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新科技术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斯比泰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达创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伟创力制造（珠海）有限公司

广上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邦普电脑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TCL通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东莞华勤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光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瑞德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昊阳天宇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翔耀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富士施乐高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丸仁电子有限公司

理光高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科润电子有限公司

大北欧通讯亚洲有限公司

意拉德电子（东莞）有限公司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赛尔康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比亚迪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普联技术有限公司

大东骏通（东莞）电子有限公司

富顶精密组件（深圳）有限公司

欧普照明电器（中山）有限公司

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

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纬创资通（中山）有限公司

正崴集团-东莞富强电子有限公司

港加贺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东莞迅诚电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艾礼富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平易电子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成丰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鹰江电子有限公司

卓翼智造有限公司

捷普电子（广州）有限公司

深圳市帝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王氏港建电子有限公司

广州新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东莞市龙建电子有限公司

宝威亚太电子有限公司

精量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华峰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创维集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疆卓见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立讯智造有限公司

东莞立德电子有限公司

光宝网络通讯（东莞）有限公司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创机电业制品有限公司

金宝通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伟创力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京瓷办公设备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伟易达（东莞）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丽清电子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龙旗电子（惠州）有限公司

韶关丸仁电子有限公司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优学时代教育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锐明科技有限公司

番禺得意精密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广东海信电子有限公司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上达电子（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宝安分公司

华为机器有限公司

雅达电子（罗定）有限公司

希克斯电子（东莞）有限公司

深圳宝龙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市TCL王牌电器有限公司

惠州市TCL通力电子有限公司

中山市欧普照明有限公司

惠州市金山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礼富有限公司

深圳市业成光电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顺达电脑厂有限公司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京信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雷奥汽车内部控制有限公司

王氏港建科技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纬创资通 （中山）有限公司

深圳市航嘉驰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至精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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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订阅号 微信服务号

500+

95,000+ 1200+
120,000+70+

1,790,000+

10,000+

智汇工业 PCBWORLD

中电网 线束世界

SMT China ATC

SMT行业头条 C114通信网

CA800

猎芯网 变频器世界

智能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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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合作微信公众号（部分）

行业媒体

社交媒体

主要合作媒体

电子通讯

行业活动

往年展会直播

媒体网站新闻稿推文数：

展会官方微信平台：粉丝数量：约 总发送数量：

Vphoto展会官方直播平台

阅读人数： 人次

频率：每周1-3次

全年行业活动宣传

媒体公众号推文数： 篇, 总阅读量： 人次

人, 单篇阅读量： 人次



联系方式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788-1800号

陆家嘴金控广场T1塔楼11层

邮编：200122
电话：+86 21 2020 5553
传真：+86 21 2020 5688
邮箱： sinsia.xing@mm-sh.com

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光华东里8号中海广场中楼2908室

邮编：100020
电话：+86 10 8591 1001*1808
传真：+86 10 8468 2519
邮箱： ken.xu@mm-sh.com

深圳分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68号

深圳国际商会中心2010室

邮编：518048
电话：+86 755 2337 3551
传真：+86 755 2337 3564
邮箱： nala.xiao@mm-sh.com

慕尼黑博览集团

Messe Munchen GmbH
Project Management Germany
Tingting Lu
Senior Exhibition Manager
电话：+49 89 949 20321
传真：+49 89 949 9720321
邮箱：tingting.lu@messe-muenchen.de

所有相关展会预览

2022.11.15-17

2022.11.15-18

2022.8.3-4

2023.3.22-24 

2023.11.14-17

2022.6.21-24

2023.6.27-30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23.4.13-15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