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 区分 时间 图标 名称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电子信息类
2022年3月3日-5日 中国进出
口商品交易会琶洲展馆A区
2.1/3.1/4.1/5.1/8.1号馆

SIAF广州国际工业自动化技术及
装备展览会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
公司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
公司

电子信息类
2022年3月17日-20日　上海

新国际博览中心
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
(CHEAA)

北京盛世协联会展服务有
限公司

电子信息类
2022年3月23-25日 上海新国

际博览中心
2022慕尼黑上海电子生产设备展 慕尼黑国际博览集团 慕尼黑国际博览集团

电子信息类
2022年3月23-25日 上海新国

际博览中心
中国国际半导体技术大会

（CSTIC）
中国电子商会和SEMI SEMI

电子信息类
2022年4月13日-16日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010-63937966

2022年香港春季电子产品展览会
、品牌荟萃廊、国际资讯科技博

览（ICT Expo）
香港贸易发展局 香港贸易发展局

电子信息类
2022年4月7日-9日

深圳会展中心
2022第四届深圳半导体及显示技

术展
中国通信工业协会 深圳

半导体行业协会
深圳市中新材会展有限公

司

2022年国内电子行业展览展会时间排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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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设备类
2022年4月20-22日 上海世博

展览馆
2022 中国国际电子生产设备暨

微电子工业展览会
励展博览集团 励展博览集团

电子信息类
第99届中国电子展

  95th China Electronics
Fair

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
公司 www.dianzizhan.cn

电子信息类
2022第十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www.cef114.com/cite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
息化部、深圳市人民政府

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深
圳市平板显示行业协会

新能源类
2022中国锂电新能源展•深圳
China Lithium Battery New

Energy Fair•Shenzhen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与信
息化部、深圳市人民政府
、中国电子学会、中国电
子元件行业协会、中国电
子仪器行业协会、香港贸

易发展局

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  中
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

司

LED类 2022年深圳光电周暨彩电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与信
息化部、深圳市人民政府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
公司

2022年4月09日-11日
深圳会展中心
010-63937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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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类
2022年4月26日-28日
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2022第十五届亚洲（北京）国际
物联网展览会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协会
北京铭世博国际展览有限

公司

电子信息类
2022年4月28日-30日 　深圳
会展中心 1/6/7/8/9号馆

深圳国际电子烟产业博览会
博闻创意会展（深圳）有

限公司
博闻创意会展（深圳）有

限公司

电子信息类
2022年5月6日--8日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
2022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国防电子

展览会
中国电子国际展览广告有

限责任公司
中国电子国际展览广告有

限责任公司

电子信息类
2022年5月16-19日   大连自

贸区国际会展中心
2022（第25届）大连国际工业博

览会

大连市人民政府
中国电子学会

大连市人民政府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

大连华展展览服务有限公
司

电子制造类
2022年5月18--20日  ·东莞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2022第六届CMM中国电子制造自
动化&资源展

惠州智能终端制造协会
广州美刻展览服务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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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类
2022年5月18-20日 上海国家

会展中心
2022国际电子电路（上海）展览

会
中国电子电路行业协会

(CPCA)
上海颖展展览服务有限公

司

工业设备类

2022年6月22日-24日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三元

桥西)

第十七届北京国际工业自
动化展览会

北京机械工程学会
中国机电产品流通协

会
北京华贸联展览有限

责任公司

北京华贸联展览有限责任
公司

电子信息类
2022年7月6日--8日  中国国

际展览中心-老馆
2022北京国际汽车线束及连接器

工业展览会
振江国际展览（北京）有

限公司
振江国际展览（北京）有

限公司

军工
2022年10月26日-28日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
展馆）

第十二届中国国防信息化装备与
技术博览会（CNTE2022）

中国和平利用军工技术协
会

全国工商联科技装备业商
会

中国信息协会

北京企发展览服务有限公
司

光电子类
2022年6月27日-29日

国家会议中心
2022光电子·中国（Photonics

China）博览会
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
、中国光学工程学会

北京宇航会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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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类
2022年6月22日-24日

深圳会展中心
第20届深圳国际小电机及电机工

业磁性材料展览会
广东智展展览有限公司
香港智展国际有限公司

广东智展展览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类
2022年6月25日-27日　北京•

亦创国际会展中心
第二十一届北京国际消费电子博

览会
中国消费电子协会 森展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类
2022年7月13日-15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21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电机
博览会暨发展论坛

中国机电流通产品协会电
机分会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分马力
电机分会

国家电机及机械零部件产
品检验中心

国皓会展（上海）有限公
司

电子信息类
2022年7月14日-16日 成都世

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010-63937966

2022年中国(西部)电子信息博览
会

   CEF West China 2022
www.aelec.cn

中国电子器材有限公司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

公司

电子设备类
2022年7月29日-31日     深
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

2022中国电子装备产业博览会 深圳市电子装备产业协会
深圳市电装联合会展有限

公司

其它类
2022年8月10-12日  中国进

出口商品交易会
2022第十二届亚太国际电源产品

及技术展览会

广东省对外经济合作企业
协会 广东省粤港澳经贸

合作促进会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

团有限公司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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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元件
2022年8月24日-26日 上海浦

东新国际博览中心
第十三届上海国际超级电容器产

业展览会

中国电子学会、广东省电
源行业协会、振威展览集

团

广州振威国际展览有限公
司

机器人
2022年8月 大兴亦庄国际会

展中心
2022世界机器人大会

中国电子学会
18510081078

中国电子学会

机器人
2022年8月23日-25日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
2022第十二届深圳国际工业自动

化及机器人展览会
深圳自动化学会

上海贸发展览服务有限公
司

光电子类
2022年9月7-9日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
中国国际光电博览会

深圳贺戎博闻展览有限公
司

深圳贺戎博闻展览有限公
司

电子信息类 2022年9月 首钢园区
服贸会&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展  18510081078
中国电子学会 中国电子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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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子类
2022年9月26-29日  上海新

国际博览中心
第十届中国国际线缆及线材展览

会

杜塞尔多夫展览(上海)有
限公司 上海电缆研究所

有限公司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电线电
缆分会

电子信息类
2022年9月26-28日  中国进

出口交易会展馆
2022中国(广州)国际传感器及应

用展览会
立港展览（上海）有限公

司
立港展览（上海）有限公

司

光电子类
2022年9月14-16日

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

中国（上海）国际传感器与应用
技术展览会

中国传感器与物联网产业
联盟

上海科技会展有限公司
上海科技会展有限公司

电子类
2022年9月14日-16日  深圳

国际会展中心（宝安）
2022深圳国际电子展

博闻创意会展（深圳）有
限公司

博闻创意会展（深圳）有
限公司

电子信息类
2021年9月24日-26日  青岛

国际会展中心

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
（SINOCES）

China International 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
息产业部、中华人民共和
国科学技术部、山东省人

民政府

青岛市人民政府、广东电
子商会、中国对外贸易广
州展览总公司  青岛环球
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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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类
2022年10月13日-16日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010-63937966

2022年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览会
、品牌荟萃廊、国际资讯科技博

览（ICT Expo）
香港贸易发展局 香港贸易发展局

电子信息类
2022年10月12日-14日

深圳会展中心
2022中国汽车工业技术展

北京励进展览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

北京励进展览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

电子信息类
时间：2022年10月20日-22日
地点：中国光谷科技会展中

心（武汉）

武汉国际电子元器件、材料及生
产设备展览会

湖北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

湖北省电子信息联合会

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

武汉电子智能制造协会

武汉嘉实沃森展览有限公
司

电子设备类
2022年10月27日-29日  深圳

国际会展中心（宝安）

2022深圳国际自动化及机器人技
术展览会

2022慕尼黑电子生产设备展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
公司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机械行业分会 中国光学学
会激光加工专业委员会

锂电他
2022年11月3-5日 深圳会展

中心
第六届深圳国际锂电技术展  主办单位：第一锂电网 上海贺励展览有限公司

其它类
2022年11月14日-16日

上海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
010-63937966

（IC Expo)中国国际集成电路产
业与应用博览会

 www.cef114.com/ic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
（CITIF）、中国电子信
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CEC）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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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类
2022年11月16日-18日

上海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
010-63937966

第100届中国电子展
100th China Electronics Fair

www.shelec.cn
中国电子器材有限公司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
公司

其它类
2022年11月13-17日 深圳会

展中心
第二十四届高交会电子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
信息化部、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中国科学院

深圳市中国国际高新技术
成果交易中心

更多电子行业展会信息请访问：中国电子展会信息网：www.cef114.com 或 QQ：83226505　资询相关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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