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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参加 2019 第三届深圳国际锂电技术展览会，简称：深圳锂电技术展 IBTE ，此会是中国首屈一指

的专业锂电展，专注于：动力锂电、储能锂电、3C 锂电，展会由：锂电百人会、第一锂电网、贺励博览集

团、深圳市新能源行业协会、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江苏省动力及储能电池产业创新联盟全程组织举办！同期

举办：2019 第五届中国国际锂电暨电动技术发展高峰论坛、中国国际动力软包电池及固态电池技术发展高峰论

坛、高能量密度正负极材料（深圳）研讨会、深圳电动出行展、深圳氢能暨燃料电池展、深圳充电桩技术设备展、

2019 中国锂电池行业年度品牌评选活动。

IBTE 作为业界领先的锂电池技术展览会得到了国内外众多知名企业的认可和肯定，2018 深圳锂电技术

展同比上年规模增长 60%，至今已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锂电池专业展，IBTE 深圳锂电技术展对中国锂电池行

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成为业内交流，学习，采购不可或缺的平台，主办方以“合作，创新，共

赢”为主题，积极备战 2019 深圳锂电技术展。同时主办方将以展带会积极推动锂电池产业链和配套客户共同

探讨推动产业发展

据第一锂电网统计 2018 全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装机总量为 56.89GWh，同比增长 56.88%，新

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7 万辆和 125.6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59.9% 和 61.7% 从中可以看到，中国

锂电市场已经提前步入动力电池驱动时代。其中圆柱、软包、方形备受关注。

锂电发展看中国，中国锂电看深圳，IBTE 开启中国最专业的锂电产学研商贸为一体交流平台！

为推动中国锂电产业健康快速发展，主办方倾力打造高端锂电池产业交流平台、2019 第三届深圳国际锂

电技术展览会总规模预计超 3 万平米，展商预计超 500 家，专业观众预计超 3 万名。

聚焦中国方案
布局全球市场 
遇见未来技术

全力打造中国锂电产业盛会



观众群体

TVP组团参观

政府 / 科研 / 院校 自动导引车 / 扫地机
服务机器人

其他

两轮电动车
特种车
高尔夫球车

航空航天
动力锂电 / 储能锂电
/3C 锂电 / 电池材料与
设备

电动工具
太阳能光伏路灯
应急灯

智能家居
家用电器

3C 数 码 / 智 能 硬 件
POS 机

手机企业 / 移动电源
通信 /IDC

无人机 / 平衡车
电动玩具 / 电子烟

电动乘用车 电动客车 电动物流车

历届知名参展商



展示范围及展馆分布图

方形电芯·圆柱电芯·软包电芯

电极制造设备·粉碎机·搅拌混合机·涂

布设备·干燥机·卷压机·切片裁切设备·冲

压机·电极组装设备·离心机·电极板卷

取机·电极堆栈设备·烘烤机·电解液注

入设备·封装设备·雷射焊接机·电池组

装设备·充电设备·喷码机·手套箱·贴

标机·电池锌筒·钢壳冲床设备·其它相

关设备

仓储货架、检测中心、认证机构、锂电池环保设备、回收处理技术等

动力锂电·储能锂电·3C 锂电 流量计·充放电测试设备·离心机·绝缘

测试器·寿命测试机·阻抗测试机·内部

电阻测试器·其它测试·验证·分析设备

检测设备

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电解液·电解质·隔

离膜·石墨烯·电极箔绝缘管·活性炭·离

子水溶液·吸氢合金·密封胶·胶粘剂·铝

塑膜·钢壳·铝壳·其它相关材料

锂电材料

工业机器人及零部件·码垛机器人·搬运

机器人·装配机器人·激光·焊接机器人·直

角坐标机器人·机器人集成应用·整体解

决方案·高端数控系统等

自动化机器人

干 燥 室· 湿 度 调 整 器· 充 电 器· 保 护

IC·电池盒·直流交流转换器·变压器·断

路器

控制系统·PLC·SCADA·传感器和执

行器·伺服电机·连接器·人机界面·运

动伺服·机箱机柜·嵌入式·工业电源·电

气设备·过程和能源自动化系统

智能控制系统
智能相机·工业镜头·板卡·配件·光源·图

像处理系统·机器视觉集成·机器视觉辅

件·工业测量·仪器仪表·流量计·测试

和检测设备

机器视觉

相关设备

30,000平方米 500家 35,000人次



航空航天·太阳能光伏路灯·应急灯·通信5%

无人机·平衡车·3C 数码·电动玩具·IDC·手
机企业·移动电源·电动工具·电子烟·家用电器·智
能家居·服务机器人·POS 机·扫地机·剃须刀

13%

电动乘用车·电动客车·电动物流车·电动摩托
车·自行车·自动导引车·两轮电动车·特种车·高
尔夫球车

20%

锂电设备·锂电材料35%

动力锂电·储能锂电·3C 锂电25%

2% 政府·科研·院校·媒体

观众评价

观众对展会表示满意87%
96% 观众表示明年继续参观

90% 观众表示参观展会受益匪浅

88% 展商打算明年继续参展

综合分析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广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奇瑞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博世电动工具（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欣旺达电动汽车电池有限公司

广东天劲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

微宏动力系统（湖州）有限公司

北京国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

孚能科技（赣州）有限公司

北大先行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买家与组团观众

2018 展会回顾

展品范围

了解市场趋势

国际展商质量

采购锂电设备

行业领军参展企业

采购锂电池

国内展商质量

采购锂电材料

展会的推广

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现场参观指引和参观信息

寻找新技术新产品

现场登记过程

现场服务

75%

86%

89%

80%

91%

73%

85%

70%

90%

90%

90% 

90% 

展商评价 （多选项调研）

维护客户关系

公司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

新产品发布

技术经验交流

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86%

86%

82%

80%

95%

展商 - 参展目的 （多选项调研）

（多选项调研）

参观评价 - 参观目的 （多选项调研）

在中国的展会影响力

产品范围的完整性和覆盖面

展会的推广

观众进入展台频率

主办方指定搭建商质量与服务

观众的质量

微信覆盖面

86%

86%

91%

85%

90%

89% 

95% 

95% 

95% 

展商 356 家 观众 29641 人次 论坛 600 人 TVP 386 人

观众来源 （应用区分）



展商评价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李志超  战略市场部部长

欣旺达自 2017 年参展 IBTE 深圳锂电技术展览会以来，一直受到展会主办方热情细致周到的服务。三年来，

伴随展会的不断成长，欣旺达产品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也得到进一步提高，我相信未来随着新能源动力电池行业的发

展，IBTE 展会将会越办越好，双方未来也会有更多深入的交流和合作！

广东天劲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郭安东  企划总监

今年是我们首次参加 IBTE，以超大面积展出动力软包电池，三天我们展会现场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繁忙，见到

了很多新老朋友以及优质的买家，我并且针对技术和产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我认为本次的展会是非常成功的。

深圳吉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阳如坤 董事长 

2018 年吉阳智能参加深圳 IBTE 展会，并就锂离子电池的制造安全性和大家交流。展会组织方面精心策划，展会、

网络宣传、亮点直击、技术宣导同步推进，宣传了我们的动力电池大规模制造理念和愿景、制造安全、制造设备实现

的措施，吉阳智能受益匪浅。

广东鸿宝科技有限公司
喻世民  董事长  

鸿宝科技自 2017 年连续两届参与 IBTE 深圳电池技术展，在举办方出色的组织下，我司的产品与品牌宣传得

到了充分的展示，获得了客户的更多认可，很感谢举办方精心的组织，未来，我们将携手前行，将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奉献给客户，祝愿 IBTE 深圳电池展越办越红火！并祝愿我们的客户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叶兴江 电子胶销售总监

硅宝科技从 IBTE2017（第一届）开始参加，这两年以来，我注意到该会议在行业的认可度在不断提高，日渐

举足轻重。IBTE 为供应商和客户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和技术交流平台。这两届以来，硅宝科技借助主办方搭建

的这个平台，在行业内逐渐崭露头角，和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制造商达成合作，硅宝产品服务了越来越多

的新能源车企终端，进而走入千家万户。随着 IBTE2019 的召开，相信 IBTE 会越办越好，促进行业的良性发展。

会展现场



观众评价

作为锂电专业展会，对于从事这个行业的采购人员 ，是一个很好的交流机会、这次我们来了 3 个人来参观。应贵司 TVP 部门组织参

观，在会展前增加了意向资源调查、意向会谈匹配等，大大节省了我们的参观时间。而且现场有专人引导，和介绍，非常敬业 ，有这这么

专业配对服务，我相信你们展会会越办越好。 

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

今年第一次来参观 IBTE，主要是希望通过展会了解最新的锂电池技术，我们公司近期将推出新款电动工具，用于出口，客户主要是

欧洲地区，对电池要求比较高，现场看了几家电池厂商，洽谈的非常愉快，主办方 TVP 服务非常专业。

江苏东成电动工具有限公司

我们首次来参观，听说这里有锂电池，我们要采购 18650 圆柱电池，我们做电子烟的，现场参观了几家电池厂，谈的很不错，下次

会继续来参观，感谢主办方提供的平台。

深圳市艾维普思科技有限公司

今年已经连续两届来参观 IBTE 了，我们我们之前都是用的蓄电池，现在在寻找锂电池替代，我们做高尔夫球车的，现场和两家电池

厂商进行了洽谈，展会非常不错，下次还会来参观，希望能有更多电池厂商，介绍给我们。

上海东众玛西尔电动车有限公司

今年是我们第一次来参观 IBTE，我们是一家即将进入中国的电动汽车企业，需要采购动力电池，本次展会对我们帮助很大，下次会

继续来参观。

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

今年第一次来参观 IBTE，我们是要投产动力电池，来现场采购设备和材料，我和我的同事现场每家都进行了洽谈，这次展会对我们

非常有帮助。

远景动力技术（江苏）有限公司

这是我第二次来这里了，IBTE 让我印象很深刻，对我们来德国的买家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发掘到很多新的产品。

宝马中国有限公司

我已经参观了 2 届展会了，这是个很不错的展会，我们想要看到的一些动力电池产品，基本上都在这里了，无论是圆柱还是方形或者

软包，这次我也获取了很多市场资讯，这对我们公司来讲非常有用。下次我会继续参观。

沃尔沃建筑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时间：2019 年 11 月 4日 -5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上届赞助

活动现场

同期活动

钻石
赞助

白金
赞助

白金
赞助

第五届中国国际
锂电暨电动技术发展高峰论坛

中国国际动力软包电池
及固态电池技术发展高峰论坛

中国国际氢能及
燃料电池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第五届中国国际
电动汽车充换电产业大会

高能量密度正负极材料
( 深圳 ) 研讨会

中国国际隔膜及铝塑膜
工艺技术与应用发展论坛

中国锂电池行业

年度品牌评选活动及颁奖典礼 
中国充电桩行业

年度品牌评选活动及颁奖典礼 



2019 中国锂电池行业年度品牌评选活动

相信品牌的力量：欢迎参加 2019 中国锂电池行业年度品牌评选活动，本次活动由电动出行网、锂电百人会、

中国充电桩网，第一锂电网联合主办。作为中国最专业，权威的锂电品牌评选活动，本次活动将、以国际化的

视角呈现和挖掘锂电领域最具影响力品牌企业，主办方将全力推动锂电产业品牌发展。推动线上投票，线下走

访投票，积极推动品牌评选，以公平，公正，公开原则，选出最具影响力，最具名族代表性品牌企业。中国锂

电行业十大品牌评选活动，以“品牌”为核心，力求辐射全中国，影响全行业，全力打造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和

号召力的品牌评选活动。

报名

2019 中国锂电池行业年度影响力品牌奖

2019 中国锂电池行业年度新锐企业品牌奖

2019 中国锂电池行业年度竞争力品牌奖

2019 中国锂电池行业年度设备供应商奖

2019 中国锂电池行业年度材料供应商奖 

2019 中国锂电池行业年度创新技术奖

2019 中国锂电池行业年度人物奖

2019 中国锂电池行业年度商业投资品牌奖

中国锂电行业年度品牌评选”秉承“公平、公正、公开、公益”的原则，表彰坚持走口碑和品牌化发展的

企业，向榜样致敬。凝聚行业品牌，铸就品牌行业，打造“中国锂电风向标”!

1 月 1 日 -5 月 1 日 报名审核 

5 月 2 日 -10 月 20 日 官网公开投票、走访投票

10 月 21 日—11 月 3 日 综合评审 

11 月 4 日 榜单公布 / 颁奖盛典

报名条件：凡是锂电产业企业均可免费报名

报名方法：主办方索取报名表，提供相关有效资料

报名资料：第一锂电网在线提交资料或邮件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及 LOGO 尺寸：175*140

奖项设置



50+ 900+6+300
演讲嘉宾 精品展台高峰论坛

6 个论坛 +300 个话题，深入探讨锂电、
电动汽车、充换电、固态电池、燃料电池产业
发展趋势，超过 16 小时的内容交流，狙击行
业热点。

国内规模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前瞻性与产业化并重的产业高峰论坛。

来自政府部门、国内外电动汽车企业、电
池企业、院校专家、行业协会、技术提供商等
多个领域的专家、CEO、总经理、总监等，
分享国内外行业趋势，学习国际先进经验，落
地本土应用。

论坛及同期展会，设立电动汽车、电池、
充电桩、电机电控、材料与设备等展示行业最
新产品与技术。

促进电动汽车、物流车、客车、电动出行平台和动力锂电厂商的结合，为锂电池企业寻求发展空间。

引爆业内对“动力锂电与电动汽车”的关注，解读最新锂电与电动汽车技术困惑，诠释机遇及发展方向。

通过话题设置、引发讨论、倡导和引领锂电池企业及新能源汽车企业，储备发展思路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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