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会主题 

高新材料 

智能制造 

环保及可循环解决方案  



展览面积 250,000 平方米 
展商 3,465 家 (38 个国家) 
观众 155,258 名 (26% 来自海外) 

广州 

2017 

展会规模 

      广州 

展览面积 340,000 平方米 
展商 4,000 家 (40 个国家) 
观众 180,701 名 (24% 来自海外) 

上海 

2018 

2019 

展览面积 250,000+ 平方米 
展商 3,500+家 (40 个国家及地区) 
观众 180,000+ 名 (预计 30% 来自海外) 



新增展区 

商贸服务专区  

挤出机械专区  注塑机械专区  

薄膜技术专区  

辅助设备及测试仪器专区  

塑料包装机械专区  再生塑料专区  



回收再生科技专区 
再生塑料专区  

主题专区 

智能装备专区  

热塑性弹性体及橡胶专区  

   1,000+ 原材料供应商 
 

   3,800+ 机械展品 



部分主题专区 

添加剂 
老化稳定剂、抗粘剂、防雾剂、抗氧化剂、防静电剂、

偶联剂、交联剂、阻燃剂、发泡剂、光稳定剂、生物稳

定剂及杀菌剂等； 

热塑性塑料/弹性体 
PE、PP、PVC、PS、ABS、PA、PC、PBT、PEEK、

PMMA、PPS、PI、LCP、PPSU、PUR弹性体、SEBS、

SBS、TPE-S等 

复合材料及增强纤维 
芳纶纤维、碳纤维、玻璃纤维、纳米复合材料、合成

纤维等其它 

模具 
注塑模及压缩模、热流道系统、模具标准件、

模具钢、清模设备、吹塑模、挤塑模头等 

注塑机 
热固性塑料注塑机、通用注塑机、多组分

注注塑机、多工位注塑机、混炼注塑机等 

零部件 
压辊、机筒、加热组件、叶片、注嘴、

喷嘴、液压元件、螺杆等 

综合自动化设备 
传感器、驱动器、控制系统、机器视觉

系统、机械人、输送器及输送系统、上

下料装置、贮仓出料装置等 

颜料及色母、填充料及增强料 
色母粒、着色剂、荧光颜料、效果颜料、荧光增白剂、

钛白粉、硫酸钡、碳酸钙、滑石粉等其它 



电子信息行业热点趋势及应用 

往届展商代表 

发那科、西门子、库
卡、科控、拓斯达、

恩玛、东华机械、 

智能制造 
 

(自动化/机器人、微注
塑、数字化及大数据运
用 、工厂制造执行系统

(MES)等) 

震雄、海天、伊之密、
迪嘉、圣万提、东芝、

有信精机 

     
微型/精密设备、    

 热流道 
 

(IML、IMR、NMT及
3D打印等) 

往届展商代表 

巴斯夫、陶氏、东丽、
帝人、阿克苏、杜邦、

科思创、帝斯曼、    
尤尼吉可、科莱恩 

LG 化学、奇美、金发、会
通、朗亿、旭化成、金旸、

聚赛龙、锦湖日丽 

     
    轻量化材料、   

多功能材料 
 

(抗菌、耐高低温、耐光照 
、光学膜等) 

时尚外观 
 

(免喷涂材料、电镀、氧
化、烫金等CMF内容) 

 



电子信息行业热点趋势及应用 

德国库尔兹集团 

迈图高新材料集团 

烫印箔可用于任何一个部件，以平
烫或滚动式烫印工艺生产出高边缘、
亮丽、优质的烫印件。特别的金属
粒子沉积过程可使被烫表面具有真
正的高度金属光泽外观。为消费电
子产品，例如电视、收音机、DVD
播放器、音响设备、笔记本计算机
和个人计算机提供全面的装饰配套。 

Silopren* LSR 27x9系列是具有优
异自粘性能的液态硅胶，在无底涂
条件下，与其他热塑性材料如PC、
PBT、共聚聚酯等有优异的粘接性能，
适用于包胶注塑、双组分注塑等，
广泛应用于弹性体和塑料组合的部
件，如可穿戴设备、密封组件、减
震阀、手柄等。 



电子信息行业热点趋势及应用 

东华机械有限公司 

Mastip Technology Ltd. 

东华的小型两板机（450-900吨）是
对原成熟大型两板机产品系列的延伸，
450JSeⅡ配合自动化生产线为不同
行业如家电产品等提供解决方案。先
进的两板式锁模机构，结构紧凑，占
地空间更小；锁模高压建压行程短，
起压迅速，锁模力与系统压力成正比；
拉杆与动模板零摩擦，使用寿命更长。 

Mastip推出的下一代NexusTM预组装
预接线系统提供了交钥匙的解决方案，
安装简便快捷。NexusTM系统使用了先
进的防漏FlowLocTM螺纹喷嘴技术，得
益于优异的热量分布曲线，成型窗口大，
可用于多种塑料原料的加工。NexusTM
系统可以用于加工普通的塑料原料及有
腐蚀性的工程级塑料原料，适用于加工
大中型家用电器零部件和大型电器零部
件等。 

https://eform.adsale.com.hk/files/FirstLaunchProduct/CPS17/230328_170331160600.jpg
https://eform.adsale.com.hk/files/FirstLaunchProduct/CPS17/229200_170105153909.jpg


电子信息行业热点趋势及应用 

杜邦 
杜邦™Zytel®  HTNFE170016高

性能尼龙树脂，该材料从尼龙基

因上根本地解决了变形问题，刚

韧性与平整度的结合，完美实现

笔记本电脑外壳更轻更薄的设计。 

尤尼吉可 
NANOCON的优点：低比重、高
刚性、良外观、低翘曲、流动性
好、可实现带金属光泽部品的免
喷涂一次成形； 
Foamilon利用独特的化学发泡和
材料加工方法，赋予成型品良外
观及高刚性，利用公模后退法最
多可以实现2倍发泡。 



同期活动 

日期：    2019年5月20日 

规模：    300+行业精英    

    20+专家报告分享 

目标听众:  中国及亚洲塑料行业人士 

塑料回收再生与循环经济 
论坛暨展示会 

CHINAPLAS x CPRJ 

主题： 材料科学与可持续发展 
 塑料回收技术 
 环保塑料包装 



同期活动 

工业4.0未来工厂 

4.2馆馆外飘台 

直播2019展会现场机台与位于欧亚两洲远
端站点的智慧工厂运行数据 

智慧工厂 
4.2馆智能装备专区D01展台 

模拟未来制造业的
生产环境 

协办单位： 合作伙伴： 

智人智造总控室 



场景演示 
1
3 

每日演示工业4.0解决方案下的 15类 場景 

生产 管理 供应链 

换班交接 
 
利用自动化截取数据以及自动报表完成高效的换班
交接 

多个生产现场的KPI监测 
 
能追踪不同生产现场内、分散或是整合的制造情
况 

新订单生产规划 
 
接新订单时，及时自动规划生产排程 

熟练的作业人员 
 

智能制造需要具有基础科学知识以及接受数字化训
练的作业人员 

低效之根本原因分析 
 

问题确认并利用系统联机下的数据与报告完成根
本原因分析 

物料可追溯性 
 
产品由系统性的及自动化的材料供应系统开始追溯 

生产品更换 
 
由自动化工具以及生产信息联机来完成SMED快速
换模 

能耗管理 
 
利用不间断监测以达成自动控制，优化能耗使用 

模具状态跟踪 
 
监控模具的使用情形以提高妥善率及可追溯性 

远程支持下机台修复  
 
由及时的远程支持，刻画新的服务以及维护模式 

CAE仿真 
 
利用计算器辅助工程完成三维仿真与分析 

JIT准时生产物料供应 
 
自动追踪原物料库存，以达到准时生产物料供应 

联机协助解决质量问题 
 
以及时的远程协助来解决当下正发生的质量问题 

制造仿真 
 
利用三维仿真可视化并确认制造流程 

实时订单状态 
 
供应链联机并实时更新每一笔订单状态 

Version 1.11 



同期活动 

日期： 2019 · 5 · 21-23 
 

时间： 10:00-17:00 
 

地点： 展位 11.3R21，及 
 A 区珠江散步道演讲区 
 

规模： 120-180 人 



同期活动 

Design x Innovation 
设 计  x  创 新  

CMF 灵感库 
C-Color 色彩 / M-Material 材料 / F-Finish 表面处理工艺 

地点：          B区 10.3馆飘台 



同期活动 

设计论坛 
全球领先设计大师及塑料科技供应商 
分享产品创新的无限可能 

主题：  1) CMF 设计 
            2) 回收再生/可持续环保设计 
日期：  2019.5.22 & 23  
时间：  09:45-12:15; 14:00-16:30 
地点：  1) B区 11.3馆R21展台   
            2) A区珠江散步道 

CHINAPLAS 设计师之夜 
联 · 创无界 

主题： 联 · 创无界 
日期： 2019.5.22  
时间： 18:30-21:30 
地点： 南丰朗豪酒店 
参与者：  来自电子电器行业的产品设计师及
 工程师、产品研发人员、
 CHINAPLAS 参展商 



同期活动 

焦点议题： 

 医用级色母粒 

 生物兼容材料 

 耐消毒材料 

 自动化包装设备 

 高精度注塑 

 灭菌包装技术 

 3D打印 

 医用复合袋 

 超声波焊接 

 热流道、冷流道 

 
公开 
论坛 

 
产品 
展示 

导赏团 
+ 

产品指南 



应用行业技术交流会 

2019锂电池技术交流会 

2019光学膜技术交流会 

塑料软包装技术交流会 

汽车及轨道交通轻量化材料与应用技术研讨会 

汽车及轨道交通材料低VOCs技术与应用研讨会 

降本增效供应链峰会 

新消费趋势下，包装材料的创新发展 

2019新型建材技术交流会 

第3天 及 

第4天 



为何参观 

有好的想法却找不到好工艺，

亟需解决方案 

材料涨到心慌，老板点名 

要求降低成本，内心稀缺焦虑 

稀缺物料，找料难 

产品同质化，价格没优势， 

环保查得严，行业方向在哪里？ 

埋头搞开发，外面的世界 

变化快，闭门造车怎么破？ 

灵感枯竭，材料限制设计， 

无心创作，饭碗即将不保！ 

研发 

管理 

采购 

生产 

设计 



为何参观 

启发新产品 

开发灵感 

改善工艺 

与客户
见面 

洽谈
合作
项目 

公司要转型升级 

扩展供应商资源 

了解材料最新应用 

寻找降成本方案 

了解 

市场趋势 

了解新技术 

公司
委派
学习 

找新 

供应商 



官方网站 官方APP 微信 
 

截止时间 
预寄参观证：2019年2月28日 

网上预登记：2019年5月13日 

入场费 
4天参观：RMB 50  

 (原价：RMB 80) 

多种预登记渠道供选择 

参观攻略—预登记 



参观团尊享VIP服务 

参观攻略—组团参观 

上一届买家团 

68海外买家团 

242本地买家团 

▲
 免入场费,免现场排队登

记，预先准备VIP参观证 

▲
 特设参观团接待处 

▲
 

获赠会刊* 

*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可使用现场贵宾休息室，
享用饮料、点心、网络
及WIFI等服务 

▲
 团员均享有一份商务午餐 

▲
 

▲
 免费往返班车安排 

（展馆行程3小时以内， 
  人数30人或以上） 



参观攻略—部分星级买家 



CHINAPLAS国际橡塑展 
2019年5月21-24日 

广州·琶洲·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联系我们 

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网址：www.chinaplasonline.com 
电话：张小姐  852-2516 3372  
邮箱：carmencheung@adsale.com.hk 

http://www.chinaplasonlin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