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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Trans---the world’s largest trade show for transport technology.  
A strong international presence is one of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noTrans.Over half of all the exhibitors are from other countries. The organizer of this trade fair is 
expecting more than 120.000 visito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德国柏林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Innotrans)是世界最重要和最全面的铁路、轨道交通工业成就展，由德国柏林国际展览有限公司(Messe Berlin GmbH)主办。展会每

逢双年在德国柏林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目前已成功举行了 11 届，本年度为第 12 届。 
展览期间接待超过 86 个国家的专业观众超过 121000 人，德国观众占 45.3%，海外观众近 49000 名。德国、中国、法国、美国、日本、英国等均组织了庞大的参观

团到会参观采购。 
 
 展会名称：2018 年德国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 (InnoTrans 2018)  
 展会时间：2018 年 9 月 18-21 日 两年一届 第十二届  
 展会地点：德国 柏林国际展览中心  
 主办单位：德国柏林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德国铁路运输协会 欧洲铁路基础设施管理公司 美国铁路保养工程协会 欧洲铁路轨道工程承包商会 欧洲轨道基础设施管理者协会  
 中国组展：北京利德昌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柏林轨道展--2018 年德国柏林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 2018 年 9 月 18-22 日 德国柏林展览中心 

中国区域组展机构：北京利德昌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010-58896889  13811985974  联络 QQ：362017631 

诚邀来自中国区域的铁路交通、技术设备制造商，供应商、经销商、进出口商以及政府部门和协会，前往德国参观展览会！ 
报名手续：完整填写 “参展/参观申请表”，盖章后扫描邮件至 innotrans@163.com 或 expotrue@163.com。 
联系人：赵飞   电话：010-58896889   手机：13811985974  联络QQ：362017631  邮箱：expotrue@163.com  网 站：http://www.expotrue.com 

注意事项：该展会规模庞大，展商众多，建议您在 2017 年 12 月 15 日前完成参展报名，计划随团团员应在 2018 年 07 月 10 日前完成报名手续。 

 

 
The world’s largest trade fair for transport technology opens tomorrow, Tuesday, in Berlin with record numbers of exhibitors and the largest display area ever. 1,912 exhibitors 
from 41 countries will be presenting their innovative products and services on the Exhibition Grounds. With an overall display area of 150,000 square metres in the halls and on 
the open air grounds the InnoTrans 2008 is the largest ever.  
 

• 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展览面积超过了 150000 平方米，使用了整个柏林国际展览中心的全部室内外场地。 
• 吸引来自 55 个国家的 2980 家参展商，国际展商为 1880 家，德国本地参展商 1100 家； 
• 展商展出的展品比例中，铁路设备及技术 48.5 ％，铁路基础设施建设 23.2 ％，机车内部装饰 14.6%，公共交通为 14.5 ％，隧道施工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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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会占据柏林国际展览中心全部 25 个场馆近 33 个展厅及展馆的全部室外展区和轨道展区。 

• 展览分为轨道技术展区、交通技术设施建设展区、隧道建设展区、公共交通展区和车辆内饰展区等五大展区。 

Products on display 
 Railway Technology 铁路设备和技术展区 

Rail vehicles for passenger and freight transport / subassemblies and 
components (traction, energy &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tc.) / vehicle 
maintenance 

 Interiors 列车内饰展区 
Interior fittings, Travel Catering & Comfort Services 

 Railway Infrastructure 铁路基建展区  
Infrastructure / route technology 

 Public Transport 公共交通展区 
Local and regional buses / fixed facilities / passenger information systems 
/ fare management /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 traffic management / 
communications / data processing / freight traffic logistics, consulting, 
financing, passenger and freight transport firms, associations, science 
and research 

 Tunnel Construction 隧道建设展区 
Construction machinery, components and accessories / communications 
and safety engineering / ventilation systems / energy supply systems and 
illumination / interior finishing / maintenance / construction products and 
materials / services / consul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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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noTrans 参展商调研： 
InnoTrans 2016: 2,980 exhibitors (1880 foreign exhibitors) from 75 countries 

InnoTrans 2014: 2,761 exhibitors (1669 foreign exhibitors) from 55 countries 
InnoTrans 2016 年，2980 家参展商（其中 1880 家国际参展商来自于 75 个国家） 
InnoTrans 2014 年，2761 家参展商（其中 1669 家国际参展商来自于 55 个国家） 

 

 

德国柏林铁路及轨道交通技术展是世界上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展览会之一； 
 
有来自 75 个国家的 2980 家参展商； 
 
其中德国本土展商 1100 家，来自于其他国家的展商为 1880 家。 
  
国际展商比例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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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noTrans 精英企业荟萃： 

展会云集了几乎所有的行业顶级轨道交通和铁路建设精英企业。 

在这里，您可以找到任何您希望获取的有关铁路、轨道交通技术、产品和相关服务…… 

 

 
 
 
 
 
 
 
 

2980 家参展商

130000 名专业观众和采购商

阿尔斯通、庞巴迪等行业领袖全线出击

德国铁路股份公司(DB)； 

西门子公司（Siemens）； 

阿特拉斯·科普柯（Atlas Copco）；

AEG 集团； 

庞巴迪 (Bombardier)； 

保富铁路（Balfour)； 

戴姆勒 (Daimler)； 

福伊特集团； 

哈金森集团； 

福斯罗集团(Vossloh)； 

海尔曼太通集团； 

慧鱼集团(FISCHER)； 

霍曼门业公司（Hörmann）； 

卡戈拉司玻璃集团； 

凯斯集团(kasper)； 

克诺尔集团(KNORR)； 

莱姆公司（LEM)； 

欧科佳（ACTIA)； 

特雷克斯(TEREX)； 

法国阿尔斯通(ALSTOM ) 

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 

法维莱运输集团(FAIVELEY) 

圣戈班集团 

ADETEL 集团 

龚班内部装饰集团（COMPIN）； 

西班牙 Talgo 集团 

瑞典 BE-GE 集团 

丹纳公司（Dellner） 

意大利 ELLAMP 公司 

GHE 集团、POLI 公司； 

捷克 DAKO 公司； 

斯柯达电动车公司（SKODA）； 

美国西屋制动公司（WABTEC)； 

瑞士 HESS 集团； 

比利时 3M 公司； 

旭硝子特种玻璃； 

印度石材有限公司； 

奥地利 LINSINGER 公司； 

丹麦法瑞（FABRICAIR)。 

WINDHOFF； 

PFISTERER； 

EVAC 火车公司； 

KACO 汽车密封公司； 

MRCE； 

GRAMMER； 

IAB； 

IBEG 系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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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E IN CHINA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宝鸡保德利电气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博得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铁科英迈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浦然进出口有限公司 

北京新联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成都主导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运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威海克莱特菲尔股份有限公司 

桐乡德盛铁路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襄樊金鹰轨道车辆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庆云轨道牵引装备有限公司 

株洲联城集团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华为技术 

江苏戚墅堰机车 

江苏铁锚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金鑫集团 

深圳恒之源电器 

浙江金字机械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国信进出口集团 

太原重工 

施密特钢轨技术昆山有限公司 

武汉利德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来德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烟台丛林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乐清市白象汽车附件厂 

浙江金桥铜业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大丰集团 

浙江奇峰五金 

南京海外机械集团 

金创集团 

吉林省金越交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国创机车配件厂 

河北株丕特玻璃钢制品有限公司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一林铝业有限公司 

上海吉泰电阻器有限公司 

上海三思 

上海苏虞铁路通用器材有限公司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中兴通讯 

北京和利时集团 

 

 
 
 

中国参展商成为柏林轨道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参展商逐年增加。

2016 年有 150 多家中国参展商参展。 

他们代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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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noTrans 贸易观众调研： 
InnoTrans 2016: 138,872 visitors - proportion trade visitors : 96.2% = 133,595 trade visitors 

InnoTrans 2014: 126,110 visitors - proportion trade visitors : 96.0% = 121,066 trade visitors 
InnoTrans 2016 年，138872 名观众（其中专业观众 96.2%） 
InnoTrans 2014 年，126110 名观众（其中专业观众 96.0%） 

 

为期 4天的展会接纳了来自 88 个国家和地区的观众 131066 名。 

国际观众比例逐年增加，达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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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noTrans 观众来源国家分布： 
有 46%的观众来自于德国本土，54%的观众来自于德国以外的国家。 

其中，来自亚洲区域尤其是中国的观众比例上升较多。 

 

 InnoTrans 观众来源行业分析： 

超过 42%的观众来源于铁路技术产业，20%的观众来源于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InnoTrans 观众商业目的分析： 

61%的专业观众通过 InnoTrans 找到新产品/技术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达到了观展的商业目标。 

96.7%的专业观众认为展会的成功举办是一个非常良好、令人满意的结果。 

 

 
 InnoTrans 观众总体印象与展望： 

超过 95.3%的观众有良好的整体印象，推荐展会，并期望再次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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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邀来自中国区域的铁路交通、技术设备制造商，供应商、经销商、进出口商以及政府部门和协会，前往德国参观展览会！ 
报名手续：完整填写 “参展/参观申请表”，盖章后扫描邮件至 innotrans@163.com 或 expotrue@163.com。 
联系人：赵飞   电话：010-58896889   手机：13811985974  联络QQ：362017631  邮箱：expotrue@163.com  网 站：http://www.expotrue.com 

注意事项：该展会规模庞大，展商众多，建议您在 2017 年 12 月 15 日前完成参展报名，计划随团团员应在 2018 年 07 月 10 日前完成报名手续。 

 
 
 
 

来自中国区域的参展商和专业观众深受欧美参展商和专业观众爱戴。 
参展商和参观商均非常看重中国市场； 
希望通过展会结识更多的中国业内专业人士，来接纳他们的技术、产品和服务。 
 



柏林轨道展--2018 年德国柏林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 2018 年 9 月 18-22 日 德国柏林展览中心 

中国区域组展机构：北京利德昌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010-58896889  13811985974  联络 QQ：362017631 

诚邀来自中国区域的铁路交通、技术设备制造商，供应商、经销商、进出口商以及政府部门和协会，前往德国参观展览会！ 
报名手续：完整填写 “参展/参观申请表”，盖章后扫描邮件至 innotrans@163.com 或 expotrue@163.com。 
联系人：赵飞   电话：010-58896889   手机：13811985974  联络QQ：362017631  邮箱：expotrue@163.com  网 站：http://www.expotrue.com 

注意事项：该展会规模庞大，展商众多，建议您在 2017 年 12 月 15 日前完成参展报名，计划随团团员应在 2018 年 07 月 10 日前完成报名手续。 

 InnoTrans 中国展商展示： 
分布在各个展馆的中国铁路参展商展示了我们国家的铁路技术实力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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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noTrans 中国展商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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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enty four years InnoTrans, Ten years Chinese 
InnoTrans 全球二十四年，利德昌中国十年 

 
InnoTrans 发展经历 24 载，北京利德昌国际展览有限公司自 2007 年始提供 InnoTrans 参展商服务近十年。 
组展和参与 InnoTrans 多届展览会的组织招商工作，带领中国的铁路企业与生产厂家参加 InnoTrans 多次。 
提供参展商和专业观众服务，在国内同行竞技中，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服务水准日臻卓越，荣获行业客户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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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noTrans 我们在铁路、轨道交通领域目前一直服务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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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轨道交通展 InnoTrans 中国展团案例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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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专注于参展 InnoTrans，琐碎的出国日常出行工作交给我们。 

      
 
2008 年我公司派遣专业展会领队 1 名 
2010 年我公司派遣专业展会领队 2 名 
2012 年我公司派遣专业展会领队 2 名 
2014 年我公司派遣专业展会领队 4 名 
2016 年我公司派遣专业展会领队 4 名 
 
我们的专业领队将随大家一同前往德国，负责参展商、专业观众参展期间的展位位置确认、展台搭建验收协调、展台紧急事件处理、以及参展商的接机、展期服务、

交通、住宿、饮食、展商服务等各项服务。使大家的商业出行更加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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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 InnoTrans 提供的服务： 
我们可以为企业参展提供集展位预订，展台搭建、签证办理、机票预定、酒店预订、车辆预订、代办邀请函、企业考察、商务旅游于一体的全程一条龙贴心服务，

同时也可为企业参展提供个性化的 DIY 单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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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我们的客户进行深入调研： 

       
 

• 我们对 2008-2016 年前往柏林轨道交通展的中国参观商进行参观调研，80%的团员说他们通过 InnoTrans 找到了新产品/技术/解决问题的办法，达到观展的商

业目标； 
• 96％的中国参观商认为展会的成功举办是一个非常良好、令人满意的结果。 
• 超过 90％的专业观众有良好的整体印象，推荐它，并决定再次访问。 
• 我们连续五届展会提供参展商和观众邀请和组团服务，超过 300 家企业的近 1800 名团员随团参观。 
• 有超过 80 多名团员已连续 5 届（2010 年、2012 年、2014 年、2016 年、2018 年）随我们的参观团前往德国柏林！他们认可展会，也认可我们的专业组展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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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noTrans 2018 期待您的参与！亲历未来铁路、轨道交通生活。 
如您属于以下领域专业人士，请与我们及时取得联络。 

• 铁路、轨道交通设备制造商、贸易商、代理商、经销商； 
• 铁路、地铁相关政府部门、管理部门、运营机构； 
• 铁路、地铁工务段、电务段、车辆段、车站、水电段等； 
• 机车内饰、原材料生产商、供应商； 
• 机车维修检测机构、维修中心、修理厂；  
• 有志于铁路、轨道交通行业投资创业人士、服务行业； 
• 行业协会、专业媒体等 

 
 

  为什么建议大家随团前往 InnoTrans： 
• 我们能够提供完善的展团服务：  
• 您将有限的时间用在参展和观展及寻找合作机遇上，繁杂的服务性工作由我们来做。  
• 签证：接近 99%的出签率，确保签证风险获得有效控制。  
• 住宿：四星商务酒店。德国是展会国家，展会期间的住宿费是平时的数倍。柏林轨道展期间很普通的酒店住宿平均价格在 2000 元/晚-3000 元/晚。  
• 交通：便捷、灵活的行程安排，团员不必为复杂的境外交通忧虑。  
• 饮食：在境外也可以吃到可口的中餐，偶尔体验西餐即可。不必每天面对面包与火腿而发愁。  
• 翻译：我们可为团员配备专业翻译和兼职翻译，有效控制您的参展和参观成本。 
• 机遇：为大家建立同行业客户间的深入交流与合作机会。  
• 线路：多条成熟观展线路，满足不同观展行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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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noTrans 参展和观展行程安排策略： 
InnoTrans 展会聚集了铁路、轨道交通行业内几乎所有顶级企业和技术，我们建议您至少安排两天时间参观展览会； 

观展策略 A：柏林参观展会，后直接回国；适合于商务型专业观众。 
行程天数：往返 4-6 日，停留城市：柏林 
 
观展策略 B：柏林参观展会，后前往德国周边考察和实地调研；适合于商务、研发类专业观众。 
行程天数：往返 6-8 日，停留城市：柏林、布拉格、法兰克福、德累斯顿、汉诺威等； 
 
观展策略 C：柏林参观展会，后前往德国及周边主要欧洲城市体验风土民情；适合于观展后全面体验欧洲式生活。 
行程天数：往返 8-10 日 停留城市：柏林、汉诺威、法兰克福、科隆、慕尼黑、巴黎、苏黎世、米兰、威尼斯、罗马、阿姆斯特丹等选择性停留。 
 
观展策略 D：根据需求，量身定制适合的欧洲观展线路……  
 

 今年我们的常规观展线路安排：  
-----标准线 A: 
-----德法线 B: 
-----瑞意线 C: 
-----其他专线 
 

• 拥有德国申根签证，除了可以在德国参与 InnoTrans 展览会，您也可以在完成参展任务后前往以下近 25 个国家和地区选择性市场考察或游览： 
• 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捷克、荷兰、瑞士、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冰岛、希腊、卢森堡、挪威、葡萄牙、瑞典、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

文尼亚、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 
• 为了使您的柏林轨道交通展观展之旅顺利进行，我们制作了多套成熟观展方案，如需了解详细日程信息，请致电 010-58896889 或邮件 innotrans@163.com

获取信息。 
本次展会，请选择展会商务签证前往德国。 
• 每逢德国大型展会期间，很多专业观众因没有渠道办理展会商务签证而选择办理旅游签证。但旅游签证存在较高的拒签率！有时达 50%。拒签让我们错过

了参与 InnoTrans 全球顶级盛会的良机。 
• 如您从事铁路、轨道交通相关行业工作或爱好者，拥有稳定的家庭和收入，请选择办理展会商务签证，您只需要准备一些常规的签证材料即可获得稳妥的商

务签证。 



柏林轨道展--2018 年德国柏林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 2018 年 9 月 18-22 日 德国柏林展览中心 

中国区域组展机构：北京利德昌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010-58896889  13811985974  联络 QQ：362017631 

诚邀来自中国区域的铁路交通、技术设备制造商，供应商、经销商、进出口商以及政府部门和协会，前往德国参观展览会！ 
报名手续：完整填写 “参展/参观申请表”，盖章后扫描邮件至 innotrans@163.com 或 expotrue@163.com。 
联系人：赵飞   电话：010-58896889   手机：13811985974  联络QQ：362017631  邮箱：expotrue@163.com  网 站：http://www.expotrue.com 

注意事项：该展会规模庞大，展商众多，建议您在 2017 年 12 月 15 日前完成参展报名，计划随团团员应在 2018 年 07 月 10 日前完成报名手续。 

 
 
 

 
 
 
 

InnoTrans 2018 
期待您的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