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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概况
第十一届春季中国（深圳）国防信息化装备与技术博览会定于 2022 年 5 月 25 日-27

日在中国·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为使所有参展商及相关合作伙伴对本届展览会进行

详细的了解，组委会特制作此展会详细招商函。本招商函分为以下：基本信息、组织机构、

展会亮点、展会介绍、上届回顾、观众分析、展览范围、参展费用、会刊广告、参展程序、

观众组织、联系方式等共十一项。

基本信息
展会名称：第十一届春季中国（深圳）国防信息化装备与技术博览会（CNTE2022）

英文名称：Chinese（shenzhen）Defense Information Equipment & Technology Exhibition 2022

展会时间：2022 年 5月 25 日-27 日

展会地点：中国·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展会规模：展览面积 3.5 万平米，展商 500 余家，展位数量 1600 个，观众 4万人次

组织架构
拟邀单位：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 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

赞助单位：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 中电科申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中国和平利用军工技术协会 全国工商联科技装备业商会

中国兵工学会反恐装备专委会 深圳国防科技工业协会

协办单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中军融合信息技术研究院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支持单位：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特金无线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宏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中天引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数普金通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星辰智能控制有限公司

山东超越数控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智空未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中国国防信息化装备展组委会 北京企发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时间地点：展览时间：2022 年 5月 25 日-27 日（9:00--17:30）

展览地点：中国.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展城路 1号)

展会亮点
◆业内知名品牌，专业展商首选——CNTE2022 知名度、专业性、前瞻性、权威性日臻完

善，吸引国际知名企业选择 CNTE2022，展示最先进的国防和军队信息化最前沿的装备。

◆军队和军工部门采购选型展会，高效推广集中采购——面向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装备

发展部、训练保障部等军委部局机关、全国各军工单位、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战

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等军兵种部队、各大战区、武警部队、各军工集团和相关的科研院

所等主管信息化部门方面的首长领导、专家代表，全军信息系统指定的选型展会。

◆兼顾您长短期目标的需求，博览会不仅提供了产品和技术的销售直接渠道，更提供未来

合作的潜在机遇。

◆学术会同期举办，参展参会两不误——唯一同时获得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和中国和平利

用军工技术协会、全国工商联科技装备业商会、深圳国防科技工业协会、湖南省兵工学会

鼎力支持的展会。学术会专家云集，举办各领域高层次学术研讨会议，展商积极参与其中，

使展出的新产品和技术在专业人员中最快地被接收并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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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介绍
作为中国唯一一个以国防信息命名的展会，中国国防信息化装备与技术博览会，

在军队和政府部门的大力指导下，由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主管、中国和平利用军工技

术协会、全国工商联科技装备业商会、中国兵工学会反恐装备专委会、深圳国防科技

工业协会主办，中电科申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赞助，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船舶集团、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协办，由北京企发

展览服务有限公司独家承办的“2022 第十一届中国（深圳）国防信息化装备与技术博

览会（以下简称“CNTE2022 深圳展”）”将于 2022 年 5 月 25 日-27 日在中国.深圳国

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

中国国防信息化装备与技术博览会至今在北京已成功举办九届，2012 年创办。第

十届将于 9月在北京举办，为了促进深圳电子信息技术创新与发展合作，为民营企业

搭建国防军工建设平台。第十一届将在深圳举办，全新的“CNTE2022 深圳展”必将继续

彰显其品牌力量，引领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建设的同时，进一步推进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国防工业体系。每年春秋两届，CNTE2022 汇聚各方资源，力邀军方采购及技术

部门、各大军工集团和科研院所、“参军”高新技术企业及防务媒体等国防人共赴盛会，

了解行业趋势，共话行业未来。

往届回顾
国防信息化装备展是民参军行业展示、交流、学习的重要平台。近十年来，有来

自国内 3000 多家企业参展，参观人员超 200000人次。参加展会的领导包括国防科
工局领导、中央军委各机关领导（联参部、后保部、装发部、训管部），陆军、海军、

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各信通基地、航天科工集团、电子科技集团、船舶集

团、兵器工业集团、国航空工业集团、兵器装备集团、航天科技集团、各省市国防科

工办、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等科研院校以及电子信息产业与制造业等单位的领导。

中国国防信息化建设高峰论坛邀请到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主持人水均益主

持、军事专家金一南将军演讲。多年来，展会和论坛的举办为我国民参军搭建桥梁，

为我国国防信息化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展商代表，如：航天二院、航天三院、航天 304所、航天 702 所、航天八院 802

所、航天 511 所、兵器 210 所、兵器 617 厂、中船 709 所、中船 716 所、电科 15 所、

电科 40所、电科 28所、电科 52 所、电科 55所、松下电器、爱普生、中航国画、华

三通信、海康威视、星网锐捷、科盾科技、中船重工、华北工控、超越数控、宏英智

能、曼恒数字、上海特金、北方夜视、数普金通、星辰智能、智空未来、中科融通、

星网锐捷、理工全盛、百战奇、信安通、极客桥智能、利亚德、联建光电、中航光电、

视联动力、重汽集团、绿芯半导体、优刻得、中安视通、航天瑞莱、远征技术、诚志

北分、青云计算机、威能电源、保伦电子、李龚导航、神基电通、国科环宇、华测导

航、艾普斯、泰琪科技、矩形科技、华会通、迈普通信、申瓯通信、海能达、英特力、

安点科技、卫达科技、中铁信安、朝阳电源、航天电器、苏试试验、科华恒盛、科士

达、德力仪器、福建福光、达迪通信、宜鼎芯存、威固信息、恒能科技等。此次展会

就如同我国高科技企业的一次大阅兵，将我国的高科技技术展示给全世界，不但为企

业创造了机会，也为我国争得荣誉。

同期论坛
中国国防信息化建设高峰论坛、军民融合之元器件“强基”发展论坛、国防军工安全可控

产业发展论坛、军工自动化技术装备发展论坛、军事 VR/AR 模拟训练技术装备发展论

坛、国防军工装备配套合作发展论坛、民参军路径规划军队采购高峰论坛，旨在提供

一个相互交流合作，拓展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发现潜在机遇的平台。

企事业单位可志愿申请论坛做报告 （25 分钟为/场） 论坛演讲收费标准：2万

元/场，报告题目及内容将在相关专业媒体及嘉宾请柬上免费宣传，并刊登在会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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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概况
一、军用特种计算机及外设办公设备/北斗导航/时间频率展区
（1）特种计算机：加固计算机、加固笔记本、平板电脑、自主可控计算机及服务器、KVM

切换器、服务器、各种板卡、液晶显示器、硬盘 SSD、散热器、机箱/壳体等
（2）办公设备：打印机、标签打印机、3D打印机、扫描仪、刻录机、碎纸机等
（3）北斗导航：北斗天线、芯片、模组、板卡、接收机、终端、授时产品、时间频率等

二、雷达系统/特种电子元器件/PCB/微波射频/电磁兼容展区
雷达系统、电子对抗、信号处理、测试测量、微波射频元器件、电磁兼容测量仪器、电磁
安全防护产品、电磁屏蔽产品、屏蔽材料、电子元器件、滤波器、继电器、半导体分立器
件、光电器件、传感器、电源、电池、开关、印制电路板、集成电路、端子和连接器与线
缆组件、热缩套管、压电晶体、传感器、微特电机、机电元件、热控器件、电子测试测量、
防静电装备、工艺设备、表面贴装、贴片机、点胶机、波峰焊、回流焊、封装测试等

三、军工智能制造/自动化装备/伺服系统/运动控制/微特电机展区
SCADA 系统、PLC 控制系统、工业通讯、工业以太网、现场总线、无线通讯、数传电台、
无线遥控器、人机界面、工业计算机、嵌入式系统、工业机器人、机器视觉、镜头、工业
相机、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微特电机、工业电机、运动控制、光电滑环、电控手柄、
流体传动、快速接头、装配工具、智慧物流、智慧物联、智慧工厂解决方案等

四、军工环境试验设备/测试测量/惯性导航/传感器与仪器仪表展区
各类环境试验设备、力学试验设备、数据记录与采集、虚拟试验、仿真测试、测试测量软
硬件、减振器、振动台、惯导设备、惯性器件、惯导测量单元、测试转台、定位定向、动
态航姿仪、电子罗盘、陀螺仪及组件、倾角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压力/压电传感器、
应变传感器等各种传感器、编码器、变送器、敏感元件、仪器仪表等

五、军用网络与信息安全/安全可控软硬件/大数据/工业软件展区
网络安全、信息安全、数据安全、云安全、物联网安全、终端安全、信息存储、载体销毁、
工控安全、安全可靠软硬件、芯片、操作系统、国产基础软件、国产 CPU、服务器整机、
桌面终端及应用、数据库、中间件、容灾备份、防火墙、容器、工业软件、办公软件、安
全软件、电磁信息安全防护、档案信息化、智能办公设备、输入/输出设备等

六、军事通信装备及通信机房/光纤通讯/基础设施/防雷设备展区
C4ISR 军队指挥自动化系统与装备、集群通信、无线通信、短波电台、光通信、量子通信、
卫星通信、应急通信、融合通信、各通信天线、无线图传、无线自组网、可视化及多媒体
指挥系统、通信车、指挥车、无人机通信、数据中心基础设施、UPS 电源、蓄电池、发
电机组、光通信、光端机、光传输、光纤光缆、网络设备、移动照明、防雷设备等

七、军事信息显示终端/会议系统/广播系统/音视频展区
LED 显示屏、激光大屏、音视频传输、可视化系统、坐席管理、显控台、操控台、多媒体
系统、分布式交互指挥、无纸化系统、会议系统、广播系统等新技术产品

八、军事 VR/AR 模拟训练装备及训练器材/靶场装备展区
VR/AR 模拟仿真、智能博弈与对抗推演系统、建模仿真训练、电子沙盘、虚拟现实与人机

交互、装备仿真、电子对抗、作战试验、模拟训练器、全息投影；军训器材、体训器材、

射击训练系统、靶场装备、靶标、靶机（无人机）、智能枪弹柜、野营装具、后备电源等

九、无人机/反无装备/探测拦截装备/特种机器人/水下装备展区
无人机整机、反无装备、无人机探测拦截与管控装备、无人艇、无人船、无人辆、军用/
警用机器人、水下机器人、救援/防爆/消防机器人、特种机器人、蛙人装备、潜水装备等。

十、军用智慧安防产品/光电产品/后勤保障装备/特种车辆展区
智慧军营、智慧物联、军营广播、视频监控、光学镜头、视频联动系统、出入口控制、边
海防管控系统、车辆防盗报警系统、安检排爆、实体防护设备、低空防御、反无人机设备、
生物识别、周界警报系统、激光技术应用、红外技术应用、光学元件与镜头、后勤保障装
备、作训器材、智慧物流、卫勤信息化、特种车辆及方舱、野营营具、器材箱等。

十一、军民两用新材料/3D 打印暨军工配套产品|军工零件加工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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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费用
标准展位3x3米=9平方米
普通展位单开：16800元/展位/展期

普通展位双开：19800元/展位/展期

VIP豪标单开：21800元/展位/展期

VIP豪标双开：24800元/展位/展期

展馆光地（最少36平方米起租）
空地展位：1600元/平方米/展期

外资企业：400美金/平方米/展期

备注：标展设施:2.5米围板、楣牌、咨询台二把椅子、照明、220V电源插座。

九、展会广告
广告版面 封 面 封 底 封一、二 封 三 跨彩页 内 彩 页

广告价格 3万元/版 2万元/版 1 万元/版 0.8 万元/版 1 万/版 0.6 万/版

论坛演讲/25 分钟/场

费 用：2万元

手提袋/3 万个

费 用：5万元

参观卡及挂带/3 万个

费 用：5万元

请柬/2 万个

费 用：3万元

参展程序
填写展位申请表、加章后邮寄或传真至大会组委会。在申请展位3个工作日内将参展

费用的50%订金或全款，电汇或交至组委会，位顺序分配原则：“先申请、先付款、先安排”

观众组织
◆展会将邀请中央军委各领导机关(联合参谋部、后勤保障部、装备发展部、训练管理

部、国防动员部)和陆军、海军、 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等各军兵种装备部门、

信息化建设及管理部门及所属各机关单位、科研院所的主要负责人。

◆四大战区信息化部门的负责人和 10 大军工集团及下属单位装备部门、信息化建设及

管理部门及所属各机关单位、科研院所的主要负责人。

◆为保证本次展会专业观众组织工作落实到位，组委会展会推广与客户服务部，由专人

负责展会的宣传推广、专业观众组织邀请、客户服务等相关工作。通过电话、传真、

邮寄、电子邮件邀请、重点客户登门拜访等形式反复邀请专业买家到会参观并为专业

买家提供各种便利，将专业观众邀请接待与展会招商工作同等对待增加专业观众参观

展会的积极性。

◆政府、军队、公安、武警、边防、海防、应急、航空、航天、兵器、船舶、雷达电子、

军事等部门及科研单位将直接邮寄 1 万份请柬来组织专业观众参观展览。展示会将编

印《展示会会刊》向广大参观者免费赠送，借以促进企业与用户的交流，最大程度的

扩大展览的宣传效果。拟在国内外 30 多种杂志及网站媒体推广：

◆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www.81guofang.com

联系方式
深圳国防信息化装备与技术博览会组委会秘书处
深圳国防科技工业协会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1001号南山智园 C3栋3楼

联 系 人：罗海明：13528706034

杨詠心：18825264668

骆森森：15099927837

座机电话：0755-86724616

官方网站：www.81guofang.comwww.81guof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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