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第十七届北京国际煤炭采矿技术及设备展览会
The 17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Coal Mining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Exhibition 2023

展览时间：
2023年7月5日-7日                      
July 5-7, 2023 
展览地点：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区北三环东路6号）
China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CIEC)

主办：
北京国际煤炭采矿展览会大会秘书处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   
中工智科技有限公司 

网址：  www.ciceme.com 

联系人：胡京
010：:88808892
18500732017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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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开采，推动煤炭高质发展
Intelligent mining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coal

接轨国际市场、助推产业升级、

                         合作创新、共同发展

F、通过展会与投融资机构接触交流，为企业

创造融资机会，解决企业发展的资金问题；

H、提供专业媒体的专访报道及全方位的推广服

务，提升企业知名度，为您深度发掘潜在客户；

F、通过参与专业高端论坛会议，专业技术研讨

会，了解煤炭装备及智能开采发展趋势和技术

热点，推动企业改旧创新，助力转型升级；

D、借助同期举办的各项活动，共享买家资源，

开发专业买家；

C、展示企业新产品、新技术，塑造品牌形象，

扩大企业及产品的市场影响力；

B、发展新的业务合作伙伴，技术互补，信息

互通，共同联合，拓展项目市场；

A、与您的客户直接会谈交流，了解煤炭装备及

智能开采发展需求，为企业提供定制化服务；

Connec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promote industrial 
upgrading, cooperate and innovate, and develop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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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国际煤炭采矿技术及设备展览会每两年在北京举办一届，

已成功举办十六届，是煤炭采矿行业例会，中国地区行业盛会，

历经多年来的发展创新，通过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品牌

化的运作，现已成为亚太地区煤炭智能开采有影响力的国际权

威品牌展，同时也是我国煤炭智能开采装备领域面向全世界的

一个重要窗口和经贸交流平台。

    此次展会将涉及煤矿智能化无人开采技术及应用、煤矿矿

山生产设备、煤矿运输设备、煤矿安全及监控 、矿山服务、矿

用机电设备及材料、煤矿应急救援设备、煤化工深加工利用等

产品领域，通过专业化、品牌化的运作模式，与业界精英共同

探索行业发展新趋势！

    北京国际煤炭采矿展配合多种精彩纷呈的现场活动，同时

举办满足各类专业人士需要的的高端峰会和论坛，“全方位、

立体式”地打造出中国煤炭采矿技术设备行业的旗舰盛会,已经

被国内外煤炭采矿制造商及相关服务商视为国际盛宴。

    CICEME Expo通过精准买家邀请计划，供需双方面对面交流

活动，赢得了众多知名采购商与参展企业的好评。展览现场来

自矿务局、煤炭、矿山管理部门及煤矿、矿产企业、煤炭加工

企业、科研机构等多个领域的千家优秀企业组成了超过30000人

的参观团莅临展会现场，无缝式对接展商与多家用户企业。

    2023第十七届北京国际煤炭采矿技术及设备展览会 

(CICEME Expo)将于2023年7月5日-7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举办，欢迎您届时参观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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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场景多产线呈现优质解决方案，智能开采创新演示区全面升级，

行业协会专家学者纷纷参与
Multi scene and multi production lines present high-quality solutions, the intelligent industrial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area has been comprehensively upgraded, and experts and scholars 

from industryassociations have participated

批准单位：

北京市商务局

主办单位：

北京国际煤炭采矿展览会秘书处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         

中工智科技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

北京华研展览有限公司  

海外招商：

中采矿会展海外有限公司  

2023国际煤炭智能采矿技术交流大会

同期论坛：

国际煤炭智能采矿技术交流大会

井下5G高速无线通信技术研讨会

井下高精度定位系统研讨会

基于精确定位导航的井下避障技术研讨会

掘进机精确制导技术研讨会

辅助运输车辆无人驾驶系统研讨会

在与顶尖人士的独家会面中：寻找新的买家&合作商
In exclusive meetings with top people: find new buyers&partners

向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展示您的产品和服务
Show your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the world's fastest growing market

直接面向成千上万的高端买家：提升您的品牌
Direct to thousands of high-end buyers: improve your brand

通过更多商机：抓住市场机遇让你的企业获得更多的买家和合作商
Through mor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seize the market opportunities to 
enable your enterprise to obtain more buyers and partners

多场景多产线全新展示形式，帮助展商更好呈现全方位解决方案
New display form of multi scene and multi production 
line helps exhibitors better present all-round solutions

         能源作为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石，正经历着安全、

低碳、绿色的变革，煤炭作为基础能源，其高质量发展

是能源变革的关键所在。

        中国是世界第一产煤大国，也是煤炭消费的大国。

1996年中国煤炭探明可采储量居世界第三位，全行业年

煤炭开采量达到近10亿吨。煤炭行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

高速发展的重要基础。

        为不断增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绿色智能开采

核心竞争力，围绕绿色智能开采强国建设重点领域，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探索绿色智能开采发展趋势，

结合绿色智能开采相关应用技术，中国设备管理协会&

中国机电产品流通协会联合煤炭领域行业大咖、

专家学者、科研机构等将于 2023年7月 5日中国

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一场以“智能开采、

高质发展” 为主题的“ 2023国际煤炭

智能采矿技术交流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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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安排 Schedule

报到布展：2023年07月03日-04日（9—17） 

开幕时间：2023年07月05日（9：30）

展出时间：2023年07月05日-07日（9—17） 

闭幕时间：2023年07月07日（16:00）

撤展时间：2023年07月07日（16:00-21:00）

2023第十七届北京国际煤炭采矿技术及设备展览会
The 17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Coal Mining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Exhibition 2023
2023年7月5日-7日      北京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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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范围    Exhibition scope

1、煤矿智能化无人开采：智慧煤矿、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自动控制、5G移动互联网技术，机器人、智能化装备等

与现代煤矿开发技术设备；

2、煤矿矿山生产设备：采煤机、液压支架、刮板输送机、

转载机、破碎机、皮带机、大深高薄综合开采装备与技术、

综合开采工作面智能化装备、刨煤机、螺旋钻采煤机、

薄煤层智能自动化综合开采装备技术等

3、煤矿运输设备：井下运输设备 运输设备备件 物料存储

 扒矿机 铲装机 装岩机 装载机 铲运车煤炭运输、支架搬运车、

梭车、防爆电驱车、无轨胶轮车；

4、煤矿安全及监控：安全生产控制系统、安全监控系统、
矿用大屏幕、井下通信设备、无线通讯设备 ; 

5、矿山服务：勘探、通风设备 设备修造 液压机具 密封及润滑

 钢丝绳及检测 压缩机 煤矿设计及科研 计算机在采矿中的应用

 矿山救援 矿井降温  煤质化验  煤矿可燃、有毒、有害气体检测设施；

6、矿用机电设备及材料：防爆设备、变压器及变电站、各种动力设备、

发电机组、离合器 、偶合器、蓄电池、电动机、 减速机、 空压机，

矿用轮胎及矿车配件 电子秤 给料仪 矿灯 矿用电源 井下照明设备 矿用

安全材料 矿用管材及链条 矿用电缆  钻头及硬质合金设备；

7、煤矿应急救援设备：矿山逃生 自救设备 救生舱 避难硐室 

个体防护 运输 培训器材等；

8、煤化工深加工利用：煤炭洗选、加工利用、煤化工、煤制油、

洁净煤技术、跳汰机、浮选机、破碎机、香蕉塞、压滤机、离心机等；

9、智慧数字：5G应用技术、高端智能化开采技术，智慧矿山建设、

煤炭电商平台、煤炭智慧物流的技术应用，大数据、通讯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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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目的达成
Exhibitors' Objective

58

80

78

58

58%

88

80

92

对展会的评价
Assessment  of  CICEME  Expo

80

78

78

78

在中国的展会影响力
Character of a leading trade fair in China80

产品系列/领域
Clarity of the product range/segmentation

展会的推广
Promotion of the trade show

产品范围的完整性和覆盖面
Completeness and breadth of product range

观众的质量
Quality of visitors

展商表示愿意将CICEME Expo 推荐给其商业或者伙伴合朋友
Exhibitors will recommend CICEME Expoto business partners or colleagues

展商表示计划继续参加CICEME  Expo 2023
Exhibitors will exhiibit CICEME expo 2023

展商表示通过此次参展受益匪浅
Exhibitors benefited from exhibitingCICEME  Expo 2021

展商表示计划加大或保持在CICEME EXPO 2023 的参展投入
Exhibitors will increase or maintaininvestment at CICEME  Expo 2023

展商表示对于 CICEME Expo 2021非常满意
Exhibitors were very satisfied withCICEME  Expo 2021

*数据及反馈来自CICEME   Expo2021观众调研数据
Data and feedback came from CICEME Expo 2021 visitor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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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开采、高质发展
          CICEME  EXPO2023
第十七届北京国际煤炭采矿技术及设备展览会
The 17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Coal Mining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Exhibition 2023
时 间：2023年7月5日-7日                      
Date: July 5-7, 2023  
地 点：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区北三环东路6号）
Venue: China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CIEC)

电话：010-88808892  
手机：18500732017
邮箱：huamaolian@263.net 

网址：www.cice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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