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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
C-TOUCH & DISPLAY SHENZHEN 2020
主办单位：

展会介绍

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立足于中国电子制造行业的核心区域，是触摸屏行业影响深远，规模盛大的行业聚会。近1000 个国内外知名品牌齐集
60,000 平方米的展会现场，展示触控和显示领域面向未来的产品创新与技术革命。穿梭于展厅，参观者可以看见并触及各种关于以触摸屏模组、显

示面板为核心的海量新品及前沿技术，涵盖成品，加工制造，检验检测、元器件、零组件、原料及辅料等。此外，展会还通过数十场高品质研讨会、知
名媒体专访、全方位E 渠道推广为参展商带来更多市场曝光机会。诚邀您参加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以便捷高效的方式维护客户关系，获取销售
线索，推广新产品，树立企业品牌形象，从而增强企业竞争优势。

同期同地举办的5G 手机创新技术暨材料设备展览会、大屏智能交互技术与应用展览会、摄像模组与机器视觉展览会和3D 曲面玻璃制造展览会，汇
聚大屏触控应用，新材料，光学成像和检验检测领域的新突破和新方向。

2018 年展会回顾
展商及观众

2018 年 11 月 22 日至 24 日，国际知名的触控与显示行业盛

会——2018 深圳国际全触与显示展、深圳国际薄膜与胶带

展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正式落下帷幕。
近千家展商和品牌在

深圳会展中心 60,000 平米的展馆内尽情演绎绽放，包括触
摸屏制造设备和材料、触摸屏生产商、终端应用等领域的企

业齐聚一堂，
3 天展会共吸引了 37,451 名专业观众到场参观。

同期论坛及活动

展会同期举办十二场论坛，议题包括柔性触控显示、商用显
示、机器视觉、胶黏材料、模切与涂布等行业所共同关注的

问题。汇集触显行业领军企业观众，欧菲科技、合力泰、蓝思
科技、伯恩光学、联创、中华意力、领胜集团、安洁科技、锦富
科技、比亚迪、富士康、苹果、三星、LG、华为、VIVO、OPPO、小
米、联想、海尔U-home、Control4、霍尼韦尔、瑞讯、施耐德
等数千位专业听众，共襄触显行业发展新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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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范围
触摸屏

触摸屏 / 模组、红外触摸屏、声波触摸屏 / 光学触摸屏、电阻触摸屏、电容触摸屏、纳米触摸屏、触摸屏应用软件及解决方案供应商。

触摸屏及平板显示材料

丝印耗材（油墨 / 银浆 / 网版 / 网纱 / 感光乳剂）、
光学膜 / 保护膜、
盖板玻璃，蓝宝石、
靶材 / 真空镀膜材料、
蚀
刻剂 / 光阻剂、
光学胶 / 胶粘带、
ITO 薄膜 / ITO 玻璃、
ITO 替代产品
（石墨烯 / 银纳米线 / 导电聚合物 / 纳米碳管，
金属网格）
、
FPC/ 触控 IC、
密封剂、
屏蔽材料、
玻璃抛光粉
（硝酸钾）
、
研磨液、
清洗剂、
抛光粉、
玻璃基板 / 母板、
液晶、
光照、
光阻剂、
化学品，不包括液晶和光阻剂、
OLED 空穴层材料、
OLED 传输层材料、
OLED 发光层材料。

触摸屏制造设备及配件

丝印机、
膜 / 显影 ( 固化 / 曝光 / 蚀刻 )/ 清洗设备、
镀膜设备、
切割设备、
激光切割、
激光器、
激光打标、
机器人、
机械手臂、设备配件、研磨抛设备、扫光机、精雕设备、固化 / 烘干设备、贴合设备 / 点胶设备、设备配件。

5G 手机创新技术

创新技术
5G 基带芯片、射频芯片；天线模块、调制解调器、
LDS 天线技术、陶瓷滤波器、摄像头技术、双目立
体视觉方案、
3D 结构光方案、
TOF 技术、
虚拟现实、
生物识别、
AI 交互技术、
全息、
云技术、
CPU、
传感器；
新型锂电、
石墨烯电池、
快充续航、
无线充电、
连接器、
PCB/FPC、模组、触摸屏、主板、外壳、方案设计等。
先进材料
3D 玻璃、先进陶瓷、石墨烯、塑胶、特殊复合、
蓝宝石、芳纶纤维、纳米等新材料及新型结构材
料；LCP、电磁屏蔽材料、散热材料、柔性材料、
高分子材料等功能材料；高性能电子化学品、化
学试剂、胶粘剂及新能源材料等。

智造设备
激光焊接、微加工、切割、打标设备 ；开料机、
精雕机、热弯机、注塑机、粉体制备设备、烧结炉、
流延机、印刷机、高压成型机、研磨抛光机、烘
干机、纹理加工设备、机器人、点胶机、清洗设备、
检测设备、防静电、喷涂设备、分板机、电子组
装等自动化生产线。

目标观众
3C 通讯设备

汽车电子

大屏智能交互技术与应用

智慧会议
电子白板、
会议平板、
教育平板、
激光投影、
透明显示、
全息显示、无纸化办公。

智慧商显
商用电视、商用显示器、3D 显示、LED 显示屏、LED
透明屏、
大屏拼接、
交互液晶屏、
触控屏；
数字标牌等。
智慧新零售
广告机、查询终端、触控一体机、自助点餐机、
自动售货机、数字标识、智能结算系统。
智慧系统
商显 AI、VR/AR 技术、人脸识别系统、语音交互
系统、视觉图像识别系统，多媒体信发系统及播
放器、主板等。
智慧应用方案
智慧会议、智慧教育、新零售、智慧安防、智慧
商超、智慧医疗、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传
媒、智能家居等应用解决方案及物联交互技术与
配套设备。

检测设备

AOI / 分析仪 / 检测仪、LCD 检测设备、基板检测
设备、阵列检测设备、彩色滤光片检测设备、点
灯 / 探针检测设备、画质检测设备、自动检测设备、
影像测量仪（三坐标、2.5D 测量等）。

机器视觉

视觉集成设备
影像测量仪、测试测量仪、各类外观检测设备、
光学检测设备、手机玻璃盖板检测设备等。机器
视觉集成系统：字符处理和识别系统、自动化 /
机器人视觉系统、视觉定位 / 引导系统、红外图
像系统、生 物特征识别系统、视觉监控系统、光
学检查系统、视觉测量系统、表面检测系统、自
动识别（OCR/OCV）系统、图像处理系统、颜色
检测系统、3D 视觉识别系统等。
各类视觉部件
智能相机 ：黑白智能相机、线扫描智能相机、彩
色智能相机、CMOS 智能相机、ID 读码器等 ；

板卡 ：黑白采集卡、图像压缩 / 解压板卡、彩色
采集卡等 ；
软件包 ：图像处理软件、机器视觉工具软件 ；

配件 ：工业相机、CMOS 相机、CCD 相机、面阵
相机、CAMERA － LINK 相机、行扫描相机、红
外相机、1394 接口相机 ；

工业镜头 ：FA 镜头、高分辨率镜头、图像扫描镜
头、聚光透镜、远心镜头等 ；
光源 ：LED 光源、紫外照明系统、红外光源、光
纤照明系统、卤素灯等 ；

辅助产品 ：传感器、标定块、光栅、垫圈、线缆
及连接器、电源、底板。

触控与显示

智能家居

电子机械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