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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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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在经历疫情后

在重庆轨道、北京地铁、上海申通、广州地铁、深圳地铁等

五家协会轮值会长与协会各副会长单位共同协办和业界的关心与积极参与下

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主办的

“2020 北京国际城市轨道交通展览会暨高峰论坛”（MetroTrans2020）

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馆 北京）顺利举办

线上直播观众
100000+

演讲嘉宾
200+

参会代表
5000+

论坛会议
15 场

专业观众
10000+

展商数量
184

展览面积
2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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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篇
北京展高峰论坛经 2017 年以来三届打造，已成为行业年度盛事

2020 北京展高峰论坛分为

主论坛、分论坛、协会专场、组委会专场和主题单元等 5 大板块，共计 15 场

2020 年北京展组委会推出年度行业选题十大方向

涵盖行业热点、引领年度话题：

智慧城轨——智慧乘客服务与智能列车运行

智慧城轨——智能技术装备、智慧城轨——智能运维

智慧城轨——智能安全、城轨云与大数据平台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区域轨道交通协同发展

单轨、人才、TOD 

本届高峰论坛邀请 200 余名演讲嘉宾荟聚了

国家部委、各省市发改委（局）、规划委（局）、轨道办等城轨交通领域决策层领导

及全国各地轨道交通业主单位

轨道交通行业的专家学者和厂商代表 5000 余人赴现场听会交流

5
大板块

10
大主题方向

200+
演讲嘉宾

5000+
参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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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赞助商

铂金赞助商

黄金赞助商

白银赞助商

［ 论坛赞助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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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数据分析 ］ 

26.93%
企业管理

50.46%
技术人员

8.36%
市场营销人员

0.31%
媒体人员

参会嘉宾
构    成

观  众
满意度

13.93%
其他

满意度

再次参观

值得推荐

93%

96%

94%

认为论坛好或非常好

会继续参加北京展论

会将北京展论坛推荐给同事或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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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16%
学习行业前沿
技术知识

63.47%
与同行交流经验

42.72%
获取行业资源

8.98%
企业宣传机会

观众参会
目    标

0.93%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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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参会单位名录 ］ 

参会单位名称
《世界轨道交通》杂志 / 艾莱资讯

《现代城市轨道交通》杂志

3M 中国有限公司

Egis Rail

Gartner

SAP

UCD

阿特拉斯 • 科普柯（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埃森哲信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佳通乘用子午线轮胎有限公司

八维通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区发展和改革局

百川

宝信软件

宝鸡中车时代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北方工业大学

北京安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宝丰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宝源润达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城景云轨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城市快轨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春晓视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大象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稻町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地铁车辆装备有限公司

北京地铁技术学校

北京地铁事业总部

北京地铁通成广告公司

北京地铁资源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北京鼎汉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参会单位名称
北京东方艾狄尔会展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

北京都宇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多想视界广告有限公司

北京福升兴业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公交有轨电车有限公司

北京冠华天视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广远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轨道交通技术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轨道交通路网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国建标工程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国贸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北京国信会视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航星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恒诺尚辰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华鑫智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华艺喜玛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华筑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

北京交大微联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培训中心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杰迈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金日恒升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金盛博基

北京锦鸿希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锦源汇智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京城地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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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单位名称
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

北京京津翼城际铁路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京桥源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经纬

北京开阳建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朗酷翻译有译公司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立思辰信息安全科技集团

北京联合大学

北京六方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脉拓地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瑞拓电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赛瑞斯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声场通达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门头沟分公司

北京市金索恒盾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市自动化工程学校

北京双旗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思源集团

北京泰可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特冶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铁科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同创永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希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欣远诚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新誉防务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易贝恩项目管理科技有限公司

参会单位名称
北京意创天下广告有限公司

北京应用技术专修学院

北京优特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智联友道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关村轨道交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神码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微普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兴高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纵横科技有限公司

倍络得 ( 上海 )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奔讯电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本德尔（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比亚迪通信信号有限公司

必维国际检验集团

沧州惠邦交通通讯产品制造有限公司

常州路航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轨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超图软件

成都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成都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四分公司

成都富莱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济通路桥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铁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运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智元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诚合瑞正风险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城轨创新网络中心有限公司

城景云轨

大成律师事务所

大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地铁建设有限公司

大连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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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单位名称
单轨分会

德高广告

德中经济联合会

德州市交通运输局

滴滴

鼎昊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鼎桥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恩瑞特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烽火云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铁路投资集团发展有限公司

福克斯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福莱格霍莫尔（天津）贸易有限公司

福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复地集团北京公司

高德纳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格里菲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瀚阳轨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史特牢紧扣系统有限公司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学院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畅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城建开发设计院有限公司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鼎汉轨道交通车辆装备有限公司

广州轨道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广州美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参会单位名称
广州民科园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民营科技园管理委员会

广州南方测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擎云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广州市轨道交通产业联盟

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

广州市康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唐源轨道交通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铁科智控有限公司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新科佳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有轨电车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运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贵阳市城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会议中心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工业品认证处

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海宁市四维弹性织物有限公司

邯郸市发改委

邯郸市轨道办

杭州杭港地铁五号线有限公司

杭州杭港地铁有限公司

杭州中车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航天 8357 所

航天科工集团

合肥城市轨道交通资源开发公司

合肥市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合肥万力轮胎有限公司

河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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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单位名称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远东通信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恒安卫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恒启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衡水祥鑫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磁浮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湖南高铁时代数字化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恒创开拓电气有限公司

湖南联诚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中车时代通信信号有限公司

湖南中车时代通信信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湖南中车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华润置地有限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惠州市西顿工业发展有限公司

机械工业出版社

吉林市轨道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嘉兴市铁路与轨道交通建设发展服务中心

嘉兴市铁路与轨道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甲骨易 ( 北京 ) 翻译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阿路美格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集萃智能光电系统研究所有限公司

江苏经纬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中车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江泰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司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金鑫美莱克空调系统（无锡）有限公司

锦源汇智

参会单位名称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京投轨道交通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京投交通科技

京投科技

京投亿雅捷

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克诺尔车辆设备 ( 苏州 ) 有限公司

克诺尔轨道交通中国区

克诺尔苏州

昆明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昆明地铁资源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昆明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昆明塔迪兰电信设备有限公司

昆山轨道交通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兰州理工大学技术工程学院

兰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兰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览沃科技有限公司

里卡多认证

利勃海尔运输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联想

临沂大学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

柳州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促进中心

洛阳科博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洛阳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营分公司

劢坦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美国容错

木石资本

慕尼黑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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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单位名称
南京地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地铁运营咨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恩瑞特实业有限公司

南京轨道交通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河西新城新型有轨电车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

南京苏莱瑞新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中车浦镇海泰制动设备有限公司

南宁轨道地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宁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宁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营分公司

南通城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地产开发分公司）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宁波市轨道交通培训学院有限公司

宁波市轨道交通物产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中车时代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欧特美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庞巴迪铁路控制解决方案

庞巴迪运输（集团 )

庞巴迪中国

奇安信集团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青岛地铁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海信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海信微联信号公司

青岛中兴通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人本集团上海轴承有限公司

参会单位名称
赛孚锐轨道交通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三雄极光

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朗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丙寅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轨道交通集团

上海电气集团中央研究院

上海电气泰雷兹交通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富欣智能交通控制有限公司

上海工业控制系统安全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国展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黑山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鸿众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嘉成轨道交通安全保障系统股份公司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科泰运输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麦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鸣啸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人从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运营管理中心

上海申通鉴衡轨道交通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上海同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依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绍兴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地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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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单位名称
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朗道智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镭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圳通有限公司

深圳市时代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英威腾交通技术有限公司

神州高铁教育公司

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二一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浑南现代有轨电车运营有限公司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国祥运输设备有限公司

石家庄嘉祥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市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运营分公司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世界轨道交通发展研究会

树行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丝路环球圣昙

思爱普（中国）有限公司

四川省轨道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交投轨道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高新有轨电车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轨道公司运管中心

苏州轨道交通运营二分公司

苏州华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一分公司

台州台中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太原市轨道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太原铁路机械学校

参会单位名称
泰科电子 ( 上海 ) 有限公司

唐山百川

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天津财经大学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天津地铁资源投资有限公司

天津轨道交通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轨道交通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轨道咨询有限公司

天津津航计算机技术研究所

天津市北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天津市地下铁道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铁路建设投资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

天津英贝特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中铁电气化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天津中原地产金色家园门店

铁科院电子所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通号城市轨道交通技术有限公司

通号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通号粤港澳（广州）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同房泰德国际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

同济大学《城市轨道交通研究》杂志社

同圆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万科中西部企业有限公司

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微软（中国）有限公司

潍坊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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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单位名称
无锡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地铁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无锡华云数据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芜湖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光谷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武汉智慧地铁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中直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

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运营分公司

西门子交通中国

西南交通大学

西宁市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

西屋交通运输集团

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襄阳国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誉集团有限公司

新誉庞巴迪牵引系统有限公司

星环科技

兴安盟发改委

宿迁交通运输局

徐州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引力视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英贝特

英稳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永济公司

远东嘉烨沧州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京建轨道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长沙勤凯智能科技有限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市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办公室

参会单位名称
长沙穗城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浙江光珀智能

浙江省轨道交通建设与管理协会

浙江省轨道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浙大中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郑州捷安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中车大连电力牵引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中车大连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中车大同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中车电商（浙江）科技有限公司

中车轨道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中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车浦镇庞巴迪运输系统有限公司

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重庆研发中心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中电科哈尔滨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南京轨道交通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中关村协同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中轨研究院

中国标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上海分院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交通研究分院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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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单位名称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中国地方铁路协会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十四研究所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绿色交通与智能工程中心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铁道出版社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五洲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交通分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轨道公司

中科曙光

中科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中企之家 ( 北京 ) 科技有限公司

中汽四方

中铁磁浮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新型轨道院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中铁十五局集团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参会单位名称
中铁十一局集团电务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通信信号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铁信（北京）网络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铁信息工程集团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微网络

中兴

中兴通集团

中指院

中咨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重庆博电机电有限公司

重庆单轨交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

重庆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重庆华渝重工机电有限公司

重庆机电控股集团

重庆机电控股集团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交通开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凯瑞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交通规划研究院

重庆市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中车四方所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中车长客轨道车辆有限公司

重庆樽明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株洲国创轨道科技有限公司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城轨事业部

紫光华山科技有限公司

紫生高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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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嘉宾阵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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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篇
本届展览总体展示面积 22000 平米

规划了综合展区、智慧城轨主题展区、技术装备展区、通信信号展区

规划了单轨、城轨领域国家工程实验室、安全、文创和土拨叔服务站等主题展位

还针对疫情，特别策划了城轨抗疫主题展区

邀请了武汉的相关城轨企业 , 共同参展

来自轨道交通设计咨询、工程建设、技术装备、运营管理、安全管理、资源经营等

全产业链 184 家优秀展商参展，专业观众超过 10000 人次

专业观众
10000+

展商数量
184

展览面积
22000 ㎡



展后报告

19

［ 展览数据分析 ］ 

22.29%
生产商

13.50%
服务提供商

5.82%
政府部门

15.80%
科研机构 / 大专院校

行业协会

10.38%
业主单位

11.81%
其他

10.07%
设计单位
咨询单位

7.88%
代理商 / 经销商

贸易公司

观众单位
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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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技术设计研发

5%
行政 / 组织

5%
媒体

15%
销售

6%
采购

4%
生产 / 制造

9%
其他

观众职能
结    构

25%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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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9%
了解行业动态

12.20%
采购产品

19.78%
寻求合作

10.07%
结识新客户

13.44%
寻找新产品

5.92%
其他

通信信号和信息化技术与装备

未来发展规划

勘测设计施工技术与装备

经营管理技术与装备

工程技术与装备

节能环保技术与装备

安全监测防灾救援技术与装备

重点项目与建设成果

工业设计

资源经营

TOD

其它

15.89%

11.71%

11.17%

11.14%

10.96%

9.22%

8.7%

7.35%

3.95%

3.89%

2.97%

3.22%

观众感兴趣的
展示内容

观众参观展会
主要目的



MetroTrans2020
拥有轨道 拥有未来

22

［ 参展企业名录 ］ 

参展商名称
城市轨道交通创新网络
轨道交通系统测试国家工程实验室
城市轨道交通绿色与安全建造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轨道交通车辆系统集成国家工程实验室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安全与运维保障国家工程实验室
城市轨道交通列车通信与运行控制国家工程实验室
城市轨道交通数字化建设与测评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安全保障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武汉长兴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中直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智慧地铁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立思辰信息安全科技集团
北京同创永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纵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安全管理专业委员会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辰泰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安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开阳建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国建标工程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中昊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索恒盾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铠宏人防设备（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中防恒立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参展商名称
北京宝源润达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沈阳鑫盾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都宇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英飞同仁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瑞茨柏工程监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金日酷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阿路美格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特冶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工程建设专业委员会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北京地铁资源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铁道视界·铁道工坊
河北远东通信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轨道交通产业联盟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轨道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广州城市轨道交通培训学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地铁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广州中咨城轨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广州地铁物资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智能装备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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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名称
广州铁科智控有限公司
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唐源轨道交通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瀚阳轨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运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九州一轨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园
广东新岸线科技有限公司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鼎桥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星环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三集团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市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安徽辉瑞轨道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麦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美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轨道交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交通大学
德国轨道工业协会
合肥万力轮胎有限公司
北京欣远诚业科技有限公司
日志易 -北京优特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轨道交通技术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京投轨道交通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参展商名称
北京地铁车辆装备有限公司
河北京车轨道交通车辆装备有限公司
北京磁浮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京投亿雅捷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单轨分会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国际）单轨协会
重庆轨道交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重庆市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单轨交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中车长客轨道车辆有限公司
重庆凯瑞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华渝重工机电有限公司
重庆机电控股集团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车浦镇庞巴迪运输系统有限公司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飞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都市快轨交通》杂志社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网
广州畅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富莱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嘉成轨道交通安全保障系统股份公司
和利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轨道交通集团
上海电气泰雷兹交通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富欣智能交通控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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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名称
北京国信会视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宾德连接器（南京）有限公司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声场通达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镭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北醒（北京）光子科技有限公司 轨道城市
中国轨道交通物资采购通讯系统
中国轨道交通网
《现代城市轨道交通》杂志
世界轨道交通
北京中微普业科技有限公司
中车电商（浙江）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玖琏科技有限公司
德国福莱格霍莫尔紧固件集团
同济大学《城市轨道交通研究》杂志社
庞巴迪运输（集团）
西门子交通中国
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宝丰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英国雅卓交通地板
克诺尔集团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中车大连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参展商名称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中车大连电力牵引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
中车齐车集团有限公司
中车山东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中车贵阳车辆有限公司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城市发展事业部
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
中铁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人本集团上海轴承有限公司
本德尔（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紫生高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二一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TÜV南德意志集团
温州一卡锁具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朗道智通科技有限公司
览沃科技
SGS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朗酷翻译有限公司
浙江东明不锈钢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史特牢紧扣系统有限公司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恒安卫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龙湖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
成都智元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京投新岸线技术有限公司
恒启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RT 轨道交通

［ 参展企业名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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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发展，全

面提升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自主创新

能力，2016 年 3 月，国家发展改革

委批复了城市轨道交通领域七个国

家工程实验室建设项目。在中国城

市轨道交通协会指导下，七个国家

工程实验室联合组建了城市轨道交

通创新网络，围绕城市轨道交通新

产品开发、新工艺形成、新产业创建，特别是竞争前共性技术协同创新，以跨部门产

学研用相结合，聚拢共享城市轨道交通创新资源，提升联合攻关与技术创新能力，建

立健全行业技术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技术成果转移转化。

单轨交通是一种成熟可靠的中运量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其车辆采用橡

胶轮胎，行走在梁轨合一的轨道梁

上。单轨交通多采用高架敷设，在

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巴西、

阿联酋、美国、德国等国家均有应用。

我国于 2004 年在重庆开通了第一

条单轨交通线路，至今已安全运营 

16 年。实践证明，单轨交通具有投资省、工期短、运能适中、占地面积小、转弯半径小、

爬坡能力强、噪音低、节能效果突出、震动小、景观好、乘坐舒适、安全可靠等特点，

现已成为我国最受关注的中运量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现在，我国单轨交通产业已经在丰富的建设运营经验和我国社会发展新形势背景下，

结合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卫星通信、区块链等新兴信息技术，

对跨座式单轨开展系统创新，新的智慧单轨交通系统有望在十四五期间得到应用。

单轨主题区

［ 主题馆 ］ 

城轨领域国家工程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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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协会安全管理专业委员会承办的

“安全主题区”，是一个以突出安

全为主线，展示当今轨道交通建设

安全先进产品与技术的专项展厅。

通过有关模拟场景，让广大市民朋

友们亲身近距离感受轨道交通建设；

从全新多维的视角，宣传轨道交通

建设安全所运用的先进产品和技术，

并以此加深广大市民朋友们的认知

度与关注度；为参展单位搭桥、铺路，

提供沟通、互鉴、展示的平台。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十九大交

通强国建设决策部署，中国城市轨

道交通协会组织编制了《中国城市

轨道交通智慧城轨发展纲要》（以

下 简 称：《 纲 要》）。《 纲 要》

2020 年 3 月 12 日发布后，在业界

引起强烈反响，得到充分肯定和高

度认可。

安全主题区 

智慧城轨主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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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铁抗“疫”纪实》由中国

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组织编纂，忠实

记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以来，

城轨交通行业众志成城、齐心抗“疫”

的真实事迹。充分采纳各地城轨交

通企业提报的事迹报道，以图文并

茂的形式，展现出疫情期间行业的

责任与担当。

为推动轨道文化，北京展一直以来设立文创主题区，邀请业主和创意设计单位共同参展，

展品包括轨道纪念品、纪念票、出版物等。

抗疫主题区

文创主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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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城市轨道

交通科技进步奖”是为促进中国城

市轨道交通行业的科技进步，推动

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经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批准正式收录

于《社会科技奖励目录》，由协会

于 2018 年正式面向全国城市轨道

交通行业设立的科技大奖，每年评

选一届。旨在以城轨科技创新项目为依托，奖励在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科学研究、

技术创新产品开发、科技成果推广应用、高新技术产业化、重大工程建设等方面做出

突出贡献的单位或个人。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更多年轻

人的加入为这个行业带来了新鲜的

血液与想法。“土拨叔”卡通 IP 

形象便在这不断求创新的浪潮中应

运而生。自 2018 年土拨叔首次出

征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2019 

年北京国际城市轨道交通展览会作

为服务大使，今年是土拨叔亮相的

第三年。在本届展会中，传播城轨故事，土拨叔还组织多种大众互动活动，用活泼

有趣的方式吸引更多人来了解城轨背后的方方面面，打造属于城市轨道交通独特的

文化符号。

城轨科技进步奖主题区

土拨叔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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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展会现场安排了丰富多彩的互动

组委会巡馆、业主单位组团参观、新老展商路演、“后资源经营”沙龙研讨、科研落地签约

土拨叔互动、主题展区串联等七大活动版块精彩亮相

促进城轨文化传播、搭建供需对接平台

成功吸引了展商及现场观众近 2000 人参与，受到参与者的好评及媒体的广泛关注

供需对接

活动篇

趣味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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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篇
组委会为本届展会提供了多渠道宣传

邀请共计 48 家媒体赴现场报道，后续跟踪报道媒体近 70 家

其中人民日报、新华社、人民网、北京电视台等媒体对展会和论坛进行了实时报道

组委会推出“城轨讲堂”线上直播平台，对本届论坛进行全程直播服务

展会当天已达到 10 万 + 人次观看，并仍持续受到业界关注

40+
媒体现场报道

140000+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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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媒体名录 ］ 

北京电视台

《红绿灯》栏目
360 快资讯 新华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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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报道截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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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盛会  眼意心期

2021年8月18日—8月20日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馆 北京）

2021北京国际城市轨道交通展览会暨高峰论坛 

如约将至 不见不散 

智在轨道 乐在出行

咨询电话：010-63377922

TOD界 城轨讲堂北京展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