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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IT Week 秋季展 - 迈入 10 周年规模再创高峰] 

 

[日本, 东京, 10月 8 日] 日本最大的展会主办单位 Reed Exhibitions Japan Ltd.,将

在本月最后一周举办其主要展览会之一，Japan IT Week 秋季展。 

(https://www.japan-it-autumn.jp/en/) 

 

Japan IT Week秋季展是世界领先的 IT 展会，今年刚好举办十周年，是今年下半年最大

规模的 B2B展会。今年展会的参展商和观众人数预计将再创新高，达到历史最大规模。 

更具体地说，Japan IT week 在 2019年秋季预计将聚集 780家参展商和 55,000 名专业

观众，均较上年有所增加。（2018年：653家参展商/53,212名观众） 

 

2019 年 Japan IT Week秋季展无疑是全世界所有 IT 爱好者必须参加的展会。展期三

天，观众可以面对面与 780 家参展商见面，洽谈，以及参加研讨会会议，从最有影响力

的 IT 行业领导者那里了解最新的 IT趋势。 

 

[12 个 IT 主题展会] 

今年的 Japan IT Week 秋季展由 12 个专业展会组成，每个展会侧重于具体的 IT 解决方

案。其中，有两个新推出的展会，观众应特别关注：【嵌入式展 (ESEC Autumn)】和【软

件及应用程序开发展 (SODEC Autumn)】。【嵌入式展 (ESEC Autumn)】展品涵盖 CPU/MCU、

中间件、板机、开发工具和嵌入式人工智能应用。与此同时，应广大观众需求，【软件及

- 日期: 2019 年 10 月 23 日 [星期三] – 25 日 [星期五] | 10:00 – 18:00 (星期五 17 点结束) 

- 会场: 日本千叶幕张国际展览中心    - 主办单位: Reed Exhibitions Japan Ltd. 

https://www.japan-it-autumn.jp/en/
https://fanyi.baidu.com/translate?aldtype=16047&query=+EXPANDING+THE+SHOW+SIZE+FOR+10+YEARS&keyfrom=baidu&smartresult=dict&lang=auto2zh###
https://fanyi.baidu.com/translate?aldtype=16047&query=+EXPANDING+THE+SHOW+SIZE+FOR+10+YEARS&keyfrom=baidu&smartresult=dict&lang=auto2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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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开发展 (SODEC Autumn)】也将加入到 2019秋季展中，展出各种产品/解决方案。

满足解决开发、运行和维护软件和应用的课题的需求。 

 

由以下 12个主题展会构成: 

- 第 1届 嵌入式展 (ESEC Autumn) (*新推出) 

- 第 1届 软件及应用程序开发展 (SODEC Autumn) (*新推出) 

- 第 3届 店铺解决方案展 (STOREX Autumn) 

- 第 3届 人工智能・办公自动化展 (AI Autumn) 

- 第 5届 物联网展 (IoT/M2M Autumn) 

- 第 7届 电子商务解决方案展 (DIREX Autumn) 

- 第 8届 销售自动化＆客户管理展秋季展 

- 第 8届 数据中心・数据储存展 (DSE Autumn) 

- 第 9届 信息安全展 (IST Autumn) 

- 第 9届 移动端产品与解决方案展 (MOBIX Autumn) 

- 第 9届 网络营销展 (Web-Mo Autumn) 

- 第 10 届 云技术展 (CLOUD JAPAN Autumn) 

 

12 个主题展会，吸引了众多知名企业参展，如 NTT 通讯、微软日本、Zoho 日本、理光、

索尼 Biz网络、日立解决方案、甲骨文、瑞穗信息研究所、PayPal、富士电子、富士软件、

富士通。众多企业都将展出他们最新的技术和解决方案。浏览官网，您可以从参展商＆展

品数据库搜索到 780家参展商信息。 

 

[30场研讨会] 

与展会同期举办的研讨会，为 IT专业人士提供机会，了解技术和网络的最新趋势。IT行

业的众多领军人物将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讲。全部 30 场研讨会都将在展会期间举办。研讨

会包括主题会议和基于 12个展会主题的特别会议。 

 

https://www.japan-it-autumn.jp/eguide_en_emv/
https://www.japan-it-autumn.jp/eguide_en_e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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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场日英双语会议[会议编号: JIW-S8, JIW-S11] 方便海外观众参加。 

以下是关于双语会议的简要信息: 

====================================================================== 

                              [JIW-S11] 信息安全 

====================================================================== 

 - 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网络安全 

                                                   Dysart Solution有限公司 

                  CEO, Oliver Hoare  

 - 日本社会能从白帽黑客中获益吗？ 

                                                              日本黑客协会 

                                  代表董事, 杉浦隆幸 

====================================================================== 

                          [JIW-S8] 软件和应用程序开发 

====================================================================== 

- 软件开发的新趋势   

                                                          微软日本有限公司 

                                                主要集团经理, Drew Robbins 

 

-  塑造未来的软件开发技术: 生产革命的挑战 

                                                          NTT DATA 公司 

                                     软件工程中心主任, Masachika Suda 

====================================================================== 

在信息安全会议（会议 ID：JIW-S11）中，2012 年伦敦奥运会前网络安全负责人 Oliver 

Hoare 将根据他提供网络安全咨询的经验，谈谈东京奥运会的网络安全。之后，日本黑客

协会代表理事长杉浦隆幸也将发表讲话。杉浦隆幸先生将解释信息安全对那些努力招募安

全专家的公司的重要性。 

 

以新推出的【软件及应用程序开发展 (SODEC Autumn)】为主题的双语会议也将同期举行，

软件和应用程序开发会议（会议编号：JIW-S8）将由微软日本公司和 NTT DATA公司分别

围绕软件开发的新趋势以及塑造未来的软件开发技术展开讨论。 

 

每场会议都需要在网上报名 (英文):  

https://www.japan-it-autumn.jp/conference_en/ 

 

https://www.japan-it-autumn.jp/conference_en/
https://www.japan-it-autumn.jp/conference_en/


2019 年 10 月 8 日 

News Release vol.1 

<2019 展前指南报告发布> 

 

在日本的展会中，Japan IT Week 秋季展是开拓日本 IT市场的规模最大的展会之一，Japan 

IT Week 系列展会每年在不同的季节和地点举办三次。三个展会为 IT 专业人士在日本和

亚洲市场开展业务、建立联系提供了灵活性和更广阔的选择机会。 

 

<实用链接> 

- 观展指南网页: https://www.japan-it.jp/en-gb/email/lp-cn.html 

- 申请免费入场券: https://www.japan-it-autumn.jp/inv_en/ 

- 展会报道采访登记: https://www.japan-it-autumn.jp/en-gb/media/press-registration.html 

 

<联系方式> 

联系人: Jiwon Kim (Ms.) 

Email: itweek-autumn@reedexpo.co.jp 

Tel: +81-3-3349-8504 

https://www.japan-it.jp/en-gb/email/lp-cn.html
https://www.japan-it-autumn.jp/inv_en/
https://www.japan-it-autumn.jp/en-gb/media/press-registration.html
mailto:itweek-autumn@reedexpo.co.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