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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压缩机及
设备展览会
压缩空气技术及真空技术的国际盛会

2018年11月6 - 9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行业领先盛会

扩容亮相，引领趋势
ComVac ASIA 2018展出面积再创历史新高，覆盖全产业链，从整机到零部件、配件的厂商，从压缩空气和

真空技术的生成、处理到分配的方方面面。随着“一带一路”计划带来的重大利好，展会现场将会有更多

来自装备制造、航空设备生产、铁路建设、能源建设包括油气管道建设、电站建设、电力设备生产等都是

传统的压缩机重要应用领域。专业买家亲临现场，开拓新一轮企业商机！

智能制造：工业4.0为工厂的未来筹谋在先，而智能制造则是搭建数字化工厂的夯实基座。随着国家工业

4.0的推进，以及“工业化、信息化”两化融合的不断推进，压缩机的研发、制造势必走向智能化、人性

化。突显智能化定位，加快技术创新发展，各企业结合行业特色、企业战略目标及自身情况，共同交流探

索智能制造具体解决方案。 

节能高效：压缩机作为制造行业的主要动力源，其能耗问题是压缩机制造企业乃至应用行业高度关注的问

题。如今，除了更新淘汰低效高耗设备、推广高效节能产品外压缩机企业开始更重视系统节能，充分利用

现代控制技术的发展成果发挥同效应更为关键。2018年展会中将持续从整机优化、空气系统评估、系统节

能等多方面、多维度对压缩机的高效节能方案进行探讨，助推压缩机迈向“智”造时代4.0。

科技环保：2018年1月1日国家正式开始启动征收环保税，企业运营成本大大加重，转型绿色产业升级模式

迫在眉睫。在“低碳环保”的发展趋势下，国内矿山、冶金、电力、电子、机械制造、医药、食品、纺织

轻工以及石油化工等行业的快速发展，也将加快淘汰落后工艺、高耗能设备，推动压缩机设备从低附加值

向高附加值升级，从而为螺杆压缩机行业带来进一步的发展契机。本届展会现场将就如何科学降低生产能

耗污染，改善生产工艺等话题进行积极探索和讨论，促使压缩机行业在节能环保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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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历届展会的知名空压展商

阿特拉斯•科普柯、鲍斯、宝华海恩斯、IHI寿力、登福、阿耐思特岩田、复盛、汉钟精机、博莱特、昆泰克、柳

泰克、欧仕格、葆德、东亚机械、强时、泉州华德、牧风、力达、耐力、德曼、德哈哈、钛灵特、鑫磊、万兹

莱、中车南口、艾玛、汉纬尔、奥风、恒德、欣达、大满贯、韩信、常盛、申行健、格兰克林、百坚、艾璞、格

林柯尔、普耳机械、中力、杰能、记玛、螺优、普瑞格斯、鑫来、山田、山海机械、卡特、威璐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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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发展，搭建高效对接平台

来自展商的声音

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压缩机事业群整机营销总监  吴先生

上海国际压缩机及真空设备展（ComVac ASIA）是一个非常专业的

展览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示宣传平台，感谢这个大舞台让我

们有机会展示自己，让客户了解我们的产品技术和品牌理念。借

助展会的国际平台，鲍斯人将以更勤恳的态度向国内外优秀同行

学习，并展示鲍斯的工业魅力，弘扬中国制造。希望ComVac ASIA
越办越好，保持在压缩机行业领域里专业展览的定位，把压缩机

行业推向新的发展高潮。

复盛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营销发展处副总经理  陈先生

非常有幸，复盛作为行业领军企业，能够在2017上海国际压缩机及

设备展览会（ComVac ASIA）的平台上，展示超级能效产品以及“能

效领航”和“洁净压缩”完美融合的理念，与业内企业同台竞技。

对于本届展会，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是，展会规模显著增加，不少本

土企业也展示了最新的技术。展会通过“专精”指明了整个行业技

术的发展方向，在产业发展处于转型期的当下，可谓意义非凡。本

次展会吸引了不少海外专业参观者，这必将助力ComVac ASIA 更近

一步成为亚洲范围内，压缩机行业最大、最专业的行业盛会！

面积

展商数

观众数

2016年 2017年

11,500
17,250144

225

78,443

2017年现场观众行业分析

机械制造

工程机械

汽车

电力

石油化工

电子

冶金

其他

食品/饮料

包装/印刷

船舶

生物制药

海洋工程

铁路轨交

纺织

航空航天

36.2%

28.6%

17.2%

9.7%

7.3%

7.3%

6.7%

6.0%

5.3%

3.9%

3.7%

3.4%

3.1%

3.0%

2.9%

2.1%

98,742

*百分比以回答此题的人数为基数分析，

 由于部分观众的多项选择，所以总百分比大于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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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

运输系统展览会

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

运输系统展览会

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

运输系统展览会

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

运输系统展览会

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

运输系统展览会

真空技术
• 真空泵
• 真空阀门及真空零部件
• 真空测量与校准仪器、仪表及
  真空检漏仪器
• 真空应用设备
• 真空材料、真空泵油及
  真空工程配套设备

压缩空气技术
• 空气压缩机
• 工艺压缩机
• 特种压缩机
• 压缩机零部件
• 压缩空气后处理设备
• 润滑油及行业相关辅助设备

上海森松制药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马先生

第一次参加上海国际压缩机及设备展览会，看到了此行业的领军者以及

排头兵的先进智能制造，汇及国内国外，大饱眼福。参展面积之大，参

展商之多，参展技术之先进，获益匪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科技发

展是第一生产力，从制造走向智造。展会服务设施齐全，指引方便。祝

越办越好。

来自观众的声音

浙江庆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夏先生 

很高兴能够参观2017上海国际压缩机及设备展览会，展会汇聚了众多压缩

机制造行业优秀企业，在展会现场有机会与其负责人和技术人员进行现

场洽谈，了解到压缩机行业先进的技术和前沿创新成果。展会现场，对

纺织行业使用的压缩机更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祝展会越办越好！

展品范围

225
家展商

17,250 
平方米展示面积

98,742
名专业观众

>87%
观众涉及采购

或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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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游展会齐聚，亚太地区年度工业盛会

作为与 PTC ASIA 和 CeMAT ASIA 同期的展会，ComVac 
ASIA通过行业技术的展示形成了独特的影响力。与动

力传动、物流技术、分承包、重型机械展一起，它将

展示当今科技如何汇聚行业来打造工业4.0。能源效

率和资源的有效利用也是一个共同关心的领域，这会

从相邻的展厅吸引游客到ComVac ASIA来。

高质量买家团，揽获用户资讯

2018年，主办方将继续组织行业内相关企业、协会、

研究院等参观团参观展会并参与商务配对服务，高效

达成采购计划。2017年，共组织了105个买家参观团

参观展会，有：上海比亚迪、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

基地、东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神钢压缩机、上海森

松制药设备、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汽车工程学院、上海

港机重工、法兰泰克重工、天伟化工有限公司等。
精准商务配对，买卖无缝链接

2018年，主办方将开通线上配对服务，凡有采购意向

的买家用户皆可通过展会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报名

参加商务配对服务。

2017年主办方组织的商务配对服务，吸引了19家有采购

计划的企业参加，总共促成129场商务洽谈会面，90%
的买家表示在现场达成了采购意向。参加商务配对的

买家企业有：郑州宝德行节能设备、上海弗坤机电设

备、常州克劳诺斯特种轴承制造、无锡市伟盛达压缩

机、上海玉旨冷暖设备工程、儒博控制系统制造、天

伟化工、江苏盛虹炼化、江南省煤气集团、江苏腾龙

化工、上海华谊能源化工、浙江龙盛化工等。

优质买家采配会，直面市场需求

2018年，主办方将邀请来自行业相关的国内外

买家用户前来参加，展商可以在现场和多家目

标客户进行一对一的会面和洽谈，“一站式”供
需平台，助力于展商与买家观众的高效沟通和

商务洽谈。

高端技术论坛，引领行业科技

2018年将有一系列高质量的专业论坛在现场举办，主办方将邀请到各用户行业专家和企业决策者深入剖析行业的

发展趋势，共同探讨新技术及新产品应用，打造更加专业的技术交流平台。2017年展会现场成功举办9场专业论

坛，现场吸引了来自西门子、伊利、华晨宝马、神钢压缩机、娃哈哈、开利空调、博世力士乐、埃克森美孚、巴

斯夫、广东溢达纺织、浙江庆丰纺织印染、无锡锡压压缩机、中国长江电力、宏图机电等企业的高层及技术人员

积极参与。2018年将会邀请到来自化工、纺织、医药等主流用户行业参与其中。

着眼未来，开拓广阔商务平台

• 未含6%增值税

• 标准展位价格=
（光地价格+标准展位附加费）* 面积

• 标准展位9㎡起租，光地展位18㎡起租

2018年展位价格表

A区光地

B区光地

C区光地

标准价格(元/平方米)
2,260

1,540

1,231

标准展位附加费

普通标准展位

升级标准展位

豪华标准展位

150

300

400

129 
个商务配对会面

9 
场技术论坛

105 
个买家参观团

2017年展会组织：



更多信息请咨询：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霄路393号
百安居浦东商务大厦301室
联系人：徐艳丽 女士

电话：021-5045 6700转264
传真：021-6886 2355/5045 9355
邮箱：comvac-asia@hmf-china.com
网址：www.comvac-asia.com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

Messegelände
30521 Hannover, Germany
联系人：Mark Decker
电话：+49-511-89 31127
传真：+49-511-89 32417
邮箱：mark.decker@messe.de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是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和意大利米兰展览公司的合资企业。

中国压缩机网

陕西西安友谊东路6号新兴翰园210室
联系人：王 盛 先生 / 肖 楠 女士

电话：400-686-2688转806/807
传真：029-8258 2092转808
邮箱：watson.wang@compressor.cn/coco.xiao@compressor.cn 
网址：hannover.compresso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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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 芝加哥   

 2018年9月10-15日

德国 • 汉诺威    

2019年4月1-5日

加拿大 • 多伦多    

2019年9月

www.hannovermess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