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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空气技术及真空技术的国际盛会

2019年10月23-26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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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斯 阿特拉斯•科普柯 复盛 神钢 IHI寿力 强时 阿耐思特岩田 中车北京 汉钟精机 中国航发
开山 博莱特 斯可络 登福 德曼 葆德 通润 康普斯 凯撒 优耐特斯 玛泰 昆西 宝华 博格  
GHHRAND 曼-胡默尔 艾高 耐力 牧风 纽曼泰克 力达 东亚机械 泉州华德 申行健 江西中气
德斯兰 德耐尔 欣达 格瑞拓 铭科 奥风 螺优 道达尔 中力 五洋赛德 恒德 艾玛 科林爱尔
凌格风 万兹莱 英威腾 柳泰克 威姆斯 克鲁勃 艾能 圣菲玛 鑫磊 宏日嘉 格兰克林 中达
恒工 瑞孚 华燕 溪川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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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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腊ⵖ鸣工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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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腊넞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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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猰䪮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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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䪈㺂❭湱䒸곭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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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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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8.5%
5.3%

44.8%
6.0%
5.7%
3.4%
6.2%
4.3%
8.2%
3.3%
6.9%
9.5%
4.2%
8.8%
8.6%
2.3%
0.6%
0.8%
7.8%
0.9%

汽车制造
石油化工
冶金
工程机械
生物制药
食品/饮料
铁路轨交
包装/印刷
航空航天
纺织机械
海洋/船舶工程
能源/水电/火电
制冷/制热
建筑/建材
环保科技/工程
其他
电力
海洋工程 
船舶 
机械制造 
电子 

面积 展商数 观众数

2017䎃 2018䎃
19,000

225 225

100,616
98,742

17,250

兰腊〄㾝䵨䒊넞佪㼆䱹䎂〵

225
家展商

19,000 
平方米展示面积

>88%
观众涉及采购
或相关

100,616
名专业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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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协会组织行业 38 家企业组团去上海参观 “2018 上海国际压缩
机及设备展览会 ” 的活动 自发起倡议后 协会成员们积极性很高
不到 2 天时间 就先后有 49 人报名参加 出现了一票难求的境况
此次展会适逢我国首届进博会 进馆线路 车辆停靠规定比以往
更复杂 展会组委会工作人员服务热情 细致周到 除提前将进
场胸卡和车辆通行证寄给我们外 在展览现场还派专人给团队摄
影留念并引导入场 并贴心地为团队准备了午餐 组委会的精心
安排和密切配合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我代表协会向组委会表
示衷心的感谢
参观回来后 大家纷纷表示 今年的展会 组织和会务比往届都好
参展的企业多 参观的人员也超过往届 参展的企业都展现很多
新产品 在展会期间组织的技术论坛能抓住行业发展热点 同时
展会组委会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和行动使所有参展的企业和参
观的人员印象深刻  

�����寐蔼⛙猰蒜腊猰䪮肅⟧剣ꣳⰖ�����崨⡤劼唒灇瑕䨾䨾���劫僅⯈�⯓欰
第一次参加上海国际压缩机及设备展览会 看到了此行
业的领导者以及排头兵的先进智慧制造 获益匪浅 在
展会现场和专业的人士进行了专业的交流 更加了解到
行业的趋势和技术 以后希望多多举办类似的展会 也
祝展会越办越好

錜⠍霉露

溫瑟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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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綫瑟孞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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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㕂⚥鲨⻌❩⽂〡劼唒剣ꣳⰖ�����䚪絑椚���䓎嵳�⯓欰
中国中车今年是第四次参加 ComVac ASIA 其观众数量多 专业
性比较强 智能制造不是让人们失去就业机会 而是增加更有价
值的岗位 我们应该去拥抱改变 对于智能制造 过于急功近利
反而是空中楼阁 我们更趋向于发展中求稳 一步一个脚印 希
望在 ComVac ASIA 能找到对产品有共同价值观的合作伙伴 结成
战略联盟

㾝㉁霉露

�����偽ꝩ紿削岲⯘孞彂ⲙ⻊霃㢊剣ꣳⰖ�����䚪絑椚���袆絩㕂�⯓欰
“ 一站式采购 持续创新 适应性设计 ” 是纽曼
泰克的核心价值 通过这次展会 使客户在第一
时间面对面了解了我们的最新产品 通过与客户
的互动 获得了客户诸多建议与反馈 为纽曼泰
克的销售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产品推广平台

㾝ㅷ薴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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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场
技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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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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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䎃㾝⡙⟟呔邍

㸌岚됟倛腊彂鄳㢊肅⟧剣ꣳⰖ
智能时代 未来已来 在ComVac ASIA 2018展会 鲍斯紧密跟随
时代潮流的脚步 突破以往惯有的携带机器参展的方式 改为采
用黑科技——3D全息投影技术立体投放机器影像 利用干涉和衍
射原理记录并再现机器真实的三维图像 现场观众无需配戴眼镜
便可以看到立体的虚拟机器影像 同时 展会现场还火热开展了“
全球寻机”活动 为绿色环保的未来努力 吸引众多客户朋友们纷
纷伸出友谊之手……

挑战无处不在 产品的吸引力依然是鲍斯要考虑的挑战因素 在
产品同质化情况下 鲍斯更加注重产品本身的品质是否能给客户
带去更新 更节能的体验 始终以优质 高效 节能 环保的中
高端定位和高性价比惠及大众市场 抓住市场机遇 把握发展方
向 持续健康发展

䎛⚎衖䗞猰䪮剣ꣳⰖ
在ComVac ASIA 2018展会现场 广东葆德科技有限公司惊艳亮相
的新品是拥有多项自主专利技术的双子星系列和水润滑系列——

■ 双子星系列产品为双级双变频油冷永磁机 振动小噪音低 超
静音 科学合理的箱体内部设计更有利于增强能效 减低能耗
且一改传统的空压机外观 新颖独特 体积精巧 业内人士称其
为空压机中的艺术品

■ 在现场运行的双螺杆水润滑螺杆机前 总是吸引着众人的围
观 这款目前最节能的无油空压机 比干式无油 单螺杆水润
滑更稳定 维护 使用成本更低 精品的展出 令葆德在本次
展会收获颇丰

㾝ⴀ錞垷〷♳剒㣐
作为亚洲压缩机领域的标杆性盛会 2018上
海国际压缩机展吸引参展企业225家 规模达
19,000平方米 压缩机整机参展比例再度超
过50% 阿特拉斯·科普柯 鲍斯 宝华海恩
斯 IHI寿力 阿耐思特岩田 汉钟精机 格
兰克林 牧风 斯可络 中车 欧仕格 强
时 葆德等知名压缩机整机企业再度参展

“兰鸣곭⯓劼倝饒劢勻”⚺곿雿㗐
围绕“智能制造” “节能高效”和“科技环保”三
大主题 邀请了压缩机行业先锋探讨行业发
展和分享其解决方案 阿特拉斯•科普柯展示
了其压缩空气站能效分级指南 斯必克探讨
了冷干机技术新突破 鲍斯带来了鲍斯2.0空
压机品鉴 葆德发表了陶氏化学带来的“基于
油溶性聚醚的高清净性空压机油技术智在节
能”主题演讲 本次展会更是首次邀请石油化
工 制药企业的设备负责人为大家带来压缩
机在应用行业的实践操作案例和故障分析
立足应用行业对压缩机的方
方面面进行探讨

为期四天的展会上 展会同期还举办了59场
高峰论坛和技术研讨会  160家海内外企业买
家团赴会参观采购 E8 VIP 金牌买家餐饮区
为专业买家及与会来宾提供高档免费午餐

87个
买家参观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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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300

400

5

147个
商务配对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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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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 • 汉诺威    
2019年4月1-5日

加拿大 • 多伦多    
2019年9月

美国 • 芝加哥   
2020年9月14-19日

www.hannovermesse.com.cn

CN
 中

国
 上

海
印

刷
20

19
年

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