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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论坛

• 2011 PTC ASIA 高新技术成果展区现场技术讲座

• PTC ASIA 2011 液压、密封 、润滑技术交流会

• 关键基础零部件在轨道交通中的应用研讨会

• 外贸参展全攻略系列

   --展中如何与客户沟通的实战技能

• 道奇传动机械产品推介会

• 液压密封及其选用

• 2011可再生能源产业技术交流峰会

• 德国联邦采购物流协会采购商及供应商对接会

• 埃马克精密金属加工系统-减速齿轮及泵零件加工方案

• 道奇可控启动传输系统

• 椿本集团中国营销方针说明会

• 柴油机排放控制技术研究

• 哈挺公司对于超精密的定义

• 哈挺克林伯格的卓越磨削技术

• 工业售后市场动力

• 更节能，更环保，更效率-UBC低摩擦力矩圆锥滚子轴承

现场参观团

土耳其AKDER协会

印度制造商采购团

河南新乡过滤与分离行业协会

河北内燃机协会 

湖南长沙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参观团 

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政府 

上海卢湾科技协会参观团 

上海市机械工程学会 

包头瑞升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斗山工程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上海顶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猜凡机械有限公司 

SMC（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EPD 中国集团

中航工业西安航空动力控制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电力设备修造厂

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重汽集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东永煤机械

TCM（安徽）机械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鸿安展升物流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中航工业集团通晨物流有限公司 

美固龙金属制品（中国）有限公司

湖南恒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瑞迹轨道交通零部件有限公司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大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富士康科技集团国基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谦铭儿童娱乐设备有限公司

卡特彼勒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南京飞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一拖（洛阳）搬运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活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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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顿流体动力（上海）有限公司  

龚立新 先生，大中国区流体连接件事业部总监

PTC ASIA展览会是中国大型、专业、高水平及最有权威性、最有影

响力的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伊顿液压作为行业的领先

者，每年都关注PTC ASIA并展示最新的产品技术和成果。2011年，

伊顿液压以行业整体解决方案提供者的形象亮相PTC ASIA，涉及挖

掘机、摊铺机等工程机械以及折弯机等工业领域，引起了业内专业人

士的诸多关注。多年来，PTC ASIA的规模、展商数量和参观人数不

断增加，伊顿液压将继续借助这一平台，活跃在中国市场上。

派克汉尼汾流体传动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林嘉辉 先生，自动化部销售总监

目前，包装、运输和汽车领域的业务增长将持续拉动气动控制阀市

场。派克始终坚持本土合作和技术创新战略。现在，我们在中国已经

拥有14家工厂，而亚洲国际动力传动展正好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平台，

让我们有更多机会接触新的客户，寻求新的商业机遇。

斯凯孚密封系统  
Wintersteller 先生，市场经理

PTC ASIA是一个组织非常有序的展览会，并已成为我们最为关注的

重要市场活动之一。斯凯孚密封系统通过该展览会向市场发布最新的

产品并展示密封平台的功能。2011年，我们通过本次展览会向市场

发布了应用于新能源和重工行业的HSS密封产品。此外，我们还重点

展出了SPEEDI-SLEEVE, HMSS, HMSA10系列密封产品以及斯凯孚密

封喷射机械系统。该展览会每年都在增长，也为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

观众。对于我们来说，PTC ASIA是连接中国市场和全球市场的重要

平台！

Seal Maker公司 
Glocknitzer 先生，首席执行官   

和以往一样，我们非常满意看到如此多的观众观众拜访我们在PTC 
ASIA上的展位。很高兴看到市场对密封产品的兴趣和需求越来越高。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第一天就把这次带来的所有样品都销售一空，这

样我们就可以轻松回去了！

展商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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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刘在政先生，液压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

作为工程机械行业，我们非常重视PTC展览会，关注每年新的液压

产品等。这次展会规模非常漂亮，并且我们也在意大利展区这里找

到了一直期待的钢管综合加工机和液压试验台。希望明年能够有更

多的额新进技术参与，我们一定还会再来！

包头瑞升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高志勇先生，经理、工程师     中国

我们已经是展览会的老观众了，这次主要来看液压产品，感觉展商

数量比较多，可参考的产品和技术很丰富；现场的观众服务也非常

的周到，能够切实为买家提升效率。明年我们还回来参观，希望能

有更多国际展商的参与。

GYD公司

Dada先生，总经理     叙利亚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现场感觉非常好，规模大， 展商多，展品丰

富。此次是来寻找带传动、轴承产品的，发现了很多优质供应商。

现场观众服务方面做的也比较好，有针对性。明年我还会带着采购

需求来。

IMF公司

Valsoni先生，售后服务经理     意大利

这次专程来参观PTC ASIA，因为我们需要很多种产品。在展会上

我看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产品，也发现了一些可以合作的供应商，会

在展后进一步和他们沟通，希望能够达成合作协议。明年还会来参

观。

观众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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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迪尔汽车配件(上海)有限公司● 爱多乐工业产品(天津)有限公司● 爱发科自动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爱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合力工业车辆进出口有限公司● 安徽星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 安旭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安阳华阳电磁铁有限公司● 安阳派菲克电磁科技有限公司● 奥力通起重机北京有限公司● 奥林巴斯(中国)有限公司 ● 保定天威风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福田雷萨起重机分

公司●北京嘉捷博大汽车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首钢国际工程公司● 北京首铁中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西岭工贸有限公司● 北京现

代京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北京谊安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矿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贝克牌真空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 博泽汽车技术企业管理(中国)有

限公司●沧州市粮油机械厂● 长安福特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南京公司●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海昌起重设备有限公司● 常州机械设备进出口有限公司● 常州市干燥设备厂有限公司● 常州市华润

机车车辆附件厂 ●常州市盛格换热器有限公司● 常州市苏鑫制药机械有限公司● 成都阿尔法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承德市保通铸铁型材制造有限公司● 承德市金建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川崎重工业

株式会社● 蒂森克虏伯电梯(上海)有限公司● 东北电力● 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东芝产业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方太厨具有限公司● 飞利浦医疗(苏

州)有限公司● 凤凰自行车厂● 佛山巴贝利工业器材有限公司●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津虎油缸有限公司● 福斯润滑油(中国)有限公司● 福州纳仕达电子有限公司● 阜新环宇橡胶(集团)

有限公司● 阜新永生解放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高田(上海)汽配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 广州奥诗玛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宝洁有限公司● 广州高科制衣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

南方生化医学仪器有限公司● 广州市穗光印刷专用设备有限公司● 哈尔滨东联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海德堡印刷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海马汽车● 海门市铁路机车车辆配件有限公司● 海盐亚磊型

钢冷拔有限公司● 杭州安车汽车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滨德龙制动器有限公司● 杭州博顺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市汉克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五星钻业有限公司● 杭州西林搬运设备有限公

司● 杭州新都奥兰汽车空调公司● 杭州远东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杭州之江链轮有限公司● 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 河北华春液压汽配有限公司● 河南铂思特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湖州机能船厂有限公司
● 华电重工装备有限公司● 皇明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光先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济南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济南力得仓储设备有限公司● 济南融辉铁路物资有限公司● 济南万杰机电公司
● 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市德姆信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嘉源净化设备有限公司上海销售中心● 江淮汽车公司● 江淮重工● 江铃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江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江森自控空调

冷冻设备(无锡)有限公司● 江苏埃姆森滤清器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常州东风农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福旦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江苏淮阴船用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金通灵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昆

鼎数控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牧羊集团采购中心● 江阴市华方新能源高科设备有限公司● 江阴市绿色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江阴中绿化纤工艺技术有限公司● 江阴中新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京都电

梯(昆山)有限公司● 京西重工(上海)有限公司● 克诺尔南口供风设备(北京)有限公司● 空军南京航空四站厂● 昆明中铁大型养路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昆山博奥机械有限公司● 昆山博动轮椅配件有限

公司● 昆山鼎福莱模具有限公司● 雷柏特(上海)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 利乐食品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溧阳二十八所系统装备有限公司● 良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梁山工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辽宁

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临清飞翔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原重汽集团临清专用汽车制造厂)● 临沂市冠宇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美铝(广州)航空材料有限公司● 美阳国际工程● 美卓造纸机械中

国有限公司●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一机集团科研所● 纳爱斯电器有限公司● 纳长超越离合器(北京)有限公司● 南昌聚鑫塑胶有限公司● 南昌维邦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南车戚墅

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 南京飞燕活塞环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航发科技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南京航空四站装备修理厂● 南通海乐电子设备● 南通润成烫帽机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通州东方

船用机械有限公司● 南阳二机集团● 南阳华美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南车时代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南天塑机● 宁波圣迪夫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北金盛永磁吸盘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

北区慈浦滤芯厂● 宁波市镇海久吉摩汽配件厂● 宁波斯卡达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星箭航天机械有限公司● 纽升太阳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欧姆龙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帕马(上海)机床有限

公司● 磐石油压工业(安徽)有限公司● 鹏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濮阳市中原锐实达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齐齐哈尔二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其胜威纳(上海)润滑设备有

限公司● 启东市新东方润滑设备厂● 乔胜机械车配件有限公司● 青岛斯林德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青岛中海船舶机械有限公司● 瑞可达自动门(上海)有限公司● 瑞能北方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萨伊感应

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三国(上海)电器件有限公司● 三俫拓橡塑制品(上海)有限公司● 三洋纺织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三一重工● 桑德斯中国热交换器(宁波)有限公司● 森萨塔电子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 森松集团(中国)● 山东常林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金永轮胎●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公司● 山特维克矿山工程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仟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陕

西安中汽车尾板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阿法迪智能标签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阿法帕真空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阿格雷斯制药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爱凯思机械刀

片有限公司● 上海奥特博格汽车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奥星制药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奥众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巴方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巴士汽车● 上海白猫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博

隆粉体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博致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猜凡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复博造纸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港仕演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高斯通船舶配件有限公司● 上海格拉曼国际消防

装备有限公司● 上海公牛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光好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海希工业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汉华水处理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航福机场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航海设备有限责任

公司● 上海航空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上海航新航宇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河原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晶人玻璃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靖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矩心包装容器厂● 上海卡泊仓储设

备有限公司● 上海卡迪夫电缆有限公司● 上海首亚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舒奇汽车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索菲玛液压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索广电子有限公司
● 上海太平洋纺织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太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泰京滨机车部件公司● 上海通路润滑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同联制药有限

公司● 上海同悦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晓全机械自动化有限公司● 上海心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欣迈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新帆集装箱配件有限公司● 上海新加沪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中

沪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中西三维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重型机床厂有限公司● 上海洲航船舶机电有限公司● 绍兴市省省标准件有限公司● 深圳市风百胜风机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邦滤清器制品有

限公司● 神华集团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神威药业有限公司● 沈阳东北电力调节技术公司●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筑路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胜利油田高

原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圣东尼(上海)针织机器有限公司● 圣戈班高功能塑料(上海)有限公司●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 石家庄力跃机械有限公司● 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史丹利百

得● 世元高尔夫器材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双鹿电池● 斯泰尔起重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博世汽车零部件公司● 苏州大方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苏州莱德人工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 苏州龙正机械设备维修有限公司● 太原矿山机器集团有限公司● 太原世百瑞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泰安岳首筑路机械有限公司● 泰科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泰州市利君换热

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坦能清洁系统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特吕茨施勒纺织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天津恩科尔安全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格特斯检测设备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
● 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 ● 天津圣比起重设备有限公司●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通快(中国)有限公司● 通玛科重型车辆(上海)有限公司● 通用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万向钱潮(上海)汽车

系统有限公司● 旺旺集团● 维布络基础设施工程机械(常州)有限公司● 维萨拉(北京)气象测量技术有限公司●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成套厂● 温帆轴流风扇(苏州)有限公司● 温岭市森田水暖器材有

限公司● 温州南方游乐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温州市东启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市日高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沃得重工(中国)有限公司● 沃尔沃建筑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无锡东方长风船用推

进器有限公司● 无锡东方海洋测试设备有限公司● 五岳机械● 武汉阿斯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武汉天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兰石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西安杨森制药

有限公司● 西安中星测检有限公司● 西马克梅尔工程(中国)有限公司● 喜开理(上海)机器有限公司● 喜田(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厦门东亚机械有限公司● 厦门合意园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厦门厦工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 现代重工(中国)● 小松(山东)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新疆农垦科学院● 新顺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新威圣制药机械有限公司● 信阳木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信益陶瓷(中国)有限公司● 雄安(

上海)舞台工程有限公司● 徐工集团● 徐州福曼随车超重机有限公司● 徐州徐工特种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许昌烟草机械有限公司● 亚德利玻璃(珠海)有限公司●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金潮宇科

蓄电池有限公司● 烟台伟航电液设备有限公司● 延锋百利得(上海)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延锋伟世通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扬州爱尔特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扬州电力设备修造厂● 扬州锻压

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扬州海洋油品有限公司● 扬州盛达特种车有限公司● 扬子江药业集团●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一拖(洛阳)汇德工装有限公司● 伊维玛汽车工业装备(无

锡)有限公司●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义乌西贝虎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易普森工业炉(上海)有限公司● 易赛迪汽车零部件(上海)有限公司● 意美吉铝型材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英

格索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永坤电动卷门机(深圳)有限公司● 优尼泰克斯安全设备(昆山)有限公司● 余姚市铁超输送机械厂● 张家港迪克汽车化学品有限公司● 张家港永烨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浙

江昌达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长兴正达电炉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东明不锈钢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杭叉工程机械集团● 浙江壳牌化工石油有限公司● 浙江

美科斯叉车有限公司● 浙江美通筑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诺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专风船用机械有限公司● 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镇江船舶辅机厂● 镇江泛沃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 镇江浮玉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镇江惠普车辆配件公司● 镇江康星锅炉制造有限公司● 镇江美驰轻型车系统(第二)有限公司● 镇江市耐尔特钻石有限公司● 震旦消防工程公司● 正大清洁设备有限公

司● 郑州日产● 中宝洛阳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中船海西重机上海分公司● 中船重工集团● 中达电子(江苏)有限公司● 中电奥星制药系统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中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北方车

辆研究所●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设计研究所●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 ● 中国建材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东海研究站● 中国龙工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南东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

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八一二工厂● 中国商飞上航集团● 中国移动内蒙古公司● 中国义乌西贝虎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工业贵州永红航空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 中航工业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研究所●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中航商用飞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东方疏浚工程分公司● 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中煤科工

集团 ● 中美新乡市海洋过滤器制造有限公司● 中棉工业(集团)公司南通棉花机械有限公司● 中平能化集团开封炭素有限公司● 中山艾卡特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中山弼丰农业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中

昇建机(南京)重工有限公司● 中石化润滑油公司● 中石化上海高桥石化公司● 中实洛阳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中铁隧道装备制造有限公● 中信戴齿轮殻有限公司● 中烟机械技术中心● 中冶天工上海千

鸿● 中银(宁波)电池有限公司● 众城(中国)有限责任公司● 重汽集团青岛重工有限公司● 重庆博山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阜之新压铸造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富川

机电有限公司● 重庆国文物资有限公司● 重庆良才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淄博市淄川宝林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总装工程兵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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