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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70,000 平方米
展会规模

近 1,000 家
知名展商

101,057 名
专业观众

17 场
同期活动

130 个
买家参观团

233 场主办方组织的
商务配对活动

上届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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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年度工业盛会 ——2020 亚洲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圆满落幕。疫情的袭来使得今年显得格外不同寻常，在经历了

上半年的沉寂之后，制造行业迎来强势反弹，今年的展会吸引了近 1000 家知名企业参展，

在约 7 万平米的展出面积上带来疫后智能制造创新成果。

为期四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专业观众 101,057 人，超过了规模相当的 2018 年，不少展商都

表示观众的专业性比往年有提升。来自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集团、上海电气、北汽新

能源、中国航天三江集团、宝钢集团、上海比亚迪、上海机床厂、苏州鸿安机械、科钛

机器人、泛亚、兰石重工、库卡、无锡威孚、法兰泰克重工、中船重工、航福机场设

备、广州起重机械等 130 家知名企业的参观团赴会参观采购。

上届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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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单位和支持单位

韩国机械产业振兴会 (KOAMI)

英国流体动力协会 (BFPA)

日本流体动力协会 (JFPA)

台湾区流体传动工业同业公会（TFPA）

组织单位

支持单位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 (VDMA) 

欧洲液压与气动委员会 (CETOP)

欧洲齿轮与传动零部件制造商协会 (EUROTRANS)

意大利机电一体化技术与流体动力元件、动力传动、
智能自动化及工业产品和过程控制协会 (FEDERT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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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惠丰电机有限公司
李雄铃，产品开发经理

作为 PTC ASIA 的老展商，2020 年的这届展会由于全球新冠疫情显得更加特殊和有意义！感谢 PTC 
ASIA 主办方的贴心服务，对接我们展位的工作人员非常热心。今年，我们在 E1 展馆看到许多老朋友

也结识了不少新朋友，第一天的观众数量很不错，第二天的观众有翻倍的增长。再次感谢 PTC ASIA，
期待明年上海再相见！ "

恒速控股有限公司
陈茂兴，外贸主管

参加 PTC ASIA 多年，展会始终以 “ 驱动未来 ” 为己任，

致力于提供专业的采供、技术信息交互平台，发展成

为了亚太地区动力传动行业的风向标。很高兴能多年

一直与 PTC ASIA 合作，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展示我们公

司的产品和服务，在邀请我们的老客户来展会参观的

同时我们也结识了很多新客户。明年即将迎来 PTC ASIA 
30 周岁的生日，期待明年能共同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

刻。

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
王晓光，董事 / 副总裁

此次是国茂股份第三次参与 PTC ASIA 展会，依托强大的

展会平台，国茂股份首次展示了物流分拣减速机监控中

心，并携斗提专用减速机、塔机专用减速机等新品，给

大家带来了新的视觉体验与产品感受，进一步加强了行

业间的交流与合作。现场感触最深的还是 PTC ASIA 的国

际化、专业化以及权威化，无论是开展前全面的推广预

热，开展中对展商的全方位服务，还是展后的细节管理，

都带给参展商最贴心的享受。明年恰逢 PTC ASIA 30 周年，

国茂股份也将一如既往参与其中，更大程度的支持展会

及其相关活动，携手一起前行，共同成长。

展商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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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展会

相关展会同期打造传动链上下游大平台

紧固件工业的
国际盛会

特殊钢工业的
国际盛会

压缩空气技术、真空
技术的国际盛会

冷链技术与
配送的国际盛会

电子商务包装技术的
国际盛会

智能加工与工业零部件
的国际盛会

物料搬运、自动化技
术、运输系统、物流
的国际盛会会



7

展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特殊钢生产企业、冶金装备企业、耐火磨料企业、

相关商协会及其它辅助行业等，聚焦特钢行业的先进技术成果，与同期展会一

同贯通上下游产业链，让生产制造企业享受一站式的大工业平台。

展会汇聚日本精益制造企业，以机械加工零部件、自动化机械设备、机器人、

节能环保设备、电子电气智能家电、新能源新材料等行业为主，展会期间中

日企业就新能源、网络提速、机器人、可视化和中日制造业的合作创新等话

题展开热烈讨论，为两国企业的合作交流建起桥梁。

工业零部件及分承包特别展示区长期聚焦行业前沿趋势，2020 年展区聚焦铸造 / 
压铸、锻造、机加工、钣金成型、冲压、表面处理、材料及辅料、半成品及系统

及装备、设计工程及制造解决方案以及行业服务等主题，为参展商提供开展创新

和业务拓展的平台。

CISSIE 2020 中国国际特殊钢工业展览会

FBC 2020 亚洲智能加工与工业零部件展览会

2020 上海国际工业零部件及分承包特别展示区

展会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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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亮点

匠心云之旅
展会首次打造 “ 匠心云之旅 ”，旨在全球特殊时期，为海外专业

买家提供高效的网络参观之旅。展会期间主办方携专业摄制组

采访展商，展商用英语介绍展会现场最新产品与解决方案，活

动通过大会众多海外渠道的宣传，吸引了来自美国、德国、意

大利、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巴西、阿根廷、

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泰国等 40 多个国家及地区的 1000 多名

海外观众在线收看，同时参与活动的 40 多家展商也对海外买家

的质量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享见计划
展会优化了组团和商务配对服务，诚意推出 “ 享见计划 ”，通过调

查了解采供双方的需求，真正为展商带来更多的专业买家，也让买

家们参观得更便利、更有方向性。活动共吸引了 700 多家企业的

近 12000 名观众参与，其中有部分买家现场就签下订单，展商反

映虽然观众人数受疫情的一定影响，但疫情之下见到的是真正有需

求的人，观众质量明显有提升。

明年 PTC 将迎来他的 30 周岁生日，为庆祝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主办方在今年展会现场举办了 30 周年发布与挚友联盟。

挚友联盟由 PTC ASIA主办方发起，集结 PTC ASIA忠实展商、核心买家、相关国际协会、长期合作伙伴（包括国内外媒体、

论坛合作方等）、地方协会等动力传动行业的中坚力量，旨在加强业内企业，行业专家。联盟将整合国内国际各方资

源，提供行业信息分享、项目对接、互动交流、金融支持、企业管理咨询等方面服务。联盟成员可优先参与 PTC ASIA
相关的各类交流、会议、培训等线上线下推广活动，同时，联盟成员不仅仅是展商、合作伙伴和观众的角色，也将是

PTC ASIA 品牌发展及规划的顾问。

PTC ASIA 30 周年发布与品牌挚友联盟

展会亮点展会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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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C ASIA 2020首次推出了全新的海外买家服务 “匠心云采配”，辐射展前、展中、展后，以“云”在线形
式匠心打造配对平台，倾情助力海外买家采购展商的产品和服务，协助双方在特殊时期逐步恢复国际
间贸易联络。 近50家海外采购商

来自25+国家/地区

600+场线上采配会

预计总交易金额：15,153,000美元/年

部分买家企业

买家国家/地区

阿塞拜疆
埃及
巴西
白俄罗斯
波兰
俄罗斯
芬兰
哈萨克斯坦
韩国
科威特
罗马尼亚
马来西亚
美国

墨西哥
日本
沙特阿拉伯
泰国
土耳其
西班牙
新加坡
新西兰
伊朗
印度
印度尼西亚
越南
......

*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匠心云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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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地区分布

非本地观众 68%

本地观众 32% 华东

华北

华南

华中

74%

9%

5%

6%

华中
河南 3%
湖北 2%
湖南 1%

华北
河北 3%
北京 3%
天津 2%

华南
广东 5%

东北
辽宁 2%

华东
江苏 36%
浙江 25%
山东 7%
安徽 3%
福建 2%

东北

西南

西北

3%

2%

2%

国内观众地区分布

西南
四川 1%

西北
陕西 1%

国内观众

观众分析

非本地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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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设备及零部件制造业  

机床及金属加工机械制造  

专用机械制造业  

工程机械/建筑机械/矿山机械  

汽车制造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能源/电力生产供应业  

金属冶炼及金属制品业  

石油/化工制造业  

电子/通信制造业  

摩托车/自行车制造业  

冶金专用机械制造  

食品/饮料制造业  

电子和电工机械生产机械制造  

医药制造业  

家用电器制造业  

化工专用机械制造  

家具制造业  

食品、饮料生产机械制造  

印刷、包装生产机械制造 

制药、医疗生产机械制造  

农、林、牧、渔专用机械制造  

其他  

56%

27%

22%

19.%

15%

11%

8%

8%

7%

6%

5%

4%

4%

3%

3%

3%

3%

2%

2%

2%

2%

2%

9%

观众感兴趣的领域

电气传动  

轴承及其专用设备  

液压技术  

直线运动系统  

齿轮传动  

气动技术  

密封技术  

各类机械装备及检测仪器  

服务  

传动联结件  

带传动  

链传动  

紧固件  

工业分承包     

弹簧  

冶金制品 
 

48%  

36%  

24%  

21%  

19%  

15%  

14%  

13%  

11%  

11%  

11%  

10%  

10%  

9%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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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分析
观众行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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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展会目的
73%

46%

32%

25%

24%

20%

16%

14%

4%

3%

2%

了解市场概况  

寻找新产品及创新技术 

拜访已有供应商和销售商

寻求解决方案  

开发新的供应商  

开拓新业务联系  

采购/下订单  

为投资及采购决策收集信息

评估是否参展

开发新客户  

其他  

观众采购决定权

87%
超过80%的观众涉及采购或相关。

有采购决定权

建议/收集采购信息

评估/执行采购任务

不涉及采购决策

47%

25%

15%

13%

企业管理 

研发/设计  

销售/渠道分销  

采购  

生产/制造/质量管理 

市场/咨询/公关  

信息技术  

财务/金融管理  

维修保养  

物流：物料管理/仓储运输 

人力资源/行政  

其他  

25%

20%

19%

15%

11%

3%

2%

2%

1%

1%

1%

1%

观众工作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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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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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诺物流机械（苏州）
有限公司
余女士

我们公司 37 人参观了今年的展会，

虽然在疫情影响下，但展会仍然规

模浩大，主办方组织的有条不紊，

专车接送，快速通道进入，十分高效。

在展会，我们遇见了很多老朋友，

也看见了一些新面孔，技术上的推

陈出新是一大亮点。再次感谢展会

主办方，全程耐心细致，流程安排

得井井有条。

天津通广集团专用设备有限公司
童先生

PTC ASIA 2020 已圆满结束，深切感受到提前预约商务配对，现场专人接待服务的优势。服

务对接人员一直在线，微信提问能马上解决。尤其是接待我们微信群的工作人员。热情指引，

安排妥当，在此表示感谢。本次参观，感叹中国工业体系的完善，什么产品都有人在做。展

会上解决了我们的技术问题，也找到了可以合作的供应商。

观众评语

上海鸿安展升物流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崔先生 

先非常感谢主办方热情周到的接待，在今年疫情影响下，能安全

顺利的参加展会，并通过 “ 享见 ” 贵宾商务配对服务成功的找到

了心仪的供应商，我们深感成果来之不易。这次会前的配对介绍，

展期的专人引导洽谈都让我们节约了时间，非常高效方便。这次

我们找到了新的链条供应商，还有可替代进口品的皮带供应商。

虽然今年受疫情影响，国外展商少了些，但是能明显的感受到国

内展商已走向舞台的中央，这一切都离不开主办方热情周到的工

作。特别感谢主办方的热情邀请，期待明年再相见！

浙江科钛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谢女士

谢谢主办方今年再次邀请我们公司参观 PTC 
ASIA 动力传动展，本次参观收获颇丰，了解

了动力传动新技术及行业发展动态，也感受

到了主办方的贴心服务，极大提升了我们整

个参观行程流畅度与体验感。在这里再次感

谢主办方及时解决了我们公司临时出差回来

人员参观问题，使我们能够有更充足的时间

参观本次展览。期待下一次的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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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活动

17场专业论坛及活动
PTC ASIA 智能驱动论坛 - VDMA 智能制造论坛

PTC ASIA 智能驱动论坛 - 未来科技与智造论坛

PTC ASIA 智能驱动论坛 - 工业制造企业数智化营销新趋势专题论坛

PTC ASIA 智能驱动论坛 - 国际智能传动与控制助力企业工厂数字化专题论坛

2020 无人驾驶与精准农业技术研讨会

全国数字与智能液压高峰论坛

连续输送专业研讨会

管道输送技术及智能制造应用研讨会 

2020 中国国际汽车变速器及高效传动技术研讨会

2020 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与技术应用高峰论坛暨《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与发展工业机器人》新书发布式

盖世汽车采购项目对接会 — 动力传动专场

液压管路系统与辅件的科技和工程应用新进展

高性能弹性体材料

动力传动技术在机加工运用

#HiTalks 2020 | 静液压创新技术论坛

5G 背景下传动与控制技术发展高峰论坛

PTC ASIA 30 周年发布与挚友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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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活动

在以 “ 自主创新，驱动未来 ” 为主题的 “2020 中国国际汽车变速器及高效传动技术研讨
会 ” 上，来自科研院校、整车厂变速器研发部门及专业的变速器零部件企业的专家们从
不同角度带来纯干货技术分享，正是 “ 百家争鸣 ” 最好的佐证。现场云集变速器行业各
界人士，主讲嘉宾对国内变速器行业的近况进行了梳理，对技术发表了各自的真知灼见；
现场与会者同嘉宾进行了热烈的互动。

2020中国国际汽车变速器及高效传动技术研讨会

作为工业 4.0 技术 - 物联网及预见性维护的领先推动者，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
联合会（VDMA）今年再度与 PTC ASIA 合作举办 “VDMA 智能制造论坛 ”。本
届论坛已经是 VDMA 与 PTC ASIA 共同合作的第六届论坛，除了继续展现工业 4.0
领域的领先创新技术及其实践，包括数字化、连接性、通信、预见性维护以及
OPC 统一架构之外，VDMA 还发布了今年 OPC 统一架构的基础规范。

PTC ASIA智能驱动论坛—VDMA智能制造论坛

本次论坛以 “ 工业机器人的应用与企业转型升级 ” 为主题，探讨交流工业机器
产业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工业机器人在汽车制造、电气电子设备制造及金属
加工等行业的应用与发展情况。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
业协会及其相关分会的领导、科研院所、生产企业及用户企业代表等共计 80
多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2020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与技术应用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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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活动

此次论坛围绕传动技术 （电气传动、机械传动、直线运动、轴承等）与流体动力（液压
零部件、气动、传感与检测、密封技术等）领域展开，旨在为行业内的精准用户提供一
个在 5G 背景下传动与流体动力新技术及解决方案展示交流、资源对接平台，进一步助
力工业未来制造。上海交通大学、伦茨（上海）传动系统有限公司、苏州艾利特机器人
有限公司、图尔克（天津）传感器有限公司、马头动力工具中国客户中心、上海辛格林
纳新时达电机有限公司的代表分别在论坛现场分享了干货满满的主题报告。

5G背景下传动与控制技术发展高峰论坛

2020无人驾驶与精准农业技术研讨会
来自农机行业管理机构、行业协会、科研院所院校、农机生产企业、关键零部件制造商等 100
余名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会议邀请 9 位技术专家，就农机导航和自动驾驶补助政策、无人
驾驶技术标准制定及解决方案、北斗车载终端数据应用价值、农业数据与通讯解决方案、北
斗农机自动驾驶技术现状与发展趋势、基于北斗导航现代化农业无人化农场建设与示范应用、
精准农业技术、智慧农业在农场中的应用等。大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与交流，干货满满，
参会代表都认真聆听，害怕错过每个重要环节，此次论坛得到了参会代表的一致好评。

盖世汽车采购项目对接会 — 动力传动专场
此次采购项目对接会 PTC 动力展专场成功帮助 9 家采购商，项目涉及铸铁件、铸铝件、
锻造件、机加工、注塑件、紧固件、传感器、线束、PCB、密封件、轴承等几十个不同
种类产品，覆盖到了底盘、内外饰、动力系统、三电系统、电子电器等多个不同领域。
近 150 家供应商成功对接了 54 个项目需求，项目匹配率达 70%；会后，采供双方都对
此次活动予以充分的肯定。盖世汽车项目对接会为采购商的项目寻源、零件国产化提供
了便利条件，也为供应商项目开发提供了更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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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团来自 ( 部分 )

130  个买家参观团莅临参观

上海电气
浙江中力机械有限公司
林德（中国）叉车有限公司
苏州鸿安机械有限公司
杭州东华链条集团有限公司
美固龙集团
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阿特拉斯 · 科普柯（无锡）压缩机有限公司
凯傲宝骊（江苏）叉车有限公司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科钛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泛亚气体技术（无锡）有限公司 
博能传动（苏州）有限公司
英特诺物流机械 ( 苏州 ) 有限公司
上海兰石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天津通广集团专用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速博雷尔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湃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富驰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兰剑物流科技股份公司
宁波市液压气动密封件行业协会
无锡锡压压缩机有限公司
江西绿萌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布勒（无锡）商业有限公司

江苏江海润液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海立电器有限公司
江苏科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德驱驰电气有限公司
上海富优自动控制有限公司
苏州大方特种车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鸿鼎环保机械有限公司
中达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库卡柔性系统制造 ( 上海 ) 有限公司
国创新能源汽车智慧能源装备创新中心（江苏）有限公司
上海哈塔柴油机有限公司
无锡市恒翼通机械有限公司
天津鼎成高新技术产业有限公司
江阴市凯业纺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
开利空调冷冻研发管理
上海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昆山亿弘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杭州七所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威孚精密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神钢压缩机制造 ( 上海 ) 有限公司
贤善数字科技 ( 上海）有限公司
苏州天成涂装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威孚金宁有限公司
阿美德格工业技术 ( 上海 ) 有限公司

嵩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川崎精密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上海胜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复盛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爱森思压缩机有限公司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气动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泰安航天特种车有限公司
河南志方电动平车有限公司
上海大川原干燥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汇益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正能风机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凯普特动力传输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尤加工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中船重工第七〇四研究所
江苏日新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艾力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南通中远机械有限公司
沈阳格鲁克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奥普森机械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航福机场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宝时达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振欣透平机械有限公司
河北杰的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艾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市马也自动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安保科技有限公司
华辰精密装备（昆山）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三江集团
上海维嘉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擎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沃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锐达工业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红旗建筑设备租赁中心
延锋安道拓
宁波威森搏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南京伽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



18

商务配对服务

233 场商务配对活动

主办方组织的

尼尔森 ( 常州 ) 管件有限公司
上海龙工
双威液压工业 ( 芜湖 ) 有限公司
唐山开元自动焊接装备有限
无锡佩泰科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锐特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佰事瑞帕瓦传动有限公司
金华市明乐工具有限公司
恪信机械 ( 上海 ) 有限公司
上海鸿安展升物流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益通液压成套有限公司
甘肃陇盛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光越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杰流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麦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征耀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抚顺矿业集团
上海诚跃
徐州申克
南京天拓机电装备有限公司
厦门市力威特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新乡平原航空液压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国瑞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盐城艾迪鑫泓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双胜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力驱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浙江亿控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通广集团专用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葛氏实业有限公司
青岛百仕诚液压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无锡市安曼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中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思拓达仓储泊车技术 （常州）有限公司
青岛爱味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伯曼机械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山西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烟台杰瑞石油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台州市椒江中瑶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马勒热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秀华科技公司
新奥能源动力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
上海精可智能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方方电子有限公司
方方贸易有限公司
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吉祥贸易有限公司
济南优科精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德州市宁津县优力强液压
上海佩纳沙士吉打机械有限公司
沈阳通歌自动化有限公司
上海德托机械有限公司
无锡天之瑞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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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各曝光渠道

Facebook、Twitter、Linkedin等海外社交平台
7,590,000+曝光量

百度搜索平台
百度534,000+曝光量

 今日头条移动资讯平台
12,836,000+曝光量

展会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
         官网388,000+浏览量

官微85,000+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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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各曝光渠道展会各曝光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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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以下赞助商及合作媒体

指定媒体 

支持媒体&合作伙伴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The names are in order without priority

赞助商 

*按首字母排序
*Sort by first letter

标准色为 :     M:25 Y:100

海外合作媒体

支持媒体&合作伙伴

 国内合作媒体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The names are in order without priority

中国机械工业年鉴社



精彩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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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70,000 平方米
展会规模

近 1,000 家
知名展商

101,057 名
专业观众

17 场
同期活动

130 个
买家参观团

233 场主办方组织的
商务配对活动

上届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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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年度工业盛会 ——2020 亚洲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圆满落幕。疫情的袭来使得今年显得格外不同寻常，在经历了

上半年的沉寂之后，制造行业迎来强势反弹，今年的展会吸引了近 1000 家知名企业参展，

在约 7 万平米的展出面积上带来疫后智能制造创新成果。

为期四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专业观众 101,057 人，超过了规模相当的 2018 年，不少展商都

表示观众的专业性比往年有提升。来自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集团、上海电气、北汽新

能源、中国航天三江集团、宝钢集团、上海比亚迪、上海机床厂、苏州鸿安机械、科钛

机器人、泛亚、兰石重工、库卡、无锡威孚、法兰泰克重工、中船重工、航福机场设

备、广州起重机械等 130 家知名企业的参观团赴会参观采购。

上届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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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单位和支持单位

韩国机械产业振兴会 (KOAMI)

英国流体动力协会 (BFPA)

日本流体动力协会 (JFPA)

台湾区流体传动工业同业公会（TFPA）

组织单位

支持单位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 (VDMA) 

欧洲液压与气动委员会 (CETOP)

欧洲齿轮与传动零部件制造商协会 (EUROTRANS)

意大利机电一体化技术与流体动力元件、动力传动、
智能自动化及工业产品和过程控制协会 (FEDERT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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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惠丰电机有限公司
李雄铃，产品开发经理

作为 PTC ASIA 的老展商，2020 年的这届展会由于全球新冠疫情显得更加特殊和有意义！感谢 PTC 
ASIA 主办方的贴心服务，对接我们展位的工作人员非常热心。今年，我们在 E1 展馆看到许多老朋友

也结识了不少新朋友，第一天的观众数量很不错，第二天的观众有翻倍的增长。再次感谢 PTC ASIA，
期待明年上海再相见！ "

恒速控股有限公司
陈茂兴，外贸主管

参加 PTC ASIA 多年，展会始终以 “ 驱动未来 ” 为己任，

致力于提供专业的采供、技术信息交互平台，发展成

为了亚太地区动力传动行业的风向标。很高兴能多年

一直与 PTC ASIA 合作，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展示我们公

司的产品和服务，在邀请我们的老客户来展会参观的

同时我们也结识了很多新客户。明年即将迎来 PTC ASIA 
30 周岁的生日，期待明年能共同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

刻。

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
王晓光，董事 / 副总裁

此次是国茂股份第三次参与 PTC ASIA 展会，依托强大的

展会平台，国茂股份首次展示了物流分拣减速机监控中

心，并携斗提专用减速机、塔机专用减速机等新品，给

大家带来了新的视觉体验与产品感受，进一步加强了行

业间的交流与合作。现场感触最深的还是 PTC ASIA 的国

际化、专业化以及权威化，无论是开展前全面的推广预

热，开展中对展商的全方位服务，还是展后的细节管理，

都带给参展商最贴心的享受。明年恰逢 PTC ASIA 30 周年，

国茂股份也将一如既往参与其中，更大程度的支持展会

及其相关活动，携手一起前行，共同成长。

展商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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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展会

相关展会同期打造传动链上下游大平台

紧固件工业的
国际盛会

特殊钢工业的
国际盛会

压缩空气技术、真空
技术的国际盛会

冷链技术与
配送的国际盛会

电子商务包装技术的
国际盛会

智能加工与工业零部件
的国际盛会

物料搬运、自动化技
术、运输系统、物流
的国际盛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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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特殊钢生产企业、冶金装备企业、耐火磨料企业、

相关商协会及其它辅助行业等，聚焦特钢行业的先进技术成果，与同期展会一

同贯通上下游产业链，让生产制造企业享受一站式的大工业平台。

展会汇聚日本精益制造企业，以机械加工零部件、自动化机械设备、机器人、

节能环保设备、电子电气智能家电、新能源新材料等行业为主，展会期间中

日企业就新能源、网络提速、机器人、可视化和中日制造业的合作创新等话

题展开热烈讨论，为两国企业的合作交流建起桥梁。

工业零部件及分承包特别展示区长期聚焦行业前沿趋势，2020 年展区聚焦铸造 / 
压铸、锻造、机加工、钣金成型、冲压、表面处理、材料及辅料、半成品及系统

及装备、设计工程及制造解决方案以及行业服务等主题，为参展商提供开展创新

和业务拓展的平台。

CISSIE 2020 中国国际特殊钢工业展览会

FBC 2020 亚洲智能加工与工业零部件展览会

2020 上海国际工业零部件及分承包特别展示区

展会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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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亮点

匠心云之旅
展会首次打造 “ 匠心云之旅 ”，旨在全球特殊时期，为海外专业

买家提供高效的网络参观之旅。展会期间主办方携专业摄制组

采访展商，展商用英语介绍展会现场最新产品与解决方案，活

动通过大会众多海外渠道的宣传，吸引了来自美国、德国、意

大利、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巴西、阿根廷、

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泰国等 40 多个国家及地区的 1000 多名

海外观众在线收看，同时参与活动的 40 多家展商也对海外买家

的质量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享见计划
展会优化了组团和商务配对服务，诚意推出 “ 享见计划 ”，通过调

查了解采供双方的需求，真正为展商带来更多的专业买家，也让买

家们参观得更便利、更有方向性。活动共吸引了 700 多家企业的

近 12000 名观众参与，其中有部分买家现场就签下订单，展商反

映虽然观众人数受疫情的一定影响，但疫情之下见到的是真正有需

求的人，观众质量明显有提升。

明年 PTC 将迎来他的 30 周岁生日，为庆祝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主办方在今年展会现场举办了 30 周年发布与挚友联盟。

挚友联盟由 PTC ASIA主办方发起，集结 PTC ASIA忠实展商、核心买家、相关国际协会、长期合作伙伴（包括国内外媒体、

论坛合作方等）、地方协会等动力传动行业的中坚力量，旨在加强业内企业，行业专家。联盟将整合国内国际各方资

源，提供行业信息分享、项目对接、互动交流、金融支持、企业管理咨询等方面服务。联盟成员可优先参与 PTC ASIA
相关的各类交流、会议、培训等线上线下推广活动，同时，联盟成员不仅仅是展商、合作伙伴和观众的角色，也将是

PTC ASIA 品牌发展及规划的顾问。

PTC ASIA 30 周年发布与品牌挚友联盟

展会亮点展会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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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C ASIA 2020首次推出了全新的海外买家服务 “匠心云采配”，辐射展前、展中、展后，以“云”在线形
式匠心打造配对平台，倾情助力海外买家采购展商的产品和服务，协助双方在特殊时期逐步恢复国际
间贸易联络。 近50家海外采购商

来自25+国家/地区

600+场线上采配会

预计总交易金额：15,153,000美元/年

部分买家企业

买家国家/地区

阿塞拜疆
埃及
巴西
白俄罗斯
波兰
俄罗斯
芬兰
哈萨克斯坦
韩国
科威特
罗马尼亚
马来西亚
美国

墨西哥
日本
沙特阿拉伯
泰国
土耳其
西班牙
新加坡
新西兰
伊朗
印度
印度尼西亚
越南
......

*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匠心云采配



10

观众地区分布

非本地观众 68%

本地观众 32% 华东

华北

华南

华中

74%

9%

5%

6%

华中
河南 3%
湖北 2%
湖南 1%

华北
河北 3%
北京 3%
天津 2%

华南
广东 5%

东北
辽宁 2%

华东
江苏 36%
浙江 25%
山东 7%
安徽 3%
福建 2%

东北

西南

西北

3%

2%

2%

国内观众地区分布

西南
四川 1%

西北
陕西 1%

国内观众

观众分析

非本地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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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设备及零部件制造业  

机床及金属加工机械制造  

专用机械制造业  

工程机械/建筑机械/矿山机械  

汽车制造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能源/电力生产供应业  

金属冶炼及金属制品业  

石油/化工制造业  

电子/通信制造业  

摩托车/自行车制造业  

冶金专用机械制造  

食品/饮料制造业  

电子和电工机械生产机械制造  

医药制造业  

家用电器制造业  

化工专用机械制造  

家具制造业  

食品、饮料生产机械制造  

印刷、包装生产机械制造 

制药、医疗生产机械制造  

农、林、牧、渔专用机械制造  

其他  

56%

27%

22%

19.%

15%

11%

8%

8%

7%

6%

5%

4%

4%

3%

3%

3%

3%

2%

2%

2%

2%

2%

9%

观众感兴趣的领域

电气传动  

轴承及其专用设备  

液压技术  

直线运动系统  

齿轮传动  

气动技术  

密封技术  

各类机械装备及检测仪器  

服务  

传动联结件  

带传动  

链传动  

紧固件  

工业分承包     

弹簧  

冶金制品 
 

48%  

36%  

24%  

21%  

19%  

15%  

14%  

13%  

11%  

11%  

11%  

10%  

10%  

9%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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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分析
观众行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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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展会目的
73%

46%

32%

25%

24%

20%

16%

14%

4%

3%

2%

了解市场概况  

寻找新产品及创新技术 

拜访已有供应商和销售商

寻求解决方案  

开发新的供应商  

开拓新业务联系  

采购/下订单  

为投资及采购决策收集信息

评估是否参展

开发新客户  

其他  

观众采购决定权

87%
超过80%的观众涉及采购或相关。

有采购决定权

建议/收集采购信息

评估/执行采购任务

不涉及采购决策

47%

25%

15%

13%

企业管理 

研发/设计  

销售/渠道分销  

采购  

生产/制造/质量管理 

市场/咨询/公关  

信息技术  

财务/金融管理  

维修保养  

物流：物料管理/仓储运输 

人力资源/行政  

其他  

25%

20%

19%

15%

11%

3%

2%

2%

1%

1%

1%

1%

观众工作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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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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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诺物流机械（苏州）
有限公司
余女士

我们公司 37 人参观了今年的展会，

虽然在疫情影响下，但展会仍然规

模浩大，主办方组织的有条不紊，

专车接送，快速通道进入，十分高效。

在展会，我们遇见了很多老朋友，

也看见了一些新面孔，技术上的推

陈出新是一大亮点。再次感谢展会

主办方，全程耐心细致，流程安排

得井井有条。

天津通广集团专用设备有限公司
童先生

PTC ASIA 2020 已圆满结束，深切感受到提前预约商务配对，现场专人接待服务的优势。服

务对接人员一直在线，微信提问能马上解决。尤其是接待我们微信群的工作人员。热情指引，

安排妥当，在此表示感谢。本次参观，感叹中国工业体系的完善，什么产品都有人在做。展

会上解决了我们的技术问题，也找到了可以合作的供应商。

观众评语

上海鸿安展升物流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崔先生 

先非常感谢主办方热情周到的接待，在今年疫情影响下，能安全

顺利的参加展会，并通过 “ 享见 ” 贵宾商务配对服务成功的找到

了心仪的供应商，我们深感成果来之不易。这次会前的配对介绍，

展期的专人引导洽谈都让我们节约了时间，非常高效方便。这次

我们找到了新的链条供应商，还有可替代进口品的皮带供应商。

虽然今年受疫情影响，国外展商少了些，但是能明显的感受到国

内展商已走向舞台的中央，这一切都离不开主办方热情周到的工

作。特别感谢主办方的热情邀请，期待明年再相见！

浙江科钛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谢女士

谢谢主办方今年再次邀请我们公司参观 PTC 
ASIA 动力传动展，本次参观收获颇丰，了解

了动力传动新技术及行业发展动态，也感受

到了主办方的贴心服务，极大提升了我们整

个参观行程流畅度与体验感。在这里再次感

谢主办方及时解决了我们公司临时出差回来

人员参观问题，使我们能够有更充足的时间

参观本次展览。期待下一次的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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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活动

17场专业论坛及活动
PTC ASIA 智能驱动论坛 - VDMA 智能制造论坛

PTC ASIA 智能驱动论坛 - 未来科技与智造论坛

PTC ASIA 智能驱动论坛 - 工业制造企业数智化营销新趋势专题论坛

PTC ASIA 智能驱动论坛 - 国际智能传动与控制助力企业工厂数字化专题论坛

2020 无人驾驶与精准农业技术研讨会

全国数字与智能液压高峰论坛

连续输送专业研讨会

管道输送技术及智能制造应用研讨会 

2020 中国国际汽车变速器及高效传动技术研讨会

2020 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与技术应用高峰论坛暨《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与发展工业机器人》新书发布式

盖世汽车采购项目对接会 — 动力传动专场

液压管路系统与辅件的科技和工程应用新进展

高性能弹性体材料

动力传动技术在机加工运用

#HiTalks 2020 | 静液压创新技术论坛

5G 背景下传动与控制技术发展高峰论坛

PTC ASIA 30 周年发布与挚友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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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活动

在以 “ 自主创新，驱动未来 ” 为主题的 “2020 中国国际汽车变速器及高效传动技术研讨
会 ” 上，来自科研院校、整车厂变速器研发部门及专业的变速器零部件企业的专家们从
不同角度带来纯干货技术分享，正是 “ 百家争鸣 ” 最好的佐证。现场云集变速器行业各
界人士，主讲嘉宾对国内变速器行业的近况进行了梳理，对技术发表了各自的真知灼见；
现场与会者同嘉宾进行了热烈的互动。

2020中国国际汽车变速器及高效传动技术研讨会

作为工业 4.0 技术 - 物联网及预见性维护的领先推动者，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
联合会（VDMA）今年再度与 PTC ASIA 合作举办 “VDMA 智能制造论坛 ”。本
届论坛已经是 VDMA 与 PTC ASIA 共同合作的第六届论坛，除了继续展现工业 4.0
领域的领先创新技术及其实践，包括数字化、连接性、通信、预见性维护以及
OPC 统一架构之外，VDMA 还发布了今年 OPC 统一架构的基础规范。

PTC ASIA智能驱动论坛—VDMA智能制造论坛

本次论坛以 “ 工业机器人的应用与企业转型升级 ” 为主题，探讨交流工业机器
产业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工业机器人在汽车制造、电气电子设备制造及金属
加工等行业的应用与发展情况。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
业协会及其相关分会的领导、科研院所、生产企业及用户企业代表等共计 80
多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2020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与技术应用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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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活动

此次论坛围绕传动技术 （电气传动、机械传动、直线运动、轴承等）与流体动力（液压
零部件、气动、传感与检测、密封技术等）领域展开，旨在为行业内的精准用户提供一
个在 5G 背景下传动与流体动力新技术及解决方案展示交流、资源对接平台，进一步助
力工业未来制造。上海交通大学、伦茨（上海）传动系统有限公司、苏州艾利特机器人
有限公司、图尔克（天津）传感器有限公司、马头动力工具中国客户中心、上海辛格林
纳新时达电机有限公司的代表分别在论坛现场分享了干货满满的主题报告。

5G背景下传动与控制技术发展高峰论坛

2020无人驾驶与精准农业技术研讨会
来自农机行业管理机构、行业协会、科研院所院校、农机生产企业、关键零部件制造商等 100
余名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会议邀请 9 位技术专家，就农机导航和自动驾驶补助政策、无人
驾驶技术标准制定及解决方案、北斗车载终端数据应用价值、农业数据与通讯解决方案、北
斗农机自动驾驶技术现状与发展趋势、基于北斗导航现代化农业无人化农场建设与示范应用、
精准农业技术、智慧农业在农场中的应用等。大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与交流，干货满满，
参会代表都认真聆听，害怕错过每个重要环节，此次论坛得到了参会代表的一致好评。

盖世汽车采购项目对接会 — 动力传动专场
此次采购项目对接会 PTC 动力展专场成功帮助 9 家采购商，项目涉及铸铁件、铸铝件、
锻造件、机加工、注塑件、紧固件、传感器、线束、PCB、密封件、轴承等几十个不同
种类产品，覆盖到了底盘、内外饰、动力系统、三电系统、电子电器等多个不同领域。
近 150 家供应商成功对接了 54 个项目需求，项目匹配率达 70%；会后，采供双方都对
此次活动予以充分的肯定。盖世汽车项目对接会为采购商的项目寻源、零件国产化提供
了便利条件，也为供应商项目开发提供了更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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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团来自 ( 部分 )

130  个买家参观团莅临参观

上海电气
浙江中力机械有限公司
林德（中国）叉车有限公司
苏州鸿安机械有限公司
杭州东华链条集团有限公司
美固龙集团
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阿特拉斯 · 科普柯（无锡）压缩机有限公司
凯傲宝骊（江苏）叉车有限公司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科钛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泛亚气体技术（无锡）有限公司 
博能传动（苏州）有限公司
英特诺物流机械 ( 苏州 ) 有限公司
上海兰石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天津通广集团专用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速博雷尔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湃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富驰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兰剑物流科技股份公司
宁波市液压气动密封件行业协会
无锡锡压压缩机有限公司
江西绿萌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布勒（无锡）商业有限公司

江苏江海润液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海立电器有限公司
江苏科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德驱驰电气有限公司
上海富优自动控制有限公司
苏州大方特种车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鸿鼎环保机械有限公司
中达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库卡柔性系统制造 ( 上海 ) 有限公司
国创新能源汽车智慧能源装备创新中心（江苏）有限公司
上海哈塔柴油机有限公司
无锡市恒翼通机械有限公司
天津鼎成高新技术产业有限公司
江阴市凯业纺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
开利空调冷冻研发管理
上海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昆山亿弘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杭州七所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威孚精密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神钢压缩机制造 ( 上海 ) 有限公司
贤善数字科技 ( 上海）有限公司
苏州天成涂装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威孚金宁有限公司
阿美德格工业技术 ( 上海 ) 有限公司

嵩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川崎精密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上海胜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复盛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爱森思压缩机有限公司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气动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泰安航天特种车有限公司
河南志方电动平车有限公司
上海大川原干燥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汇益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正能风机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凯普特动力传输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尤加工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中船重工第七〇四研究所
江苏日新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艾力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南通中远机械有限公司
沈阳格鲁克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奥普森机械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航福机场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宝时达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振欣透平机械有限公司
河北杰的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艾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市马也自动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安保科技有限公司
华辰精密装备（昆山）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三江集团
上海维嘉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擎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沃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锐达工业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红旗建筑设备租赁中心
延锋安道拓
宁波威森搏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南京伽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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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配对服务

233 场商务配对活动

主办方组织的

尼尔森 ( 常州 ) 管件有限公司
上海龙工
双威液压工业 ( 芜湖 ) 有限公司
唐山开元自动焊接装备有限
无锡佩泰科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锐特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佰事瑞帕瓦传动有限公司
金华市明乐工具有限公司
恪信机械 ( 上海 ) 有限公司
上海鸿安展升物流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益通液压成套有限公司
甘肃陇盛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光越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杰流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麦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征耀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抚顺矿业集团
上海诚跃
徐州申克
南京天拓机电装备有限公司
厦门市力威特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新乡平原航空液压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国瑞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盐城艾迪鑫泓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双胜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力驱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浙江亿控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通广集团专用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葛氏实业有限公司
青岛百仕诚液压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无锡市安曼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中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思拓达仓储泊车技术 （常州）有限公司
青岛爱味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伯曼机械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山西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烟台杰瑞石油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台州市椒江中瑶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马勒热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秀华科技公司
新奥能源动力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
上海精可智能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方方电子有限公司
方方贸易有限公司
安徽四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吉祥贸易有限公司
济南优科精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德州市宁津县优力强液压
上海佩纳沙士吉打机械有限公司
沈阳通歌自动化有限公司
上海德托机械有限公司
无锡天之瑞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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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各曝光渠道

Facebook、Twitter、Linkedin等海外社交平台
7,590,000+曝光量

百度搜索平台
百度534,000+曝光量

 今日头条移动资讯平台
12,836,000+曝光量

展会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
         官网388,000+浏览量

官微85,000+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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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各曝光渠道展会各曝光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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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以下赞助商及合作媒体

指定媒体 

支持媒体&合作伙伴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The names are in order without priority

赞助商 

*按首字母排序
*Sort by first letter

标准色为 :     M:25 Y:100

海外合作媒体

支持媒体&合作伙伴

 国内合作媒体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The names are in order without priority

中国机械工业年鉴社



精彩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