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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空气提供无限动力
Compress the AIR, 
extend th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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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Vac ASIA —— 压缩空气提供无限动力

名不虚立，十又五载铸造品牌辉煌

ComVac ASIA 2021 迎来了它 15 岁生日，以 “ 压缩空气提供无限动力 ” 为全新

主题，吸引了包括压缩机整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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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近 300 家行业领先企业。为答谢展商、

观众、行业协会过去 15 年来的鼎力支持，主办方在展会现场策划了 “ 展

商颁奖 ” 环节，并在 15 周年主题活动区精心展示关于 ComVac 的老

照片、老故事。同时，精彩纷呈的 10 余场专题讲座和新品发布会

也将带领观众探索行业新风向。

近 20,000 平方米 

展示面积

252 家

展商
15 场

专业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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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机技术                                  85%

压缩机零部件                             36%

压缩机整机                                  24%

压缩机空气后处理设备            14%

润滑油                                             8%

展商分析 
展商产品分析(按面积)

超过 87% 的展商表示现场成功买卖，或达成了合作意向。

现场满意度分布

其他

其他

其他

因展商营业范围有重叠项，故总数大于展商实际数量

展台参观者数量

潜在客户联络 展会满意度

有价值交谈数量

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满意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41%

44%

9%

1%

53%

35%

9%

3%

27%

40%

28%

5%

37%

57%

6%

1%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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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地区分布

非本地观众     73%

本地观众         27%

华东     70%

华北       6%

华南       9%

华中       7%

中国大陆观众                 99%

海外观众（含港澳台）       1%

北美洲 

加拿大 20%

•   海外观众地区分布

•   国内外观众

•   国内观众 •   非本地观众

观众分析 

西南       4%

东北       3%

西北       1%

欧洲 

德国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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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行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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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0%

5%

53%

6%

5%

4%

5%

4%

8%

3%

9%

12%

4%

12%

12%

观众感兴趣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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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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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34%

36%

45%

39%

23%

27%

17%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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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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展会目的
77%

42%

47%

23%

12%

20%

13%

20%

8%

1%

了解市场概况

拜访已有的商业合作伙伴

寻找新产品及创新技术

寻求解决方案

为投资及采购决策收集信息

采购/下订单

开拓新业务联系

开拓新的供应商和代理商

评估是否参加下届展会

其他

观众采购决定权

82%
超过82%的观众涉及采购或相关。

19%

16%

13%

8%

1%

1%

1%

28%

4%

1%

3%

1%

生产/制造/质量管理

采购

研发/设计

企业管理

财务/金融管理

信息技术

人力资源/行政

销售/渠道分销

市场/咨询/公关

物流：物料管理/仓储运输

维修保养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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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采购决定权

评估/执行采购任务

建议/收集采购信息

不涉及采购决策

47%

13%

2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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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现场的声音
观众评语

江苏江海润液设备有限公司 王先生

蒲公英制药 焦先生

我们主要做润滑设备，润滑设备上会用到泵、电机、冷却器、蓄能器等，每年来展会都想看
到一些新技术。近年来净油机、仪表、监控等产品创新是比较多的，希望能在展会上多看到
这类产品的厂家。

蒲公英与上海国际压缩机及设备展览会已经连续 4 届合
作组团观展，作为蒲公英联合创始人，我也是连续 4 届参
与会议培训的组织工作，见证了国际压缩机展的蓬勃发展
以及国际压缩机展在制药行业的知名度快速提升，今年虽
然因疫情原因，但是培训现场仍然高朋满座，展会活动依
然办的红红火火、人气爆棚。期待着下一届展会为我们带
来更多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应用，也期待着一年一度的
展会越办越好，期待整个行业在疫情过后迎来快速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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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现场的声音
展商评语

厦门东亚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韩文浩

格南登福
全国销售经理 Peter Xu

首先恭喜本次 ComVac ASIA 2021 成功举办，本次展会汇集了全球空压机精英于一堂，共同
演出了这届精彩的 2021 年 ComVac ASIA 展。东亚机械 - 捷豹空压机本次展会也带了丰富
的展品，几大核心主题分别为无油空气压缩机 ZS 和 ZW 系列、干式螺杆真空泵 GV 系列、
螺杆鼓风机 ZBS 和离心鼓风机 ZTB 系列等全方面产品，为用户带来了全新的震撼体验，受
到了各界朋友的喜爱和关注。在展会期间，东亚机械也感受到了行业内不停进步进取的创
新动力，在这样的氛围中空压机行业一定会不断推陈出新，勇攀高峰。东亚机械 - 捷豹空压
机一定也会不忘初心，继续创新，2022 年我们将会带来新的产品，新的技术，给客户一个全
新的体验。最后感谢本次举办方为这次展会付出了巨大努力，让这次展会成功圆满举办，祝
ComVac ASIA 展会越办越好，让我们一起在明年的 ComVac ASIA 2022 再次相聚！

ComVac 开幕之前，新一波疫情对本届展会影响其实我们是有些担心的，不
过看到会场那么多专业观众和高质量的交流，这些顾虑立刻就烟消云散了。
我想这样的感受来自三个方面，首先离不开祖国的伟大复兴，经济繁荣和制
造业的高景气，其次是主办方的精心组织和 ComVac 的专业影响力，还有我
们格南登福 GardnerDenver 在与英格索兰合并后的第一次全新亮相也确实
得到了业界热情而广泛的关注，格南登福展台上络绎不绝的观众，让我们自
己也深深感受到市场对格南登福的热切期待，今年我们全新推出了 GDK 系
列空压机得到了市场上的广泛赞誉，接下来我们会不断推出更加顺应时代，
满足客户更高要求的新产品。在此我也祝愿我们的 ComVac 越办越好，让我
们 2022 再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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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论坛
15场专业论坛

上海国际压缩机及设备展览会 15 周年开幕式暨颁奖活动

模拟仿真在压缩机设计中的应用 - 登福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600+ 个站房案例，云智控如何实现整站节能 10-30% - 
蘑菇物联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德曼节能，到底有多节能 - 宁波德曼压缩机有限公司

昆泰克产品特点：安全、高效的压缩空气 - 
昆泰克 ( 上海 ) 气体设备有限公司

过滤在压缩空气系统运用和要求 - 上善气体

空气动力技术配套战略研讨会议程 - 上海捷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数智化节能空压机助力企业赢在碳中和 - 鑫磊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葆德智能气站管理系统 - 广东葆德科技有限公司

柳泰克产品特点 - 柳州泰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节能降耗，融合发展 - 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捷豹 - 开启节能发展新时代 - 厦门东亚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自主核心技术 - 汉钟无油系列产品介绍 -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 谋新，共赢 ” 德耐尔创新开启无限未来 - 德耐尔节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制药洁净厂房质量管理与环境空间灭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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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周年颁奖典礼

2007 年，我们从享誉全球的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中正式引入 ”ComVac” 这一品牌来到中国，
并首次在亚洲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PTC ASIA）上以展区的形式亮相。
2013 年，得益于良好的孵化平台和品牌优势，ComVac 展区的产品类别不断丰富、细化、扩张，
终于羽翼丰满独立成展，并正式命名为 “ComVac ASIA” 展览会。
2017 年，ComVac ASIA“ 技术论坛 ” 配套行业发展需要孕育而生，并在之后的几年里形成了论
坛与展会交相辉映，共同成长的良好局面。
2021 年，ComVac ASIA 迎来了它 15 周年的生日庆典，展会规模也再创新高，使用了上海新国
际博览中心 N3 馆、N4 馆及室外展区 20,000 多平方米的展览面积，全面展示了压缩机领域
的各项高新技术，为国内外压缩机制造商和终端用户搭建了一流的商贸信息平台。

回顾这段成长历程，无论是 ComVac 落地中国
那一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风暴，还是
其十五周年之际新冠疫情仍在影响全球的经贸
秩序，这一切的风雨和考验未能阻挡 ComVac 
ASIA 前进的步伐。 一路走来， 他已经从襁褓
之中的婴儿茁壮成长为十五岁的少年，而他的
身后， 是同样不惧风雨，茁壮成长的中国空压
机行业的几百家企业。 感谢我们的每一位老朋
友，与我们共同见证了空压机行业在中国的成
长和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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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团来自 ( 部分 )

上海伦鼎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上海优耐特斯压缩机有限公司

泛亚气体技术（无锡）有限公司

Danfoss

上海固邦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济南航凯机电有限公司

青岛炜盛瑞丰机械有限公司

濮阳艾帕博工业装备有限公司         

上海市奉贤设备容器厂有限公司

上海罗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苹谱

浙江安宝药业有限公司

富螺（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州克睿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济煜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扬州一洋制药有限公司

浙江大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埃文制药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福邦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大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乐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碧博生物

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恒润达生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隆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市西溪医院

上海欣峰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药坦药物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兴盟生物医药（苏州）有限公司

宝船生物

亘喜生物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上海嘉亨

赛默飞世尔 ( 苏州 ) 仪器有限公司

联生药（扬州）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司太立制药

赛默飞世尔苏州仪器有限公司

成都华奥药业有限公司

富螺科技

联生药扬州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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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配对服务 ( 部分 )
主办方组织的上海商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弗坤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斐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汉湖压缩机有限公司

上海筠楷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阔为贸易有限公司

冠有机电有限公司压缩机

南通顺杰节能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华川永固科技有限公司

复盛易利达 ( 上海 ) 压缩机有限公司

天津大地三峰机电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宁波德曼压缩机有限公司

宁波德曼压缩机有限公司

安徽洛克西德电气有限公司

山东捷霸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彬宏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市航丰过滤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枣庄顺恒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沈阳洪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盐城曼特莱斯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牧风压缩机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麦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移山压缩机有限公司

上海优钧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固邦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尚傲旭华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川创轴承有限公司

上海欧创测控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汉和立业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璟汇荣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纯惠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震昌

上海飞奥燃气设备有限公司

义乌诚贵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易德盛世科贸有限公司

南通万宁机泵设备有限公司

南通汉特机械有限公司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博客压缩机（苏州）有限公司

友谊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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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亮点

匠心云采配
主办方再次推出海外买家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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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挖掘
到的海外买家来自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乌克兰、塞尔维亚、越南、
泰国等国家，为展商提供真实的采购需求和潜在订单。2021 年共计完
成 3 期线上采配会，参与活动的参展企业及海外买家均对活动的组织及
达成的效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匠心云之旅
展会连续第二年打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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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推出了 2 条十五周年限量主题路线，
携手专业的摄制团队对 8 家参展企业进行了全景式的展台参观拍摄；每
位参展商用 15-20 分钟的时间，为全球海外买家用英语诠释展会现场最新
产品和最优解决方案，通过在线观看方式，了解 ComVac 展商最新的产
品与科技。

点击图片在线观看“匠心云之旅”

https://www.comvac-asia.com/visitors/show.php?lang=cn&id=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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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以下赞助商及合作媒体

赞助商 Sponsors

协办单位 Co-organizers

合作媒体/合作网站 Cooperation Media & Websites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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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曝光渠道

总计

570,000+
浏览量



精彩瞬间



2022 年展位预订回执表  STAND PRE-BOOKING
ComVac ASIA 2022
上海国际压缩机及设备展览会
2022年11月1-4日  |  Nov.1-Nov.4, 2022

公司/Company：

职位/Title：联系人/Contact：

电话/Tel：  传真/Fax：

手机/MP：  电邮/Email：

公司产品/Products：

我司意向预订2022年展位/Planned exhibitor for 202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平方米/SQM

* 请注意本回执仅作为 ComVac ASIA 2022 预留展位之用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主办方将在收到回执后尽快呈上正式展位 申请合同（具有法律效应）

   Please note that this document serves as a pre-booking of space for ComVac ASIA 2022. It doesn’t serve as a legally binding document. 
   O�cial APPLICATION FORM will be ready in due time and will be sent to you shortly.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电话：+86-21-2055 7036
传真：+86-21-2055 7100

Deutsche Messe
Tel： +49-511-89 31165 
Fax：+49-511-89 39681

联系方式：



2022上海国际压缩机及设备展览会

www.comvac-asia.com

2022年11月1-4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