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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气动专业分会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液力专业分会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橡塑密封专业分会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机械与填料密封专业分会

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协会齿轮专业分会

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协会链传动专业分会

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协会紧固件专业分会

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协会弹簧专业分会

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协会粉末冶金专业分会

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协会传动联结件专业分会

西安交通大学压缩机研究所——中国压缩机网

洛阳轴承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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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
下属动力传动工程委员会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下属流体动力委员会	

意大利流体动力协会(ASSOFLUID)	
英国流体动力协会(BFPA)
美国流体动力协会(NFPA)	

美国齿轮制造商协会(AGMA)	
日本流体动力协会(JFPA)
日本粉末冶金协会	

日本螺丝工业协会

韩国金属工业协同组合

韩国紧固件工业协同组合

台湾区流体传动工业同业公会

台湾区螺丝工业同业公会	

台湾区螺丝贸易协会

香港螺丝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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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PTC动力传动展-汉诺威米兰展览



流体动力

• 液压技术

• 液力技术

• 气动技术

• 橡塑密封技术

• 机械与填料静 
    密封技术

• 相关专用设备   
    及检测仪器

• 传动介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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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缩气体技术

•		轴承及其轴承 
    零部件
•		轴承生产及加   
    工设备
•		相关设备与附件

•		直线导轨
•		直线运动驱动元
    件/系统
•		直线运动系统
•		电动机械致动装置
•		复式运动系统

•		工业电机
•		伺服电机
•		变频器
•		驱动器
•		电磁装备

•		齿轮传动
•		链传动
•		带传动
•		传动联结件

•		紧固件
•		弹簧
•		冶金制品
•		各类机械装备及 
    检测仪器

轴承 •		直线运动驱动元
    件/系统
•		直线运动系统
•		电动机械致动装置
••		复式运动系统复式运动系统

直线运动
系统

•
•
•
•

电气传动电气传动

机械传动、
零部件及
制造设备

展品范围PTC  ASIA
推动市场 引领行业贸易的盛会 

关于展会

作为动力传动行业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国

际性专业展会，亚洲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

览会(PTCAASIA)始终秉承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HANNOVER MESSE)科技、创新及诚信服务的先

进理念，立足中国市场，为展商提供高端专业展示

平台。在全球经济不断发展、采购全球化趋势扩大

的时代背景下，充分了解市场对灵活创新的基础零

部件需求，构建企业展示平台的同时关注用户与买

家，为市场提供合作贸易的最佳空间。

自1991年首次举办以来，展会从每两年一届

发展至每年一届，展出面积、展品内容不断扩大，

专业观众成倍增加，极大地推动了动力传动与控制

技术市场的国际交流及贸易市场的发展。该展览会

不仅为众多国际品牌进入中国及亚洲市场提供了机

遇，更为中国市场带来了全球采购的绝佳平台。

2013展会影响力

                   展会面积    |  超100,000平方米(占9个展馆)

                   展会规模    |  亚洲第一、全球第二大动力传动类工业展览会

                   展商数目    |  超1,650家

参展国家及地区数目    |  28个

参展国家及地区展团    |  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美国、土耳其、印度、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

                   参观人数    |  预计超过70,000名专业观众，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市场推广    |  190家合作媒体，横跨72个国家

参展PTC ASIA，您可以获得…

新市场

中国市场的广度和深度让人无法忽视其存

在，亚洲国际动力传动展又是中国在相关领

域的最大展出。通过PTC ASIA，您可以与来

自全球及本地市场的专业人士进行面对面的

交谈。2012年展会现场，有大约37%的专业

观众拥有投资或合作计划。来自德国、意大

利、美国、土耳其等国家的展团为您带来更

多来自全球市场的机遇。

新客户

2012年，为期四天的展会吸引到来自80个国家和地区的68,510名专

业观众，增长幅度达到21%。其中70%以上为采购决策者，约38%

的观众拥有明确的采购计划。通过参展PTC ASIA，您不仅可以向老

客户展示自己的最新产品和解决方案，而且有更多机会去发掘大量

新客户。

新网络

每年有大量展商选择在PTC ASIA现场发布最新产品或解决方

案。PTC ASIA是展示创新技术、行业趋势的最佳行业平台。您的

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将吸引专业观众、媒体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参与历届展会的知名展商及展团
      流体动力
博 世 力 士 乐 、 伊 顿 、 派 克 汉 尼 汾 、 贺 德 克 、 西 德

福 、 H A W E、 索 菲 玛 、 盖 茨 、 布 赫 、 K T R、 阿 托

斯 、 赫 斯 可 萱 场 、 油 研 、 穆 格 、 希 尔 斯 、 布 雷 维

尼、DAIKIN、KAWASAKI、史陶比尔、颇尔、英德诺

曼、玛努利、巴鲁夫；费斯托、SMC、诺冠、CKD、小金

井、Pneumax、康茂胜、贺尔碧格、麦特沃克、世格、

亚德客、意新泰克、托克斯、YSC、施迈茨、妙德、气立

可、长拓、金器；NOK、特瑞堡、SKF、Garlock、德氏

封、KASTAS、SealMaker、司达行；榆次液压、华德、上

海电气、黎明液压、海特克、大众液压、上海立新、圣邦液

压、镇江液压、无锡气动所、中航力源、上海新益、宁波索

诺、宁波佳尔灵、广研院等

      机械传动与电气传动
SEW、西门子、住友、DMG、邦飞利、诺德、日精、西

帝、艾司匹技、戴纳密克、诠世、新瑞戴维布朗、美闻

达、应拓柯、东方马达、三洋、莱克斯诺、葆德、瓦特、

史克马、椿艾默生、杭州前进、杰牌、中德、传仕；沃尔

夫、瑞诺德、钻石、椿本、东宝、桂盟、东华、恒久；欧皮

特、康迪泰克、霓达、哈金森、盖茨、西格林、麦高迪、

阪东、卡莱、哈伯斯特、巴贝利、沈氏、丰利、美克斯；

席特、巴什卡、三共、马丁、开天、泰克曼、NBK、雷贝

斯托、R+W、SIT、Centa、麦尔；牛津、萨克玛、美国国

民机器、耐落、优涂扣、鹏驰、博尔豪夫、友信、安拓、集

优、春日、新韦宗、上标、立茂、义文、奥达科、宝马、慕

贝尔、戈拉、力司百灵、米克罗、欧立美克、钱江、核工、

核威、中弹、金元发、永腾、斯闽、金狮、兴科、象虎、万

能、三达、开创、之江等

      压缩气体技术
阿特拉斯、英格索兰、复盛埃利沃特、斯可络、寿力、汉

钟、登福、康普艾、凯撒、昆西、伯格、神钢、开山、维

肯、GHHRAND、绍特拉斯、曼-胡默尔、裕镇、Rotorcomp、
AERZEN、TMC、Mattie、ODE、OLAB、ROPER、Triunity、
Kluber、Micro、Desran、唐纳森、ALUP、艾飞特、优耐

特斯、五洋赛德、信然、康可尔、瑞气、兰佛卡、德曼、欧

曼、耐力、科林爱尔等

      轴承
INA、FAG、SKF、TIMKEN、TWB、驿桥、UBC、GGB、

NSK、PEER、LFD、IKO、DYM、Fomas、雷德曼、帝伯环

新、洛阳轴承集团、克劳诺斯、环驰轴承集团、达克、雅

高、龙达、金星、双飞、长盛、沃尔德、埃美克等



PTC AISA
强势出席 聚焦全球市场

2012年现场数据

观众

共计68,510名专业观众

历届展会数据

观众构成

2012年展会现场专业观众，有超过70%以上为采购决策者，

约37%的观众拥有明确的采购计划。

全球观众

2012年，展会吸引了来自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决策者。

43.85%

4.12%

12.14%

3.03%
4.87%

4.75%

27.25%

观众广泛的兴趣

参观PTC ASIA的专业观众对各种产品和解决方案有着广泛

兴趣。

机械与电气传动 49.70%

41.13%

19.95%

15.12%

12.53%

10.75%

7.42%

流体动力传动

轴承及其专用设备

压缩气体技术

紧固件、弹簧及相关制造设备

直线运动系统

内燃机、燃汽轮机

2013年深度接触用户行业

全面影响用户行业
关注买家组织，邀请全球全行业用户企业参与，包括机床、工程机械、汽车、石油化工、轨道交通、航天航空、能源、煤

矿机械、电力、冶金、环保、家电、包装、建材、五金、家具、农林、纺织、电子工业、塑料、船舶、港口、摩托车、自

行车、食品、轻工业、印刷等。

关注五大应用主题

PTCAASIA将围绕应用行业，举办具有针对性的团体参观、采购洽谈、技术研讨、VIP观众一对一邀请等活动，集中为展商

提供面对重点用户的机会。

机床 汽车 石油石化 冶金铸造 食品加工

针对采购专项邀请，现场将举行采购配对活动。将有来自以下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团参与：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
美国、土耳其、印度、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

现场采购活动

全球范围品牌营销
展会的品牌营销宣传覆盖展前展中展后，提供全球范围的品牌营销。

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全面推广、全程报道，尊享品牌展会的影响力！

*更多活动策划中，最新信息请关注官方网站及微博。

超过20家工业及大众媒体平台

超过50家动力传动行业媒体平台

超过100家用户行业媒体平台

超过20个权威用户行业协会合作组织

石油机械动力传动设备采购论坛

国际齿轮制造前沿技术高峰论坛

2013 PTC ASIA 紧固件采购节

工程机械行业论坛

亚洲
韩国：20.63%；泰国：14.23%；

马来西亚：12.79%；印度：10.05%；

日本：8.49%；新加坡：8.49%；

印度尼西亚：7.96%

港澳台

非洲

大洋洲

欧洲
德国：16.81%；俄罗斯：16.60%；意大利：13.87%；土耳其：11.97%
英国：6.72%；西班牙：4.83%

北美洲

南美洲
巴西：37.65%；秘鲁：16.47%；

哥伦比亚：12.94%；阿根廷：11.76%；

墨西哥：9.41%；智利：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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