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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面积34,500平方米

展商数量408家，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

服务15,923名来自全球的专业人士

65场演讲及科研报告

20场主题活动：2场行业级评选活动、
6大特色展示区、10场技术论坛、2场圆桌访谈

2021展后数据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副理事长、沈阳铸造研究所有限公司董
事长  谢华生 先生
纽伦堡会展（上海）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郭奕千 先生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副理事长、中国铸造协会执行副会长兼
秘书长  张志勇 先生
世界铸造组织压铸委员会主席、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彭立明 先生
全国铸造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  苏仕方 先生
济南铸锻所检验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主任  卢军 先生
宁波模具行业协会秘书长  张小岩 先生
株式会社 轻金属通信 AL 社室长  项云 女士
上海市压铸技术协会顾问  宋连柱 先生
大连亚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方建儒 先生
布勒（中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布勒压铸事业部亚太区总
监  卢敏 先生
富来（上海）压铸机有限公司 CEO  Udo Looser 罗吾德 先生
诺瑞肯集团亚太区高级副总裁  魏宝华 先生
意德拉中国助理总经理  王鼎 先生
力劲集团 CEO  刘卓铭 先生
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华东区域销售总经理  王涛 先生
宁波保税区海天智胜金属成型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乐晓东 先生
芝机机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铃木纪之 先生

东洋机械金属株式会社董事总经理  中村宽 先生
宇部兴产机械（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董磊 先生
浙江万丰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军 先生
新东工业商贸（昆山）有限公司总经理  田村高広 先生
广州太威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李劲松 先生
富乐压铸（太仓）有限公司 CEO  Jochen Kirkorowicz 先生
迈格码（苏州）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Moritz Weidt 韦莫里 先生
江苏天宏机械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郝夺魁 先生
帅翼驰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程帅 先生
盐城迪尔特抛丸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军 先生
深圳市品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市场中心总监  孙云龙 先生
沃尔林喷涂技术（苏州）有限公司总经理  居祎琼 女士
宜兴市旭灿净化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成军先生
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区域经理  李彬 先生
中铸科技运营总监  刘志国 先生
《压铸周刊》传媒资讯总监  曾伟立 先生
中国压铸杂志总编  张粤萍 女士
阿尔克森（苏州）铸造技术有限公司（AGS）总经理  余永吉 先生
铸造杂志社主编  曲学良 先生
特种铸造及有色合金杂志社社长  张正贺 先生

展商和观众数量基本已恢复到疫情前的规模，反映出压铸及有色行业市场的恢复情况非常乐观

出席开幕式嘉宾



展商分析
408家展商，品牌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中国、
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美国、德国、法国、韩
国、瑞典、英国、瑞士、意大利、丹麦、西班牙、奥
地利，诸多企业共同向行业展示新产品、新技术、新
工艺。现场日本展团携手亮相，特设“日本优质压铸
件展示”活动，集中展示日本高端压铸技术水平，供
行业观摩交流。

环保/安全 

压铸机

压铸机配件

行业服务

软件及数字化管理

后处理及CNC 

6%

5%

4%

4%

2%

2%

压铸件

周边设备

熔炼设备及配件

模具及配件

表面处理

原辅材料

检测设备

19%

13%

11%

10%

10%

8%

6%

拓展新业务

宣传推广公司形象

展出新产品

了解市场

80%

76%

58%

55%

96%
展商认为展会服务质量好及很好

95%
展商表示明年会继续参展

94%
展商认为观众的质量好及很好

90%
展商对观众的数量表示满意及很满意

89%
展商认为参与同期活动收获多及很多

展商类别

展商满意度

参展目的(多选）
48%

21%

17%

5%

与现有客户加强联络

寻找本地代理商

支持本地代理商，寻求更多订单

其他



观众分析

汽、摩配件

新能源

电子、电器

机电仪表

建筑五金

电动工具

通讯

日常五金

医疗

其他

灯具饰品

玩具行业

50%

24%

22%

17%

14%

12%

11%

11%

10%

9%

9%

4%

观众行业分析(多选)

观众职务范围

17%

12%

10%

2%

销售

市场

行政管理 

其他

其他41%59% 直接参与采购决策

采购

技术/研发工程师

生产/制造

22%

22%

15%

观众岗位职责

职员

72%

28%

中高层管理者
企业主/董事
高管
中层管理

20%

22%

30%

大陆观众区域分析

上海 江苏 浙江 华北

华南 华中 东北

41% 29%

3% 3% 2%

西南 西北

1% 1%

16% 4%

企业性质(多选)
制造与加工 

代理与分销 

进出口商

研究机构/大学

行业协会 

其他

92%

12%

7%

6%

5%

2%

• 配套商(压铸设备或周边) 

• 采购商 

• 铸件生产商
• 其他

40%
34%
31%
5%

参观目的(多选)
48%

44%

35%

29%

25%

1%

设备、产品采购

搜集市场/产品资料

寻找产品商/合伙人

与供应商见面

市场调研

其他

观众意向产品(多选)
49%

48%

34%

25%

21%

2%

设备

铸件

模具及相关

原材料

辅料耗材配件

其他



本届展会吸引了132个专业买家团，共925位来自全球汽车、电子、通讯、医疗、五金等行业的压铸产品的终端用户。

专业买家团

PSC Plan是上海压铸展/上海有色展针对全球来自航空航
天、汽车、通讯、电子、五金等应用端企业，具有采购
决策权或来自管理层、技术研发部门、生产部门的重要
专业观众提供的高端定制化服务计划。自启动该项目以
来，已有981位高端专业观众成功通过审核，并至现场
参观交流。

尊享服务卡计划

专业参观团

特斯拉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博世电动工具（中国）有限公司

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三菱电机自动化机器制造（常熟）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东风（十堰）有色铸件有限公司

麦格纳卡斯马

合肥阿雷斯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吉达克精密金属科技（常熟）有限公司

艾蒂盟斯（苏州）压铸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浩盟车料（上海）有限公司

艺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日比野铸件常熟有限公司

浙江华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航天精密机械研究所

耕德电子有限公司

长沙瑞楚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富钛金属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无锡景航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常州市光星精机

芜湖仅一机械有限公司

*以上为部分参观团

浙江今飞摩轮研究院有限公司

江苏纽泰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君器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敏实集团

上海日比野压铸有限公司

苏州航实允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永创金属

宁波海威汽车零件股份有限公司

源展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舒尔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六和精密铸造（苏州）有限公司

昆山广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上为部分采购商来源



经济新常态下压铸有色行业
的市场开拓与创新发展主题
一方面，近几年传统汽车销量下滑而导致压铸行业整体低迷，急需拓展更多应用领域
如新能源汽车、5G、建筑材料、家居等。另一方面，新的产品设计需要创新技术以及
多工艺结合的支持，从单一的高压铸造向低压、挤压、半固态铸造等工艺融合，也将
成为未来压铸厂关注的方向。针对行业发展需求，本届展会以“经济新常态下压铸
有色行业的市场开拓与创新发展”为主题，在主题展示区展出有关于“应用领域
拓展”及“工艺方法迭代”的主题，为转型中的压铸企业提供一些启示与灵感，得
到了广泛的关注。

爱 驰 汽 车 、 中 车 戚 墅 堰 、 济 南 慧
成、海天、赛维达、庆洲机械等企
业参与了现场展示，引发了压铸及
有色铸造新兴应用领域及多工艺方
法相结合的前瞻与探讨，引领行业
企业迎接市场发展新机遇。

市场开拓与创新发展
主题展示区



促进自主创新，年度创新技术发布

为鼓励及带动行业相关企业技术与产品创新，提升企
业竞争力，上海压铸及有色展览会组织委员会自2017
年起在全行业组织开展“压铸行业年度创新技术与产
品评选”活动。经过初选、公示、专家终选等环节，
最终选出10项技术在展会现场进行技术及产品发布，
同时采用视频直播的形式向国内外发布。

为让观众更直观了解压铸及有色铸造行业原创专有技
术及创新产品，展会现场特别设置“年度创新技术及
产品展示区”，促进行业创新技术及产品的深度探索
与交流。

年度压铸创新技术评选暨新品发布

年度创新技术及产品展示区

获奖名单

创新技术/产品

绿色智能网联超大型Dreampress 9000T  压铸单元

Carat840/920 超大型两模板压铸机

海天金属HDC8800T超大型压铸机

SADD Cast-基于CT及X-ray的铸件缺陷全自动检测软件

基于极望J9-MES系统的压铸行业精益数字化整体解决方案

应用在大型结构件模具的高中低温恒温控制系统

高速工业CT

汽车结构件专用200°C水式物联模温机

卧式五轴双工位压铸件加工中心

富乐纳米涂层技术

公司名称

力劲集团·深圳领威科技有限公司

布勒（中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保税区海天智胜金属成型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适创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极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道晨模具配件有限公司

深海精密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苏州奥德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普拉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富乐压铸（太仓）有限公司



群英荟萃、百家争鸣
铸件评选及展示活动全新升级
自2014年创办以来，优质压铸件评选活动已举办8年，经过多年的沉淀与积累，已发展为中国压铸界极具影响力的品牌活动。本届优
质压铸件评选及展示活动全新升级为“铸件嘉年华”，集合“铸件评选区”“精品铸件鉴赏”“有色铸件展示区”“企业群英
汇”等活动，展示压铸件精品及其制造能力和水平，名企荟萃，同台竞技、交流学习。

为进一步发挥平台优势，引领先进压铸生产
工艺及产品设计。特邀大连亚明、皮尔博
格、广东鸿特、弗迪动力、利优比、乔治费
歇尔、DGS、亚德林、一汽铸造等9家国内外
知名压铸件生产企业展示其精品压铸件及其
制造能力和水平，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本年度的优质压铸件评选活动，历经海选、初选最终共有46家
企业的73件铸件入围现场终评。通过专家组严谨地现场评审，
最终评选出最具代表性的金奖铸件及金奖模具5件，优秀铸件
及优秀模具10件，参选产品在现场进行了集中展示。在7月7日
晚举办的“盛典之约”压铸有色业界菁英晚宴上举办了颁奖典
礼，为获奖单位颁发了获奖证书。

本届展会，主办方共邀请到了40家企业的54件铸件参与现场
展示，汇聚铝、镁、锌、铜、锆、钛等合金铸件，鼓励有色压
铸领域开发新工艺、新材料、新应用，为企业实际生产及行业
未来发展提供新思路。

现场特设“企业群英汇”专区，打造优质的企业与买家的交互
平台，专业观众及大买家在活动区进行互动交流，现场气氛热
烈，买家卖家高效对接。

精品铸件鉴赏区

优质铸件评选及展示区

有色铸件分类展示区

企业群英汇

铸
  件
嘉
年
华

2021



匠心打造十余场技术交流活动
共探行业变革新方向
本届展会以“超大型一体式压铸制造技术”为契机，在往届同期技术论坛的基础上，将现场论
坛分为供应链及技术发展论坛、产业应用论坛两大部分，分别从生产相关技术、终端客户视角
去细分相关领域，精心打造十余场技术交流活动，邀请盖世汽车、长安新能源、爱驰、上汽通
用、蔚来、一汽铸造、重庆美利信、乔治费歇尔、广州型腔等知名企业共探实际问题解决方案
及行业前沿成果。为行业提供技术交流、思想碰撞的专业化公共平台，一同探讨压铸行业的技
术变革，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  低压重力铸造技术专场
●  压铸装备及数字化专场
●  新材料研发及应用技术专场
●  2021有色金属工业炉新装备与新技术发展论坛

●  模具设计及应用专场
●  清洁生产及节能技术专场
●  后处理及加工专场

特邀10位压铸行业资深专家亲临现场把脉问题铸件，为模具设计、产品开发、生
产工艺、产品缺陷等问题进行一对一的技术答疑。

●  新能源汽车及车身轻量化专场 ●  精益管理及智能制造专场

有色压铸供应链及技术发展论坛

压铸技术专家门诊，现场答疑解惑

有色压铸产业应用论坛



多渠道、多维度呈现，铸就品牌力量

《压铸周刊》直播间
主办方与《压铸周刊》再度联手，开设“直播间”，组
织2场“圆桌访谈”，邀请上汽通用、博世中国、迈格
码中国、FILL中国、南昌航空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单
位现场做客直播间，与远程观众连线，对话行业专家。

网络直播
以第一视角全程分享开幕式、创新技术及产品发布、精
品展台。

线上云展厅

上海压铸&有色展致力于为压铸及
有色铸造品牌推广，365天不间断
利用官方网站、电子快讯、微信推
广、海报、SNIEC & CHINADAILY
合刊展讯、展商邀请函，行业合作
媒体、海外合作平台、智播客、智
广角、抖音、领英、杂志、派发门
票、海外展会同步宣传等超百万数
据以及更多有效渠道资源以网罗行
业优质买家，致力于为行业搭建高
端国际交流平台。

行业众多媒体、企业纷纷通过官
网、公众号平台、朋友圈、邀请
函、海报等方式，展前推送展会信
息、展后报道展会盛况。

展会宣传

行业传播

同时借助全球会展合作平台，将信息即时传递到欧洲、
日本、印度、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与全球共享压铸盛
会。



凝聚专家骨干力量
加强行业服务队伍建设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及铸造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特聘专家
重庆长安-新能源副总工程师郭武俊先生
上汽大众产品研发部专家张毅翔先生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及铸造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青年专家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技术经理朱昱先生
上汽乘用车模具工程师纪倩先生
爱驰汽车（上海）有限公司电驱动高级工程师张友国先生
大众汽车（安徽）有限公司主管工程师顾骁先生
舍弗勒轻量化工艺经理彭亮先生
蔚来汽车新工艺&材料工程师张鑫侃先生
一汽铸造有限公司技术主管金延竹先生
重庆美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压铸工艺总监徐澄先生

为了充分加强行业服务工作的人才队伍建设，发挥专家骨干力量，推动压铸行业发展与技术进步，全国铸造学会每年在全国范围内挖
掘专家中坚力量，特在“盛典之约”压铸有色业界菁英晚宴现场举行隆重的特聘专家、青年专家聘任仪式。

2021



行业荣誉
7月7日晚主办方组织了2021“盛典之约”压铸有色业界菁英晚宴，晚宴现场群英聚会，共同见证过去一年的汗水与收
获。晚宴期间，进行了“中国优质压铸件”颁奖活动、“2021年度促进中国压铸技术进步特别贡献奖”颁奖典
礼，对精品铸件和优质铸件予以表彰。同时，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及铸造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举行了“特聘专
家”“青年专家”聘任仪式。



布勒（中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压铸展作为亚太区压铸行业最具影响力的展览活动，为全产业的供应
链及终端客户提供了一如既往的优秀服务。今年最大的感受是专业观众及
OEM厂商的比例进一步增加，使得我们与高质量客户的交流通道更加顺
畅。展览期间布勒展台的观众车水马龙，Carat840/920的VR体验室络绎不
绝，展台交流区热闹纷呈，这些都得益于主办方强大的号召力，也祝愿上
海国际压铸展越办越好。

浙江万丰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参与这一行业盛会，万丰很好地展示了在有色合金铸造装备领域最新
的发展成果和品牌形象，同时也有幸结识了一大批行业的专家学者和优秀
的合作伙伴。本届展会整合行业优质资源，匠心打造十余场精品主题活
动，为推动行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万丰也将以此为契机，积极践行“
中国智造”强国战略，深度推进两化融合，以高端智能装备为主导产业，
坚守匠心，制造精品，打造国际领先的热加工自动化应用系统服务商，为
振兴民族经济，推动中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伊之密LEAP系列压铸机在今年压铸展上亮相，受到各方的好评。LEAP系列
压铸机的面世，可以说是伊之密压铸机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在此，感谢
压铸展主办方，为伊之密提供一个专业、开放、创新的展示平台，让LEAP
系列压铸机的亮相增添光彩，也让LEAP系列压铸机能更直接地和市场对
话、与行业交流，实现共赢。在此祝愿压铸展越办越出色，佳绩再续，助
力压铸行业高质量发展！

深圳市品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今年我司第一次参加压铸展，主办方亲切、友好、服务周到、反应迅速给
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作为模具生产企业，展台接待众多模具采购
和模具工程师，观众专业程度超出了预期。

力劲集团 

本届展览会云集了压铸上下游产业链中的各大品牌商，吸引了众多专业观
众。主办团队的专业服务，使得参展商宣传效果加倍。希望下一届展会可
以持续联动海内外市场，祝愿展会越办越好！

富乐压铸（太仓）有限公司 

富乐中国作为专业锌合金压铸展商，通过三天紧锣密鼓的活动与推广，收
获颇丰，无论是VR寻“锌”、IndustryApps数字化方案推介、“碳中和”
做法经验分享、还是Föhlan纳米涂层技术和热流道模具技术介绍等均引起
压铸行业同仁、客户和观众极大兴趣。每年能够成功吸引数百名企参展，
拥有数万观众的上海有色压铸展必将是我们富乐中国的不二选择。

展商评价



打造全球服务网络
                   专业平台助力发展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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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单位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铸造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
沈阳中铸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
纽伦堡会展（上海）有限公司
株式会社 轻金属通信AL社

支持单位
中铸科技
《压铸周刊》传媒
《中国压铸》杂志
宁波市模具行业协会
阿尔克森（苏州）铸造技术有限公司
《特种铸造及有色合金》杂志社
《铸造》

海外支持单位
欧洲铸造供应商协会
国际锌协会（IZA）
铸造实践（Giesserei-Praxis）
SPOTLIGHTMETAL

铸造星球（Foundry-Planet）

METAL AP
亚太金属展（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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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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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CASTING CONGRESS
全国压铸年会
2022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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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CASTING
日本横滨压铸展

ALUCAST
印度压铸工业展

EUROGUSS
欧洲压铸工业展
2022.1.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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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
李美婷 / 游翼 女士
024-25855793 / 024-25852311-203

lmt@foundrynations.com

youyi@foundrynations.com

纽伦堡会展（上海）有限公司
范俊 / 庄永辉 先生
021-60361220 / 021-60361215

kris.fan@nm-china.com.cn

tony.zhuang@nm-china.com.cn 关注“压铸快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