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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届北京·埃森焊接与切割展览会 

展后报告 
主办：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时间：2015年6月16-19日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1  概况 

展商数量：989家  

——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 

——国际展商189家，约占19% 

展览总面积：84,700平方米    

展台净面积：42，399平方米（折合标准展位4,711个） 

海外展台面积：9,474 平方米（折合标准展位 1,053个） 

 

观众数量：44,152人次 

——人数：23,873人 

——来自49个国家地区 

——海外和港台观众838人 

◆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焊接分会、中国焊接协会、中国焊接协会

焊接设备分会、德国焊接学会和德国埃森展览公司共同主办的北京·埃森焊接与切割展览

会是全球两大焊接展览会之一。 

◆第二十届北京·埃森焊接与切割展览会已于2015年6月16-19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

中心(N5-N1馆,E6-E7馆)成功举办。展会同期配套活动包括10多场论坛、工作会议、行业

会议以及展商技术座谈和产品发布会。其中包括“IFWT 2015焊接国际论坛——先进焊接

工艺及关键技术”、“2015中国焊接产业论坛——高效焊接技术及应用”、焊接专利与科

技成果展示等专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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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展商分析 

本届展览会参加厂商989家，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分别为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

时、波兰、丹麦、德国、俄罗斯、法国、芬兰、韩国、荷兰、加拿大、捷克、美国、挪威、

葡萄牙、日本、瑞典、萨摩亚、泰国、西班牙、新加坡、意大利、印度、英国、中国、中

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其中国内展商800家，国际展商189家。 

2.1  参展商所属领域（图1） 

 
图 1 

2.2 展商对观众质量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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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3展商对观众数量的评价 

 
图 3 

3  观众分析 
3.1 为期4天的展览共吸引观众23,873人，进出44,152人次。其中，22.72%的观众选择多

次参观本展览（这部分观众大多有明确的采购或者调查目的）。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

升级的关键期，“稳”在这一时期显得尤其珍贵。第二十届北京·埃森焊接与切割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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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众数量与往年相比平稳中略有回升，充分反映了中国经济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稳中

有进的积极态势，也是业内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图4）。 

观众情况趋势图（201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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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3.2  海外观众来自49个不同国家和地区（图5），内地及港澳台观众来自34个省份和地区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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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海外观众构成 

  
图6  国内观众省份构成 

3.3  专业观众的参观目的（图7） 

 
图 7 

3.4  观众感兴趣的产品（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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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3.5  观众的经营性质及领域（图9） 

 
图 9 

3.6  观众的职务统计（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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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3.7  观众对下届展会的意向统计（图11） 

 
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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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套的行业及学术活动（表1、表2） 

表1  会议论坛 

时间 

2015年6月15

日 

2015年6月12

日-14日 

2015年6月

16-19日 

  

地点 主题 联系人 

上海齐鲁万怡大酒店 IFWT 2015焊接国际论坛——先进焊接工艺及

关键技术 

张奎 028-83279528 

上海的交通大学 2015′中国焊接产业论坛——高效焊接技术

及应用 

李波 0451-86322012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E7馆和3号登录厅连

接长廊位置 

焊接专利与科技成果展示区 李爱民  

0451-86322012 

13644505238 

  

  
 

    

表2  技术讲座 

时间 Date & Time 公司  题目  主讲人 

6月16日 14:00-15:30                          

卡尔克鲁斯焊接技术有限

公司 

• CLOOS & RILAND-成功的

合作伙伴关系                                          

• 机器人&焊接设备 

邱光                        

创始人及董事长                 

深圳市瑞凌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格拉尔德·米斯                                           

总经理                       

卡尔克鲁斯焊接技术有限

公司 

6月16日 13:00-14:30                          

阿帕奇（北京）光纤激光技

术有限公司 

• 光纤激光焊接、熔覆与3D

打印应用                                         

• 用于焊接的光纤激光新

产品介绍                             

• IPG激光加工头介绍 

王伟                                          

中国区大客户经理-高功率

焊接   臧波                                

中国区大客户经理-汽车          

李延民                           

中国区应用部经理 

6月16日 13:00-14:30                          

宁波博视达焊接机器人有

限公司 

焊缝视觉跟踪技术及其应

用  

王一刚                        

总工程师 

6月16日 13:00-14:30                          

广州亦高电气设备有限公

司                                                         

2015年广州烽火新产品发

布会 程刚 

6月16日 13:00-14:30                          

上海新时达机器人有限公

司                                               

机器人O2O模式引爆智能制

造产业革命 周朔鹏 副总经理 

6月16日 13:00-14:30                          

伊萨焊接切割器材（上海）

管理有限公司 

伊萨焊材助力现代高效环

保焊接 

刘海旭                             

焊接材料平台经理 

6月16日 15:00-16:30                          

伊萨焊接切割器材（上海）

管理有限公司 

伊萨ICE焊接 -自埋弧焊技

术诞生以来最COOL的创新

技术 

托马斯·莱斯伯格                   

伊萨全球弧焊工程技术总

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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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 9:30-13:30                          美国焊接学会                                                   

• 美国焊接学会及我们提

供的服务 

• AWS认证 

• 最新版D1.1 /D1.5上市 

Jeff Kamentz             

AWS国际部董事            

John Gayler               

AWS高级副执行董事        

刘榴                          

上海焊接协会副理事长           

6月17日 10:00-11:30                          

伊萨焊接切割器材（上海）

管理有限公司 

伊萨铝及铝合金填充材料

的特点与应用 

苏正琦                         

伊萨中国区行业销售经理 

6月17日 10:00-11:30 

焊接之家（大连）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焊接之家商业模式推广 

李军                                          

总经理 

6月17日 13:00-14:30                          

伊萨焊接切割器材（上海）

管理有限公司 

伊萨旋转电弧过渡（SAT）

焊接工艺的研究与应用 

李勋                            

焊接设备平台经理 

6月17日 13:00-14:30                          飞马特 

TD(飞马特)无缝集成技术

助力现代等离子切割更加

便捷和成本高效 

欧阳轲                         

等离子自动化全球副总裁 

6月17日 15:00-16:30                          

伊萨焊接切割器材（上海）

管理有限公司 

伊萨领先切割解决方案  - 

加速现代金属加工业灵活

高效发展 

道格拉斯·舒达                    

伊萨切割全球市场总监 

6月18日 15:00-16:30                          小池酸素（唐山）有限公司 数字化造船技术 

董延富                           

技术总监 

 

5 展会宣传（图12） 

 
图12  观众如何获知展会的统计 

 
宣传本届展会的合作媒体及展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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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媒体 

《金属加工》 

 

支持媒体 

杂志 

《焊接技术》 

《现代焊接》杂志社 

《锻造与冲压》杂志社 

《工业机器人》杂志 

澳大利亚能源出版社 

《中国及海外会展概览》 

《石油工程建设》 

《焊接与切割》(德国） 

《熔接技术》(日本） 

《焊接杂志》(美国） 

深圳荣格广告有限公司 

AI汽车制造业 

成都电焊机杂志有限公司 (原电焊机杂志社) 

通广传媒 

网站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网站 

中国焊接装备网 

焊接 21世纪-中国焊接器材网 

中国焊接采购网 

中国机器人网 

机器人在线 

其他 

ASME中国 

http://www.cmes.org/�
http://www.zghjzbw.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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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展会 

巴西焊接展 

德国埃森焊接与切割展览会 

俄罗斯埃森焊接与切割展 

国际制造技术与美国焊接展 

韩国焊接展览会 

阿拉伯埃森焊接与切割展览会 

日本国际焊接展览会 

印度埃森焊接与切割展览会 

中国国际石油石化装备技术展览会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展览会 

International Fairs Gro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