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A NONFERROUS 2017
2017中国有色合金及特种铸造展览会绿色·智造·未来

Green · Intelligent · Future

CHINA DIECASTING 2017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展览会

展前预览
关注官方微信

点击  我要参观

1分钟快速注册

压铸快讯 有色铸造

www.diecastexpo.cn    www.cnf-ex.com

2017.7.16-18
上海万和昊美艺术酒店

会议 2017.7.19-21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展览



压铸机

压铸机周边设备

压铸自动化设备

压铸件

压铸模具

熔炼设备

压铸机配件

压铸原材料

辅料耗材

压铸软件

后加工和表面处理

检测/环保/安全设备

机械加工设备

行业服务

有色合金及特种铸造全产业链展示

高压铸造、低压铸造、挤压铸造、重力铸造等有色合金特种铸造领域相关设备、

模具、材料及铸件产品的全产业链展示。

时 间：2017年7月19-21日（星期三 - 星期五）

地 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W4, W5馆（浦东新区龙阳路2345号）

届 数：第十二届（每年一届）

面 积：预计23,000平方米

展 商：预计350家

观 众：预计15,000位专业观众

入 场：专业观众凭借名片可免费参观（提前预登记尊享多重礼遇！）

展会概况

绿色·智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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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年7月16-18日

地点：上海万和昊美艺术酒店 （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祖冲之路2299号）

主办单位：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铸造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

承办单位：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

高端装备轻合金铸造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协办单位：
纽伦堡会展（上海）有限公司

全国铸造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株式会社 轻金属通信AL社

《CHINA FOUNDRY》编辑部

支持单位：

  
“2017中国有色合金及特种铸造发展论坛”将于2017年7月16-18日在上海举办，“第十二届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与“2017中外压铸产业发展研讨会”将在本次论坛期间举办。

“2017中国有色合金及特种铸造发展论坛”是定位于高端技术交流的国际化平台。论坛将邀请

国内外行业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参与，围绕行业发展现状与前沿技术动态进行深层次交流，

展望未来发展趋势，分享科技创新成果。

论坛初步日程

论坛注册

7月17日 / 星期一

开幕式、技术报告、欢迎晚宴

发展论坛www.diecastexpo.cn    www.cnf-ex.com

提前注册：2017年6月20日前注册并交费：1800 RMB

现场注册：论文作者/会员单位代表：1800 RMB         参会代表：2000 RMB

☆提前注册需填写和提交提前注册信息表，请与论坛联系人联系。

2017中国有色合金及特种铸造发展论坛

7月16日 / 星期日

会议代表注册

7月18日 / 星期二

技术报告

绿色·智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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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交流报告（部分）

发展论坛

报告题目 报告人

曹 阳 女士
电话：024-25850105/25852311-206
caoyang@foundrynations.com

张春艳 女士
电话：024-25852311-209
zcy@foundryworld.com

黄蕴 女士
电话：021-55155026
lydia.huang@foundrynations.com

联系方式

中国制造发展战略与有色合金压铸
通过四种标准实验室测试预测模具润滑剂在生产中的性能
压力与壁厚对挤压铸造镁合金AM60界面热传递的影响
用CT扫描技术确定近净成形铸铝件铸造缺陷
高强韧铝合金铸件在国内轨道交通行业应用工艺研究
压铸缩孔产生的原因及其措施
薄结构材料的压铸铸造技术
采用机器人系统的无人操作化
中国汽车结构件压铸现状
Die Casting Technology for a Higher Profitability
汽车压铸模具技术与高端产品对汽车轻量化的贡献
铝合金半固态成型技术及其产业化应用

HP-DC Aluminum Alloys for Car Bodies

航天器超大型镁合金结构件铸造新技术研究与应用
基于机器人技术的智能制造2025
压铸业的自主优化时代-数值模拟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

Latest furnace developments for structural casting

铝、镁合金挤压铸造过程宏/微观建模仿真的挑战与进展
湿度传感器在真空压铸中的应用
汽车轻量化有色金属产品的开发及应用
Challenges on Fully Automatic Production for Structural Parts
无损检测的可视化技术研究
铝合金汽车活塞铸造工艺的模拟及应用
挤压铸造技术在军工领域成功应用
铝合金铸件热处理鼓包缺陷分析及改善
1200吨冷室压铸机控制系统升级
微量喷涂对压铸工艺的影响
Thermodur E 40 K Superclean – the new alternative with 
improved lifetime for die casting dies
The effect of type and amount of plunger lubricant on leakage 
properties of domestic gas regulator parts and investigation of 
its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microstructure
稀土在铝合金中的应用
微孔缺陷对AlSi7Mg合金疲劳性能的影响及其解决措施
铝合金车身结构件后轮罩的真空压铸工艺优化设计
浅谈高压压铸工艺中金属液真空条件下的模拟分析
以铝代钢汽车结构件轻量化-高固相半固态压铸成形技术

丁文江 /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上海交通大学
E. F. Van Winkle / 奎克化学公司（美国）
胡宏发 / 加拿大温莎大学
李杰华 / 奥地利莱奥本矿业大学
樊振中 /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铝合金研究所
中田光荣 / 东芝机械 ㈱
石桥直树 / 宇部兴产机械 ㈱
成濑雅辉 /  ㈱豊电子工业
卢宏远 / 布勒（中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王博 / 富来（上海）压铸机有限公司
方健儒 / 一汽铸造有限公司模具厂
陈春生 /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Stuart Wiesner / RHEINFELDEN ALLOYS 
GmbH & Co. KG
张高龙 / 天津航天机电设备研究所
曹飞 / 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刘琪明 / 迈格码（苏州）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Ir.T.A.van der Hoeven / 史杰克西热能设备（太仓）
有限公司
韩志强 / 清华大学
邹智厚 / 瑞士方达瑞有限公司
李鼐一 / 诺玛科汽车零部件公司
John Stokes / 意德拉集团有限公司
黎文富 / 深圳市古安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邬智立 / 上海科尔本施密特活塞有限公司
沈艾迪 / 广州和德汽车零部件技术有限公司
沈艾迪 / 广州和德汽车零部件技术有限公司
Mark Chollett / Visi-Trak
乔睿 / 汉高股份有限公司
Daniel Frie / Deutsche Edelstahlwerke Specialty 
Steel GmbH & Co.KG

Mehdi Garousi / Production Department of EGC 
Company

陈煜伦 / 利记集团
徐贵宝 / 南车集团戚墅堰机车车辆厂
陈学美 / 卡斯马汽车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杜航 / 济南艾尼凯斯特软件有限公司
李大全 / 深圳半固态工程技术中心

绿色·智造·未来

www.diecastexpo.cn    www.cnf-ex.com



05

在国内市场对产品要求逐步提高、海外企

业采购标准不断严苛的今天，中国的压铸

企业在“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的

压力和机遇下，尤其需要与世界尖端压铸

工艺与精品铸件来一场技术对话。尖端压

铸工艺及铸件精品展示区，作为CHINA 
DIECASTING 2017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压铸

会议暨展览会主办方精心策划的主题活

动，根据铸件的应用领域、产品品质及生

产技术水平等方面，着重邀请国内外知名

压铸件生产企业为您带来能够代表行业最

前沿的压铸工艺及精品铸件。

更多精品铸件、前沿技术及神秘整车嘉宾，敬请关注！

同期精彩活动

对话尖端科技压铸件

科技感
十足的

全新展
示理念

尖端压铸工艺及铸件精品展示区 

绿色·智造·未来

www.diecastexpo.cn    www.cnf-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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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国家铸造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

承办单位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

纽伦堡会展（上海）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中铸科技

支持单位

活动亮点

评选流程

2017优质压铸件评选

同期精彩活动

权威

专业

商机

品牌

业内资深专家评委会

严谨的评审规则：现场盲选

依托CHINA DIECASTING压铸展20余年行业资源

60余家知名压铸企业同期展会

15,000名专业观众到场参观

现场举办的多场铸件采配会

邀请海外参观考察团

预热阶段、评选进度、获奖结果全程跟踪报道

30余家媒体全方位曝光

时        间：2017年7月19-21日

地        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W4馆 
                     铸件评选展示区

活动官网：www.bestdiecasting2017.com

3月1日

启动日期
发布评选活动方案

网络评选

现场评定

微信，网络开启参评铸件展播  

网络投票评选得出“网络最受关注奖”

参与投票有机会将赢得大奖  

“优质压铸件评比”专区集中展示  

特聘专家评审委员会现场评选打分  

最终评选出“铸件金奖”，“优质铸件”，及对应的“模具金奖”“优质模具”

展商晚宴上公布最终评选结果，并对获奖单位进行颁奖  

3月10日-6月10日 6月10日-7月1日 7月19-21日

申请报名
提交参评报名表，

铸件申请表   

绿色·智造·未来

www.diecastexpo.cn    www.cnf-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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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同期活动

2017铸件参评企业（部分）

宁波君灵模具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威模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日丰精密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下沙滘明兴金属制品厂

慈溪阿尔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哈尔滨吉星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市森重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宝牧管件有限公司

中山普瑞科精密压铸有限公司

苏州瑞延压铸有限公司

宁波威恩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巴特勒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横山模具压铸厂）

宁波洁星压铸模具塑胶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卿氏机械厂（普通合伙）

宁波隆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东叶模具有限公司

浙江大东吴汽车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飞利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广灵精华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众鑫压铸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汇嵘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骏图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甬杰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盛技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宇达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江阴市美托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金达模具有限公司

河间市恒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宁波达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中甬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浙江省缙云县三鼎实业有限公司

芜湖禾田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亚新科（天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山东银光钰源轻金属精密成型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三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山东新安凯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东方汽摩压铸厂

无锡吉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飞利富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锐毕利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英利特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区大矸敏嵘模具厂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兆宇模具厂

宁波市北仑德邦模具技术有限公司

纽伦堡会展（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青 女士          
电话：021-60361220          
邮箱：kelly.wang@nm-china.com.cn    
活动官方网址：www.bestdiecasting2017.com

参评报名联系方式

同期精彩活动

宁波东叶模具有限公司 山东银光钰源轻金
属精密成型有限公司 

宁波市丰豪模具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 

台州三进压铸有限公司
宁波君灵模具技术有限公司 （模具） 

上届金奖铸件&模具 

D25T滤清器座 机油滤清器壳体 CVT变速器壳体 QJ465上曲轴箱组件  

绿色·智造·未来

www.diecastexpo.cn    www.cnf-ex.com



08

第四届中国铸造科技成果
交易洽谈会 
时间：2017年7月19-21日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W4馆 

             铸造科技成果展示区

国内外知名大学、科研院所及相关组织与单位现

场展示有色合金及其铸造领域最新的科研成果及

寻求合作项目。充分发挥产学研相结合的优势，

注重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2017模具及压铸件采配会 
时间：2017年7月20日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W4馆 采配活动区

由易模网与展会主办方联合举办，在展会现场

设置了200平米的采购服务区，精确匹配采供双

方，进行面对面的采购洽谈。

汽车轻量化采配会
时间：2017年7月19日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W4馆 采配活动区

由盖世汽车网与展会主办方联合举办，根据买

家不同需求，有针对性的组织供应商并促成实

质性的交易。参会买家主要来自国内外知名主

机厂及一级供应商。

压铸专家门诊
时间：2017年7月20日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W4馆 采配活动区

全国铸造学会压铸技术委员会携手中铸科技压

铸技术中心联合邀请压铸行业资深专家为模具

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工艺、产品缺陷等问题

进行现场技术答疑。

同期精彩活动

绿色·智造·未来

www.diecastexpo.cn    www.cnf-ex.com



超级团长招募
如果您来自汽车、电子、通讯、医疗、五金等行业，是压铸产品的终端用户；

如果您想了解压铸行业的尖端产品及前沿趋势；

如果您想把亚洲最大的压铸盛会分享给您的同事及行业同仁。

那么，您就是我们要找到压铸超级团长！

特色参观路线特色参观路线&
      超级超级参观团参观团

  特色参观路线
先进压铸装备之旅     智能化制造之旅

    绿色生产之旅     品质铸件之旅

>>>>超级团长Level 1
团队组成5人团，

团长可获得FICMES
定制U盘一个

>>>>超级团长Level 2
团队组成10人团，

团长礼品升级为单肩

电脑包一个

>>>>超级团长Level 3
团队组成15人团，

团长礼品升级为

新秀丽双肩背包一个

您及您的团员将获得：

安排班车从指定地点

接至展馆，参观展会

胸卡提前打印，

无需排队等待

全程专人接待，量身

定制您的参观路线
1 2 3

特色参观路线&
   超级参观团

如何成为超级团长？
团体参观服务热线：021-6036 1213 顾先生



先进压铸装备之旅

布勒中国
展位号：5A41

Ecoline S
冷室压铸机

卓铸系列
冷室压铸机

QC830富来（上海）压铸机有限公司
展位号：5A21

宁波海天金属成型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5A12

HDC系列
冷室压铸机

佛山联升压铸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D11

新一代联升
LS650系列
冷室压铸机

金刚系列
冷室压铸机

东莞市锐风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5D34

展品预览

10 绿色·智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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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式
加工中心

牧野机床（中国）有限公司
展位号：5A22

AnyCasting
先进铸造模拟

分析软件 济南艾尼凯斯特软件有限公司
展位号：4N28

MAGMA
高压模块

智能化制造之旅

迈格码（苏州）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A33

广东罗庚机器人有限公司
展位号：4N13

沃尔林喷涂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展位号：5B34

机器人仿型
喷涂系统

机器人
打磨抛光
生产线

上海震界自动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5B31 

KRS4系列
四轴伺服喷雾

机器人

展品预览

绿色·智造·未来

三维流动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帕盛博（苏州）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A34

FLOW-3D
模拟软件

列
雾

www.diecastexpo.cn    www.cnf-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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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节能生产之旅

KMA通风除尘
设备配套压铸

生产单元 客明环境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5B322

油烟过滤器

史杰克西热能设备（太仓）有限公司
展位号：5B21

Westomat®

Plus+ 定量炉

艾博森空气净化设备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展位号：5F09

压铸脱模剂

上海盖歌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展位号：5D41

展品预览

绿色·智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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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结构件

品质铸件之旅

车灯散热片

上海奈那卡斯电子配件有限公司
展位号：4C11

DGS中国-广州德志
展位号：5B33

铝压铸件

园林工具-
汽缸 永富丰机电（昆山）有限公司

展位号：4D61

台州法纳科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4A45

展品预览

绿色·智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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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勒（中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富来（上海）压铸机有限公司

上海东芝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海天金属成型设备有限公司

宇部兴产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东洋机械金属株式会社

佛山市盈向精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意特佩雷斯压铸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佛山联升压铸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铝台精机有限公司

广东宝洋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常崟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锐风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佳晨压铸机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震高压铸机有限公司

宁波铝工精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常州悦马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安徽旭隆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力卓压铸机制造有限公司

菱沼机械

深圳市兴荣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5A41
5A21
5A32
5A12
5C21
5A33
5A31
5C22
5D11
5B22
5B11
5D25
5D34
5C13
5D23
4A32
4A42
5D42
5D13
5C36
5E17

3.1 自动化设备

压铸机1

浙江万丰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天鼎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库尔特机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秦皇岛联安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高斯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5C33
4A41
4N42
4N78
5C22
4N12
4N31

 低压、重力、挤压铸造2

丰汉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徕斯机器人（昆山）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笳恩压铸自动化有限公司

昆山伟拓压铸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震界自动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普莱克斯自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卧龙希尔机器人有限公司

上海古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三明机工株式会社

广东罗庚机器人有限公司

上海辽远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思河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德珐麒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市辉胜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金实创自动化有限公司

宁波伊泽机器人有限公司

5D42
5A13
5A11
5C31
5B31
5C11
4A38
5D43
5B36
4N13

3.2 真空设备

方达瑞中国

达屹真空设备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苏州艾嘉亚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5B321
4B65
4E11

3.3 模温设备

莱格禄普拉斯（上海）机械贸易有限公司

图坦谱机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昌本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红奥机电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常州阿科牧机械有限公司

昆山纬亿塑胶机械有限公司

昆山模冠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昆山莱特库勒机械有限公司

杭州卡塞尔机械有限公司

IECI SRL
深圳市久阳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5E01
5F11
5D21
4E16
5F08
5D64
5D57
5F05
4N116
5B322
5D34

3.4 其他周边设备

苏州稳达自动化工业有限公司

江苏智石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泛康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和丰利干冰除污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蓝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德宝压铸技术公司

兴钛通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南京俊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昆山金凯胜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津拓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Ahresty Techno Service Corporation
苏州一月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5D61
5F17
5F07
4B48
5E12
4A44
4N74
5E21
5D56
4E07
5C372
5D66

4N11
4N51
4N27
5D12
5D12
5B35

自动化及周边设备3

广州德志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奈那卡斯电子配件有限公司

中山普瑞科精密压铸有限公司

天津德盛镁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孚士威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星源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吉烨汽配模具有限公司

压铸件4

5B33
4C11
4D12
5B13
4D29
4C21
4C16

展商预览

14 绿色·智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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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工业炉

史杰克西热能设备（太仓）有限公司

沈阳东大三建工业炉制造有限公司

正英日坩工业燃烧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派罗特克（深圳）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济南海德热工有限公司

苏州有成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宏幸工业炉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弗奈仕工业炉有限公司

芜湖良仕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誉镁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达泰尔机械有限公司

北京沃克应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长江工业炉科技有限公司

奥地利劳和镁熔炼技术有限公司

嘉兴金顿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率熔工业炉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炬鼎工业炉有限公司

南通高新工业炉有限公司

上海硕臻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常州新田鑫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5B21
4N19
5C34
4N22
4A31
4N17
5D45
5D311
5C12
4N181
5D44
4N18
4B61
5E11
4N61
5E18
5F06
5F14
5F13
5D55

宁波吉烨汽配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臻至机械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敏嵘机械有限公司

 模具5
4C16
4C18
4C14

熔炼设备6

东莞市华铸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台州法纳科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敏嵘机械有限公司

慈溪阿尔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威模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骏图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银光钰源轻金属精密成型有限公司

广州阿雷斯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苏州金澄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宁波海威汽车零件股份有限公司

SCHAUFLER Tooling GmbH & Co. KG

宁波汇嵘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甬杰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诚信工贸有限公司

东莞市力拓五金压铸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锐达模具厂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凯伦模具机械厂

苏州昌恒精密金属压铸有限公司

海泰克精密压铸江苏有限公司

无锡吉冈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东叶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普锐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永富丰机电（昆山）有限公司

晟懿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杰泰龙精密压铸工业有限公司

温州力邦企业有限公司

宁波巴特勒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嘉兴辉鸿五金有限公司/嘉兴永泽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永年县泰普特汽车配件厂

宁波威恩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袁旺模具制造厂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兆宇模具厂

合美精密五金（深圳）有限公司

杭州海格金属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美开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明鑫电器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众鑫压铸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斯贝科技缸套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德邦模具技术有限公司

余姚市西郊模具厂

宁波北仑业融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宁波富立达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洁星压铸模具塑胶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东恩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4D27
4A45
4C14
4E01
4D31
4C22
4C12
4C23
4B57
4D28
4B43
4D36
4E19
4D66
4D68
4E24
4E25
4E17
4D51
4D73
4D54
4D56
4D61
4E14
4D32
4N33
4D26
4D15
4D53
4E18
4D42
4D44
4E21
4D41
4D14
4D74
4D64
4D24
4D45
4D21
4D69
4D25
4D33
4C24

宁波君灵模具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海威汽车零件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金达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威模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华铸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银泽实业有限公司

SCHAUFLER Tooling GmbH & Co. KG
Co.Stamp S.r.l.
常熟鑫宝晟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东叶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盛技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甬杰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赛帕迪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锐达模具厂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凯伦模具机械厂

宁波市北仑宇达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巴特勒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兆宇模具厂

宁波市北仑鑫林机电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众鑫压铸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德邦模具技术有限公司

余姚市西郊模具厂

宁波北仑业融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宁波富立达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洁星压铸模具塑胶有限公司

5E06
4D28
4C26
4D31
4D27
4E04
4B43
5B322
4B65
4D54
5F03
4E19
4D52
4E24
4E25
4D63
4D26
4D44
4D75
4D64
4D45
4D21
4D69
4D25
4D33

展商预览

15绿色·智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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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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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埃超工业炉有限公司

深圳市鼎正鑫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恺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埃鲁秘工业炉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惟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兴展旺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市旭邦恒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益发施迈茨工业炉（上海）有限公司

大连藤森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瑞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6.2 坩埚

9.1 脱模剂、油品

摩根特种陶瓷技术（苏州）有限公司/摩根热

陶瓷（上海）有限公司

青岛百顿坩埚有限公司

山东金沃耐火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诸城市锦德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淄博嗣明工贸有限公司

嘉兴皓特特种陶瓷有限公司

大城县津大坩埚厂

安徽金象坩埚有限公司

上海照炎贸易有限公司

株式会社TYK 青岛东窑陶瓷有限公司

4A37

4A46
4A421
4N77
4N24
4E03
4N234
4N118
4N43
4N73

广州道晨模具配件有限公司

DYNAMO, INC
福州唯氏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照炎贸易有限公司

舟山恒源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壹佰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环方佐鸣工贸有限公司

上海浩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亨德模具五金有限公司

重庆三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杭州佳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连云港江南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市华大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铠锢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沧州泰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星社科技有限公司

奉化市朝日液压有限公司

佛山市穆高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艾米达机械有限公司

阳太（上海）国际贸易中心

上海宝牧管件有限公司

淮安旭富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沧州泰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无锡上研液压有限公司

上海舜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4B64
4B53
4N38
4N43
5B12
4N66
5E07
4E12
4N71
5D62
5F15
5F01
5F21
4N233
5F02
5E14
5F16
5D54
5E04
5D52
4N111
5F12
5F02
4N232
5D51

配件7

上海盖歌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肯天（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奎克化学（中国）有限公司
杰艾仕化工（深圳）有限公司
无锡莫莱斯柯贸易有限公司
宜兴市锦桢铸造材料有限公司
安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樱花化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瑭泽化工有限公司
福州唯氏机械有限公司
超技（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Lubrikote Specialities PVT. LTD.
上海杜索润滑油有限公司
江西金洋压铸材料有限公司
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麦特福罗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新诺化工有限公司
苏州道和轻合金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恒牌石化有限公司

5D41
4B67
4B56
5C14
4A43
4N21
4B66
4A35
4B63
4N38
4N15
4B52
4N117
4E09
4B55
4A39
4N36
4N123
4N25

铸造辅材

派罗特克（深圳）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兴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贝利特（中国）铸造材料有限公司
青岛福赛科铸造材料有限公司
衡阳凯新特种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4N22
4N29
4N76
4N75
4N52
4N122

9.3 模具钢

博乐特殊钢（上海）有限公司
万润利模具技术（昆山）有限公司
一胜百模具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宁波甬抚模具技术有限公司

4B42
4N56
4B51
4E23

9.4 其他
上海照炎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环方佐鸣工贸有限公司
淮安旭富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4N43
5E07
5F12

辅料耗材9

4N26
5D22
4N35
4N68
4N119
4N57
5E15
4B45

5E19
5C341

利记集团

宁波金亿铝亿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威尔斯通钨业有限公司

日轻商菱铝业（昆山）有限公司

4N16
5F04
4B41
5C38

原材料8

绿色·智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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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铸件检测

沃尔林喷涂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新东工业商贸（昆山）有限公司

无锡康力抛丸设备有限公司

宝密浸渗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火焰山金属磨料大丰有限公司

缙云县克标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上海舜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日本株式会社中央发明研究所

EVERGREEN CNT
连云港倍特超微粉有限公司

宁波市坚克液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轩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永康市盛久抛丸材料有限公司

KGK

 表面处理11

5B34
5D31
5D41
5E08
5D58
4E02
5D51
5C371
5E03
5F19
4E05
5E13
5D65
5C41

牧野机床（中国）有限公司

宁波勋辉奥玛克数控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山善（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机床、数控加工14

5A22
4N14
5C39

上海先越冶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正冶金技术有限公司

模具热处理15

4N55
4N124

宁波易模网络有限公司

宁波中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铸造杂志社    
NürnbergMesse GmbH    
株式会社 轻金属通信AL社    
中国压铸杂志社    
压铸周刊

《压铸世界》杂志

Foundry Planet         
AMAFOND         
盖世汽车网    
中国铸造供应商联盟（FSC）    
沈阳市洲际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第一压铸

宁波江东众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行业服务16
4E26
4C27
4N131

艾博森空气净化设备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张家港保税区玖隆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客明环境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宁波鑫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盖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设备13

5F09
4E06
5B322
5D67
5F22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科述无损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丹东奥龙射线仪器集团有限公司

伟杰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昆山易方达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日联科技

杭州思看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兰特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泛泰克斯仪器有限公司

德华材料检测有限公司

丹东华日理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马波斯（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检测设备及服务12

5E02
5E05
4N45
4N46
4N65
4N41
4N34
4N125
4N231
4N115
4N114
4B54

12.2 模具检测

上海熙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拓克能模具技术处理有限公司

5E09
4N112

12.312 3 其他检测设备及服务其他检测设备备及服务及服务

广州树森耐火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禾川化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德宝压铸技术公司

安徽英太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4E08
4N132
4A44
4E15

济南艾尼凯斯特软件有限公司

迈格码（苏州）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三维流动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苏州慧驰轻合金精密成型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申模计算机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德宝压铸技术公司

4N28
4A33
4A34
4N39
4N126
4A44

模拟软件10

17

展商预览

绿色·智造·未来

（以上为截止6月2日报名的展商）

www.diecastexpo.cn    www.cnf-ex.com



快速入场，

无需现场排队

扫描二维码，1分钟完成手机预登记

或登陆官网/观众中心/观众预登记，在线填写

官网：www.diecastexpo.cn（压铸）

          www.cnf-ex.com（有色）

可领取展会现场

纪念礼品一份

获赠价值150元
会刊一份

参与幸运抽奖赢取iphone7
及其他丰厚礼品

即刻登记，免费参观，尊享多重惊喜礼遇

轻松完成观众预登记

18 绿色·智造·未来



17绿色·智造·未来 19绿色·智造·未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W4-W5馆
（浦东新区龙阳路2345号，近地铁7号线花木路站）

花木路                             Hua Mu Road

龙阳
路/Long Yang Road

芳
甸
路

Fang D
ian R

oad

P5

P6

P4

P2

P3

P7

P1

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
Kerry Hotel Pudong Shanghai

磁悬浮列车站/2号线龙阳路地铁站 1500米
Transrapid Maglev Station /
Line 2 LongYang Rd.Metro Station 1500m

地铁七号线花木路站1号出口
Metro Line 7：Huamu Rd. Station Exit 1

P

N1

E7

E6

E5

E4

W5

W4

W3

W2

W1

N2 N3 N4 N5

2入口厅
Entrance Hall

3入口厅
Entrance Hall

1
入口厅

Entrance 
Hall

TAXITAXI

E3

E2

E1

上上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
KKKerry Hotel Pudong Shanghai

PPPPPPPPPPPPPPP

P2

E7

E6

E5

E4

登记服务处
2#入口厅

花木路、芳甸路口

2017中国国际
铝工业展览会 

2017中国国际
铝工业展览会 

2017中国国际
铝工业展览会 

CHINA NONFERROUS 2017
2017中国有色合金及特种铸造展览会绿色·智造·未来

Green · Intelligent · Future

CHINA DIECASTING 2017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展览会

展馆信息

公司名：

展位号：

同期展会并行
  观展行程更丰富！

2017中国国际铝工业展览会
*凭压铸&有色展会胸卡可免费参观

尊敬的先生/女士，我们诚邀您参观2017年7月19日至21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

心W4、W5馆举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展览会/2017中国有色合金及特种

铸造展览会。本届展会的规模将达到23,000平方米，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350余家

企业参展，专业观众15,000余人。



联系方式
展览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

曹秀梅 女士

电话：024-2585 0149
邮箱：cxm@foundrynations.com

纽伦堡会展（上海）有限公司

庄永辉 先生

电话：021-6036 1215
邮箱：tony.zhuang@nm-china.com.cn

会议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

曹 阳 女士

电话：024-2585 0105
邮箱：caoyang@foundrynations.com
 

主办单位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铸造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
    
承办单位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
    
协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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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模网

压铸周刊

盖世汽车

中国压铸

Foundry-Planet

CHINA DIECASTING  上海，中国 
2017年7月19日- 21日

CHINA NONFERROUS  上海，中国 
2017年7月19日- 21日

ALUCAST  德里，印度 
2018年12月6-9日

CHINACAST 苏州，中国
2017年11月16-18日

EUROGUSS  纽伦堡，德国 
2018年1月16日-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