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oSF2017 国际表面精饰展及中国表面工程行业年会介绍 

一、 展会基本信息 

（一）、展会名称：ProSF2017国际表面精饰展 

（二）、展会地点：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 

（三）、展会时间：2017年 9月 26-28日 

（四）、展品范围： 

——电镀材料及添加剂、电镀中间体、电镀设备、生产线及相关配件、试验

检测设备等 

——汽车涂料、粉末涂料、防腐涂料、不粘涂料、船舶涂料等；涂料原料及

涂装设备、涂装机器人、回收设备等；电泳设备、达克罗设备 

——抛（喷）丸、喷砂、拉丝、抛光等设备 

——铝合金化学氧化、阳极氧化、镁合金氧化、钛合金氧化、铜合金防变色、

银合金防变色、镀锌钝化、不锈钢着色、钢铁氧化、磷化 

——废水处理设备、废气处理设备、质量检测设备、过程控制设备 

——热喷涂材料、设备及辅助设备 

——真空镀、离子镀、气相沉积等 

——防腐材料及设备；防锈材料及应用 

——热浸镀原辅材料及设备 

——电镀工业园区等服务商 

（五）、展区布局： 

1、展馆面积：6500平方米 

2、展位：350个 

3、特设展区：国外组团、加工企业、园区展区 

二、 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表面工程协会 

支持单位：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 

          中国机械业工联合会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 

协办单位：中国电子电路协会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中国铸造协会 



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 

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 

中国环保机械行业协会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 

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 

中国模具工业协会 

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 

中国热处理行业协会 

中国焊接协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 

中国塑料机械工业协会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 

承办单位：上海颖展展览有限公司 

三、 观众组织 

（一）、专家团 

        活动设立专家日，邀请表面处理领域各行业专家组成专家团亲临活动现

场，针对观众提出的问题进行现场答疑，共同探讨交流。部分嘉宾： 

嘉宾 单位 研究方向 

杨振国 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 腐蚀机理和防护技术 

庞留洋 中国兵器豫西工业集团 
表面处理（电镀、氧化、涂装等）技

术、设备及废水处理技术 

王汉春 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司 
表面处理(电镀、PVD、烤漆、喷涂

等)的研发工作 

蒋义锋 厦门建霖工业有限公司 
电化学（金属电化学沉积及表面处

理） 

戎馨亚 苏州长风航空电子有限公司 表面处理、环保 

谈冬生 
惠州市迪思特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UV 漆；塑料电镀、电子电镀 

和军强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涂装 

章意坚 杭州五源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腐蚀与防护专业 

宋华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涂装 



赵晓峰 上海交通大学 
航空发动机及地面燃气轮机热障涂

层，以及防腐、耐磨涂层 

方峰 东南大学 高性能金属材料和薄膜与涂层材料 

欧忠文 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 【摩擦与润滑】 

白芳 
沈阳防锈包装材料有限责任公

司 
防腐蚀材料 

陶顺衍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热喷涂涂层 

谭兴海 
上海宝钢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表面工程事业部 
热喷涂 

刘名 通用汽车中国研究院 汽车表面处理 

郝雪龙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铝及铝合金阳极氧化、无铬化学转化

技术；钛合金阳极氧化、微弧氧化技

术；金属材料物理性能、腐蚀与防

护、腐蚀电化学及表面处理技术。 

林安 武汉大学 清洁生产、环保、资源利用 

 

（二）、行业标志性下游企业 

1、 汽车企业：一汽、上汽、大众、奇瑞、豪爵等 

2、 电子企业：京东方、富士康、小米、鹰贝等 

3、 五金卫浴：海鸥卫浴、布尔顿、山东国强等 

4、 航空航天：首都航天机械、青云航空仪表、航空制造工艺研究所等 

5、 园区组团：江门崖门、惠州龙溪、慈溪联诚、上海金都、天津滨港、

镇江华科、重庆重润、合肥华清、清远龙湾、昆山同心、昆山千灯等 

 

（三）、协会及分支机构等团体 

1、 各地方协会组团：沈阳表面工程协会、广东省电镀行业协会、福建表

面工程协会、北京表面工程协会、天津电镀行业协会、天津电镀工程

技术学会、山东省表面工程协会、山西省表面工程协会、金华市表面

工程协会、宁波市电镀行业协会、温州市电镀行业协会、贵阳市表面

工程行业协会、哈尔滨表面工程协会、青岛表面工程协会、辽宁省表

面工程协会等 

2、 分支机构组团：中表协电镀分会、中表协涂装分会、中表协热喷涂专

委会、中表协热浸镀专委会、中表协特种涂层专委会、中表协防锈与

润滑专委会等 



3、 下游行业协（学）会组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电子电路协会、

中国铸造协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等 

（四）、国际观众 

 1、国际联盟理事成员 

 2、美国、德国、英国、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将组

团参加 

四、 媒体宣传 

1、杂志、网站宣传：展会及会议将在专业媒体、大众媒体、下游媒体等处

以彩页及软文报道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合作媒体包括：《中国电镀》、

机经网、中国表面处理网、《电镀与精饰》、《电镀与涂饰》、《表面工程》、

《涂料与涂装》、新浪、腾讯、搜狐、人民网等 

2、各展会及会议现场宣传：参加相关行业及下游行业展会，并在现场免费

派发共计 10 万张邀请函。 

五、 中国表面工程行业年会活动 

（一） 中国表面工程行业年会暨 ProSF 表面工程论坛 

ProSF 2017 Annual Conference 

年会、论坛主题：面向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的表面工程技术 

Surfac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facing Intelligent Manu

facturing & Green Manufacturing 

会议规模：500人 

时间：9 月 26-28日 

地点：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 

1. 中国表面工程行业年会暨 ProSF 表面工程论坛开幕式 

Opening Ceremony of CSEA Annual Conference & ProSF Forum 

会议内容：年会主题报告、主会场报告 

会议规模：500人 

2. 热喷涂工业论坛 

Thermal Spraying Industry Forum 

会议内容：热喷涂技术应用 

会议规模：60-80人 

3. 清洁生产、环境保护技术与安全生产研讨会 

Cleaner Production &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Seminar 

会议内容：重金属废水处理、VOCs 治理、清洁生产、三废资源化方面

的新成果、新技术以及清洁生产、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解读和管



理经验分享。 

会议规模：120-150人 

4. 功能性表面处理技术研讨会 

Functional Surface Treatment Technology Seminar 

会议内容：汽车、电子等行业表面处理、防腐蚀工艺技术与装备 

会议规模：120-150人 

5.三价铬在镀硬铬中的新技术研讨会 

          Workshop on Trivalent Chromium Technology in Hard Plating 

会议内容：三价铬镀硬铬的新技术新材料 

会议规模：50人 

（二） 中国表面工程协会专家库专家见面会 

Meet the CSEA Experts 

会议内容：中国表面工程协会专家库中各专业领域专家和下游企业代

表现场与参会观众就感兴趣的议题互动交流。 

会议规模：40-50人 

（三） 国际表面精饰联盟中国（上海）论坛/世界表面精饰大会地区论坛 

International Surface Finishing Forum 

会议内容：由国际表面精饰联盟成员协、学会及其它国家和地区协、

学会组团参加的技术论坛 

会议语言：中、英文（同声传译/交传口译） 

会议规模：40-50人 

（四） 中日韩三国电镀业交流会 

2017 China-Japan-South Korea Exchange of Electroplating 

Industry 

会议内容：中、日、韩三国电镀行业协会及电镀相关企业代表座谈交

流，了解各国目前电镀行业发展水平及最新的技术、法规政策等。 

会议规模：40-50人 

会议语言：中、日、韩文（交传口译） 

（五） 中表协电镀分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八届一次理事会议 

The 8th Members Meeting and the 1st meeting of the 8th council 

of Plating Division of China Surface Engineering Association 

会议内容：电镀分会换届大会和新一届理事会议 

会议规模：450-550人 

六、 往届回顾 

（一） 数据分析 



1、 对展会整体满意度： 

 
2、 展会反馈希望举办地点： 

 

 

3、 对本次展会感兴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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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注展会途径： 

 

 

（二） 现场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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