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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表面工程协会（英文译名：CHINA  SURFACE  ENGINEERING  

ASSOCIATION，缩写CSEA）是全国从事表面工程的企业及相关科研、设计、

教学、经营、服务的单位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行业组织，是经国家民政部登记

注册的社团法人组织。

协会成立于1991年11月。目前协会共有19个分支机构：电镀分会、涂装

分会、防锈润滑分会、热喷涂分会、热浸镀分会、锌铝涂层分会、真空镀膜分

会、粉末渗镀分会、科技装备分会、转化膜专业委员会、电子电镀专业委员会、

智能装备专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清洁生产指导工作委员会、设备材料

工作委员会、市场工作委员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教育培训工作委员会、园

区工作委员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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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会宗旨：服务表面处理行业，面向产业链上下游，提高行业创新能力，

提升行业工艺技术水平和综合配套加工能力，推进行业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 业务范围：

（1）开展政策法规和行业研

究，向政府部门争取合理的行

业政策；

（2）宣贯国家标准，组织专

家参与起草、制修订及评审行

业法规标准；

（3）开展行业基础调查、研

究信息收集和整理工作，组织

制定行业规划；

（4）制定行规行约，开展行

业规范自律活动；

（5）组织行业开展技术攻关，

促进行业技术创新；

（6）向企业提供国内外表面

工程有关信息，推广新技术、

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

（7）组织技术生产交流、咨

询服务和人才培训；

（8）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9）行业媒体；

（10）承接会员单位及其它机

构委托事项。

政策与标准研究

行业调研与自律

技术攻关与推广

行业交流与培训

会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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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与刊物

技术咨询与供需对接

跨行业、跨国交流

教育培训与行业权益维护

行业自律与形象维护

搭建多层次的工作平台、优先在中国表面处理网

（www.zgbmcl.com）、中国表面工程协会网（www.

csea1991.org）发布各类信息，进行网络推广；

协会会刊《中国电镀》及部分合作刊物免费邮寄；

根据会员需求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活动；

组织会员参与各专业领域的基础研究并形成发展报告，开展各

专业领域特色活动；

收集和梳理会员需求信息，及时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行业诉求，

提出政策建议；努力争取行业合法利益，积极维护会员权益；

推进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开展、促进、带动全行业自律，规范

行业行为，承担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的行业形象，为表面工程

行业、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广泛开展多层次的活动，促进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进产

业链协同发展；

协助匹配国内外合作伙伴；

与国际表面工程相关行业组织密切联系和合作，组织参加国际

交流活动，提升国际贸易协调能力，不断扩大行业影响力，巩

固和提升中国表面工程产业的国际地位；

协助开展技术工程项目咨询工作；

协助申报国家及地方政府部门支持的有关项目和资金支持；

协助开展产学研创新项目及投资项目等；

协助开展供需对接、技术交流、产品推广、信息发布、行业调

查等；

会员服务



科学技术奖评选
评选优质科学技术项目、为行

业发展做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

中国专利奖
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国际知识产权

组织共同评选的国家级奖项，协会

作为推荐单位，组织行业与评选

行业团体标准

推动表面工程各专业领域技术

规范及标准编制和修订

中国表面工程行业三十周年

引领行业持续推进清洁生产和绿色

制造技艺水平，开展表彰表面工程

行业卓越单位及个人

协会近期工作

协会1991年11月成立，到2021年成立
30周年，协会现设19个分支机构，会员
单位3000家。

经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备案
为行业先进科技项目提供奖励、推广、转
让和合作平台

2020年一项专利获得优秀奖，2018-2019
年均有两项专利获得优秀奖。

参与修订的标准有《高固份型汽车防腐
蜡》、《真空磁控溅射镀银工艺及质量
检验》、《无氰碱性镀镉工艺通用规范
》等，修订近20项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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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海

2016

2017

2018

2019

2021

展会历程

表面工程产业集中在长三角、珠
三角地区，上海交通便利在产业
发展的中心地带，包括国际贸易
重要聚集地，巨大的市场会带来
更多经济效益，同时会吸引更多
的观众。



会议名称：ProSF 2022国际表面工程（上海）展览会

联合举办：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涂料展览会

会议时间：2022年8月4日-6日

会议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表面工程协会

承办单位：北京中世茂国际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媒体支持：中国表面处理网、《中国电镀》、《材料保护》、《电

镀与精饰》、《电镀与涂饰》、中国涂料报道、中国化工信息等

展会基本信息



展馆信息

登录入口

登录入口

展出面积10万平方米，

近千家参展单位

W1-W5共5个展馆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位于浦东龙阳路2345号



展馆主办

展品媒体

观众 展团

5大展馆，100000平方米展出面积

展馆分布国际展团、加工展区、

地方协会展团、分支机构展团、

园区展团

2大协会联合主办

行业内专业媒体及大众媒体
权威报道

包括汽车及轨道交通、电子PCB、
工程机械、五金卫浴、桥梁防腐、

航空航天、军工等各领域从业者

W1-W5，5大专题展馆，近
千家参展企业

表面工程各领域材料及设备展商

；并增加涂料成品、涂料辅料、
涂料机械等相关展商

中国表面处理网、《中国电镀》、《材料保
护》、《电镀与精饰》、《电镀与涂饰》、
仟佰镀、中国涂料、《中国工业报》、《中
国环境报》……
CCTV2、参考消息、东方卫视、搜狐、新浪
、网易、今日头条……

中国表面工程协会与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首次联合主办

展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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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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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油、防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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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设备

电镀工业园区等服务商

展品范围



展会能带来什么

订单成交带动企业收益

产品多元化展示
扩大企业影响力

政策引导，收集信息分析市场变化

专业平台多渠道媒体宣传

企业品牌宣传、形象实力展示

降低成本节省拜访时间

大量潜在定向客户

客户关系的维护



下游用户

行业加工企业

行业专家
各地协会

国外企业

行业同仁

• 行业标志性下游企业：汽车企业、电子

企业、五金卫浴、航空航天、军工、精

密仪器、表面处理园区等

• 协会及分支机构等团体：各地方协会组

团、分支机构组团、下游行业协（学）

会、科研院所

• 国际观众：国际联盟理事成员、美国、

德国、英国、日本、韩国、印度、新加

坡等国家组团参加

观众受众



权威发布 供需洽谈 专家答疑 产业链联动 行业峰会

重点推出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权威

发布，如目前新兴技术材料，已在新能源

、电子、家电、航空航天等行业推广应用

，现场发布、详细解说，让观众随时掌握

行业最新动态。

特设供需洽谈室，供需双方

面对面交流，寻找商机，降

低采购成本。

表面工程行业各领域专家现

场答疑解惑，共同探讨技术

、管理等方面共性、特性问

题。

行业上下游企业共同参展，

形成产业链互通，打造联动

平台，获得更丰富资源。

中国表面工程行业高峰论坛及

中国涂料高峰论坛，邀请行业

专家、企业领导，技术人才共

同探讨行业发展，研究方向。

展会亮点



展会优势

同期展会关联紧密 产业联动专业团队 协会一站式服务

与涂料工业协会
联合主办

众多会员企业；
全国各地方协、学会；
国际表面精饰联盟；

下游协、学会

丰富的资源

供需对接会、技术
交流会、新品发布
会、行业高峰论坛
上下游产业联动

专业部门，以电话
、短信、微信、邮
件等各种方式做定
向参观邀请工作

展会策划、筹备、
实施、执行，
全程负责



同期展会：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涂料展览会

ProSF 2022国际表面工程（上海）展览会开幕式

2022中国表面工程行业高峰论坛暨表面工程行业年会

科技奖获奖企业集中展示，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

同期内容同期内容

供需对接会、商务洽谈会

电镀、涂装、热喷涂行业、汽车、电子领域等专题论坛

同期会议



服务内容

参展企业可免费获取参观券
邀请自己的客户到现场参观。

企业介绍刊登会刊，5000册现场免
费派发观众及展商，进行宣传推广

专业媒体、大众媒体、平面
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形式进

行全面宣传报道

制作展商电子邀请函，

协助邀请目标客户参观。

展会后期利用协会平台持续线上
线下推广，维持高暴光度

协助展商酒店预订、展期展馆接送、

提供搭建、运输、志愿者等相关供应

商服务，优质全方位保障



展位费用

•官方网站：首页展商推荐企业logo滚动展示

•微信公众号：企业介绍&展品简介（1篇）

•微信公众号：文末banner广告位（1次）

•项目电子邮件底部banner+官网链接（1次）

•定制专属邀请函：独家定制，可添加企业&展品信息

展位类型 会员价格 非会员价格

标准展位（3m×6m 18m2起租） 15750元 /9m2 17550元/9m2

室内空地（36m2起租） 14850元 /9m2 16650元/9m2

36平方米以上展台企业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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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部分参展企业



部分参观观众



部分展商、观众反馈



展会精彩回顾



展会企业风采



展会同期活动



展会花絮



2022
邀您齐聚上海！

2022
邀您齐聚上海！

联系人：牛小燕
手机：18611271919
邮箱：niuxy@csea1991.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