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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三天的 PCIM Asia 深圳国际电力元件、可再生能源管理展览会圆满
闭幕。展会依托在电力电子领域的二十年经验优势，迎来业内多个领先品
牌。PCIM Asia 共迎来 102 家企业展示电力电子、智能运动、可再生能
源和能源管理方面的前沿技术，参观人次达 11,314。
PCIM Asia 于 9 月 9 至 11 日首次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成功举办，展馆和
城市的变更开启了展会历史的新篇章。依托母展 PCIM Europe 的不断支
持，PCIM Asia 在经过 20 年的发展后，已成为亚洲电力电子领域内的领
先盛会。本届 PCIM Asia 选址位于被誉为中国 “硅谷”的深圳举办，看
重其坐落于大湾区并毗邻香港，易于服务国际市场的优越地理位置。同
时，深圳蕴含丰富的技术专长和人才优势，PCIM Asia 将依托这些优势继
续推动行业未来发展。
本届展会迎来多个知名品牌，包括：三菱电机机电（上海）有限公司、赛
米控电子（珠海）有限公司、富士电机（中国）有限公司和英飞凌科技
（中国）有限公司、AVX Corporation、北京赛晶电力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丹佛斯硅动力有限公司、东芝电子（中国）有限公司、杭州飞仕得科
技有限公司、莱姆电子（中国）有限公司、罗姆半导体（上海）有限公
司、Power Integrations Inc、上海贺利氏工业技术材料有限公司、上海鹰
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青铜剑技术有限公司、无锡宸瑞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等。
在今年的 PCIM Asia 中，主办方再次开设了一系列聚焦电力电子关键领域
的主题专区，并涵盖从功率半导体元件和模块、电气传动、无源元件和散
热管理到测试和测量等主题。专区包括电动交通专区、电气储能专区、研
讨会墙报演讲专区以及高校交流专区。
同期活动涵盖五个论坛共计 100 多场演讲
论坛活动作为 PCIM Asia 2021 重要的内容之一，涵盖五个主题共 100 多
场演讲，向与会者分享了最新的行业知识和前沿市场趋势。论坛包括：由
瑞能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安世半导体赞助的电力电子应用技术论
坛、备受推崇的电动交通论坛和电力电子储能行业论坛及 SiC/GaN 功率
器件技术与应用分析大会和英飞凌碳化硅技术应用发展论坛。
此外，备受业内人士推崇的 PCIM Asia 国际研讨会再度举行，研讨会发表
了 64 场演讲，吸引了 558 位研讨会听众，探讨最新的行业见解。研讨会
主要演讲嘉宾包括：福州大学陈为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徐殿国教授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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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彬博士、华为数字能源张晓飞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张波教授、清华大学
李永东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朱淼教授、台达电子章进法博士、同济大学吴
志红教授、United Silicon Carbide Inc 的 Anup Bhalla 博士和朱可先生、
英飞凌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李鹏先生和浙江大学王正仕教授等。
PCIM Asia 2021 参与者反馈
参展商
“ 今年是 PCIM Asia 成立 20 周年，我们三菱电机已经连续第 20 年参展
。PCIM Asia 是中国国内功率半导体产品最专业的展览会之一，我们的一
些核心客户都有到场，特别是像格力、美的、海信、汇川、英威腾这些大
客户都来我们展台进行了技术交流。本届展会在华南地区举办，而华南是
家电的重镇，我们三菱电机在家电用的功率半导体这一块是比较强的，所
以客户会比较关注。另外一个关注的是我们现在新的这些宽禁带功率半导
体。”

三菱电机半导体大中国区技术总监 宋高升先生
“我们再次参加展会是因为 PCIM Asia 在行业内是非常知名的展览会，尤
其在功率半导体这一块。业内的领军品牌都会云集在这个展会上，例如华
为，展会涵盖了太阳能、风电、电动汽车和电池等相关行业，我们相信展
会拥有巨大影响力。”

赛米控电子（珠海）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产品市场经理 程慕宇先生
“我们每一年都会参加 PCIM Asia，因为展会在整个行业里面被认为最专
业的，来的观众也相当的专业，大部分都是以研发为主。PCIM Asia 提供
了一个良好的沟通平台，尤其对于小型企业，我认为这是本次展会的最大
价值。本届展会的客户质量还是很高的。事实上，许多到访我们展位的参
观者既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也是我们的客户。”

英飞凌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大中华区汽车电子事业部市场部经理 张昌
明先生
“我们每年都参加 PCIM Europe。PCIM Asia 是亚洲电力电子行业内最专
业的产品发布和交流互动平台之一。所有知名企业和新兴本土企业都在借
此平台把自己的产品对外展示。很多工业或者珠三角的企业对电力电子应
用需求是非常大，所以在深圳举办展会是一个明智之举。”
日立 ABB 电网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半导体业务市场及销售市场开发经

理洪鹏先生
“PCIM Asia 是业内最大的展会之一，因此有许多国内外同行也会到访。
本届我们派出了技术部的专家参与国际研讨会和现场论坛的演讲。深圳有
非常好的电子功率制造商，所以将展会迁移到这里拥有了一个区位优势。
”

富士电机（中国）有限公司经理 龚嘉俊先生
“我们为众多工业设备制造商提供配套设备。这里有很多潜在客户，我们
在第一天就达到了目标。会上众多客户对我们的高成本测试设备感兴趣。
PCIM Asia 在功率器件和电机驱动行业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每一年都会有
新的厂家，还有一些新的技术和方案在展会上发布。我们也看到很多外国
客户参与展会，他们来自欧洲、美国、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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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青铜剑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及营销总监 陈恒星先生
研讨会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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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展会的安排，到参展商和学术报告，我相信我们都紧跟行业最前沿的
热门话题。这都体现了 PCIM Asia 的特质——高度重视推动产业及其上下
游的发展。 展会在行业内的整体影响力非常高， 举办研讨会意义重大。
一方面展示大家感兴趣的资讯，另一方面提供良好平台让大家再次齐聚一
堂，与合作伙伴和行业同行进行交流。”

株洲中车时代半导体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及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罗海辉
博士
“尽管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但今年研讨会和展会的参观人数似乎比以往有
所增加，由此可见研讨会的主题和产品对观众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他们可
以通过这次 PCIM Asia 国际研讨会和展会了解最新的电力电子器件、技
术、应用和产品，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PCIM Asia 吸引了许多世界顶级
企业，为我们中国在器件、装置及应用方面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

上海海事大学 汤天浩教授
“我这里过来参会主要想了解一下功率半导体技术的发展趋势及新的应用
场景。各大主流企业厂商、以及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都聚集于此。我有幸
听到很多厂商分享新的技术成果及趋势，让我对行业有更深入更系统的认
识，对技术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有了更全面的了解。PCIM Asia 作为
电子电力行业的先驱展会，网罗行业巨擘，让我们能够了解到新技术和资
讯。虽然这是我第一次参观展会，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明年我还会
继续参会！”

华为主任工程师 曾畅先生
“PCIM Asia 在亚洲电力电子业举足轻重，因为最主要的业内合作伙伴都
会参加，还包括学术界一些重要的学者教授。我可以在展会上了解更多关
于用户需求和系统需求，使我们在芯片研发中得到启发。研讨会可以让业
界之间进行交流，了解最新动态和更多应用的需求将能帮助我们的产品做
进一步的改善。”

嘉兴斯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汤艺女士
买家
“这是我首次参观 PCIM Asia。我们已经与一些供应商接洽，并计划稍后
向他们下订单。PCIM Asia 作为电子电力行业的领头展会，具有很强的针
对性，不仅和我的采购需求高度匹配，达成采购目标。在国家‘ 十四
五’规划的大力扶持和推动下，发展新能源是未来趋势，我们也会密切关
注国家政策风向，紧跟节能大方向，改进生产水平和提升生产效率。”

深圳杰瑞佳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李四勋先生
PCIM Asia 由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和德国美赛高法兰克福展
览有限公司联合举办。下一届展会将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
于上海新国际展览中心举行。欲了解更多 PCIM Asia 展会详情，请浏览
www.pcimasia-expo.com.cn 或电邮至 pcimcon@china.messefrankfurt.com。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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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展览集团简介
法兰克福展览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拥有自主展览场地的展会主办机构，其业务覆盖展览会、会议
及活动，在全球 29 个地区聘用约 2,450 名员工。继 2019 年营业额录得 7.36 亿欧元后，集团在
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营业额约 2.57 亿欧元，并依旧与众多行业领域建立了丰富的全球商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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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并保持紧密联系，在展览活动、场地和服务业务领域，高效满足客户的商业利益和全方位需
求。遍布世界各地的庞大国际行销网络，堪称集团独特的销售主张之一。多元化的服务呈现在
活动现场及网路管道的各个环节，确保遍布世界各地的客户在策划、组织及进行活动时，能持
续享受到高品质及灵活性。我们正在通过新的商业模式积极拓展数字化服务范畴，可提供的服
务类型包括租用展览场地、展会搭建、市场推广、人力安排以及餐饮供应。集团总部位于德国
法兰克福市，由该市和黑森州政府分别控股 60%和 40%。有关公司进一步资料，请浏览网页：
www.messefrankfur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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