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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各项数据均达 / 历 届 之 最 /

展览面积 25,000平方米 展位总数 1,078个

中外展商 464 家专业观众 22,637 人

2019年3月25至27日，由新之联伊丽斯（上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倾力打造的“第十二届上海国际粉末冶

金、硬质合金与先进陶瓷展览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隆重举办。作为深耕粉末冶金、硬质合金及先进陶瓷市场

12载的年度行业盛会，本届展会的各项数据均达历届之最。

展览总面积达到25,000平方米，展位总数达1078个，汇聚464家国内外优秀企业，来自中国、美国、德国、

英国、日本、意大利、瑞典、瑞士、法国、荷兰、俄罗斯、加拿大、韩国、波兰、奥地利、新加坡、印度、中国

香港和中国台湾等19个国家和地区。同比2018年展会，展商数量增长了11%，展会规模增长了12%。

展期三天共迎来 29个国家和地区的22,637名专业观众，共同见证展会的精彩盛况！开展三天的观众入场数

据分别为: 第一天10,386人；第二天9,290人；第三天2,961人。同比2018年展会，参观人数增长了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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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各项数据再创 / 历史 新 高 /

同比2018年展会

展 商 数 量 增 长

11%
展 览 面 积 增 长

12%
观 众 数 量 增 长

19.5%

2017年

15,367

16,000

336

2019年

22,637

25,000

464

2016年

13,800

312

13,000

展商数量（家）

观众数量（人）

展览面积（平方米）

2018年

18,219

22,000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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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亮点

5G时代显著特点是信号传输速度更快（传输速度为4G的10—100倍），将采用3Ghz以

上的频谱，其毫米波的波长很短，来自金属的干扰非常厉害，陶瓷和玻璃具有“先天优势”。

而随着陶瓷在指纹识别、无线充电等手机功能领域的普及，陶瓷材料受到热捧。行业巨头潮州

三环倾情参与同期高峰论坛，分享最新技术趋势。山东国瓷、发那科、东方锆业、合肥高歌、

信柏、景鹏、叁星飞荣、川菱、昶丰、利拿等手机陶瓷背板加工领域的知名企业惊艳亮相。现

场展示设备主要有专业设计、制造各种先进陶瓷产品的脱脂烧结推板炉、无污染陶瓷密炼机、

表面砂光机、抛光机、研磨机、自动抛光机等数控设备及其相配套的易耗品生产，完美展现从

粉体、粘结剂等到成型、脱脂和烧结、后处理至陶瓷外壳成品完全垂直一体化。

5G 给先进陶瓷带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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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来看，粉末冶金零件的最大销售市场是汽车行业，该领域是对粉末冶金零件技术、

质量要求最高的市场。从中国的粉末冶金零件行业来看，粉末冶金零件产业最主要的市场已由

冰箱压缩机产业、空调压缩机产业、摩托车产业，逐渐演变成为汽车产业。在本次展会上，阿

博格、道尔斯特、日精、岛津、海天国际、圣戈班、宁波恒普、青岛亘易隆等多家知名装备制

造商重点展示了压力烧结炉、真空热处理炉、高精密注塑机、粒度检测仪、超精细研磨和分级

装备、干袋等静压机、气态草酸催化脱脂等新型制造设备。巴斯夫、赫格纳斯、Sandvik 

Osprey、中航迈特、鹰球、莱芜钢铁等原料制造商们同样大放光彩，推出钛合金粉末、雾化

粉末、混合粉、羰基镍粉、羰基铁粉、奥氏体不锈钢喂料系列、3D打印粉末等具有较高应用

前景的原料，助力“中国工业4.0时代”的到来。

粉末冶金零部件 在汽车行业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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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亮点

3月24日，由来自国内20多家高校、研究机构和近50家行业优秀企业，6位院士作为联盟

顾问的“中国先进陶瓷产业联盟”在上海揭牌成立。中国先进陶瓷产业联盟是先进陶瓷产业链

上下游相关企事业单位聚合资源、合作沟通的平台，是以联盟成员单位发展需求和各方共同利

益为基础，以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加快产业聚集发展为目标，以“平等、互利、共赢”为基本

原则，形成的协同发展、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行业性和非营利性的产业创新合作组织。联盟

的未来将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和流程，充分发挥联盟内各理事单位、会员单位在行业的作用，

切实为联盟各单位及先进陶瓷产业发展做出积极努力。

中国先进陶瓷产业联盟在上海 揭牌成立

《中国先进陶瓷产业大全》发布仪式在“2019中国先进陶瓷前沿与应用发展高峰论坛”

现场隆重举行。《大全》主要收录和介绍了国内不同省份与先进陶瓷产业相关的企业（包括陶

瓷原料、制品、工艺设备、分析检测仪器），以及大学和研究机构，有三千多家单位被收录；

并附有国内外先进陶瓷产业与状况分析的综述性文章和相关技术资料，以及国家和部分省份与

材料相关的发展规划。全书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和实用功能，有利于先进

陶瓷产业各企业之间，企业与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的了解与沟通，对于促进和推动我国先进陶

瓷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重大意义。 

《中国先进陶瓷产业大全》隆重发布全国第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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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数据分析

新展商
161家

34.7%

13.8%

展商总数  

464家

国际展商
64家

45%

26%

5%

24%
展商类
别分析

材料类展商   
114家

设备类展商
210家 

3D打印类展商
20家

制品类展商  
120家

参展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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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展会整体效果
表示满意至非常好88.6% 对观众质量和数量

表示满意至非常好     87.4%
对主办方服务
表示满意至非常好         92.1%

展商满意度调查



莱芜钢铁集团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今年主推的“高压缩水雾化铁粉”，具

有世界先进水平，在去年世界粉末冶金大会上获得优秀产品奖。展会中接触

到百余家国内外企业，收获不少订单，明年将继续参展。

莱芜钢铁集团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李普明

中航迈特公司今年主打三个产品：真空气雾化装备、高品质的钛合金

粉末和高精度的陶瓷3D打印机。产品效果非常成功，主办方的各项工作也

非常到位，尤其先进陶瓷论坛吸引了大批专业买家参加。我们在展会现场

还接待了来自东南亚地区、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地的客户。

中航迈特粉冶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总经理/教授级高工 高正江

今年的展会效果非常好，我们接待了来自航空航天、半导体、光伏等

行业的高端买家，目前有不少意向订单正在洽谈中。同期论坛上观摩行业

专家和教授分享技术成果，展会现场与同行企业相互交流和学习，我们还

结识了很多潜在客户。

潍坊华美精细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 许荣利

今年我们接待了很多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且集中在特种陶瓷各个领域

的新客户。展位安排和参展情况，与往届相比都有很大提高。展会效果非

常好，希望主办方明年继续坚持。

阿泰欧法铝业（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 夏湘 

海天公司在本次展会上主要推出ZE400-80以及ZE1200-300h两台

机型，这两款机型都是通过电机的形式运行。展会的专业性较高，与客户

接洽起设备的性能以及相关行业领域的知识都十分便利。

海天塑机集团有限公司   市场部 周铮磊 

本次展会主推的产品是羰基铁粉、羰基镍粉，以及针对注射成型行业

的喂料产品。羰基镍粉产品已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水平，得到了国内国际

同行的高度认可，同时我们也推出了羰基铁粉新的注射成型软磁材料与喂

料产品，助推注射成型行业的发展。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羰化冶金厂厂长 肖东明 

首次参加中国的粉末冶金展会，目的是想亲自体验一下中国的市场，

并且展示机械和产品，以便于开拓中国市场。我们有信心能在中国发展，

并且得到客户的订单。这是一个很棒的展会，期待明年继续参展。

德国劳费尔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 Christof Lauffer  

我们的主打产品是特种氧化铝和煅烧氧化铝，用于高科技复合陶瓷产

品和抛光粉材料及热负荷管理应用。最近推广的主打产品之一是即压型产

品，进行了多次展示。很高兴看到展会规模的壮大，设施和展品都很不

错。我们在中国有着跨国公司的客户，也有着精通业务的国内企业客户。

泉州迈宝能源有限公司   邱博全球销售总监 Mills. 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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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观众地域分析 观众决策力分析

PM China & CCEC China & IACE China

观众数据分析

展期三天共迎来专业观众22,637人，较2018年增长了19.5%。其中，国内观众21991人，来自上海、江

苏、浙江、广东、山东、河南、湖南、北京、台湾、香港等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海外观众646人，来自

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加拿大、意大利、波兰、新加坡、韩国、印度、俄罗斯、乌克兰、瑞典、菲律

宾、以色列、伊朗、土耳其、孟加拉、马来西亚等24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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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人

海 外 观 众

亚洲   78.28%

欧洲   14.96%

北美洲   4.98%

南美洲   1.07%

非洲   0.71%

专业买家满意度分析

粉末冶金原料

粉末冶金制品

先进陶瓷原材料

先进陶瓷部件/产品

硬质合金原辅材料

硬质合金制品

注射成形设备

压制成形设备

烧结设备

制粉设备

分析检测仪器

3D打印材料/设备

其他

38.06%

38.16%

35.38%

32.24%

17.99%

19.71%

19.20%

21.39%

26.76%

20.75%

14.43%

16.59%

1.08%

22,637人

专 业 观 众

管理人员   48.35%

技术人员

23.47%

销售人员   20.98%采购人员   3.96%

服务人员

0.81%

其他   2.43%



佛山市南海凯洋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副总 江建：

参加过很多届展会的老客户，今年的展会达到我的

预期效果，各方面都比较满意。展会全面的展示了

各种粉体、材料，尤其部分新型材料，我们国内企

业基本都能制作出来了，解决了部分的进口问题。

我是

PM China & CCEC China & IACE China

观众评价

郑州振中电熔新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李疆雁 ：这

是我首次参观展会，过程中发现很多粉体加工设备

以及球模设备都适合我们工厂。展会规模很大，专

业性强，吸引了许多先进陶瓷及粉末冶金行业的相

关人士。本次展会效果较好，明年会考虑来参展。

泸州茂源陶瓷制作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光辉：我首次

来参观展会，感觉展会各方面都举办得挺好。我司

正 准 备 建 立 先 进 陶 瓷 厂 ， 所 以 来 看 设 备 、 原 材 料

等，收集了多家企业资料回去研究，我非常信赖主

办单位！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五三研究所 副总经理 陈明喜：

我在朋友圈看到这个展会的信息，公司想寻求新项

目，所以来看看设备和新材料。设备都很先进，现

场的观众也很多，感觉这个展会举办的不错。只是

在办参观证时比较复杂，因为当天同时有几个展，

有点分不清。

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 工程师 刘

晓军：展会人流量大，交通便利，有很多国内外新

参展企业。参观的目的主要是了解一下有相关的供

应商，比如检侧设备，粉末铜粉类的产品，更好规

划公司的发展方向，本次参观达到我的预期效果。

北京优材百慕航空器材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王秀飞：

我每年都会来参观展会，展会的效果不错，收获很

大。今年我们与陶瓷、粉末冶金的企业在展会现场

进行了初步的洽谈，他们推出的产品都很不错，相

信能达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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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先进陶瓷前沿与应用发展高峰论坛暨中国硅酸盐学会陶瓷分会工业陶瓷专委会年会

本届论坛紧紧围绕先进陶瓷领域最热门、最受关注的话题：陶

瓷材料制备过程中的关键工艺和技术瓶颈，新产品、新应用、新市

场的产业升级与发展动态等开展“技术与研究成果”交流和产业趋

势研讨，同时精心设置学术交流环节，行业大咖与行业新秀对话，

畅谈感想。吸引了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400多位高校研究

所研发专家、院士学者、国内外著名的陶瓷新材料生产企业高管、

行业媒体代表以及投资公司等嘉宾莅临参会。现场思想交锋激烈，

共同把脉先进陶瓷行业现状，全面解析产业应用技术难点，是国内

先进陶瓷产业不容错失的行业年度盛会。

第八届上海国际注射成形高峰论坛

上海国际注射成形高峰论坛自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八届，逐

渐发展成为我国注射成形领域极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学术交流活

动。随着粉末注射成形技术在电子、汽车、医疗、军工、机械、航

天等众多领域的广泛应用，围绕注射成形的相关工艺技术、新型材

料研究、应用案例分析、市场前景探讨等话题，始终成为行业人士

关注的焦点。该论坛将学术交流与产业化研究充分融合，让创新思

维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邀请了国内外注射成形领域的14位著名专

家学者和知名企业家莅临演讲，现场吸引400多位来自不同高校、

研究所、知名企业和行业知名人士的莅临听会。

粉末冶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年会 / 2019上海国际粉末冶金产业技术高峰论坛

粉末冶金技术的应用领域正日新月异地扩大，为进一步推动粉末冶金的新

材料、新技术、新工艺产业界的科技创新，提升我国在新型材料领域的学科进步

和技术。本届论坛上紧紧围绕先进金属结构材料、先进轻合金材料、新型摩擦材

料、新型成形加工技术、计算模拟技术、智能制造技术、材料和制品测试技术、

装备与加工技术、金属增材制造（3D打印）工艺技术、金属注射成型工艺等最

新技术和成果展开讨论。邀请了国内知名的16位专家、学者、相关协会领导和

主流终端客户，以及国内外主要材料制造商、制品制造商、装备制造商，就国家相

关政策和技术水平的发展做专题报告，吸引了200多位业界同仁莅临听会。本届论

坛旨在促进产业界、学术界、企业界的沟通与合作，将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最新

研究成果，通过学术交流和成果推广，转化为巨大附加值的工业化生产制造，同时

也给企业家们寻找到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智能化制造的最佳方案和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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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同期活动



先进陶瓷论坛有很多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们，他们先进的理念对我

们在基层开发过程中，遇到理论知识不足时，提供很好的帮助。相信先进

陶瓷在5G智能手机上的应用前景会越好，氧化锆陶瓷在未来也会成为市场

应用的主流产品。我比较关注粉体到成型烧结加工方面，对企业的设备到

达什么样的水平比较感兴趣，同时想在展会上了解什么新产品未来能应用

到生产中。希望论坛能更贴切生产企业可能面临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方

案，以及有关推动陶瓷行业发展的课题。

潮州三环集团研究院   杨双节

论坛嘉宾寄语

本届 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重点企业的管理人员，

所以不单是技术交流，也是企业管理方法的延伸及粉末冶金行业发展方向

的探讨。论坛提到粉末冶金零部件在汽车行业的新应用，对企业发展有很

大的实用性和指导性。今年展会规模扩大，参展企业增多，涉及多个国

家，产品包括原料到设备多个领域，对整体采购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希望

展会规模越来越大，持续性越强，有更多品牌企业参与进来，给更多企业

提供发展机会，引领行业发展。

粉末冶金论坛

江苏鹰球集团有限公司   龚小平

10

PM China & CCEC China & IACE China

展会同期活动

Formnext + PM South China深圳国际增材制造、粉末冶金与先进陶瓷展览会新闻发布会

随着增材制造的技术发展越趋成熟，增材制造业在中国，尤其是在华南地区的发展前景广阔，潜力巨大。由广

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与新之联伊丽斯（上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深圳国际增材制造、粉末冶

金与先进陶瓷展览会”旨在为前沿材料、成型技术及相关设备领域的业界构建更大的合作平台，进一步开拓国内市

场的广阔商机。首届展会将于2020年9月9至11日在全新建成的、预计为全球最大规模的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展览总面积有望达到20,000平方米，预计将可汇聚约200家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企业参展，并吸引逾10, 000名专

业观众到场参观。展会将贯穿材料、粉末冶金、增材制造及后处理等一系列先进的材料、技术、设备以及产品，为

中国乃至亚洲的制造业带来全新的商贸机遇。 



第十三届上海国际粉末冶金

硬质合金与先进陶瓷展览会2020
PM China & CCEC China & IACE China 2020

2020年3月24~26日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主办单位

关注展会微信   获取一手资讯

电话：4000 778 909       020-8327 6369 / 6389       

电邮：pmchina@unirischina.com    pmchina@unifair.com   


	页 1
	页 2
	页 3
	页 4
	页 5
	页 6
	页 7
	页 8
	页 9
	页 10
	页 11
	页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