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届上海国际粉末冶金展览暨会议

PM CHINA 2020

2020年3月24~26日

上海世博展览馆
（上海市·浦东新区·国展路1099号）

主办单位

聚 集 前 沿 科 技 

展 示 尖 端 产 品



云集行业优秀企业的品牌展会

随着“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加速推进，粉末冶金新产品、新技术及相关设备更加重视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

创新，加强前瞻性基础研究，紧密结合会展经济，融合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用材料、装备技术提升与产业升级、

先进结构与复合材料、新型节能与智能材料、人才队伍建设等。

上海国际粉末冶金展览暨会议经过13年的精心打造和磨炼，保持着展览总面积年均增长率32%、参展企业年均

增长率21%、专业买家年均增长率18%的傲人成绩，展现一批标志性前沿新材料创新成果与典型应用，为国内外厂

商提供了一个技术交流、产品展示和贸易洽谈的最佳平台。

聚焦前沿科技产品的权威平台

2020年，展会将吸引来自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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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波兰、新加坡、印度、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优秀企业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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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总面积 30,000 平方米 参展企业 500   家   + 参展品牌 900      个+

专业观众 25000   人+ 合作媒体 100   个+ 学术报告 50   场+



来自展商的赞誉和建议

海 天 公 司 在 本 次 展 会 上 主 要 推 出 ZE400-80以 及

ZE1200-300h两台机型，这两款机型不再通过液压油缸

的形式进行驱动，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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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工程师  周铮磊

莱芜钢铁集团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始终坚持创新，提升

质量效益，立足于产品品质提升和品种结构调整。今年主

推的“高压缩水雾化铁粉”，压缩性达到7.25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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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总经理  李普明

部分知名参展品牌（排名不分先后）

PM CHINA 2020 八大亮点

基于中国经济新格局 挖掘更深度投资热点聚焦全球视野市场定位

核心商贸地段 交通环境便捷 臻享场馆多功能配套地理优势

三展联动 230,000+m 展出面积 展示洽谈空间最大化展会形式

材料品种齐全 机械设备 更新迭代 部件/产品 别具一格展品特色

20+国家/地区 300+优秀企业 900+强势品牌阵容参展群体

30+国家/地区 23,000+专业买家 定向邀约及精准配对参观群体

50+权威报告 100+智囊一针见血 学术与商业价值兼备学术争鸣

10+国家/地区 100+专业权威媒体 全面覆盖式引爆网络宣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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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鹰球作为粉末冶金的骨干行业、重点企业一直参

加此论坛和展览，报告中跨国公司的采埃孚的粉末冶金

零部件在汽车零部件当中新的应用机会，对我们企业发

展有很大的实用性和指导性。展会规模扩大，参展企业

增多，吸引众多国内外不同领域的企业，从原料到设备

等产品应有尽有，对整体的采购有较大促进作用。

—— 江苏鹰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龚小平



学术研究与应用实践的融合平台

展会同期将举办多场高品质学术论坛、技术研讨会和产学研对接洽谈会，邀请国内外权威专家学者、科研人才

和企业高管参会，与参会嘉宾们分享最新技术和发展趋势，探讨应用方案和实践问题。学术交流与产业化研究充分融

合，创新思维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

展示前沿科技产品的权威平台

在这里，国内外前沿技术和尖端产品得以充分展示和推广，上下游从业者们得以深入交流与合作。这里涵盖了

原材料、机械设备、部件和产品、3D打印材料和设备等一应俱全的产品、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

2020第九届上海国际注射成形高峰论坛

论坛时间： 3月24日  09:00~17:0002

第18届华东五省一市粉末冶金技术交流会

论坛时间： 3月23日  09:00~17:0001

粉末冶金原材料

铁基粉末、有色金属粉末、雾化粉末、难熔金属

粉末、不锈钢粉末、非金属粉末、石墨和特种润

滑剂、清洗剂和润滑油等

粉末冶金设备

烧结设备、成型设备、制粉设备、检测设备、气

氛装置、模具、模架、网带等

粉末冶金部件/产品

铁、铜、铝、不锈钢基烧结零件、注射成型零件、

电工合金、磁性材料、硬质合金与难熔金属、陶瓷

材料、超硬材料、摩擦材料、多孔材料等

3D打印设备/材料

3D打印设备、3D打印材料（高分子粉末材料、

金属粉末材料、陶瓷粉末材料等）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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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时间： 3月25日  08:30~18: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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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届展会  展商数据分析

上届展会 观众数据分析

观众兴趣点分析

硬质合金原辅材料 17.99%

硬质合金制品 19.71%

注射成形设备 19.20%

压制成形设备 21.39%

烧结设备 26.76%

制粉设备 20.75%

分析检测仪器 14.43%

3D打印材料/设备 16.59%

其他 1.08%

国内观众

21,991人

646人
国外观众

观众总数 22,637人    

国内观众

地域分析

华东 62.18%

华南 10.26%

华中 9.64%

华北 8.99%

东北 3.79%

西南 1.79%
西北 1.65%港台 1.7%

海外观众

地域分析

亚洲 78.28% 欧洲 14.96%

北美洲 4.98%

南美洲 1.07%

非洲 0.71%

观众

决策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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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先进陶瓷原材料 35.38%

先进陶瓷部件/产品 32.24%

新展商
161家

34.7%

13.8%

展商总数  

464家

国际展商
64家

国内展商
400家

51.5%

粉末冶金原料 38.06%

粉末冶金制品 38.16%



同期举办
第十三届上海国际先进陶瓷展览暨会议

第十三届上海国际硬质合金展览暨会议

参展联络

关注展会官方微信

了解更多前沿资讯

电话：4000 778 909

电邮：pmchina@unirischina.com
上海公司

电话：020-8327 6369 / 6389

电邮：pmchina@unifair.com
广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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