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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展会由广东智展展览有限公司还联合广州机床工具行业协会、东莞数控刀具行业协会、各省市的粉末冶金

行业协会，以及中国粉末冶金商务网、中国硬质合金商务网、全球数控刀具网、中国注射成形网等机构共同举办。

       2020深圳国际粉末冶金、硬质合金展览会于9月15日在深圳会展中心圆满闭幕，展出面积15000平方米，吸

引了200多家企业参展，并集中展示了粉末冶金、硬质合金行业的新产品、新技术。为企业树立品牌形象，促进

贸易合作、市场开发，引领行业趋势，加强生产、研发、销售互动，深入洞悉国内粉末冶金、硬质合金市场未来

发展新风向，以发展的眼光挖掘未来市场的新需求，创新展会内涵，全方位、多层次组织专业观众，为参展企业

和参会客商提供了一个技术交流、产品展示和贸易洽谈的最佳平台。

主办方介绍

展会概况

       智展展览服务中国会展行业20周年，以品牌展览组织者为己任，是中国展览主办方的中坚力量，于2012年

加入全球最权威、最知名的国际展览业协会（UFI）,成为其中国区成员之一；被中国唯一的全国性会展行业组织

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评为“中国十佳品牌组展商”。

展览面积

23000㎡+  
专业买家 VIP贵宾 展商 国家和地区

20000+  10000+  300+  12个

展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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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现场六大活动

粉末冶金产业链展示区
让展商的技术与服务融入未来的粉末冶金自动化时代

全新上线同期技术论坛
十余场高峰论坛，帮助展商了解行业新技术及研发趋势

最具人气展品投票评选
让专业观众亲自投票评奖，拓展行业人脉，比拼品牌人气

直播秀
微信平台同步直播现场精彩论坛活动、展商采访

商务导览服务
3条主题参观路线，专人带队、展商定点讲解

商务配对会
展前精准配对，现场与买家面对面交流

展会优势与亮点

借力大湾区，占据中国经济核心市场

2019年8月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重大决定，支持深圳成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在中央颁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纲要”中提出了以深圳、广州为核心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及

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深圳将再次迎来历史性

发展机遇。

先进制造业和智能装备已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的、优先发

展的产业。粉末冶金、硬制合金制品及其生产设备、配套材料

等作为先进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圳庞大的市场需求，和

政府、政策的扶持，使本届展会顺势而上，成为企业开拓市

场、结交客户的首选平台。

国内外强势推广，精准邀约采购商

本展展会将与七十多家国内外专业杂志、网站、行业知名公众号

等专业媒体合作，全面投放广告，在行业里强势推广，提升展会

品牌曝光率。并在谷歌、Facebook、微信朋友圈、百度等重要

媒体上投放广告，还将充分应用大数据营销手段，精准组织全球

采购商和专业观众。同时利用承办方积累的10万条买家数据

库，配备专业的买家服务团队进行一对一邀约服务。从汽车工

业、摩托车零件、农业机械、消费电子、节能环保、信息通讯、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新能源、医疗领域、机械装备等领域，将

邀请超过两万名采购商到会，全面提升观众数量和质量。

展会组委会将联合国内外行业内的知名专家、企业和媒体，举办

专业的、独具特色的高峰论坛和专题研讨会、特色沙龙、行业考

察等活动，吸引更多决策人士参与。

对话行业大咖，打造高端论坛活动 品牌展会服务，展商无忧、参观顺畅

承办单位智展展览有限公司以专业主办、承办品牌展览及承接

大型政府展的经验及规范的办展流程，将为参展商提供展台设

计搭建、展品物流运输、供需双方对接洽谈、目标采购商提前

配对撮合、参展人员接送等贴心的一站式服务。同时为参观者

提供VIP酒店赠送及接送、展商展品提前预览、配对对接等服

务。展会还将为所有展商观众提供深圳航空VIP服务、现场翻译

服务等尊贵的服务措施，让参展参观成为一次舒心之旅。



3 &AC

展览范围

01粉末冶金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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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辅料。

04硬质合金制品

硬质合金刀具、圆锯片、钻头、旋转挫、工具、模具、密

封件、顶锤、扎辊、钎具坯料、可转位刀片、棒材、长

条、薄片、板材、锯齿片、圓刀片、冲击钻片、球、木工

刀头、冷镦冷冲模、合金圆棒、拉伸模、焊接刀片，铣刀

片，圆片圆环、矿山工具等非标准耐腐耐磨件及各种非标

异形产品。

02硬质合金原、辅材料

钨粉、碳化钨粉、钴粉、镍粉、高纯钨、钨铜合金、铬

粉、钼粉、铁粉、碳化物、复式碳化物、氮化物、钴镍材

料等各种合金粉末以及炭黑、石蜡、PEG等各类辅助材料。

05粉末冶金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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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孔材料和其他产品。

03硬质合金与粉末冶金生产设备

还原炉、炭化炉、球磨机、喷雾塔、干燥器、筛分机、制

粒机、手动压机、自动压机、冷等静压机、挤压机、粉末

注射成形MIM、真空烧结炉、烧结加压炉、热压机、热等

静压机、磨削机床 、线切割、电火花、各类气体净化、气

体保护及气氛装置、石墨舟皿、激光切割、焊接、打标技

术；抛光机、挫刀机、研磨机等，切削液、加工液、冷却

液、润滑剂及相关产品。

06检测设备及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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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辅料。

073D打印

3D打印成形技术与设备、3D打印材料（高分子粉末材料、陶

瓷粉末材料、金属粉末材料等）。

08难熔金属及制品

耐热合金钢、高比重钨合金、钨基高密度合金球、钨合金

棒、异型产品等。

重点采购商邀请范围

汽车工业、摩托车零件、农业机械、消费电子、节能环保、信息通讯、家用电器、电动工具、新能源、医疗领域、机械装

备、航空航天、国防军工、科研机构、高校及行业专业人士等。

● 国际粉末冶金技术发展论坛

● 国际先进陶瓷技术发展论坛

● 粉末冶金及硬质合金新产品、新技术推广会

● 先进陶瓷新产品、新技术推广会

● 小电机及磁性材料发展峰会

● 大湾区重点企业考察交流

● 2021深圳国际先进陶瓷展览会

● 2021深圳国际切削工具及装备展览会

● 中国粉末冶金行业与国际同行交流联谊沙龙会

● 2021第19届深圳国际小电机及电机工业、磁性材料展览会

● 2021深圳国际绕线设备、线圈工业展览会

同期活动及展会



4 &AC

第一天    

7,863人次               

第二天    

6,587人次             

第三天   

4,860人次 

  光地(36㎡起租) 

 RMB 1000 /㎡     

参展费用 Booth Fee

标准展位 

RMB 12800/12㎡ 

楣板

展板

椅子

咨询台

地毯

Fascia

Wallboard

Chair

Table

Carpet

4米

2.5米

3米

会刊广告费用 

外资企业 

 

双开口展位在原展位费基础上加收10%费用 

★每个标准展位提供如下基本设施：三面围板(转角位2面或1面)、一桌两椅、地毯满铺、

两支射灯、220V电源插座，中英文公司楣板制作。

★光地不含以上任何设施

展览会日程安排

展览时间 
2021.7.1-2 9：30-17：00

                      2021.7.3

撤展时间 2021.7.3 15：00-18：00

展位配置说明

9：30-15：00

USD 2500 /12㎡

封面 封底 扉页 封二 封三 显要版 彩页

黑白 黑白企业简介 1/2版彩页 1/2版黑白 1/4版彩页 1/4版黑白 企业新闻

企业专访

人物专访

3000元 1000元 3500元 1800元 1900元 900元 2000元 5000元

50000元 35000元 10800元 10000元 9000元 6000元 5000元 5000元

相关费用及服务  

历届数据及分析 

 现场采购商情况分析

21.26%

15.32%

14.56%

12.43%

11.56% 9.56% 6.61% 5.12%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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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届观众人数分析



主办单位

广东智展展览有限公司

香港智展国际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及合作单位

中国金属学会粉末冶金分会

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粉末冶金分会

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粉末冶金分会

广州机床工具行业协会

东莞数控刀具行业协会

各省市的粉末冶金行业协会

中国粉末冶金商务网

中国硬质合金商务网

中国注射成形网

全球数控刀具网

世界磨削网

《粉末冶金工业》

广东智展展览有限公司

国际展览业协会(UFI)中国区成员，广东会展组展企业协会副会长单位，

中国十佳品牌组展商

电话：020-29193588  020-29193589

传真：020-29193591     

邮箱:  ex3605@163.com

展会官网：www.pmccexpo.com
扫描二维码，参展参观  了解更多展会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