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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届深圳国际增材制造、粉末冶金与先进陶瓷展览会（Formnext + PM 

South China）于 9 月 11 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完美落幕, 喜迎 199 家展

商和 9,330 名观众参与此次中国制造行业盛会。 

 

作为增材制造、粉末冶金、先进陶瓷、设计、软件和加工技术等领域内的

领先展会，为期三天的首届 Formnext + PM South China 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15,000 平米的展览场地内气氛热烈，商贸交流络绎不绝。Formnext 

+ PM South China 充分结合增材制造领域旗舰展德国法兰克福 Formnext

以及中国粉末冶金与先进陶瓷领域旗舰展 PM China 的品牌优势，新展成

功吸引到众多行业人士踊跃参与，足以证明主办方将 Formnext+PM 的品

牌理念带入中国落地深圳是明智之举。 

 

深圳是中国华南地区的高科技工业枢纽，其完善的基建设施、商业脉搏和

人才库，有助于把革新的技术带到大湾区，无疑是新展会最理想的落脚点

。有见及此，Formnext + PM South China 未来将致力为业界网罗华南地

区最先进的增材制造和粉末冶金技术成果，并为中国制造业带来新思维，

相信展会定必能为这个商机满满和迅速成长的行业作出无可限量的贡献。 

 

199 家来自国内外的行业顶尖品牌聚首展会，展示其前沿的新产品，共同

塑造行业无限的可能性，其中包括来自增材制造业的纵维立方、Artec 3D

、铂力特、科思创、创想三维、易加三维、EOS、Formlabs、吉凯恩粉末

冶金、远铸智能、镭明激光、清锋科技、Markforged、盘星新型合金材料

、Raise3D 上海复志、先临三维、SLM、通快，以及来自粉末冶金和先进

陶瓷行业的 3DCeram、美扬、Bosch Advanced Ceramics、光垒、昶丰

、长玉、鑫信、新大、亘易隆、恒普、NANOE、国瓷、悦安等。 

 

逾 80 场丰富同期活动剖析最新的市场见解 
 

Formnext + PM South China 举办了一系列的同期活动，专家和学者在此

共同探讨行业在华南地区及全球的热点趋势。亮点主题包括：发现 3D 打

印之旅 – 德国亚琛增材制造中心（ACAM）、第三届华南注射成形及增材

制造技术与应用高峰论坛、第二届陶瓷基板制备技术及产业链应用发展论

坛、深圳新能源汽车增材制造应用峰会、深圳国际陶瓷 3D 打印应用高峰

论坛，未知大陆 3D 打印应用行业用户大会及中国增材制造及粉末冶金行

业新品发布大会。 

 

与会者积极反馈 

 

展商 

mailto:eric.chan@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http://www.messefrankfurt.com.hk/
http://www.formnext-pm.com/


 

 

第 2 页 

深圳国际增材制造、粉末冶金与 

先进陶瓷展览会 

深圳, 2021 年 9 月 9 至 11 日 

“我们每年都参加在德国举行的 Formnext，基于对其品牌质量的信任，

当我们得悉新展会将在中国举办时便决定参与。增材制造是中国新兴的领

域，在最近五年迅速增长。该市场蕴藏着巨大潜力，因为国家在十四五规

划中着力推动先进制造行业发展，同时增加对航天科技的投资，为行业带

来无限机会。” 

斯棱曼激光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亚太区总经理，马建立先生 

 

“德国的 Formnext 是行业领先和具影响力的展会，所以我们也迫不及待

参与首届 Formnext + PM South China。展会的人流量不俗，有很多客户

都对我们的新产品感兴趣。中国华南地区是 3D 打印及制造业的核心区域

，而国内 3D 打印行业极具潜力，因为近年行业全球营收中，有近三分之

一，甚至更多都是来自中国企业，而且市场份额只会越来越大。另外，中

国政府政策也大力支持行业发展，包括 3D 打印行业、硬件厂商和材料厂

商。” 

Formlabs，大中华区总经理，孙嘉栋先生 

 

“空气化工是第一批进入中国的国外气体公司，而粉末冶金行业占据气体

业务细分领域很大的一块，所以我们非常重视。非常感谢 Formnext + PM 

South China 这个平台，我们连续多年参加 PM China 展会，所以第一时

间报名参与今年在深圳举办的新展会。我们希望之后有更加多的合作机会

，并借助这个平台与更加多行业朋友交流，把我们的技术以及应用推广到

整个行业中。” 

空气化工产品（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应用技术工程师，覃锋先生  
 

“我们主要是做氮化铝和氧化铝的陶瓷基板，应用范围非常广。我们也积

极响应《中国制造 2025》的政策，为国内的客户实际需求提供国产优质

的陶瓷基板产品，而且我们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非常不错。这次展会有很

多客户是直接奔这我们这个产品过来，展会的效果非常不错。” 

福建华清电子材料，工程师，杨大胜先生 

 

观众 

 

“我特别关注金属 3D 打印技术，所以当知道首届 Formnext + PM China

在深圳举行便决定参与，并看到很多行业领军企业参与其中。我这次除了

采购金属 3D 打印相关的产品外，也了解到增材制造的最新技术，包括陶

瓷打印和喷射打印，所以明年我一定会再来。” 

深圳市泛海统联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姜洪宝先生 

 

“今天看到整个粉末注射成形产业链的朋友都相聚在这里，分享自己在粉

末注射成形行业里面的经验技术，还有一些高校的老师也分享他们的先进

技术。我觉得整个论坛开展的非常好，代表了粉末冶金行业目前的水平很

高。” 

OPPO，高级新材料应用工程师, 孙爱平先生 
 

研讨会嘉宾 

 

“展会在疫情期间举办，仍然吸引到相当数量的展商和观众参与，充分显

示了业界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我的专业领域是陶瓷 3D 打印，很高兴这

个展会涵盖了整个供应链，包括原材料、设备、性能检测等领域。我将会

去参观各个展台，与展商进行资讯交流和探讨商业合作的可能性。” 

深圳大学，教授，陈张伟先生 

 

研讨会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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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粉末冶金烧结炉的供应商，参与这个展会是想关注 MIM 技术相

关的趋势。我觉得论坛嘉宾的质素很高，而且论坛区域整个下午都非常爆

满，其中有一位嘉宾分享了有关溶剂脱脂的主题，将有助我们解决目前遇

到的问题。” 

厦门至隆真空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工程师，林俊华先生 

 

Formnext + PM South China – 深圳国际增材制造、粉末冶金与先进陶瓷

展览会由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及新之联伊丽斯（上海）展览服

务有限公司联合举办，属于一系列国际性行业展会之一。其他展会包括：

广州国际模具展览会 (Asiamold) ，法兰克福国际精密成型及 3D 打印制造

展览会 (Formnext) 和俄罗斯国际模具、原型及 3D 打印制造技术展览会

(Rosmould)。 Asiamold 将于 2022 年 3 月 3 至 5 日举行。下届 Formnext

将于 2021 年 11 月 16 至 19 日举行。Rosmould 将于 2022 年 6 月 7 至 9

日在莫斯科举行。 

 

下届 Formnext + PM South China 将于 2022 年 9 月 14 至 16 日举行。欲

了解更多有关展会的详情，请浏览 www.formnext-pm.com.cn 或电邮至

formnext-pm@china.messefrankfurt.com。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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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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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之联伊丽斯公司简介 

新之联伊丽斯（上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针对粉末冶金、先进陶瓷领域举办专业展

览和会议的机构，长年专注于粉末冶金、先进陶瓷行业探索和市场分析，用 10 余年时间精心培

育展会和积累客户资源，成功打造了专业化程度较高和行业影响力较大的国际性粉末冶金与先

进陶瓷展览暨会议。有关公司进一步资料，请浏览网页：www.uniris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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