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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国际增材制造、粉末冶金与先进陶瓷展览会（Formnext + PM 

South China）将于 9 月 9 至 11 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开幕

当天将举行简短的启动仪式，主办方特邀行业嘉宾于启动仪式上致辞。

Formnext + PM South China 是粉末冶金和增材制造行业首屈一指的行

业盛会，展览面积达 15,000 平米，预期迎来超过 200 家展商及 10,000

名观众，另外，将有 7 场同期活动，共包含逾 80 场会议论坛。 

 

备受行业期待的 Formnext + PM South China 将于本周四上午揭幕，届时

展会主办方代表，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董事长杜承华先生、德

国美赛高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副总裁沙萨 ‧ 温士拿先生、新之联伊丽斯

（上海）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啸峰先生将为开幕致辞。行业协会和

展商代表包括铂力特（深圳）增材制造有限公司、江西悦安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和粉末冶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CPMA）也将上台发言。 

 

广州光亚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董事长杜承华先生表示：“我们热切期盼

首届 Formnext + PM South China 的举行，凭借德国法兰克福 Formnext

增材展以及中国上海 PM China 粉末冶金及先进陶瓷展两大品牌的专业和

知名度，这个新展将为大湾区制造业带来全球前沿的科技，并结集一群业

界精英促进深层次的技术交流，值此为业界带来积极的新方向。” 

 

德国美赛高法兰克福展览有限公司副总裁、Formnext 展览会负责人沙萨 ‧ 

温士拿先生表示：“Formnext 在德国和欧洲享誉盛名，所以我们坚信新

展会将收获巨大成功。结合增材制造、粉末冶金与先进陶瓷的技术、设

备、产品及综合解决方案，展会定能满足中国制造行业的需求，共同引领

行业迈向美好愿景。” 

 

同时，展会也得到不同行业组织的鼎力支持，新之联伊丽斯（上海）展览

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啸峰先生表示：“为本届展会打响头炮，我们邀请

到强大的演讲嘉宾阵容来分享其最新的研究成果和交流对市场的独特见

解。同时，在德国和中国各大行业组织的支持下，我深信新展会能为业界

发展带来无可限量的贡献。” 给予展会大力支持的行业机构包括德国亚琛

增材制造中心（ACAM）、粉末冶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CPMA)、粉

末注射成形专业委员会、陶瓷 3D 打印产业联盟，中国先进陶瓷产业联盟

及深圳对外经贸贸易促进委员会等。 

 

云集行业知名企业参展 

 

业界对展会热切期盼，近 200 家国内外参展商已确认亮相本届展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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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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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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ance Ceramics、光垒、昶丰、长玉、鑫信、新大、亘

易隆、恒普、NANOE、国瓷、悦安等。 

 

逾 80 场丰富同期活动揭示行业新趋势 

 

Formnext + PM South China 2021 将带来一系列精彩的同期活动，内容

涵盖最先进的金属注射成形和增材制造技术，以及来自德国和其他国家或

地区的增材制造技术新趋势，包括： 

 

发现 3D 打印之旅 – 德国亚琛增材制造中心（ACAM） 

主题：研讨会将向中国业界展示德国亚琛增材制造中心（ACAM）的研发

技术和环球的应用案例，共同推动行业的蓬勃发展。 

 

第三届华南注射成形及增材制造技术与应用高峰论坛 

主题：论坛聚焦注射成形与增材制造先进材料和创新成形工艺，分享前沿

的 MIM 与 AM 技术应用案例。3D 打印原料、加工技术及行业在 5G 时代

的商机。 

 

第二届陶瓷基板制备技术及产业链应用发展论坛 

主题：论坛将挖掘高性能陶瓷基板粉体材料研究进展、陶瓷基板制备技

术的最新发展动态、陶瓷基板及覆铜板的关键瓶颈问题、陶瓷基板应用

领域与封装技术发展、5G 时代陶瓷基板的发展新机遇、第三代半导体

碳化硅晶片的制备与应用。 

 

新能源汽车增材制造应用行业峰会 
主题：论坛展示崭新的 3D 打印、设备、技术解决方案，在汽车制造行业

的应用。 
 

深圳国际陶瓷 3D 打印应用高峰论坛 

主题：论坛将探讨陶瓷 3D 打印材料制备过程中的关键工艺与技术瓶颈

问题。 

 

未知大陆第一届 3D 打印用户大会 

全球领先的数字制造云平台未知大陆将举办首个 3D 打印用户论坛，并深

入讨论 3D 打印技术最新和优秀的案例和应用。 

 

Formnext+PM South China 2021 新品发布会 

9 月 9 – 10 日展会主办方将联同国内外权威知名行业媒体共同举办首次中

国增材制造及粉末冶金行业新品发布大会，更邀请知名风投企业参观交流

。部分参与新品发布的展商包括清研智束、铼赛智能、创想三维、纵维立

方、EOS、Raise3D 上海复志、迅实，科思创、Markforged 等。 

 

展会实施新防疫措施 

 

主办方将遵循政府的卫生防疫指引，在展馆严格落实进门测温、查验健康

码及行程码、出示要素报备码，以及要求所有与会者佩戴口罩等措施。如

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旅居史的人士，须提供 72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方可进入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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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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了解更多有关 Formnext + PM South China 展览会和高峰论坛的详情，

请浏览 www.formnext-pm.com.cn 和 www.pm-formnext.cn 或电邮至

formnext-pm@china.messefrankfurt.com 或 formnext-

pm@uniris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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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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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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