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届中国国际粉体加工/散料输送展览会
International Powder & Bulk Solids Processing Conference & Exhibition

IPB 2015——粉体行业交流的理想平台
十几年来，IPB在各界的热心关注和大力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了中国粉体
和散料领域中最大的“一站式”展会，为中外粉体行业相互交流与合作、企业与协会的交流
与沟通搭建了平台，为企业拓展新业务、开发新市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商机。
IPB 在世界领先的粉体展——德国 POWTECH 全力支持下，始终致力于打造粉体行业
从材料加工改性到输送包装的完整产业链平台，不仅运用于化工、制药、食品工业的处理，
更广泛应用于颜料染料，包装，采石，建筑，陶瓷等领域。同期活动精彩纷呈，勿容错过。
欢迎各位参加 IPB 2015，本届展会定将给各位带来更多的启发与收获。

展品范围











粉体制备技术及基本工艺
颗粒粉碎、混合、分离、筛分、过滤、
烧结、制粒和压块、固体粉体干燥等
工程设备及相关技术
计量投料、卸料、传输输送、仓储设
备、管道技术、回收设备、包装和填
料、称重设备等
颗粒分析与表征



纳米颗粒技术
测量和控制技术
安全环保技术
工业火警防护、电爆炸防护
非电爆炸防护、污染物排放防护、
工作域安全等
相关服务
工程、咨询、大学研究院校及技
术出版社等

IPB 2014 回顾 *

日期:
2015 年 10 月 28-30 日
地点:
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
上海市中江路 35 号
展出时间:
2015 年 10 月 28-29 日
09:00 – 16:30
2015 年 10 月 30 日
09:00 – 15:00
周期:
每年一届
主办单位:
中国颗粒学会
纽伦堡会展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上海市颗粒学会

总数

中国

国际*

展商

165

101

64

净面积 m2

2,463

1,542

921

观众人次

6,894

6,744

150

海外支持：
日本粉体工业技术协会

*

国际展商来自 13 个国家，分别为德国，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瑞士，意大利，奥地
利，荷兰，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

IPB 2014 部分展商名单：
粉体制备：细川密克朗，德国耐驰，诺曼艾索，施魏科，浙江丰利，昆山密友，山东华
特，潍坊精华，日本大川原，日本川田，沈阳飞机，黎明重工……
散料输送：康柏斯，罗利格莱，威泽尔，赛克来亚，高校软控，上海汉瑞，旭龙机械，凯
睿达，台胜……
粒度测试：英国马尔文，瑞士华嘉，德国新帕泰克，美国贝克曼库尔特，珠海欧美克，丹
东百特，英国博勒飞，日本堀场，济南微纳，精微高博，麦克默瑞提克……
除尘防爆：REMBE，BS&B，FIKE，贺尔碧格，柯林柯尔，上海袋式除尘，协昌环保，东方
环保，天顺环保，特瑞环保，……

您正寻找开拓欧洲市场的机会？
欢迎来电咨询：

日本展团： 一般社団法人日本粉体工業技術協会，東和制電工業株式会社，株式会社栗
本铁工所，東京スクリーン株式会社，知可颯工業株式会社，中央化工机株式
会社，株式会社伊藤制作所，田边株式会社，晃荣产业有限公司，日太克精密
计量设备，中外炉工业株式会社，アイシン産業株式会社，本田鐵工株式會社

印度粉体展：2015 年 2 月 18-20 日
德国粉体展：2016 年 4 月 19-21 日

联系我们:
纽伦堡会展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杨俊 小姐
电话：+86(0)21.6036-1221
传真：+86(0)21.5228-4011
Jun.yang@nm-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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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B 2013 展会数据分析
日期:
2015 年 10 月 28-30 日

观众分析
公司所属领域:
化工 36.47%，食品和饲料 11.60%，其他 9.11%，医药 8.76%，能源 8.28%，矿石 6.25%，
陶瓷和玻璃 5.92%，烟草 5.60%，冶金 4.82%，纸和木浆 3.19%





94%的观众来自于参与公司采购决策的部门。
90%的观众在展会中搜集到新信息并建立合作关系。

地点:
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
上海市中江路 35 号
展出时间:
2015 年 10 月 28-29 日
09:00 – 16:30

展商分析
9
9
9

2015 年 10 月 30 日
09:00 – 15:00

97%的展商认为公司产品与 IPB 的展品范围相符。
93%的展商满意主办方的组织工作和服务。
92% 的展商在展会期间接触到了大多数的重要目标客户。

周期:
每年一届

参展费用（标准展位 12m2 起租，光地 36 m2 起租）
选择 A 区您获得的不仅仅是优越的展位位置，豪华的展台搭建，还有更多的专业市场推
广，使您参展事半功倍！ 详情欢迎来电咨询！
A区
B区
标准展位
会刊登陆和网站宣传，展板，楣板，满铺地
毯，1 张咨询桌，2 把折椅，1 个废纸篓，1 个
RMB 2,000/m²
220V 电源插座和 2 盏射灯。

主办单位:
中国颗粒学会
纽伦堡会展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上海市颗粒学会
海外支持：
日本粉体工业技术协会

RMB 1,300/m²

光地
服务包含会刊登陆，网站宣传。
不包括任何展台搭建。不允许使用相邻展台的
RMB 1,600/m² RMB 1,000/m²
展板。特装搭建需得到主办单位的审核通过！
联合展商
每 12m2 展台只有一家联合参展商。联合参展
RMB 1,600/家
商费用包括参展费及会刊登陆费用。
两面开口+5%

三面开口+10%

四面开口+15%

传真回执 FAX +86(0)21.52284011
公司名称
电话

传真

email

联系人

□ 我们有兴趣参加 IPB，请发送参展资料。
□ 我们有兴趣参观 IPB，请通知我们 IPB 最近动态。
□ 我们对国外粉体展感兴趣，请发送相关资料。
联系我们:
纽伦堡会展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杨俊 小姐
电话：+86(0)21.6036-1221
传真：+86(0)21.5228-4011
Jun.yang@nm-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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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正寻找开拓欧洲市场的机会？
欢迎来电咨询：
印度粉体展：2015 年 2 月 18-20 日
德国粉体展：2016 年 4 月 19-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