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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郑州）国际

磨料磨具磨削展览会（中

国三磨展）在主承办方的

精心打造，地方政府、国内

外三磨（磨料、磨具、磨削

设备和技术）领域的行业

协会和众多企业的大力支

持下，于2011年 11月 13

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胜

利闭幕。

首届中国三磨展起点

高，水平高，是国内首创，

全球一流的三磨领域国际

专业展会。展会吸引了国

内外包括国际行业巨头和

国内领军企业在内的220

多家企业参展，展品种类

齐全，展示技术前沿。

本届展会的成功举

办，填补了国内三磨领域

展会空白，引起了业界的

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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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时地利 众盼所归

磨料磨具素有“工业的牙齿”之称，是

国家航空、航天、军工、船舶、能源、汽车、模

具、微电子等领域不可或缺的利器。但综

观国内外，三磨（磨料、磨具、磨削设备和技

术）领域展会在全球属凤毛麟角，在国内还

是空白，而国内三磨领域企业只能分散在

五金展、石材展、机床展等其他展会宣传推

广产品，既形不成合力，又难以受到重视，

只能当配角，收效甚微，更别提多好的参展

效果。专业展会，业界期盼已久。

我国是磨料磨具生产和出口大国，尤

其是工业金刚石产量占全球90%以上，在国

际上占有绝对优势。河南省是我国磨料磨

具行业主要集聚地区之一。磨料磨具行业

“三大核心”即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

中国磨料磨具进出口公司和河南工业大学

均设在郑州。郑州市已具备行业研发、人

才、技术成果、产业、信息、市场和行业服务

管理等一系列优势。

在此背景下，展会组织者选址郑州，以

促进三磨领域行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为己

任，以国际性专业展览和国际性行业会议

为载体，举办了首届中国三磨展，旨在通过

展会这一高效多能的专业平台，挖掘行业

发展潜力，扩大产业集聚优势，推动三磨领

域“产、学、研、用”的融合，助推我国三磨行

业“由大到强”的转变，为国家现代制造业

做出贡献。

在十二五开局之年，展会立足行业在

国际上的优势地位，提出“高效切磨，环保

制造”的展会主题，与国家提出的产业升级

规划相得益彰，得到了国家商务部的高度

重视和大力支持，展会成功得到批复予以

冠名“中国”两字。首届中国三磨展成为我

国第一个三磨领域的国际级专业展会。

精心组织 铸就品牌

首届中国三磨展由郑州市人民政府、

白鸽磨料磨具有限公司以及全球 500 强企

业国机集团所属 5 家企

业—中汽国际、郑州磨

料磨具磨削研究所（三

磨所）和中国海洋航空

集团公司（中国海航）、

中国磨料磨具进出口公

司（中磨公司）和机械工

业第六设计研究院（中

机六院）共同主办，中汽

国际、三磨所联合承办，

并得到中国机械工业金

属切削刀具技术协会、美国金刚石协会等

行业协会的大力支持。

展品和论坛是展会的“硬件”，是骨架，

决定着展会的内容；展会策划、专业运作是

展会的软件，是系统，是血肉，决定了展会

形象和品牌。涵盖了政府、展会运营商、专

业生产贸易商、行业组织、科研院所等各界

机构的展会组织者强强联合，精心谋划。

作为展览领域自主品牌最多、实力最强、影

响力最大的中汽国际在展会统筹策划、营

销宣传推广、专业观众组织方面发挥了主

导作用，其他行业院所在招展和行业会议

组织上积极推动，政府相关部门的权威性

和号召力影响巨大。主承办各方发挥各自

优势，齐心协力谋共赢，为展会成功举办提

供根本保障。组织者始终把服务参展商、

服务观众、服务行业作为办展宗旨，统筹安

排、专业运作，展会取得开门红。

据统计，展会面积达1万平米，220家国

内外知名企业参展，三天时间，吸引了海内

外 2万多人次专业观众前来洽谈采购，国内

国际近百家媒体给予关注。展会人流如

织，盛况空前，获得各方好评。无论从展会

规模、人气指数还是影响力来说，首届展会

都称得上是全球三磨领域的年度盛会。

巨头云集 交流活跃

虽然新展会缺乏知名度，专业展会宣传

推广更难，但经主办方的共同努力，展会成功

吸引了中国、美国、英国、法国、捷克、中国台

湾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行业巨头，共220

多家单位参展。其中，中央企业近20家，包括

郑州三磨所、中磨公司、中机六院、北京矿院、

第 504厂、电子二所、北京中材等；上市公司

10余家，包括郑州华晶、黄河旋风、轴研科技 、

苏州电加工机床、博深工具等；国际品牌近20

家 ， 包 括 Saint-Gobain 、 Treibacher

Schleifmittel 、台湾钻石、美国 sheldahl、捷克

Abrasiv,A.S. 、英国 Malvern等。大家认为在

经济形势严峻，市场低迷的当前，展会为他们

进一步加大市场份额，提升企业影响力，应对

危机，开拓市场提供了良好契机。

许多参展商都瞄准这个时机，强势出击，

在展位面积和展台搭建上频施大手笔，40多

家企业特装搭建展台，富耐克、郑州三磨所、

山东圣泉、河南新大新、中磨公司、白鸽公司

和江苏乐园等各显神通，尽显巨头风采。

三天展期，参展商忙的不亦乐乎。蜂

拥而至的专业观众远远超出参展商预期，

许多展商应接不暇，更令部分参展商措手

不及：第一天宣传资料告罄，第二日名片告

急，数十家展商不得不连夜赶制名片，补印

宣传资料。许多参展商兴奋地告诉记者，

“参展效果极佳，比综合性五金展更有效

果”，调查显示，有超过96%的参展商对展会

表示满意。首届三磨展无疑为低迷的行业

市场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展品丰富 买家如潮

为了吸引分散在各行各业的专业观

众，本届展会通过展品对磨削产业链全覆

盖的广度和展品技术的先进性深度吸引观

众，效果明显。

首届中国三磨展展品非常丰富，小到

金刚石微粉，大到磨削设备，覆盖磨削产业

链几乎所有类别的产品，包括行业相关的

书籍期刊、工厂设计、原辅材料、中间产品、

产成品，生产设备，检测设备，修整设备、磨

削设备等。且展品多是“高、新、特”产品，

展示了磨削行业的最高水准和最新成就，

如，金刚石线、CBN 整体车刀、有序排列金

刚石锯片等大批具有技术先进性的展品纷

纷亮相。更令人欣喜的是：国家 863重大专

项“高效、精密切削与磨削技术”、“高效、精

密电加工技术与装备”如苏州电加工机床、

轴研科技的电主轴和轴承、北京凝华砂轮

修整机床等均参与展示，凸显了展会高效

切磨主题。

展会展示的“十八般兵器”为各个行业

提供了必备利器，应有尽有，无所不包。三

天展期，展场热闹非凡，观众络绎不绝，人

气旺盛。来自全球 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采

购商各取所需，满意而归。

本届展会的观众也堪称专业，其中不

乏海外观众。据悉，参展期间，中国特钢企

业协会不锈钢分会、中国内燃

机工业协会、中国机械通用零

部件工业协会粉末冶金分会、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建

筑卫生陶瓷协会、中国石材协

会等诸多下游行业协会都组

团参观，国外同行的专家和领

导、一些境外相关展会的高层

也 莅 临 中 国 三 磨 展 参 观 考

察。高品质专业观众的到来极大提升了展

会的档次和品质。

媒体关注 推波助澜

作为磨削领域的一次盛大聚会，首届

中国三磨展备受行业媒体和大众媒体的关

注，多家媒体对展会给予积极评价。

北京电视台、河南电视台、郑州电视台

等众多有影响力的电媒对首届三磨展的专

业观众数量、企业科研水平、贸易交易质量

等方面的不俗表现给予了客观报道。东方

今报称首届三磨展是一场磨具业“盛宴”，

将是三磨行业的一个里程碑事件。郑州日

报指出：首届三磨展的举办将能够很

好的挖掘三磨行业潜力，扩大郑州地

区产业聚集优势。人民网、郑州市人

民政府网站等官方网站，新浪、腾讯、

网易等全国性门户网站，商都、腾讯

大豫网等地方性门户网站均对首届

三磨展进行了关注报道。腾讯大豫

网还拟文指出：首届三磨展将会对中

国机床工具行业由生产型制造向服

务型制造发挥抛砖引

玉和画龙点睛之用。

几乎所有三磨行

业的专业媒体都全面

出动，对三磨展盛况进

行了现场报道和转载

报道。中国超硬材料

网、中国磨料磨具网、

中国涂附磨具网三家

行业网站强势联合，三

网合一，出动强大的采

编团队，对展会规模、

展会亮点、特色活动、

企业风采以及展会花

絮等进行全方位立体

报道，三家网站还与中

汽国际媒体在展会期

间隆重推出高端访谈，

受到企业代表们的热

烈欢迎。

据悉，本次展会，

现场参与报道的媒体

多 达 30 多 家 ，另 有

Diamond Tooling

journal、Finer Points两家国际媒体也在全球

范围推广展会。国内近百家媒体对展会官

网信息进行转载，形成了一个密集的媒体

宣传攻势，这必将会对下届三磨展的规模

和品牌影响力产生重大积极影响。

九大活动 精彩纷呈

为推广新技术，加强行业交流，首届

中国三磨展精心策划了发展论坛、专家讲

座、行业会议等九大精彩活动。活动创意

新颖，内容丰厚，有高度、有深度、有广度，

个个精彩，影响深远。来自全球的顶尖专

家传道授业，千名与会者满载而归。

超硬材料分会、涂附磨具分会、磨料磨

具分会、国家磨料磨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等行业组织邀请到国内外权威专家紧密结

合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共同探讨行业发展

战 略 ，探 究 扩 大 行 业 应 用 领 域 途 径 。

Element Six ( 元 素 六 公 司）、Sumitomo

Electric Hardmetal, Corp.（日本住友电工）、

德国 Trenker 公司等多名国内外专家应邀

讲授超硬材料方面先进技术。圣泉英国专

家、圣戈班美国专家、Sheldahe(小岛)公司美

国专家分别讲解涂附磨具粘结剂及填料的

应用、锆刚玉等高端磨料在涂附磨具领域

的应用、国外对接砂带接头胶及接头胶带

的发展和应用等专题。展会3天，举办近30

场国际性专题讲座，为行业提供了一次难

得的高水平国际交流机会。

此外，柘城招商、新品发布、人才交流、

文化回顾等多项活动也赢得了参展商的肯

定，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本届中国三

磨展在展期设立人才交流专区，是中国三

磨展组委会所作的一项公益活动，旨在通

过人才交流平台，实现校企对接，促进超硬

材料、磨料磨具和磨削技术人才的合理流

动，推动行业发展。

组委会设立的磨料磨具行业“文化展

区”，在展会历史上尚属首次。该项活动既

是对我国磨料磨具行业、磨削技术发展过

程的回顾，更是对行业未来发展的展望，引

起参观者高度关注和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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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时地利 众盼所归

磨料磨具素有“工业的牙齿”之称，是

国家航空、航天、军工、船舶、能源、汽车、模

具、微电子等领域不可或缺的利器。但综

观国内外，三磨（磨料、磨具、磨削设备和技

术）领域展会在全球属凤毛麟角，在国内还

是空白，而国内三磨领域企业只能分散在

五金展、石材展、机床展等其他展会宣传推

广产品，既形不成合力，又难以受到重视，

只能当配角，收效甚微，更别提多好的参展

效果。专业展会，业界期盼已久。

我国是磨料磨具生产和出口大国，尤

其是工业金刚石产量占全球90%以上，在国

际上占有绝对优势。河南省是我国磨料磨

具行业主要集聚地区之一。磨料磨具行业

“三大核心”即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

中国磨料磨具进出口公司和河南工业大学

均设在郑州。郑州市已具备行业研发、人

才、技术成果、产业、信息、市场和行业服务

管理等一系列优势。

在此背景下，展会组织者选址郑州，以

促进三磨领域行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为己

任，以国际性专业展览和国际性行业会议

为载体，举办了首届中国三磨展，旨在通过

展会这一高效多能的专业平台，挖掘行业

发展潜力，扩大产业集聚优势，推动三磨领

域“产、学、研、用”的融合，助推我国三磨行

业“由大到强”的转变，为国家现代制造业

做出贡献。

在十二五开局之年，展会立足行业在

国际上的优势地位，提出“高效切磨，环保

制造”的展会主题，与国家提出的产业升级

规划相得益彰，得到了国家商务部的高度

重视和大力支持，展会成功得到批复予以

冠名“中国”两字。首届中国三磨展成为我

国第一个三磨领域的国际级专业展会。

精心组织 铸就品牌

首届中国三磨展由郑州市人民政府、

白鸽磨料磨具有限公司以及全球 500 强企

业国机集团所属 5 家企

业—中汽国际、郑州磨

料磨具磨削研究所（三

磨所）和中国海洋航空

集团公司（中国海航）、

中国磨料磨具进出口公

司（中磨公司）和机械工

业第六设计研究院（中

机六院）共同主办，中汽

国际、三磨所联合承办，

并得到中国机械工业金

属切削刀具技术协会、美国金刚石协会等

行业协会的大力支持。

展品和论坛是展会的“硬件”，是骨架，

决定着展会的内容；展会策划、专业运作是

展会的软件，是系统，是血肉，决定了展会

形象和品牌。涵盖了政府、展会运营商、专

业生产贸易商、行业组织、科研院所等各界

机构的展会组织者强强联合，精心谋划。

作为展览领域自主品牌最多、实力最强、影

响力最大的中汽国际在展会统筹策划、营

销宣传推广、专业观众组织方面发挥了主

导作用，其他行业院所在招展和行业会议

组织上积极推动，政府相关部门的权威性

和号召力影响巨大。主承办各方发挥各自

优势，齐心协力谋共赢，为展会成功举办提

供根本保障。组织者始终把服务参展商、

服务观众、服务行业作为办展宗旨，统筹安

排、专业运作，展会取得开门红。

据统计，展会面积达1万平米，220家国

内外知名企业参展，三天时间，吸引了海内

外 2万多人次专业观众前来洽谈采购，国内

国际近百家媒体给予关注。展会人流如

织，盛况空前，获得各方好评。无论从展会

规模、人气指数还是影响力来说，首届展会

都称得上是全球三磨领域的年度盛会。

巨头云集 交流活跃

虽然新展会缺乏知名度，专业展会宣传

推广更难，但经主办方的共同努力，展会成功

吸引了中国、美国、英国、法国、捷克、中国台

湾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行业巨头，共220

多家单位参展。其中，中央企业近20家，包括

郑州三磨所、中磨公司、中机六院、北京矿院、

第 504厂、电子二所、北京中材等；上市公司

10余家，包括郑州华晶、黄河旋风、轴研科技 、

苏州电加工机床、博深工具等；国际品牌近20

家 ， 包 括 Saint-Gobain 、 Treibacher

Schleifmittel 、台湾钻石、美国 sheldahl、捷克

Abrasiv,A.S. 、英国 Malvern等。大家认为在

经济形势严峻，市场低迷的当前，展会为他们

进一步加大市场份额，提升企业影响力，应对

危机，开拓市场提供了良好契机。

许多参展商都瞄准这个时机，强势出击，

在展位面积和展台搭建上频施大手笔，40多

家企业特装搭建展台，富耐克、郑州三磨所、

山东圣泉、河南新大新、中磨公司、白鸽公司

和江苏乐园等各显神通，尽显巨头风采。

三天展期，参展商忙的不亦乐乎。蜂

拥而至的专业观众远远超出参展商预期，

许多展商应接不暇，更令部分参展商措手

不及：第一天宣传资料告罄，第二日名片告

急，数十家展商不得不连夜赶制名片，补印

宣传资料。许多参展商兴奋地告诉记者，

“参展效果极佳，比综合性五金展更有效

果”，调查显示，有超过96%的参展商对展会

表示满意。首届三磨展无疑为低迷的行业

市场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展品丰富 买家如潮

为了吸引分散在各行各业的专业观

众，本届展会通过展品对磨削产业链全覆

盖的广度和展品技术的先进性深度吸引观

众，效果明显。

首届中国三磨展展品非常丰富，小到

金刚石微粉，大到磨削设备，覆盖磨削产业

链几乎所有类别的产品，包括行业相关的

书籍期刊、工厂设计、原辅材料、中间产品、

产成品，生产设备，检测设备，修整设备、磨

削设备等。且展品多是“高、新、特”产品，

展示了磨削行业的最高水准和最新成就，

如，金刚石线、CBN 整体车刀、有序排列金

刚石锯片等大批具有技术先进性的展品纷

纷亮相。更令人欣喜的是：国家 863重大专

项“高效、精密切削与磨削技术”、“高效、精

密电加工技术与装备”如苏州电加工机床、

轴研科技的电主轴和轴承、北京凝华砂轮

修整机床等均参与展示，凸显了展会高效

切磨主题。

展会展示的“十八般兵器”为各个行业

提供了必备利器，应有尽有，无所不包。三

天展期，展场热闹非凡，观众络绎不绝，人

气旺盛。来自全球 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采

购商各取所需，满意而归。

本届展会的观众也堪称专业，其中不

乏海外观众。据悉，参展期间，中国特钢企

业协会不锈钢分会、中国内燃

机工业协会、中国机械通用零

部件工业协会粉末冶金分会、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建

筑卫生陶瓷协会、中国石材协

会等诸多下游行业协会都组

团参观，国外同行的专家和领

导、一些境外相关展会的高层

也 莅 临 中 国 三 磨 展 参 观 考

察。高品质专业观众的到来极大提升了展

会的档次和品质。

媒体关注 推波助澜

作为磨削领域的一次盛大聚会，首届

中国三磨展备受行业媒体和大众媒体的关

注，多家媒体对展会给予积极评价。

北京电视台、河南电视台、郑州电视台

等众多有影响力的电媒对首届三磨展的专

业观众数量、企业科研水平、贸易交易质量

等方面的不俗表现给予了客观报道。东方

今报称首届三磨展是一场磨具业“盛宴”，

将是三磨行业的一个里程碑事件。郑州日

报指出：首届三磨展的举办将能够很

好的挖掘三磨行业潜力，扩大郑州地

区产业聚集优势。人民网、郑州市人

民政府网站等官方网站，新浪、腾讯、

网易等全国性门户网站，商都、腾讯

大豫网等地方性门户网站均对首届

三磨展进行了关注报道。腾讯大豫

网还拟文指出：首届三磨展将会对中

国机床工具行业由生产型制造向服

务型制造发挥抛砖引

玉和画龙点睛之用。

几乎所有三磨行

业的专业媒体都全面

出动，对三磨展盛况进

行了现场报道和转载

报道。中国超硬材料

网、中国磨料磨具网、

中国涂附磨具网三家

行业网站强势联合，三

网合一，出动强大的采

编团队，对展会规模、

展会亮点、特色活动、

企业风采以及展会花

絮等进行全方位立体

报道，三家网站还与中

汽国际媒体在展会期

间隆重推出高端访谈，

受到企业代表们的热

烈欢迎。

据悉，本次展会，

现场参与报道的媒体

多 达 30 多 家 ，另 有

Diamond Tooling

journal、Finer Points两家国际媒体也在全球

范围推广展会。国内近百家媒体对展会官

网信息进行转载，形成了一个密集的媒体

宣传攻势，这必将会对下届三磨展的规模

和品牌影响力产生重大积极影响。

九大活动 精彩纷呈

为推广新技术，加强行业交流，首届

中国三磨展精心策划了发展论坛、专家讲

座、行业会议等九大精彩活动。活动创意

新颖，内容丰厚，有高度、有深度、有广度，

个个精彩，影响深远。来自全球的顶尖专

家传道授业，千名与会者满载而归。

超硬材料分会、涂附磨具分会、磨料磨

具分会、国家磨料磨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等行业组织邀请到国内外权威专家紧密结

合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共同探讨行业发展

战 略 ，探 究 扩 大 行 业 应 用 领 域 途 径 。

Element Six ( 元 素 六 公 司）、Sumitomo

Electric Hardmetal, Corp.（日本住友电工）、

德国 Trenker 公司等多名国内外专家应邀

讲授超硬材料方面先进技术。圣泉英国专

家、圣戈班美国专家、Sheldahe(小岛)公司美

国专家分别讲解涂附磨具粘结剂及填料的

应用、锆刚玉等高端磨料在涂附磨具领域

的应用、国外对接砂带接头胶及接头胶带

的发展和应用等专题。展会3天，举办近30

场国际性专题讲座，为行业提供了一次难

得的高水平国际交流机会。

此外，柘城招商、新品发布、人才交流、

文化回顾等多项活动也赢得了参展商的肯

定，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本届中国三

磨展在展期设立人才交流专区，是中国三

磨展组委会所作的一项公益活动，旨在通

过人才交流平台，实现校企对接，促进超硬

材料、磨料磨具和磨削技术人才的合理流

动，推动行业发展。

组委会设立的磨料磨具行业“文化展

区”，在展会历史上尚属首次。该项活动既

是对我国磨料磨具行业、磨削技术发展过

程的回顾，更是对行业未来发展的展望，引

起参观者高度关注和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