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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E作为亚洲规模最大、全球三甲的国际家电及消费电子展览会，汇聚了
全球最顶级的产品体验场景、贸易商洽机会、技术战略交流环境、品牌传
播声量、多维度用户人群、跨界交流平台、资本市场关注，提升产业社会关
注度和影响力，为参展品牌和合作伙伴全面赋能。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AWE停摆一年，但是所有的等待只为一

场更加安全、健康和富有成效的行业盛会。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也是AWE新十年的起点。作为承载行业创新成果
展示与创新加速器功能的平台，AWE实现了从规模、质量到全球影响力的不断突
破；站在新十年的起点，AWE也将与时俱进，成为一个更加创新、更加开放、更加包
容的科技型展会生态。

AWE除了传统家电产品外，代表高科技领域的技术与产品
已经逐步成为了AWE的主流。运用5G、人工智能、云计算、
移动互联网、物联网、虚拟现实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而制造
的智能产品随处可见、层出不穷。

每一年， AWE现场都可以看到上百个企业发布全新产品、
公布最新战略、展示领先技术。通过AWE期间的产品发布
会、战略发布会、经销商大会等，企业可以清楚地了解行业
未来智慧生活的发展趋势，深刻洞察消费者的真实诉求与
愿望。

引发行业高度聚焦的“AWE艾普兰奖”评选可谓是行业前沿
科技运用的一场比武，媒体的高光、大众的追捧、企业品牌
背书的加磅，荣获艾普兰奖被很多企业视为对自身产品和
技术维度的最高评价。

关于AWE
ABOUT A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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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核AWE
HIGHLIGHTS

融汇科技 驱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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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现场 扫码观看



AWE期间顶级峰会密集举办，国内外业界风云人物、跨界顶级大咖聚首于此，一同论道行业发展趋势、洞察经济脉络。倾
力筹划“AWE云论坛”，邀请更多的精英大咖、意见领袖围绕行业发展的焦点和前沿话题展开讨论，更多角度的观点和看
法将集中输出。

大咖论道
洞见先机

中国家电发展高峰论坛

智数未来⸺今日头条家电行业指数发布会

云云互联跨界合作倡议及信息安全标准发布会

中国家电产业链大会

GTIC全球AI芯片创新峰会

中国房地产精装修暨现代厨房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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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能白电产品为核心的“智慧家庭”区；以消费电子、智能软硬件产品为核心的“消费电
子”区；以美健个护、环境电器、生活电器产品为核心的“生态健康”区；以厨房、卫浴、厨小
电产品为核心的“智慧厨房”区��AWE将概念化的智慧生活分解呈现。智能客厅、智能厨
房、智能卧室、智能娱乐、智能保健等生活场景屡见不鲜。

解构智慧生活
体验真实场景

以集中呈现AI机器人、智能汽车、无人机、智能穿戴等黑科技产品的“科技公园”一直备
受媒体和大众的关注；在此基础上，AWE还将联合36氪再度倾力打造了一座集休闲、
娱乐、体验于一身的“没想到无限城”，将大幅提升展会的娱乐性，激发观众的体验和参
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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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启用“云逛展”模式，让观众能够足不出户亦可通过网络在线观展，随时捕
获精彩环节，视觉盛宴触手可及。

首次尝试全行业同时在线直播，利用展会年度新品集中首发和产品全线系统
化展示的独特优势，通过整合行业与直播平台资源，开启全国首个展会巅峰直
播模式，实现展会效益的最大化。

拓展网络技术应用
深度探索“直播经济”

全球媒体量级矩阵 国内外报道势态高涨

深度财经

对话

消费主张新闻联播

外延AWE
PUBLICITY

上届展会正值两会期间，央视《新闻联播》、《对话》、《深度财经》、《消费主
张》、《第一时间》、《中国财经报道》、《新闻直播间》、《午夜新闻》等八大栏
目对AWE进行了超过200多分钟、长达三周的纵深报道，赢得了万众瞩目
的关注。



AWE 新十年·智竞未来 | 0807 | AWE 2021

东方卫视

北京卫视

第一财经

Europa Press 欧洲通讯社 WICZ-TV FOX-40美国福克斯电视台

东京电视台 埃菲社 参考消息转载埃菲社报道

news aktuell Germany德国最大通讯社德新社旗下

路透社、福布斯、埃菲社、日本经济新闻社、《纽约时报》
等全球知名媒体也前赴AWE进行深入报道；日本最著
名的经济节目之一、日本东京电视台WBS专门派遣报
道小组，深入AWE洞察中国家电与消费电子产业的发
展趋势与最新动向。

除央视外，全国各地电视台，包括上海电视台、
东方卫视、北京电视台、第一财经、 广东电视台、
教育电视台、江苏电视台等多档节目先后对
AWE进行了反复报道。

AWE每年都会投放大量高端优质广告资源，帮助企业聚集3月最强声量。

品牌宣传资源全方位输出
助力企业造势传播

AWE黄浦江灯光幕墙包屏广告 AWE社交媒体广告

AWE电视广告AWE电视节目口播及字幕广告

社交媒体

灯光幕墙

电视广播

公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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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E2021将汇聚来自全球 近              家参展企业及合作伙伴，集合
全球智慧，实现海内共赢。

*以上为部分参展企业

合作伙伴
PARTNERS

1000

展会观众
EXHIBITION VISITORS

专业观众作为AWE的核心力量，为参展企业升级和开发
新商务合作伙伴，开展技术交流与合作，吸引资本关注提
供保障。每年，AWE都会吸引来自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渠
道商、零售商、集团采购商和投资客等到现场进行考察。

专业观众驱动商务拓展及产业升级

 万人次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1

8.2
11

18
22

29.2
33.89

38



AWE 新十年·智竞未来 | 1211 | AWE 2021

TOP1
日本

TOP4
德国

TOP6
印度

TOP2
韩国

TOP7
泰国

TOP3
美国

TOP5
意大利

全面覆盖亚洲及欧美市场
展期四天，共有来自全球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
过                 人次国际观众参观了上届展会。其中，超
过             的海外观众来自亚洲及欧美地区，为企业
拓展海外市场提供高效对接平台。 

70
20000
80%

消费者主导多维影响力
大众消费者的到达比例每年以                的速度增长，时尚和消
费达人、网红助燃了他们的热情，参展企业产品创新性、场景
互动性、体验趣味性等多维度指标成为他们评判的标准。在
AWE，消费意识超前的意见领袖不仅要尝鲜，更将大众对智
慧生活的愿景带给您。

200%

AWE 2021

消费电子\白色家电\配件

SMART HOME
智慧家庭
作为AWE的支柱领域之一，白色家电和消费电子企业
每年都会呈现出最豪华稳定的阵容。上一届展会已经
实现了本土五大彩电企业和海外“3S”的世纪大团聚；
展会还囊括了通讯产品、3D打印、家庭影院、蓝牙设
备、音响设备、数码相机、可穿戴产品等消费电子品类，
正逐步成为AWE消费电子领域的核心构成。

SMART KITCHEN
智慧厨房
国内外高端品牌的集体亮相标志着AWE已经
成为国内规模最大、专业度最高的高端厨卫
电器展示平台。2021年，独立的厨卫电器及厨
房小电企业构成的展示群将增至三个展馆。
其中多个国际顶级厨电及橱柜品牌入驻，让
观众对于国际高端厨电的概念有所洞悉。

厨房电器
卫浴电器
厨房小家电

展区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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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W
SPACE

标准展位可选

普通展位

13800
元/个 (3m X 3m)

SHELL
SCHEME 

价格
PRICE

精装展位

23800
元/个 (3m X 4m)

光地

1580元
/m2

100m2

以下

配置：
三面围板、公司楣板、9平方米地毯、1个问询台、2把折椅、1个纸篓、
3盏射灯、1个插座

配置：
三面围板、灯箱楣板、12平方米地毯、1个问询台、1把吧椅、1个洽谈桌、
3把折椅、1个纸篓、5盏射灯、1个插座
2选1：层板4个或高低台1个

INTELLIGENT TECHNOLOGY
智能科技
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全面渗透，智能科技的发展在更多跨界产品中
体现，AWE已经在智能家居、智慧出行、智能办公、智能医疗、人工智能等多方面
形成全场景化落地展示，消费者可以在此直观地领悟到智能生活的全貌。
科技公园作为AWE的特色展区与关注热点，历来是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的聚集
地，已发展成为全方位展现智能物联生活的全民嘉年华和全球科技产品发布展
示的创新平台。其中，备受期待的“没想到无限城”势将科技体验推至顶峰，一场
未来科技和摩登生活的狂欢即将开场。

科技公园、智能家居
人工智能、智慧出行
黑科技、智能软硬件
没想到无限城等 

HEALTHY-ECOLOGICAL 

基于AWE平台传递出的多重价值，对环境和生活电器
企业而言，AWE早已成为高曝光度、高回报率的金字
招牌，可以有效地提升品牌竞争力、市场地位，普及健
康意识和推广领先技术。 
别出心裁的智能产品，加上层出不穷的营销手段，使
得美健（个护）类电器成为了AWE扩张最迅速的黑马
领域。2021年主办方将为该领域开设独立的“AWE魅
力馆”，期待更多的企业，在这里遇见你的美。

生活电器馆
美健个护馆
环境电器馆

生态健康 1380元
/m2

200m2

以上/m2
1480元

100
200m2

~



展会联系：黄经理

手 机：18321089516

电话(TEL): 181 1742 5856
邮箱(E-mail): 156641186@qq.com

主办单位: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CHEAA）

合作主办: 
中国电子视像 行业协会（CVIA）

承办单位: 
北京盛世协联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盛世新联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