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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德国国际铝工业展

欢迎参加展会，
重新开启行业

把握行业脉搏：铝行业的心脏——德国国际铝工业展

——一场不容错过的盛会！

德国国际铝工业展是全球领先的展会，也是整个铝工业及其主要应用领域的全
年B2B论坛。

该展会将汇集生产商、技术提供商、加工商和消费者，旨在为行业萌发新想
法，使行业在新冠疫情导致的封锁后重启。在20年的历史中，铝工业展首次将
现场展会的优势与一系列的数字优势相结合。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将使用视频
配对工具体验到铝工业展的创新力量，即使他们因旅行限制无法亲自来到杜塞
尔多夫。

德国国际铝工业展旨在推广和展示整个价值链的创新产品——包括从原材料、
机器、设备、配件、连接、铸造和表面处理到半成品和成品。因此，德国国际
铝工业展是一个发出关于铝工业未来的强烈信号的可靠常数，也是培养新的目
标观众和发展现有人脉的理想平台。 尤其适合来自铝应用行业的买家和工程
师，包括汽车、机械工程、建筑、航空航天、电子、包装和铁路行业。 在此，
最近国际铝业协会委托进行的一项市场研究也显示，对只有铝材才能提供的环
保解决方案的需求不断增长。

这就意味着，由于提前解决了环保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问题，铝成为核心产业
转型的关键材料。参加展会，用您的创新解决方案，打动优质目标观众。通过
参加2021年德国国际铝工业展，为业务再创辉煌打下基础——在您自己的展
台上参展，并在语音导览参观中、主题展馆中或国际铝业大会的框架下，就某
一特殊主题发表专家演讲。



重启铝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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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升：
CM集团代表国际铝业协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预计在2050年前，全球对铝的需求将稳步上升。因此，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2020年波动，将很快在接下来
的几年中得到弥补。该调查再次强调了铝作为对未来问题提供可持续答案的主要材料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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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与数据  观众

新的交通NEW MOBILITY 

铝材的存在让交通运输更加环保！铝制造汽车重量更轻，因此有助于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在2021年德国国际铝工业展上，将展示铝在实现气候目标方面

的重要作用。

可持续性

铝材气候友好，使其应用行业能够实现可持续的产品生命周期。展示您的创

新产品和回收利用最佳实践——让世界更加环保。

数字化 

数字化为效率和效能的提高提供了巨大的潜力。数字化从机器和流程组成的

网络延伸到整个铝工业供应链。其工程设计和机器软件或数据管理系统为工

业4.0提供支持。

增材制造与数字化制造

数字化已经步入成熟阶段，但仍有许多未被开发的潜力：3D打印开启了

一系列技术可能性，其中包括将铝的材料特性与增材制造的无约束设计

相结合。期待您的创意给大家带来惊喜。

建筑 / 施工

据UNO的数据，到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比例将达到三分之二。因此，

确保这些巨型城市以智能且环境友好的方式发展就愈加重要。作为外墙

和窗框的材料，铝材在此扮演着重要角色。它能帮助确保城市在未来保

持活力。

迎接未来全球材料的到来
新的交通、数字化、可持续性和增材制造——铝行业既支持当前全球大趋势，又从中受益。铝行业正从中汲取能量，以应对自身和其他行业的未来问
题。德国国际铝工业展不容错过！最大程度吸引2021年德国国际铝工业展观众对您产品的关注！



铝业峰会

2021年德国国际铝工业展是铝业及目标观众在全球重启业务的
全球峰会
铝业的未来趋势和投资情况在此决定。面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决策者展示行业最新的解决方案。与现有联系人接洽并接触新的联系人，展开多场洽谈并建立持
久的业务关系。

汽车

工程

建筑/施工

航空航天

铁路运输 / 商用车辆

电子 / 电气工程

包装 / 消费品

造船

能源



与汇聚一堂的世界各地顶级行业决策者和专业人士接洽。

让自己处于铝行业重整旗鼓的领先位置。

通过我们的全新数字平台，比如语音导览参观和视频商务配对，
接触到更多世界各地的目标观众。

体验世界上最现代化的会展中心之一实况转播的铝工业现
场。

获得有关铝行业最新趋势和创新产品的新见解。

展示产品，提高品牌形象。

通过建立新的联系和维护现有业务关系来助长业务。

通过最严格卫生和安全标准，确保您的客户和员工的健康。

参展理由

对您的团队、公司和您自己都大有裨益
在颇为重要的铝业市场，借助本商业平台很有必要：

在此您将......



无限可能

视频商务配对

为您免费提供的数字化服务。定制您的个人资料，并在注册观众中发掘优
质的销售线索。在展会前为您的业务拓展寻找合适的潜在客户，并安排双
在展会期间方接洽。

德国铝业协会（GDA）举办的铝业大会

在“铝材——提供解决方案”的主题下，来自主要应用行业（包括汽车、包装
和航空）的主要专家、政治决策者和非政府组织提出各自对未来的想法和要
求，同时也指出目前面临的困境。关于价值链数字化的最佳实践报告和管理思
路的必要改变也将占据重要位置，外界人士对铝业的看法也是如此——一切都
是为了合力推动行业必要发展。详细信息请访问：aluminium-
conference.de

探索亮点
2021年德国国际铝工业展的展商将获得一系列优质机会——在展台旁，向观众展示其产品和公司，让自己占据
一席之地并提升自己的品牌形象。

展会论坛

您是否已经掌握了迎接未来挑战的最新技术和创新？那么，为何不在2021年德
国国际铝工业展的主题领域展示您的公司，并向感兴趣的专业观众展示您的解
决方案呢？机会难得——现在就报名发表演讲吧。详细信息请访问：
aluminium-messe.com/en/teilnehmen

语音导览参观

语音导览参观为您和对本届展会感兴趣的专业观众建立直接联系。展示您
的产品、主题和创新（可以单独展示，也可以放在计划的主题参观中），
并在展会之前、期间和之后利用这种创新的方法与您的客户取得联系。

https://www.aluminium-exhibition.com/en/ac20
https://www.aluminium-messe.com/en/ALUMINIUM/Participation-application/46/


简报与数据 主要展区

价值链的开端——主要展区

交钥匙展位
您的展台将完全准备妥当，交付即可使用。为您节省展会规划原本所需的资
源。

主要展区特色

营销服务

展台面积： 展台类型： 套餐价格（净价）

16m2 单开口展位 € 9,120.00

16m2 双开口展位 € 10,020.00

20m2 双开口展位 € 12,030.00

28m2 双开口展位 € 14,550.00

主要展区套餐价格

展商证（发放数量根据展位大小而定）
展商保险
一般展台安全
展会期间的清洁
价值100欧元的茶点代金券
带锁隔间
印有公司logo的楣板（印刷图文信息须按
时提交）
地毯（黑色）
照明灯具（ 4盏聚光灯）
信息咨询台（带锁）
1个高脚凳
1张桌子（带3把椅子）
1个宣传册展架
1个衣帽架
1个垃圾桶
1个电源连接（最多2.3 kW），包括1个接
地230 V 10 A 插座（最多2.3 kW），包括
单一电价。任何额外的接口由展商通过在
线服务中心订购。

纳入观众宣传资料中，例如在新闻稿、新闻简报和小册子中展
示您的信息，在展馆平面图（在线和纸质版）中突出展馆等。

列入所有展会名录中，包括展商的基本情况（在线和纸质版）

链接到电子邮件地址和公司主页、公司介绍

在展商名录中列出展位号和商品及服务

广告材料和免费邀请函

视频商务配对：洽谈和网络平台均不收取任何费用，您可在展
会前6至8周与潜在新客户取得联系



简报与数据 表面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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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阳极氧化，硬质阳极氧化
涂料，包括工件涂料和装饰性
涂料、可剥涂料
油漆剥离
镀锌
金属镀层
化学表面处理

等离子处理，涂装
测量、测试和分析设备
质量管理（国际质量标识）
表面处理配件供应商

能力中心表面技术领域展区——特色

1个高脚凳，1张桌子和3把椅子，1个宣传册展架，1个衣帽
架，1个垃圾桶
1个电源连接（最多2.3 kW），包括1个接地230 V 10 A 插座

（最多2.3 kW），包括单一电价。任何额外的接口由展商通过
在线服务中心订购。

交钥匙展位
您的展台将完全准备妥当，交付即可使用。为您节省展会规划原本所需的资
源。

营销服务
纳入观众宣传资料中，例如在新闻稿、新闻简报和小册子中展示您的信息，在展馆
平面图（在线和纸质版）中突出展馆等。

列入所有展会名录（在线和纸质版）中，包括展商的基本情况

链接到电子邮件地址和公司主页、公司介绍

在展商名录中列出展位号和商品及服务

广告材料和免费邀请函

视频商务配对：洽谈和网络平台均不收取任何费用，您可在展会前6至8周与潜在新
客户取得联系

设计与功能的结合——能力中心，表面技术领域

展台面积： 展台类型： 套餐价格（净价）

16 m2 单开口展位 € 10,000.00

16 m2 双开口展位 € 10,610.00

表面技术展区——套餐价格
地毯（黑色）
照明灯具（ 4盏聚光灯）
信息咨询台（带锁）

展商证（发放数量根据展位大小而定）
展商保险
一般展台安全
展会期间的清洁
价值100欧元的茶点代金券
带锁隔间
印有公司logo的楣板（印刷图文信息须按时提交）



简报与数据 镁材展区

镁，一种合金元素和建筑材料——镁材
展区

交钥匙展位
您的展台将完全准备妥当，交付即可使用。为您节省展会规划原本所
需的资源。

镁材展区——特色
套餐分为A类和B类：

展商证（发放数量根据展位大小而定）
展商保险
一般展台安全
展会期间的清洁

镁材展区的信息咨询台——A类

营销服务

纳入观众宣传资料中，例如在新闻稿、新闻简报和小册子中展示您的信
息，在展馆平面图（在线和纸质版）中突出展馆等。

列入所有展会名录（在线和纸质版）中，包括展商的基本情况

链接到电子邮件地址和公司主页、公司介绍

在展商名录中列出展位号和商品及服务

广告材料和免费邀请函

视频商务配对：洽谈和网络平台均不收取任何费用，您可在展会前6至8
周与潜在新客户取得联系

*

A类展台 套餐价格（净价）

信息咨询台 € 3,970.00

套餐折扣价格仅适用于EFM会员 € 3,450.00

B类展台 套餐价格（净价）

双开口展位 € 275.00/m2*

镁材展区——套餐价格

* 不同展位类型对应不同的展位面积（长度m/深度m/总面积m2），加上€ 60/m2的基本展位搭建费用、辅助费用€ 36/
m2（包括供暖、空调、展馆清洁和垃圾处理）、€ 0.60/m2的AUMA费用、€ 79的注册费、€ 345的保险、€ 159的展位
搭建（亚克力面板）和€ 304的电力套餐+€ 961的基本营销套餐。

地毯（黑色）
带图形的楣板（印刷图文信息须按时提交）

信息咨询台（带锁）
1个高脚凳，1个宣传册展架
与其他展商共用的隔间
与其他展商共用的座位

展位面积包括展位结构件和隔间，可自行设计，展位面积在15m2至
18m2之间
地毯（黑色），展位墙板，搭建系统
1m2隔间
1个电源连接（最多2.3 kW），包括1个接地230 V 10 A 插座（最多
2.3 kW），包括单一电价。任何额外的接口由展商通过在线服务中心
订购。

镁材展区的独立展台——B类



机器与设备
设备
工艺优化
能源效率
材料测试
砂型、永久模和压铸件铸造厂

模具及附件
铝合金
铸造后处理
运输和搬运技术
全面的解决方案
铸造技术

专为模具铸造设置——铸造展馆

交钥匙展位
您的展台将完全准备妥当，交付即可使用。为您节省展会规划原本所
需的资源。

铸造展馆——特色

1个高脚凳，1张桌子和3把椅子，1个宣传册展架，1个衣帽架，1个
垃圾桶
1个电源连接（最多2.3 kW），包括1个接地230 V 10 A 插座（最

多2.3 kW），包括单一电价。任何额外的接口由展商通过在线服务
中心订购。

营销服务

纳入观众宣传资料中，例如在新闻稿、新闻简报和小册子中展示您的信息，在展馆平面
图（在线和纸质版）中突出展馆等。

列入所有展会名录（在线和纸质版）中，包括展商的基本情况

链接到电子邮件地址和公司主页、公司介绍

在展商名录中列出展位号和商品及服务

广告材料和免费邀请函

视频商务配对：洽谈和网络平台均不收取任何费用，您可在展会前6至8周与潜在新客户
取得联系

展台面积： 展台类型： 套餐价格（净价）

16m2 单开口展位 € 9,500.00

16m2 双开口展位 € 10,760.00

铸造展馆——套餐价格

简报与数据 铸造展馆

地毯（黑色）
照明灯具（ 4盏聚光灯）
信息咨询台（带锁）

展商证（发放数量根据展位大小而定）
展商保险
一般展台安全
展会期间的清洁
价值100欧元的茶点代金券
带锁隔间
印有公司logo的楣板（印刷图文信息须按时提交）



咨询台套餐——特色
咨询台
2个高脚凳
印有公司logo的楣板（印刷图文信息须按时提交）

展台套餐——特色

简报与数据 增材制造与数字化制造展馆

做好准备，迎接未来——增材制造与数字化制造展馆

展台面积： 展台类型： 套餐价格（净价）

咨询台 € 4,980.00

16 m2 单开口展位

16 m2 双开口展位

增材制造与数字化制造展馆——
套餐价格

带锁隔间
印有公司logo的楣板（印刷图文信息须按时提交）
地毯（黑色）

展商证（发放数量根据展位大小而定）
展商保险
一般展台安全
展会期间的清洁
价值100欧元的茶点代金券
增材制造与数字化制造论坛上发言（2次，每次30分钟）
地毯（黑色）
1个电源连接（最多2.3 kW），包括1个接地230 V 10 A 插座（最多2.3 kW），包

括单一电价。任何额外的接口由展商通过在线服务中心订购。

本届展会的铝材及相关工艺专场由德国亚琛
增材制造中心（ACAM）和亚琛工业大学合
作举办。

增材制造与数字化制造展馆
——特色

€ 8,200.00

€ 8,600.00



简报与数据 可持续性展区

聚焦可持续发展和回收利用——可持续性
发展展区

水处理
空气过滤系统
油/油雾提取

芯片加工
铝回收系统、机器和工艺

提供环境工程领域创新解决方案的公司：

可持续性展区的交钥匙展位
您的展台将完全准备妥当，交付即可使用。为您节省展会规划原本所
需的资源。 

可持续性展区——特色
咨询台和展台套餐

展商证（发放数量根据展位大小而定）
展商保险
一般展台安全
展会期间的清洁
价值100欧元的茶点代金券

展台套餐——特色

咨询台套餐——特色

营销服务

纳入观众宣传资料中，例如在新闻稿、新闻简报和小册子中展示您的信息，在展馆平面
图（在线和纸质版）中突出展馆等。

列入所有展会名录（在线和纸质版）中，包括展商的基本情况

链接到电子邮件地址和公司主页、公司介绍

在展商名录中列出展位号和商品及服务

广告材料和免费邀请函

视频商务配对：洽谈和网络平台均不收取任何费用，您可在展会前6至8周与潜在新客户
取得联系

展台面积： 展台类型： 套餐价格（净价）

咨询台 € 5,500.00

16m2 单开口展位 € 11,000.00

16m2 双开口展位 € 13,500.00

可持续性展区——套餐价格

带锁隔间
印有公司logo的楣板（印刷图文信息须按时提交）
地毯（黑色）
照明灯具（ 4盏聚光灯）
信息咨询台（带锁）
1个高脚凳，1张桌子和3把椅子，1个宣传册展架，1个衣帽
架，1个垃圾桶
1个电源连接（最多2.3 kW），包括1个接地230 V 10 A 插座
（最多2.3 kW），包括单一电价。任何额外的接口由展商通
过在线服务中心订购。

带锁信息咨询台（含高脚凳）
咨询台楣板 （印刷图文信息须按时提交）
地毯（黑色）
1个宣传册展架
1个电源连接（最多2.3 kW），包括1个接地230 V 10 A 插座（最多2.3 kW），包

括单一电价。任何额外的接口由展商通过在线服务中心订购。



2. 选择展位类型和青睐位置。

3. 填写联系人表格并点击发送。

5. 最后，只需把您的接收函寄送给

6. 大功告成！

优先选择青睐的位置——不会有后顾之忧，也没有任何风
险。非常方便！如果您的计划在这一年中发生变化怎么办？
没问题：12月11日前取消预订将不收取任何费用。

重启铝行业

欢迎参加重启铝行业的盛会
有兴趣了解下无风险、专属优惠的续订吗？机不可失——立即续订，优先选择2022年德国国际铝工业展的
位置：

欢迎继续参展！

期待再次与您见面，并与您共
同迎接德国国际铝工业展再创

辉煌。

1. 点击此处打开2021年德国国际铝工业展的
展馆平面图。

4. 我们会尽快给您发送一 份  
量身定做的报价。

我们确认即可。



> 200万人次

将在

60
多个铝业出版物
上刊登广告（国
内外）。

近

18,000 
名粉丝

简报与数据 观众营销

针对现有客户的定
向电子邮件宣传活
动

超过 

400万
个联系人的媒体覆
盖率

社交媒体表现超过

7,138,412
次页面浏览量

在展会举办前和展会期
间，通过社交媒体进行

密集式报道

在展会开始前接触整个铝业：铝业的媒
体覆盖率
展商可从展会系列宣传活动获益匪浅：广告、在线横幅广告、广告邮件、新闻简报、新闻稿、社
交媒体活动、展会出版物等等。针对特定的目标观众：铝业专业观众。

3,000 
名粉丝

针对现有和潜在新客
户开展有针对性的平
面媒体宣传活动，同
时开展电子邮件宣传

活动

全球领先的编辑行业新
闻简报，拥有来自

120 个国家的

46,000
多名订阅用户 

在线横幅广告的受众
达到



展馆结构分布

9号馆
金属加工与工艺、连接技术、
自动化
表面处理，
热炉技术，铸造和热处理盒

10号馆
原材料生产、环保技术与循
环利用、增材制造及数字化
制造

半成品

11号馆
半成品

12号馆
半成品，铝业论坛，视频商务
配对区

规划合理

在适合环境中选择极
佳位置

重启铝行业......为了实现行业重启，2021年德国国际铝
工业展将在杜塞尔多夫会展中心的四个展馆举办。展厅结
构经修改优化后，为展商提供更优越的展示平台，也为观
众提供简便易懂的路线引导。

杜塞尔
多夫会
展中心

北入口

9
10

11
12

2021

东入口



铝工业全球系列展会
A
L
U

M
IN

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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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CCD Ost

Congress

Center

Düsseldorf

铝工业全球系列展会致力于为行业建立连接，助力达成交易，促进行业发展。  
aluminium-global.com

帮助您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的优质平台
铝工业全球系列展会全面呈现了全球铝工业的发展现状。我们在全球几个主要市场举办六场系列铝工业展览会，汇聚业内人士，
探索最新趋势和创新。我们的品牌获得了来自150个国家的业内人士的信任。

2021年铝工业全球系列展会：

中国国际铝工业展
2021年7月7-9日，上海
aluminiumchina.com

美国国际铝工业展
2021年9月1-2日，肯塔基州路易维尔 
aluminum-us.com

印度国际铝工业展
2021年12月2-4日，印度布巴内斯瓦尔 
aluminium-india.com

中东国际铝工业展
阿联酋迪拜
aluminium-middleeast.com

巴西国际铝工业展
巴西圣保罗
aluminium-brazil.com

http://www.aluminium-global.com
http://www.aluminiumchina.com
http://www.aluminium-india.com
http://www.aluminum-us.com
http://www.aluminium-middleeast.com
http://www.aluminium-brazil.com


最近更新：2020年7月/版权所有

预订展位请访问：aluminium-exhibition.com/aussteller-
werden 

需要帮助以便做出决定？
如果需要帮助和建议，请随时联系我们：

联系人
铝工业展销售团队
exhibit@aluminium-messe.de 
+ 49 211 90191- 307
aluminium-exhibition.com

Jens Plass 
项目销售经理
+ 49 211 90191- 202
jens.plass@reedexpo.de

Jessica Kristian
高级销售经理
+  49 211 90191- 232
jessica.kristian@reedexpo.de

Marc Eberhardt 
高级销售经理
+ 49 211 90191- 327
marc.eberhardt@reedexpo.de

Till Kÿppers
销售经理
+  49 211 90191- 142
till.kueppers@reedexpo.de

展会销售团队将为您提供帮助、建议、
和协助。

从最初的联系到展会的最后一分钟，甚至展会结束以后，我们都将竭诚为您服。想要获取量身定制
的参展报价？我们随时恭候您的来电或来信！

2021年德国国际铝工业展

2021年5月18-20日

地点

德国杜塞尔多夫会展中心

9-12号馆

开放时间

2021年5月18-20日，每天9:00 – 18:00

主办单位
励展德国公司

德国国际铝工业展展会主办方
Völklinger Straße 4, 40219 Düsseldorf, Germany

aluminium-exhibition.com/socialmedia

http://www.aluminium-exhibition.com/socialmedia
https://www.aluminium-exhibition.com/en/46/
mailto:exhibit%40aluminium-messe.de?subject=
http://www.aluminium-exhibition.com
mailto:jens.plass%40reedexpo.de?subject=
mailto:jessica.kristian%40reedexpo.de?subject=
mailto:marc.eberhardt%40reedexpo.de%20?subject=
mailto:till.kueppers%40reedexpo.de?subj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