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储能技术
 CBTC-2023上海国际储能技术大会暨展览会由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湖南省电池产业协会主办，上海中展

世信会展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爱达展览中心承办，将于2023

年7月26-28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汇聚各类光伏、

储能技术、风力发电机组、储能设备及组件等领域极具影响力的

供应商，集中展示风光储能新技术的专业展会。展会同期将开展

多场储能技术研讨会，为中国的储能研发、设计、采购等部门专

业人士，打造深度的技术交流平台。

首选大展

02 我们的优势
OUR ADVANTAGES

  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发布的《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

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实现新型储能从商业化初期

向规模化发展转变，装机规模达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

年，实现新型储能全面市场化发展。为推动新型储能技术市

场我司首次在2023年8月11-14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上海

国际新型储能技术大会暨展览会。

国家会展中心（虹桥）是上海面向长三角

地区的核心商务区，也是虹桥天地位于商

务区核心位置，与虹桥交通枢纽直接连

接，步行可达地铁、高铁、机场等交通工

具，通过高铁一小时经济圈可辐射长三

角，上海也是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

运、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文化大都市。

中展世信会展集团有限公司是经国家工商总局核准，以国内商务会展服务为主导

业务，集会展 策划执行、承办主办、展览搭建为一体的综合型会展集团公司。目

前，集团旗下有上海中展世信、江苏国展世信、中展世信（深圳）三家业务品牌

子公司。公司业务主要以打造品牌 会展项目和会展配套服务为主导，品牌项目主

要涉及SIA中国智能工厂展和COSP中国户外展以及CBTC中国储能大会锂电大

会三大行业领域，定期在上海、深圳、东莞、天津、苏州等地巡回举办。

下一个万亿级风光储能市场 上海交通便利

主办方的资源优势

30，000+平方米 400+展商 40，000+观众



储能技术大会

03 展示范围
EXHIBITION SCOPE

压缩空气储能、动力电池、锂电池、便携式储能电源、工业节能用储能技术、光伏热电联产、储能与综合能源服务、飞轮储能、抽水蓄能、储能锂离子电池、液流电池铅酸蓄电池、铅碳
电池、钠硫电池、水性钠离子电池、新型电池、镍氢电池、氢储能及燃料电池、储热/冷、超级电容、超导储能及相关材料等；
Compressed air energy storage, power batteries, lithium batteries, portable energy storage power supply, industrial energy saving in energy storage technology, photovolta-

ic cogeneration, energy storage and energy service, flywheel energy storage, pumped storage, storage lithium ion batteries, flow batteries lead-acid batteries, lead, carbon 

batteries, sodium sulfur batteries, aqueous sodium ion batteries, battery, nickel metal hydride batteries, hydrogen storage, fuel cells, heat/cold , supercapacitor, supercon-

ducting energy storage and related materials;

储能技术及材料展区

IIGBT、功率模组、储能逆变器PCS、储能电芯及PACK、电池管理系统BMS、能量管理系统EMS、储能消防设备、储能集装箱、配电设备、储能控制系统、整体储能设备、分布式能源
与储能系统、集中式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通讯基站储能、数据中心电源、UPS电源、移动电源等
IIGBT, power module, storage inverter PCS, storage batteries and PACK,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BMS,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EMS, energy storage fire equip-

ment, storage container, power distribution equipment, energy storage control system, the overall energy storage devices, distributed energy and energy storage system, 

centralized renewable energy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communication base station energy storage, data center power supply, UPS power supply and mobile power 
supply

储能设备、储能系统及EPC工程展区



储能技术大会

04 展示范围
EXHIBITION SCOPE

能源网络运营商、能源网络开发商、能源数字服务商、信息能源系统集成商、信息能源融合应用开发商、储能信息网络软件开发、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多网
融合技术、传输技术与设备、接入设备、光纤光缆、工业以太网、数据通信与网络技术及相关产品等
Energy energy networks in network operators, developers, energy and digital service providers, information energy systems integrators, information fusion energy applica-

tion developers, energy storage information network software development,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cloud computing, mobile Internet, big data, multi-network fusion 

technology,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access equipment, fiber optic cable, and industrial Ethernet, data communication and network technology Related 
products, etc.

软件开发及信息通信展区

电池行业用三废处理设备、废旧电池回收处理技术与设备、电池残值检测设备、动力电池梯次利用技术、电池评估系统等、电池测试与认证、各类储能电池测试仪器等
Three waste treatment equipment for battery industry, waste battery recycling and treatment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battery residual value detection equipment, 

power battery cascade utilization technology, battery evaluation system, battery testing and certification, all kinds of energy storage battery testing instruments

电池资源回收及测试展区



储能技术大会

05 展示范围
EXHIBITION SCOPE

充电桩、充电站、充电站配电设备、停车场充电设施及智能监控设备、电动汽车储充换电站、车电互联、光储充一体化解决方案；
Charging pile, charging station, charging station distribution equipment, parking lot charging facilities and intelligent monitoring equipment, electric vehicle storage and 

charging station, vehicle electric interconnection, optical storage and charging integrated solutions;

光伏系统及组件设备、风电系统及组件设备、高温超导电缆、配电自动化系统及保护装置、智能开关设备、变压器、互感器、智能组件、数字化变电站、输配电在线监测、故障诊断及自
愈装置、电能质量监测、谐波治理及无功补偿、超导电工技术、各类新型电线电缆、复合材料、安全防护等；
Photovoltaic system and component equipment, wind power systems and components, high temperature superconducting cable, power distribution automation system 
and protection system, intelligent switchgear, transformers, transformer, intelligent components, digital substation,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of online monitoring, fault 

diagnosis and self-healing device, power quality monitoring, harmonic control and reactive power compensation, superconducting electrical technology, all kinds of new 

type of wire and cable, composite Materials, safety protection, etc.;

电动汽车充换电及配套设备展区

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输配电系统及设备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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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EXHIBITION EFFECT？

如何保证参展效果？

数字化运营+全方位宣传

300坐席智能客服中心，专职客服顾问实施用户需求精准对接；

300 Smart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full time customer service consul-

tant to implement the precise docking of user needs

300坐席客服中心-精准邀约

数字化精准媒体渠道，实现精准人群覆盖。

Digital accurate media channels to achieve accurate coverage of the 

population

全网数字化渠道-精准定位推广

高速公路、机场、高铁、地铁灯箱、传统纸媒、楼宇广告等区域定向覆盖；

Highways, airports, high-speed trains, subways, light boxes, traditional 

paper media, building advertisements and other regional directional 

coverage

展前全方位线下广告宣传

搜索引擎/百度、神马、360...... 新媒体/新浪、腾讯、微信、头条......

Search engine/Baidu, Shenma, 360...New media/Sina, Tencent, 

WeChat, Toutiao...

CBTC展网络全面推广

光伏电站/太阳能路灯、电动汽车（客车，乘用车，物流车）充电站、5G通

讯基站/数据中心、军用电池/不间断电源、风力发电/系统发电厂/能源企业、

铁路用电/航空航天铁路/道路工程用电、水利工程、便携储能、政府/科研/租

赁、政府/科研/院校/协会

Photovoltaic power station/solar street light, electric vehicle (passen-

ger car, passenger car, logistics vehicle) charging station, 5G com-

munication base station/data center,Military Batteries/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 Wind Power Generation/System Power Plants/Energy 

Enterprises, Railway Electricity/Aerospace Railway/road engineering 

electricity,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portable energy storage, 

government/scientific research/leasing, government/scientific 

research/college/association

CBTC展采购群体

AD



CROWD ANALYSIS
07 人群分析

邀请参会人群&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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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5% 学习交流33% 寻求潜在客户17%

储能技术18%

太阳能光伏14%

可再生能源发电15%

新能源汽车9%

分布式能源6%

动力电池21%

户外移动储能电源5%

风能发电7%

政府/协会/媒体3%

其他2%
其他5%

采购/寻找供应商13%

收集信息10%

推广新产品新技术22%华北8% 华东45%

华南27%

华中10% 港澳台、海外及其他5%

观众参会目的 观众行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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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电站/太阳能路灯、电动汽车（客车，乘用车，物流车）充电站、5G通讯基站/数据中心

军用电池/不间断电源、风力发电/系统发电厂/能源企业、铁路用电/航空航天

铁路/道路工程用电、水利工程、便携储能、政府/科研/租赁、政府/科研/院校/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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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PLAN

服务方案

赞助服务方案
大会总冠名赞助商 | 独家

1、获大会总冠名权唯一身份，名称出现在大会主题上“XX●2023中国风光储能技术大会”，并出现在大会所有对外宣传形象中； 

2、作为联合主办单位名誉参与进来，在大会现场的“主办单位”中出现企业名称和标识。 

3、主要领导列席主席台与大会核心嘉宾紧挨就座 

4、主持人鸣谢至少2次 

5、定制1个符合企业身份的奖杯，颁发证书，重要领导与颁奖嘉宾单独合影； 

6、主要领导全程参与组委会安排的午餐会，招待会等活动； 

7、大会重要时段（如开始，结束）宣传片播放至少2次，每次播出不少于90秒； 

8、获得组委会全程录制的视频文件，大会直播上屏幕角注赞助商LOGO身份； 

9、安排召开专场企业发布会或采访活动/签约仪式等活动（现场直播）；  

10、开幕式主背景现场两侧广告牌2块； 

11、论坛3分钟开幕式嘉宾致辞一次 

12、论坛25分钟行业主题演讲一次 

13、120平方光地展台1个，5个大会VIP参会名额；  

14、获得大会胸卡、会刊、指南、背景板等印刷物料logo展示； 

15、会议资料袋内放冠名单位宣传材料； 

16、获得大会部分参会名录一份； 

17、展会现场醒目位置一个企业品牌广告牌展示 

18、CBTC中国储能展官方网站logo一个。

19、现场主流媒体专项直播。

33.8W￥

人民币



SERVICE PLAN

服务方案09

技术交流会/新品发布会赞助服务方案
协办单位赞助

1、作为协办单位名誉参与进来，在大会会场现场的“协办单位”中出现企业名称和标识。 

2、主持人鸣谢1次 

3、主要领导列席主席台与大会重要嘉宾就近就座 

4、论坛25分钟行业主题演讲一次 

5、72平方光地展台1个，3个大会VIP参会名额； 

6、论坛会议90秒企业宣传片播放一次 

7、1 个奖项推选 

8、获得大会胸卡、会刊、指南、背景板等印刷物料logo展示； 

9、现场主流媒体专项直播。

10、会议资料袋内放赞助单位宣传材料； 

11、获得大会参会名录一份； 

12、展会现场醒目位置一个企业品牌广告牌展示

13、CBTC中国储能展官方网站logo一个。

14、会议中安排一篇主题发言 25分钟
23.8W￥

人民币



SERVICE PLAN

服务方案10

技术交流会/新品发布会赞助服务方案
支持单位赞助

1、作为支持单位名誉参与进来，在大会会场现场的“支持单位”中出现企业名称和标识。 

2、主持人鸣谢1次 

3、主要领导列席嘉宾席，主要领导全程参与组委会安排的午餐会，招待会等活动； 

4、54平方形象展台1个 

5、3个VIP参会名额； 

6、1 个奖项推选 

7、胸卡广告赞助（唯一性），胸卡卡片广告1P，卡片/卡绳醒目位置提供公司logo展示，提供部分参会名录一份，1000份起印； 

8、获得大会胸卡、会刊、指南、背景板等印刷物料logo展示； 

9、会议资料袋内放赞助单位宣传材料； 

10、提供部分参会名录一份； 

11、展会现场醒目位置一个企业品牌广告牌展示

12、CBTC中国储能展官方网站logo一个。

13、会议中安排一篇主题发言 25分钟

18.8W￥

人民币



SERVICE PLAN

服务方案11

技术交流会/新品发布会赞助服务方案
铂金级赞助商

1、大会对外身份宣传 

2、主持人鸣谢1次 

3、主要领导列席嘉宾席，主要领导全程参与组委会安排的午餐会，招待会等活动； 

4、论坛20分钟行业主题演讲一次 

5、36平方光地展台1个 

6、3个VIP参会名额； 

7、 分论坛椅背广告赞助，独家冠名，500份起印； 

8、1 个奖项推选 

9、提供微信公共号和展会网站发布广告三次 

10、提供部分参会名录一份； 

11、CBTC中国储能展官方网站logo一个。

12、会议中安排一篇主题发言 25分钟

12.8W￥

人民币



SERVICE PLAN

服务方案

技术交流会/新品发布会赞助服务方案
黄金级赞助商

1、大会对外身份宣传 

2、主持人鸣谢1次 

3、18平方标准展台1个（含1桌2椅，3M*3M背景板一个） 

4、2个VIP参会名额； 

5、1 个奖项推选 

6、提供部分参会名录一份； 

7、分论坛饮用水赞助，独家冠名，500份起印；

8、CBTC中国储能展官方网站logo一个。

9、会议中安排一篇主题发言 25分钟

8W￥

人民币

白银级赞助商

1、企业名称出现在会议背景墙、公共号、邀请函名单中，

2、企业领导座嘉宾席

3、9平方标准展台1个（含1桌2椅，3M*3M背景板一个）

4、会议中安排一篇主题发言 25分钟

5W￥

人民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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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GING STANDARDS

收费标准

展会地点  丨 Venue: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虹桥）

National Exhibition and Convention Center 

[ Shanghai ·Hongqiao ]

  展会时间 丨 Exhibition time:

 

  

 

9m²起租，双开收加百分之10开口费

价       格：  15,800元 / 9m²

包       含：  

标准展位

地毯 

2盏射灯

1张咨询桌 

2把折椅

1个垃圾桶

1个插座

12m²起租，双开收加百分之10开口费

价       格：  25,800元 / 12m²

  包       含：

豪华展位

地毯 

1个接待台

1张玻璃圆桌 

1个垃圾桶

画面制作

内发光画面 

1张咨询桌

4把折椅 

1个插座

地毯 

2盏射灯

1张咨询桌 

2把折椅

1个垃圾桶

1个插座

室内光地, 36m²起租 

注：光地仅提供参展空间

价       格：  1580元 / m²

室内光地

2023年7月26日（周三） 09:00-17:00 / July 26,2023 ( Wed )    09:00-17:00

2023年7月27日（周四） 09:00-17:00 / July 27,2023 ( Thu)      09:00-17:00

2023年7月28日（周五） 09:00-15:00 / July 28,2023 ( Fri )         09:00-15:00

WELCOME 2023

CBTC2023

期待您的加入！

 联系方式

CONTACT   
  
  

联系人：徐然 先生 13120523108

邮  箱: 13120523108@163.com

网  站：http://cbtc.aidaexpo.com

中展世信会展集团

上海爱达展览中心

CHARGES

论坛收费标准
2万元 / 45分钟

4800元/人  包食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