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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SSC 活动简介

中国电源学会学术年会（CPSSC)，创始于1978年，已成功举办二十四届。活

动设置学术技术交流、行业展览、专题活动等丰富形式，同期举办中国电源学会科

学技术奖颁奖、高校电力电子应用设计大赛决赛等重要活动，形成会、展、赛、奖

四位一体，中国电源领域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综合性行业交流盛会。

活动汇聚国内外电源领域知名专家学者、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研发科技人员、

一线工程师以及在校研究生等专业人士，总结交流电源各个领域的新技术、新成果、

新产品、新方案，综合展示电源技术与产业的发展水平，探讨今后的发展方向，促

进中国电源产业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

近年来年会在参会人数，论文与报告数量、质量，展览规模等方面屡创新高。

为适应电源行业快速发展的新需求，大会组委会决定从2022年起，学术年会

由两年一届改为一年一届，进一步引领电源行业发展，构筑国际水准的展示和交流

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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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 PEAC 活动简介

International Power Electronics and Applications Conference and

Exposition，中文名称国际电力电子技术及应用会议暨展览会(简称：IEEE PEAC)。

由中国电源学会与IEEE-电力电子学会(PELS)联合主办。

PEAC是电力电子领域的国际性专业会议，也是该领域由中国电源学会发起并

定期在中国举办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会议同时得到了美国电源制造商协会

（PSMA）、韩国电力电子学会(KIPE)、日本电气工程师学会-工业应用学会(IEEJ-

IAS)、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等支持。

IEEE PEAC 首届会议于2014年在上海成功举办，IEEE PEAC第二届会议于

2018年11月4-7日在深圳成功举办。共收到投稿论文723篇，录用479篇，共有来

自31个国家或地区的803名学术界和产业界代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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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概览
第二十五届学术年会及第三届国际电力电子技术与应用会议计划于2022年11月举行，将包含

技术交流、行业展览、专题活动、同期活动等四大板块，活动形式与规模将进一步丰富提高。

通过大会报告、专题讲座、技术报告、

工业报告、墙报、卫星会场、mini卫

星会场等形式充分交流最新技术成果。

技术交流

展示最新产品和技术，同行业内的企业

高层、专家学者深入交流的最佳平台。

行业展览

中美电源创新论坛、电源科研成果交

流推介会、电源高端人才对接会、电

源青年人才论坛、女科学家论坛等专

题活动，促进行业深入交流。

专题活动

电源科技奖颁奖、高校电力电子应用设

计大赛决赛等重要活动，进一步聚揽行

业精英。

同期活动

活动组委会

大会主席

刘进军 中国电源学会理事长、西安交通大学

指导委员会

罗 安 湖南大学

章进法 台达电子（上海）研发中心

阮新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邓建军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

马 皓 浙江大学

袁小明 华中科技大学

周桃园 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杜 雄 重庆大学

技术程序委员会主席

马 皓 浙江大学

李武华 浙江大学

工业报告委员会主席

章进法 台达电子（上海）研发中心

张军明 浙江大学 孙耀杰 复旦大学

专题讲座委员会主席

阮新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张品佳 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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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技术、产业发展展望

新颖开关电源

逆变器与UPS

加热、电焊等特种电源

照明电子

交流稳定电源

电力传动与变频调速

电动汽车与电力机车

电源的数字控制

电池及充电技术

软开关技术

多电平、新颖PWM控制

系统仿真、建模与控制

高频磁元件和集成磁技术

单相、三相功率因数校正技术

谐波、电磁兼容和电能质量控制

SIC器件、新型功率器件及其应用

太阳能、风力、燃料电池发电

储能技术

电源标准

日程安排
11.3 全天 报到注册

11.4 全天 报到注册

全天 10-12场专题讲座

高校电力电子设计大赛决赛

11.5 开幕式及大会报告（8场）

电源新产品、新技术展览会

电源科技奖颁奖

墙报交流

11.6 电源新产品、新技术展览会

技术报告会场

工业报告会场

卫星会场

电源科研成果交流会

高端人才对接会

墙报交流

颁奖仪式 & 晚餐交流会

11.7 技术报告会场

工业报告会场

此为活动初步日程，仅供参考。

活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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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交流

大会报告
特邀国内外顶级专家就最新技术和发展趋
势进行报告 (共计安排8场)。

技术报告
论文作者现场讲解最新

研究成果 (50个主题会场，300
场报告)。

墙报交流
论文作者与参会代表直接交流讨
论研究成果 (2个时段，超过300
篇论文)。

专题讲座
针对技术焦点问题，进行系统化
深入讲解 (计划安排10-12个主题，
3.5小时/场)。

工业报告
资深工程技术专家交流产品研发
和工程设计最新成果 (8个主题，
40+场报告)。

卫星会议
企业专场会议，用于发布企业最
新产品和技术，同与会人员进行
深度交流（3.5小时）。

Mini卫星会议
企业小型专场会议，用于发布企
业最新产品和技术，同与会人员
进行交流（中午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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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讲座

墙报交流工业报告

技术报告

CPSSC2021
技术交流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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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展览

电源新产品、新技术展览会是电源企业展示最新产品和技术，同行业内的企业高层、专家学者深入交流的最佳平台。已成为企业、高

校及科研院所了解电源产业发展动态，寻找最新技术和所需产品的首选展会。

本次展览会参与展览企业数量较往届继续增加，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展览面积4000平米，规划展位200个。

展会亮点

• 迅速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业界影响力
在最高水平的电源行业盛会中展示企业实力。

• 面向国内外同行进行宣传推广
参会代表来自全国，一次推广覆盖全国多个城市。

• 行业内从业者面对面交流
与超过2000名参会从业者直接交流公司技术及产品，倾听需求、挖掘

商机。

• 行业高层人士直接交流
35%参会者为企业高层管理者，具有直接决策权。

展品范围

• 电源产品
各类开关电源、UPS、光伏发电逆变器、风力发电变流器、储能装置、通用交直

流电源、变频电源（器）、特种电源、照明电源、各类充电电源、适配器及其他

各类电源产品。

• 电源配套产品
各类电源用元器件(二三极管/整流器、可控硅、IGBT/MOS 管、电阻、 电容等)、

电源IC、磁性材料、变压器、仪器仪表、测试老化设备、电磁兼容设备与技术、

散热设备、五金、外壳、线材、端子、胶、绝缘材料等电源配套产品。

• 电子变压器及配套产品
各类电源设备变压器、电感器、工频、中频、高频变压器、变压器测试仪器和专

用生产设备、磁性材料和器件及各类配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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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SSC2021
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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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活动

中美电源创新论坛
中国电源学会与美国电源制造商协会联合举办，就
中美电力电子最新技术进行交流。

电源高端人才对接会
为企业和高校人才搭建交流互动平台，促进人才转
化，实现共赢。

电源科研成果交流推介会
高校、研究所、科研团队就最新科研成果进行报告，

并与相关企业进行交流。

电源青年人才论坛
为广大青年电源科技工作者提供交流学习和展示自

己的平台。

电源女科学家论坛
为女科技工作者与同行学术交流搭建桥梁，提高电
气女科技工作者的学术水平和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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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活动

电源科技奖颁奖
代表本行业、本专业在全国范围内评选的最高科技
奖励。

各分支机构专题工作会议
各专题分支机构组织委员召开工作会议。

高校电力电子应用设计大赛决赛
全国范围内电力电子领域水平最高的大学生竞赛。

期刊编委会议
《电源学报》、英文期刊《CPSS TPEA》编委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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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SSC2021
同期活动

电源科技奖颁奖 设计大赛决赛

青年人才论坛 科研成果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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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回顾02 参与群体 大会报告人 参与企业

参与高校、科研院所 往届合作伙伴、参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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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年会线上线下参会人数超过5000人，主要包括从事电力电子、电源学术研究、科研、教学，电源产品研发以及与电源相
关的各类专业人员，他们主要来自各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电源企业等单位，人员构成主要为教授、研究员、董事长、总经理、总
工程师、技术总监、硕士、博士研究生等。

数据来源：图表根据2021年第二十四届年会数据统计

参会人员职务 参会人员单位性质

参与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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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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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研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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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副教

授, 11%

学生, 20%

其他, 7%

高校, 33%

科研院所, 

5%

企业, 62%



特邀国内外电源领域顶尖专家做大会报告，对电源领域前沿方向、最新技术动态、产业应用最新热点进行精彩演讲，分享电力

电子最新的研究成果、前沿技术和未来发展趋势。

信息来源：近两届CPSSC、IEEE PEAC特邀大会报告人

Prof. Prasad N. Enjeti
德州农工大学
IEEE Fellow

赵争鸣 教授
清华大学、IEEE Fellow

袁晓明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Harufusa Kondo 博士
三菱电机功率器件制作所

高级\技术顾问

藤平龙彦 博士
富士电机株式会社
电子器件开发CTO

罗海辉 教授
中国中车资深技术专家

株洲中车时代半导体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泽元 教授
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
院外籍院士、IEEE Fellow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Prof. Frede Blaabjerg
IEEE PELS前任主席、IEEE 
Fellow、丹麦奥尔堡大学

Johann W. Kolar
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ETH) Zurich、
IEEE Fellow

Prof. Alan Mantooth
IEEE 电力电子学会主席、
IEEE Fellow、阿肯色大学

Stephen Oliver 先生
美国电源制造商协会

（PSMA）主席

罗安 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湖南大学 教授

大会报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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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根据2021年年会注册信息统计，版面所限无法全部列出。

ABB能源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连云港杰瑞电子有限公司 施耐德电气信息技术

Artesyn Embedded Power 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石家庄通合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aN Systems Inc. 美的集团 溯高美索克曼电气（上海）有限公司

OPPO 美国力科公司 台达电子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艾普斯电源 宁国市裕华电器有限公司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纳微半导体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微科能创科技有限公司 赛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同济中车创新研究中心

北京卫星制造厂有限公司 三菱电机机电（上海）有限公司 维谛技术有限公司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厦门市爱维达电子有限公司 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山大华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德国莱茵TÜV 山特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西安西电电力系统有限公司

富士电机（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大郡动力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电网电力调度控制中心 上海电气富士电机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伊顿电气集团山特电子有限公司

广东志成冠军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临港电力电子研究有限公司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华耀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上海强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长城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科威尔电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商飞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康舒电子（东莞）有限公司 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英威腾电源有限公司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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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根据2021年年会注册信息统计，版面所限无法全部列出。

清华大学 上海电力大学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西交利物浦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河海大学 华侨大学 扬州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福州大学 江苏科技大学 中国计量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 昆明理工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

浙江大学 四川大学 陆军工程大学 中山大学

重庆大学 三峡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

天津大学 燕山大学 南通大学 流体物理研究所

上海交通大学 同济大学 齐鲁工业大学 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

东南大学 上海海事大学 青岛大学 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上海大学 厦门大学 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

山东大学 西安理工大学 山东工商学院 深圳综合粒子设施研究院

湖南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上海电机学院 卧龙电气中央研究院

河北工业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上海科技大学 中国船舶工业系统工程研究院

哈尔滨理工大学 湖南工业大学 深圳大学 中国船舶集团第七〇四研究所

中国矿业大学 安徽大学 苏州大学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合肥工业大学 安徽工业大学 天津工业大学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究所

武汉大学 北方工业大学 温州大学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三研究所

华南理工大学 常熟理工学院 武汉理工大学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西北工业大学 福大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西安科技大学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太原理工大学 复旦大学 重庆理工大学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
所

参与高校、科研院所

19



2021年年会合作伙伴、参展商 20



历届主要合作伙伴

虚位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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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方案03 合作方案列表 钻石合作伙伴(晚宴冠名)    

钻石合作伙伴 白金合作伙伴 行业展览 专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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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名额 合作金额 介绍页面

A-1 钻石合作伙伴（晚宴晚宴冠名） 独家 20万元 P25-P27

A-2 钻石合作伙伴 3个 22万元 P28-P30

A-3 白金合作伙伴 10个 8万元 P31-P33

B-1 标准展位（2m*3m/个） 不限 1.6万元
P34

B-2 光地展位（每平米） 不限 2100元

C-1 茶歇冠名 独家 4.5万元 P35

D-1 分会场-卫星会议 1-2个 4.8万元
P36

D-2 分会场-Mini卫星会议 4个 2万元

合作方案列表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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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名额 合作金额 介绍页面

E-1 资料袋广告 独家 4万元

P37
E-2 会议胸卡广告 独家 4万元

E-3 会议笔记本&签字笔 独家 4.5万元

E-4 活动用水瓶身广告 独家 3.5万元

F-1 道旗广告 2个 5000元

P38
F-2 指示牌logo展示 5个 5000元

F-3 场外LED屏广告 5个 8000元/5000元

F-4 现场广告牌宣传 5个 8000元

G-1 论文集U盘广告 独家 3.5万元

P39
G-2 会议程序册广告 10个 4000元

G-3 合作伙伴宣传册广告 10个 5000元

G-4 微信公众号宣传 5个 5000元

合作方案列表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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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金额：20万元（独家）
 钻石合作伙伴，是CPSSC最高级别合作伙伴，邀请电源行业领军企业参与。

 钻石合作伙伴拥有绝对的宣传机会，聚集所有会议宣传资源以及现场资源，曝光率最高，影响力最大。

 企业及产品品牌将成为年会晚宴中行业同仁关注的焦点。

荣誉回报 晚宴独家冠名

获得“钻石合作伙伴”称号，以钻石合作伙伴名义出现在全部会议资料中并在显要位
置标明；

以企业名称冠名： “XXX之夜-交流晚餐会”；

获得会议晚宴独家冠名权； 企业高层在晚宴中致辞8分钟，同时播放企业PPT；

邀请一名企业高层出席会议开幕式，并于会场前排就坐； 会议程序册中注明 “XXX之夜” ；

企业高层受邀参加特邀嘉宾午宴； 企业名称、Logo及广告显示在晚宴请柬中；

会议晚宴现场颁奖仪式颁发合作伙伴奖牌（全体参会人员参加）。 晚宴开始前循环播放企业宣传片（5分钟）；

展览展位 晚宴餐桌摆放含有会议标识和企业logo的桌卡；

现场配置一个光地展示位（6mx4m），企业优先选择位置。

• 光地展位包括：布展、展期和撤展期间的展位空间；不包括任何展位搭建、家具
及用电；展位由企业自行委托设计搭建，展览主承建商可提供搭建方案选择。

• 预订更多展位面积，可享受8折优惠。

晚宴第一排预留一桌，企业可邀请重要合作伙伴参加；

企业可在晚宴期间安排节目表演展示企业文化。

钻石合作伙伴(晚宴冠名)  合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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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演讲 会前宣传

分会场-卫星会议一场：3.5小时

• 企业专场会议，用于发布企业最新产品和技术，同与会人员进行深度交流；
• 列入大会网站和大会整体日程；
• 会前通过中国电源学会官方微信发布卫星会议微信推介一篇；企业自行提供内容，

审核通过后发布；
• 卫星会议当天在大会指定位置摆放1个易拉宝进行宣传（企业自行制作）。
• 具体介绍参见P36，分会场-卫星会议介绍。

会议全程通知宣传中，以钻石合作伙伴名义刊载企业名称或logo。包括但不限于：

• 征文通知（二轮）
• 报名通知（二轮）
• 会议宣传邮件（不少于5轮）
• 会议宣传微信（不少于5轮）
• 其他宣传资料（根据本届会议宣传方案确定）
• 说明：根据刊载资料的形式和用途，部分资料中只刊载企业名称或logo。

工业报告分会场演讲一场（30分钟/场、优先安排演讲时段）。

广告宣传 会议官方网站

• 主页以钻石合作伙伴展示企业logo；
• 合作伙伴列表页以钻石合作伙伴展示企业名称、logo；
• 企业专题介绍页面，展示企业/产品介绍及产品图片。

主会场背景板展示企业logo；大会指示牌logo展示；

会场大屏广告：会前及休息时段会议现场投影幕循环播放企业广告（静态或视频两
种播放形式，任选其一）；

• 静态：PPT格式、单页画面非动画或视频。
• 视频：时长不超过1分钟宣传短片。 中国电源学会微信公众号推介软文1篇

• 以“XXX公司成为学术年会钻石合作伙伴”为题发布推介软文；
• 企业自行提供内容，审核通过后发布。

场外广告屏宣传：会议现场醒目位置设置大会LED广告屏，全天循环播放企业广告
及宣传视频；具体介绍参见P38，场外广告LED屏广告介绍。

其他回报
会议程序册：封底广告，企业提供彩色电子版广告; 内页刊登企业介绍、logo；

免费获得大会全注册参会名额6名（可参加会议全部活动、获得会议全部资料、全

程自助午晚餐，价值1600元/名）。
合作伙伴宣传册广告：210mm*285mm，4个版面；大会统一制作宣传册放入会议
资料袋中；

论文集U盘宣传：收录企业/产品介绍及产品图片。 获得参会人员信息通讯录电子版；

钻石合作伙伴(晚宴冠名)合作方案

26



主会场背景板展示合作伙伴logo

企业全权组织卫星会议以企业名称冠名晚宴 企业高层在晚宴上致辞 颁发合作伙伴奖牌

展览现场特装展示位 会议网站主页以钻石合作伙伴展
示企业logo

合作伙伴列表页以钻石合作伙伴
展示企业名称、logo

钻石合作伙伴(晚宴冠名)  部分展示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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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金额：22万元（限额 3名）
 钻石合作伙伴，是CPSSC最高级别合作伙伴，邀请电源行业领军企业参与。

 钻石合作伙伴能够在大会全程充分地展示其技术领袖的地位，全方位地推广品牌内涵，广泛地与行业同仁交流。

 钻石合作伙伴拥有绝对的宣传机会，聚集所有会议宣传资源以及现场资源，曝光率最高，影响力最大。

荣誉回报 技术演讲

获得“钻石合作伙伴”称号，以钻石合作伙伴名义出现在全部会议资料中并在显要位
置标明；

大会主会场技术演讲一场（25分钟）；

邀请一名企业高层出席会议开幕式，并于会场前排就坐； 工业报告分会场演讲一场（30分钟/场、优先安排演讲时段）。

大会主会场演讲嘉宾受邀参加特邀嘉宾午宴； 展览展位

会议晚宴现场颁奖仪式颁发合作伙伴奖牌（全体参会人员参加）。 现场配置一个光地展示位（6mx4m），企业优先选择位置。

• 光地展位包括：布展、展期和撤展期间的展位空间；不包括任何展位搭建、家具
及用电；展位由企业自行委托设计搭建，展览主承建商可提供搭建方案选择。

• 预订更多展位面积，可享受8折优惠。

* 鉴于学术年会主会场报告水平较高，合作企业需推荐企业技术总监以上级别人员发表演讲，演讲内容建议以公司最新技术为主，避免直接的产品介绍，
会议语言：中文或英文。

钻石合作伙伴 合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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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宣传 会前宣传

主会场背景板展示企业logo； 会议全程通知宣传中，以钻石合作伙伴名义刊载企业名称或logo。包括但不限于：

• 征文通知（二轮）
• 报名通知（二轮）
• 会议宣传邮件（不少于5轮）
• 会议宣传微信（不少于5轮）
• 其他宣传资料（根据本届会议宣传方案确定）
• 说明：根据刊载资料的形式和用途，部分资料中只刊载企业名称或logo。

大会指示牌logo展示；

会场大屏广告：会前及休息时段会议现场投影幕循环播放企业广告（静态或视频两
种播放形式，任选其一）；

• 静态：PPT格式、单页画面非动画或视频。
• 视频：时长不超过1分钟宣传短片。

场外广告屏宣传：会议现场醒目位置设置大会LED广告屏，全天循环播放企业广告
及宣传视频；具体介绍参见P38，场外广告LED屏广告介绍。

会议程序册：特殊版位，企业提供彩色电子版广告; 内页刊登企业介绍、logo； 会议官方网站

• 主页以钻石合作伙伴展示企业logo；
• 合作伙伴列表页以钻石合作伙伴展示企业名称、logo；
• 企业专题介绍页面，展示企业/产品介绍及产品图片。

合作伙伴宣传册广告：
210mm*285mm，4个版面；大会统一制作宣传册放入会议资料袋中；

论文集U盘宣传：
收录企业/产品介绍及产品图片。

中国电源学会微信公众号推介软文1篇
• 以“XXX公司成为学术年会钻石合作伙伴”为题发布推介软文；
• 企业自行提供内容，审核通过后发布。其他回报

获得参会人员信息通讯录电子版；

免费获得大会全注册参会名额6名（可参加会议全部活动、获得会议全部资料、全
程自助午晚餐，价值1600元/名）。

钻石合作伙伴 合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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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会场演讲 超过2000人的大会主会场 颁发合作伙伴奖牌 展览现场特装展示位

工业报告分会场演讲 会议网站主页以钻石合作伙伴展
示企业logo 主会场背景板展示合作伙伴logo 大会指示牌logo展示

钻石合作伙伴 部分展示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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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金额：8万元（限额 10名）
 白金合作伙伴能够在大会全程充分地展示其领先技术，全方位地推广品牌内涵，广泛地与行业同仁交流。

 白金合作伙伴享有大会充分的曝光率，显示行业中不凡的实力形象，为企业赢来更多关注，提升企业品牌影响力。

荣誉回报 展览展位

获得“白金合作伙伴”称号，以白金合作伙伴名义出现在全部会议资料中并在显要位
置标明（根据合同签订先后排序）；

现场配置一个光地展示位（4mx4m），企业优先选择位置。

• 光地展位包括：布展、展期和撤展期间的展位空间；不包括任何展位搭建、家具及用
电；展位由企业自行委托设计搭建，展览主承建商可提供搭建方案选择。

• 预订更多展位面积，可享受8折优惠。

冠名“XXX行业合作伙伴”（同类产品企业不超过两家）； 广告宣传

邀请一名企业高层出席会议开幕式，并于会场前排就坐； 主会场背景板展示企业logo

会议晚宴现场颁奖仪式颁发合作伙伴奖牌（全体参会人员参加）。 大会指示牌logo展示

技术演讲 会场大屏广告：会前及休息时段会议现场投影幕循环播放企业广告（静态或视频两
种播放形式，任选其一）

• 静态：PPT格式、单页画面非动画或视频。
• 视频：时长不超过1分钟宣传短片。工业报告分会场演讲一场（30分钟/场、优先安排演讲时段）；

白金合作伙伴预定Mini卫星会场具有优先权，并可享受8折优惠。
场外广告屏宣传：会议现场醒目位置设置大会LED广告屏，全天循环播放企业广告

及宣传视频。具体介绍参见P38，场外广告LED屏广告介绍。

会议程序册：彩插版位，企业提供彩色电子版广告; 内页刊登企业介绍、logo。

白金合作伙伴 合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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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合作伙伴 合作方案

广告宣传 会前宣传

合作伙伴宣传册广告：
210mm*285mm，2个版面；大会统一制作宣传册放入会议资料袋中。

会议官方网站

• 主页以白金合作伙伴展示企业logo；
• 合作伙伴列表页以白金合作伙伴展示企业名称、logo；
• 企业专题介绍页面，展示企业/产品介绍及产品图片。

论文集U盘宣传：
收录企业/产品介绍及产品图片。

会前宣传 中国电源学会微信公众号推介软文1篇
• 以“XXX公司成为学术年会白金合作伙伴”为题发布推介软文；
• 企业自行提供内容，审核通过后发布。会议全程通知宣传中，以白金合作伙伴名义刊载企业名称或logo。包括但不限于：

• 征文通知（二轮）
• 报名通知（二轮）
• 会议宣传邮件（不少于5轮）
• 会议宣传微信（不少于5轮）
• 其他宣传资料（根据本届会议宣传方案确定）
• 说明：根据刊载资料的形式和用途，部分资料中只刊载企业名称或logo。

其他回报

获得参会人员信息通讯录电子版；

免费获得大会全注册参会名额3名（可参加会议全部活动、获得会议全部资料、全

程自助午晚餐，价值1600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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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会场背景板展示合作伙伴logo 工业报告分会场演讲颁发合作伙伴奖牌 展览现场特装展示位

会场大屏/场外LED屏广告 会议网站主页以白金合作伙伴展
示企业logo 会议程序册广告 合作伙伴宣传册广告

白金合作伙伴 部分展示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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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同期举办“电源新产品、新技术展览会”，为参展企业提供更多的交流与合作的机遇，展览与会议紧密结合，是企业宣传新产品、新技术、展示

企业形象的有力平台。展览面积4000平米，规划展位200个。

参展增值服务 参展说明

会议程序册刊登公司简介、logo展示； 中国电源学会团体会员可享受9折优惠，与多展位优惠可叠加；

会议论文集U盘收录企业/产品介绍及产品图片；
展位位置选择按照展位面积优先、老客户/会员优先、展位费到账日期优先的原则确
定先后次序；

会议网站参展商列表页按照签订合同先后顺序展示企业名称、logo； 光地展位费用包括：布展、展期和撤展期间的展位空间；不包括任何展位搭建、家
具及用电。展位由参展商自行委托设计搭建，展览主承建商可提供搭建方案选择。

会议网站设企业专题介绍页面，展示企业/产品介绍及产品图片；

每个展位免费获得大会全注册参会名额1名（可参加会议全部活动、获得会议全部
资料、全程自助午晚餐，价值1600元/名）。

展位类型 展位费 说明

标准展位（2m*3m/个） 16000元 预订两个及以上展位可享受9.5折优惠

光地展位（每平米） 2100元 12平米起订，优先安排拐角位置

展位费报价：

行业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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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歇冠名 （独家） 4.5万元

• 会议期间共设有5个茶歇时段。茶歇期间，在茶歇区域显著位置宣传企业品牌，展

示企业实力。

• 在程序册中注明XXX公司为茶歇冠名企业；

• 茶歇区域相关设置：

• 茶歇区域标牌及指示牌上加放企业名称、logo；

• 放置企业宣传易拉宝1-2个（易拉宝由企业自行提供）；

• 茶歇区域设置资料架，放置企业宣传资料。

• 免费获得标准展位1个（面积2m*3m，展位费16000元/个），如增加展位可享受

展位费8折优惠；

• 免费获得大会全注册参会名额2名（可参加会议全部活动、获得会议全部资料、全

程自助午晚餐，价值1600元/名）。

*会议合作伙伴享有优先选择权。

专项服务-名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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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服务-分会场

分会场-Mini卫星会议 价格：2万元名额：4个分会场-卫星会议 价格：4.8万元名额：1-2个

发布企业最新产品和技术，同与会人员进行深度交流。

• 企业可获得100人左右会场一个，时长3.5小时，下午时段；

• 企业全权负责组织，提交大会审核后发布；

• 会议主题确定后，将列入大会网站和大会整体日程中加以宣传；

• 会前通过中国电源学会官方微信发布卫星会议微信推介一篇；企业自行提供内

容，审核通过后发布；

• 卫星会议当天在大会指定位置摆放企业自行设计制作的易拉宝1个进行宣传；

• 免费获得大会全注册参会名额3名（可参加会议全部活动、获得会议全部资料、全

程自助午晚餐，价值1600元/名）。

*会议合作伙伴享有优先选择权。

发布企业最新产品和技术，同与会人员进行交流。

• 企业可获得100人左右会场一个，时长1小时，中午时段；

• 企业全权负责组织，提交大会审核后发布；

• 会议主题确定后，将列入大会网站和大会整体日程中加以宣传；

• 免费获得大会全注册参会名额2名（可参加会议全部活动、获得会议全部资料、全

程自助午晚餐，价值1600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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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服务-会议用品

会议胸卡广告（独家） 4万元

• 会议胸卡独家显示企业广告；

• 免费获得大会全注册参会名额1名（可参加会

议全部活动、获得会议全部资料、全程自助午

晚餐，价值1600元/名）；

• 企业预订展位可享受展位费8折优惠。

• *会议合作伙伴享有优先选择权。

活动用水瓶身广告（独家） 3.5万元

• 在所有活动用水瓶上印制企业公司logo及

简单广告语；

• 数量：8000只；

• 免费获得大会全注册参会名额1名（可参

加会议全部活动、获得会议全部资料、全

程自助午晚餐，价值1600元/名）；

• 企业预订展位可享受展位费8折优惠。

*会议合作伙伴享有优先选择权。

资料袋广告（独家） 4万元

• 会议资料袋的一边印有企业logo和宣传标

语；

• 免费获得大会全注册参会名额1名（可参加

会议全部活动、获得会议全部资料、全程自

助午晚餐，价值1600元/名）；

• 企业预订展位可享受展位费8折优惠。

*会议合作伙伴享有优先选择权。

会议笔记本&签字笔（独家） 4.5万元

• 为每位参会代表免费提供1个大会用本，印有企

业公司名称和logo，可在内页加放企业介绍；会

议用笔印刷企业公司logo；

• 制作数量：预计1800套（根据大会注册人数）；

• 免费获得大会全注册参会名额1名（可参加会议

全部活动、获得会议全部资料、全程自助午晚

餐，价值1600元/名）；

• 企业预订展位可享受展位费8折优惠。

37* 企业自行提供制作物，专项金额：25000元。制作物需印有大会全称，设计稿提
交组委会审核确认。 *会议合作伙伴享有优先选择权。



专项服务-现场宣传

指示牌logo展示 5000元/家名额：5个

• 大会将在会场、展览区、墙报区等沿路设置指

示牌，同时在每个分会场门口提供日程介绍。

指示牌下方展示企业logo。

• 免费获得大会全注册参会名额1名（可参加会

议全部活动、获得会议全部资料、全程自助午

晚餐，价值1600元/名）。

现场广告牌宣传 8000元/个名额：5个

• 现场广告牌在展览和大会区域，绝佳的地

理位置和醒目的标语将让贵公司从众多展

商中脱颖而出，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知名

度，并提醒参观者前往贵公司展位参观。

• 具体位置遵循“先到先得”原则；

• 企业提交广告牌画面，主办方负责制作和

安装。

道旗广告 5000元/家名额：2个

• 在大会和展会现场放置印有贵公司logo、企

业名称和宣传标语的道旗；

• 主办方统一制作和安装；

• 摆放不少于6个。具体摆放数量根据活动现

场环境确定。

场外LED屏广告 视频:8000元/个，静态：5000元/个
名额：5个

• 会议现场醒目位置设置大会LED广告屏，

全天循环播放企业广告及宣传视频。

• 视频短片：时长不超过1分钟，由企业自

行提供短片资料。

• 静态广告：单次显示时长20秒，由企业自

行提供广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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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服务-制作宣传

会议程序册广告 4000元/版名额：10个

• 彩插版位，企业提供彩色电子版广告；

• 内页刊登企业介绍、logo展示。

微信公众号宣传 5000元/篇名额：5个

• 通过中国电源学会官方微信发布推介软文

一篇；

• 企业自行提供内容，审核通过后发布。

论文集U盘广告（独家） 3.5万元

• 论文集U盘收录论文、专题讲座，工业报告等

会议资料。

• 论文集U盘上印制企业公司logo；U盘内收录详

细企业/产品介绍及产品图片；

• 免费获得大会全注册参会名额1名（可参加会

议全部活动、获得会议全部资料、全程自助午

晚餐，价值1600元/名）；

• 企业预订展位可享受展位费8折优惠。

*会议合作伙伴享有优先选择权。

合作伙伴宣传册广告 5000元/版名额：10个

• 大会统一制作宣传册放入会议资料袋中;

• 企业提供彩色电子版广告，尺寸：

210mm*285mm；

• 广告电子版放入会议论文集U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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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会务组04 中国电源学会介绍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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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源学会成立于1983年，是在国家民政部注册的国家一级社团法人，

也是目前中国电源领域唯一的国家级行业组织，业务主管部门是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

中国电源学会下设直流电源、变频电源、特种电源、新能源电能变换技术、

新能源车充电与驱动、信息系统供电技术、无线电能传输技术与装置、磁技术、

元器件、电磁兼容、电能质量、照明电源、电力电子化电力系统及装备、交通

电气化等14个专业委员会，以及学术、专家咨询、国际交流、组织、编辑、科

普、标准化、青年、女科学家、会员发展等10个工作委员会，同时下辖10个省、

市、地区行业学术组织团体会员，形成了覆盖全国的组织和信息网络。

中国电源学会目前拥有包括高级会员、普通会员、学生会员、海外会员等

在内的个人会员1万余名，基本涵盖中国电源各领域的学术专家、教授、研究人

员及相关科技人员。同时中国电源学会拥有企业会员600余家，每年举办学术交

流、专业展览、科技奖励、团体标准、科学普及、继续教育、编辑出版、科技

书刊、咨询服务等活动。

关于中国电源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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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学会公众号
获取行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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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中国电源学会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黄河道467号大通大厦16层 邮编：300110

电话：022-27686707  传真：022-27687886

邮箱：hujun@cpss.org.cn; cpss@cpss.org.cn   

网址：www.cp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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