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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一展两会

IWF第六届中国
健身俱乐部管理峰会

中国健身器材
行业营销峰会

IWF 2018
全球推广&资讯

观众预登记

十余场国际赛事
3月让你过足健身瘾

健身样板· 
体验国际化培训

IWF 2019
中国健身盛典

三场盛宴霸气上演
2019年3月7日-9日，第六届中国

（上海）国际健身、康体休闲展览

会（简称：IWF SHANGHAI 2019）

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面积

扩大至85000m2。

作为精耕健身市场的专业展会，IWF

上海国际健身展始终以“科技·创

新”为主题，打造中国特色的“一

展两会”。以本土化发展，引领国

际行业新浪潮！

七大子论坛围绕行业痛点，聚他方

之力，引领行业发展。

深度解读当下健身市场的新思维和

新机遇，针对新生代企业家的传承

与开拓，厂家直营经销商还能走多

远等热门话题展开对话。

想做IWF锦鲤吗？

意想不到又刺激的奖品！！！

IWF 2019现场卓越呈现了十余场国

际赛事竞技，内容涵盖健身健美、

拳击、格斗、团操、壶铃、举重、

跳绳、蹦床、俱乐部空间设计等多

个领域，3月让你过足健身瘾。

30+间培训教室

5000+名注册培训学员    

350+位专业培训导师

蓄力IWF 2019，国际同类展会推广

针对商业健身及俱乐部、健身爱好

者群体的IWF中国健身盛典，集高

峰论坛、赛事竞技、国际培训、互

动表演为一体！

·"一兆韦德杯”

 NABBA/WFF上海健美嘉年华

·RADICAL FITNESS亚洲年会 

·中国榜样俱乐部

IWF SHANGHAI 2019 IWF SHANGHAI 2019

2018

65000

350

展馆升级 面积升级 论坛赛事升级培训课程升级

新出发

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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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分布图展馆分布图 展品分类

展品类别

2019年3月7日-9日，第六届中国（上海）国际健身、康体休闲展览会（简称：IWF SHANGHAI 

2019）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面积扩大至85000㎡。

在千军万马的中国健身行业中，如何突破现有渠道声名鹊起，实现品牌销售的二次革新？来IWF

观大局，嗅商机！IWF SHANGHAI 2019除了换馆规模升级，组委会也提出了更高的服务标准，将重

点通过展商、观众、活动、现场服务等几个方面的质量对IWF实力进行全面提升。如果您也致力于健身

行业的发展，我们邀您一起共赴盛宴，共同见证新时代、新格局下焕发生机与活力的健身产业！

健身展会“高潮”不断迭起，
IWF入行六年卓尔崛起

商用健身器材

家用健身器材

健身器材配件

俱乐部用品及配套设施

俱乐部连锁加盟

健身鞋服及配饰

运动营养品、健康食品及功能性饮料

瘦身、增肌健康食品及塑身产品

VR健身及智能穿戴产品

泳池设备、景观及游泳装备

康体、按摩保健器械及配件

健康和健身咨询

瑜伽用品

室内运动休闲用品

学校运动装备

美容/水疗/桑拿/日光浴

体育科研、运动医疗设备

体育及健身场馆设施及营造

IWF SHANGHAI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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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F 2019展区规划

IWF SHANGHAI 2019规模新增30%，展会总体规模从去年

65000㎡扩大到85000㎡，健身器材及配件馆E1-E3扩大至35000

㎡，运动营养品、健康食品及功能性饮料馆E5-E6，扩大至20000㎡，

预计吸引700家参展品牌，70000名海内外观众到场参观采购、交易交

流、寻求合作。同期100+场配套活动，高效连接B端和C端人群。切合

精准人群体现IWF亚洲专业健身展会平台的资源整合能力、行业领头羊

风采，借力自贸区等发展政策东风扶摇直上！

E1-E3 健身器材馆

健 身 器 材 一 直 是 I W F 

SHANGHAI 的传统板块，也是规

模面积最大、增长较快的展区。

本届展会健身器材区共计3个

馆，分布在E1、E2、E3馆，将

展示来自全球上百家国内国际知

名品牌（乔山、必确、时保雅、

锐步、奥力来、遂生健身、巍得

健身、舒华、英吉多、万年青、

岱宇国际、英派斯、尚体、铁

人、威踏、锐思、亚新鸿等）的

家用及商用功能性训练设备、有

氧及力量设备及健身器材配件及

运动康复用品等，届时，时下最

热的智能健身器械及设备的集中

亮相也将是该区域的亮点之一。

场馆迁址，面积扩大至85000㎡

IWF 2019展区规划IWF 2019展区规划 IWF 2019展区规划

E4 俱乐部用品及配套设施馆

 E5-E6 运动营养品瘦身、增肌健康食品及塑身产品馆

伴随中国健身俱乐部的快速发展，俱乐

部用品及配套用品市场需求巨大。IWF俱乐部

用品及配套设施馆E4，为亚洲最大，国际化

程度最高的展区，吸引了众多行业知名品牌入

驻（一兆韦德、Xbody、IKID、川奥、诺亚

天、Virbam、禾施、幻体、木威体育、赛鲁

班、固乐佳、微健、远古等），将为健身房、

俱乐部、会所、工作室等商业空间构建了一个

从新产品、新设备到设计、装饰、配套设施、

运营管理等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和策略的一站式

采购及交流平台。

中 国 的 运 动 营 养 品 市 场 发 展 很 快 ， 很 多 国 际 运 动 营 养 品 品 牌 （ O N 、 康 比

特、Muscletech、ProSupps、肌肉小王子、优追麦克斯、Xnative、ND、ALL 

MAX、倍肽、诺特兰德、MP、氧星运动等）更是将IWF SHANGHAI作为进入中国市

场及拓展市场份额、推广品牌的首选平台。 而运动营养品区是IWF SHANGHAI规模增长

最快的展区，上届展位该品类增长量更是高达150%，品类之丰富也让IWF成为亚洲区域

内运动营养品类展区规模最大的健身展会。IWF SHANGHAI 2019 规划出2个馆E5-E6，

产品涉及运动营养补剂、膳食营养补剂、运动营养原料、自助蛋白粉饮料机等多种类别。

同时整合瘦身、增肌健康食品及塑身产品及功能性饮料至该区，更便捷目标买家、健身爱

好者的咨询及采购。

IWF 2019展区规划IWF 2019展区规划6 7



科技·创新·一展两会

科技·创新·一展两会

科技·创新·一展两会

IWF SHANGHAI以“科技·创新”为主题，打造中国特色的“一展两会”，通过
展会论坛、特别展示区、健身培训等系列活动，以展会服务、观展体验及供需双方互
动、市场趋势等为着眼点，让您了解到最新市场和科技趋势、专业知识及设计理念，
把握行业发展的先行商机。

 “一展两会”.顾名思义“展”：品牌展览。两会分别指：针对家用健身器材及经
销商代理商群体的“中国健身器材行业营销峰会”与针对商业健身及俱乐部、健身爱
好者群体的“IWF 2019中国健身盛典”，共同致力于健身行业的发展。

科技·创新·一展两会 中国健身器材经销商行业峰会

针对家用健身器材及经销商代理商群体
—中国健身器材行业营销峰会

中国健身器材行业营销峰会旨为行业发展建计献策，聚众力以明智，汇群思得业
慧，共同推动中国健身器材行业的良性可持续的发展。

据悉，本次经销商行业峰会突破传统经销商会议模式，创造性的融入了当下新生代
企业家的传承与开拓、销售终端应该如何应对，电商、共享、商业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优
化升级，人才团队的构建上应该如何要应变等发展论题，将有效的调动行业经销商的积
极性，同时为全国各地经销商和客户指明发展方向。

IWF 2019中国健身器材行业营销峰会
· 新生代企业家的传承与开拓

· 厂家直营经销商还能走多远

“和谐·共赢” 
IWF 2019中国按摩保健器具行业营销峰会

· 共享按摩的共赢之路

· 共享经济下的按摩椅经销商生存之路

· 新零售风囗之下的按摩器材经销商的突围之路

中国健身器材经销商行业峰会

·IWF 2019外贸对接会

商贸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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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健身器材行业营销峰会

群贤毕至·细分盈利新模式
—IWF 2019中国健身器材行业营销峰会

健身是一个大市场，依然有很多可挖掘的点，当下行业还能更细分。IWF深知健身行业在中国

是一个新兴行业、朝阳产业，未来会持续扩张，而健身也会被越来越多的人需要。所以在此次峰会

上，IWF不仅邀请到行业分析师公开发布健身行业年度各项大数据，还将针对数据进行详细解析，

摸索未来的发展规律。

同时，IWF还盛情邀请到亚太地区健身业界大咖们分享其在健身行业耕耘多年所积累的经验与

教训，可谓是健身行业海外一线与国内一线大咖最具含金量的一次对话。在健身消费丰富多元化的

今天，中国健身器材行业品牌如何突破现有渠道，实现品牌和销售二次革新？抓紧时下的发展契

机，为健身器材生产商、品牌商、经销商及代理商寻找突破口，深度解读当下健身市场的新思维和

新机遇，包括品牌营销的趋势走向，以及当下主流的销售渠道正在发生什么变化？IWF 2019中国健

身器材行业营销峰会通通全方位解读！

中国按摩保健器具行业营销峰会

打破壁垒·搭建共享新桥梁
—“和谐·共赢” IWF 2019中国按摩保健器具行业营
销峰会

商贸配对

2018最火的概念无疑是“共享经济”，共享商品也是百花齐放。而“共享按摩椅”通过有效

整合碎片化的等待时间和闲置的空间，为消费者提供舒适的按摩服务，将使得共享按摩椅也成为共

享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在机场、影院、商场、KTV、车站等大型公共场所都有出现共享按

摩椅的身影。

那么，共享按摩椅作为按摩保健器具的大头，市场到底有多大？相比其他分时租赁设备，这个

模式的优劣势在哪里？此领域的创业门槛又有多高？如何提升其营收空间？IWF 2019中国按摩保

健器具行业营销峰会将围绕“共享经济下按摩器具经销商的生存之路”、“共享按摩的共赢之

路”以及“共享经济下的按摩椅经销商生存之路”等热点话题，结合当前中国按摩保健器具行

业发展与转变趋势，针对其市场经营状况提出战略新思路，适应市场变化，在变化中求发展。

IWF 2019外贸对接会旨在为促进参展企业与专业买家的信息共享，提供技术交流与采购合作交

流机会。主办方将在展前对买卖双方进行匹配，并在展会现场VIP商贸洽谈区安排自由接洽，让您轻

松把握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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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F 2019中国健身盛典

超级品牌IP—IWF 2019中国健身盛典

85000m2场馆

30 + 培训教室

700 + 参展品牌

100 + 主题活动

350 + 培训导师

5000 + 选手参赛

5000 + 注册学员

70000 + 参展观众

针对商业健身及俱乐部、健身爱好者群体的IWF中国健身盛典，集高峰论
坛、赛事竞技、国际培训、互动表演为一体，在2019年将继续优化内容并提
升品质，你将看到更前沿更高端更多元更精致的IWF中国健身盛典！

IWF 2019中国健身盛典 IWF 2019中国健身盛典

IWF第六届中国健身俱乐部管理峰会

￭IWF 2019中国健身领袖论坛

￭IWF 2019连锁俱乐部经营管理论坛

￭IWF 2019地产+体育跨界融合论坛

￭IWF 2019智能健身房发展论坛

￭IWF 2019中国运动营养品的痛点与趋势剖析论坛

￭IWF·PTS 2019中国私教高峰论坛暨首届私教荣誉盛典

￭“一兆韦德杯”NABBA/WFF上海健美嘉年华

￭RADICAL FITNESS 亚洲年会
￭中国榜样俱乐部

赛事竞技

￭IWF·“女神杯”城市精英联盟赛-全明星堂2019

￭2019 IWF·CUBFA健美健身比基尼邀请赛（大学生）

￭2019 Modern Gym Style·第三届健身俱乐部空间设计赛

￭醉中国·时尚团操大赛

￭IWF 2019拳城出击

￭IWF 2019综合格斗挑战赛

￭IWF 2019健身瑜伽公开赛

￭IWF 2019首届巴西战舞竞技赛

￭2019 IWF·WKSF 壶铃锦标赛

互动表演

￭“谁是绳王”跳绳嘉年华

￭健身服饰fashion show

￭炫动蹦床

国际培训

￭IWF 2019第六届中国健身盛典

IWF 2019中国健身盛典

重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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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论坛

IWF第六届中国健身俱乐部管理峰会将于3月7-9日，在IWF 2019上海国际健身展现场（上

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此次峰会将设置多个分论坛，围绕行业痛点，聚他方之力，引领行业发

展。

旅游业、体育产业、娱乐产业是公认的大机会所在。而健身行业是体育产业中的核心层，

与人们的健康息息相关，是重线下、重运营的行业。线上流量一定要转化成线下的体验，而线下

的体验也一定要通过高效的运营得到复制和升级。这正是IWF 2019中国领袖论坛的嘉宾们共同

探讨所要达到的目的。

IWF 2019中国健身领袖论坛将诚邀知名俱乐部及机构负责人，始终致力于探索中国健身

俱乐部的发展趋势及方向，为健身俱乐部投资人、老板、运营管理者以及配套服务商等带来全新

的专业视角，并大力推行企业和行业机构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IWF 2019中国健身领袖论坛

高峰论坛

中国体育人群在高速增长，大众对体育服务和商品的需求也正在摆脱“数量”的束缚，

向“质量”转变。俱乐部连锁化是大方向，如今的健身俱乐部正向高端化和快捷大众化两端发

展。IWF 2019连锁俱乐部经营管理论坛将围绕俱乐部经营盲点、人才管理、连锁俱乐部的品牌

塑造等方面，全方面解答如何提高健身俱乐部的核心竞争力。

运动健身App不断深入到大众的生活场景之后，VR进入健身房，是否会指向下一个风口？

能否是传统健身房占领市场的新助力？激起这千亿级市场的涟漪？2019智能健身房发展论坛将

以智能健身房的软件与硬件管理为主题，针对科技深入健身领域的行业趋势，共同探讨互联网

健身领域发展的新方向。

中国私教职业的从无到有、私教课程服务价格的从低到高，私教群体素质的提高、以及

对俱乐部发展与日俱增的重要影响力，私教群体在健身品牌塑造中所起的重要作用，IWF·PTS 

2019中国私教高峰论坛暨首届私教荣誉盛典将针对私教团队的组建、管理和发展进行了深度分

析，表彰优秀私教。

面对日新月异的市场，中国运动营养行业便开始不可避免的面临更加细分的用户人群及市

场需求，但行业整体对于日益多元化的消费者的研究与把握，仍有不足，也给企业的产品、研

发创新，以及营销创新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方面能够迅速突破的运动营养品牌，未来

更有机会把握住中国市场的机遇。IWF 2019中国运动营养品的痛点与趋势剖析论坛将邀请国内

外知名运动营养品牌负责人，深刻挖掘当前营养品市场蕴藏的巨大金矿。

IWF 2019连锁俱乐部经营管理论坛

IWF 2019地产+体育跨界融合论坛

IWF·PTS 2019中国私教高峰论坛
暨首届私教荣誉盛典

￭IWF 2019连锁俱乐部经营管理论坛

￭IWF 2019中国健身领袖论坛

￭IWF·PTS 2019第三届中国私教高峰论坛暨首届私教荣誉盛典

￭IWF 2019智能健身房发展论坛

￭IWF 2019地产+体育跨界融合论坛

￭IWF 2019中国运动营养品的痛点与趋势剖析论坛

聚势赋能·最具含金量对话
——IWF第六届中国健身俱乐部管理峰会

IWF 2019中国运动营养品的痛点与趋势剖析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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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全民健身时代，不少地产项目引进了以“体育运动”为主题的项目，希望通过这种

注重运动性、娱乐性、乐趣性的新型体验，最大化发挥运动的强体验性带来的“吸客”功能，

打破品牌的同质化。体育业态如何助力地产盈利模式? 体育业态如何与景区、商业等地产领域相

互推动？ IWF 2019地产+体育跨界融合论坛将从运动健康、娱乐体验、跨界融合、配套服务等

方面进行一线实战分享。

IWF 2019智能健身房发展论坛



重磅活动

三场明星级盛宴，
IWF 2019霸气上演

一兆韦德杯”
NABBA/WFF上海健美嘉年华

重磅活动

RADICAL FITNESS
年会热浪掀起

R A D I C A L  F I T N E S S 是第一间致力于创

新 研 发健身训练课程的阿根廷公司。由拥有超过

20年专业经验，全球健身界家喻户晓的Nathaniel 

Leivas 及他的妻子Gabriela Leivas 于2004年创

立。RADICAL从拉丁文radicalis而来，意味着背

离传统，在现有的观点、习惯、条件或机构下，作

出极大的变化。希望能带给人们创新、不受既有思

想拘束的新思维及新的运动方式。

RADICAL FITNESS目前在全球42个国家拥有

8000家授权俱乐部，30000个认证教练以及320万

个学员，约每五分钟就有一堂热力客课程在世界的

某处开始上课。

2019年3月8-9日，“RADICAL CHINA SUPER 

FIESTA暨亚洲年会”将在IWF 2019上海国际健身展

热辣登场。超200名国内外知名RADICAL教练将齐

聚IWF SHANGHAI 2019展会现场，带大家一起用

热力嗨爆全场！

最终获奖选手不仅会颁发专属证书、奖牌以

及奖杯，更有超大惊喜！获得每组前六名的参赛

选手,直接晋级2019年6月第51届WFF宇宙先生/

小姐大赛！此外IWF大学生赛的优秀获奖选手直

接获得此赛事青年组比赛资格，IWF选美大赛优

秀获奖选手直接获得此赛事比基尼模特比赛资

格。

健美先生阿诺德·施瓦辛格16岁第一次参加

NABBA健美比赛，是3届NABBA宇宙先生和1届

NABBA世界先生得主。NABBA为他日后奔赴美

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NABBA国际业余健美运动员协会、WFF世界

健身联合会主办，一兆韦德健身冠名，IWF上海国际

健身展承办，2019年3月7日-9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

中心举办。大赛分为健美、模特两大类别，共31个

组别，颁发27张WFF职业运动员卡。

来自WFF国际总部的86个成员国的近百名海外

优秀运动员，更有6名重磅明星世界冠军云集上海

IWF 2019。WFF主席格兰·兰斯菲尔德领衔的国际

赛事专业工作团队，世界健身学院院长、世界职业

健美操四连冠苏·史丹利女士领衔的专业培训机构老

师，以及国际明星导师教育团队也将亲临现场。

热浪掀起，劲电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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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活动 IWF SHANGHAI 2019

中国榜样俱乐部 · 一兆韦德

IWF 2019上海国际健身展携一兆韦德俱乐部打造
“中国榜样俱乐部”，全面展现俱乐部形象，描绘未来！

PART 1

PART 2

PART 3

一兆韦德馆将分为上下两层，一层将

全面展示一兆韦德的发展历程及未来发展方

向。采用全新LOFT装修风格，满足健身设计

的冲击感和带动感，营造自由畅阔的健身空

间，不仅可以深切感受到大品牌俱乐部一路

走来在每个转折点的抉择，且可以直视未来

健身俱乐部将会呈现的模样与状态。

一兆韦德馆二层将全新打造超级VIP服

务，为VIP会员提供更便捷、舒适、完善的

健身和周边服务。健身的目的不仅是达到锻

炼、健康或傲人的身材，更应得到身心的放

松、精力的充值、精神的丰富...打造更人性的

会员体验是一兆韦德的目标。

以团操的活力带动大众的情感释放，在

一兆韦德馆将体验到动感、精致的新型团操

房，国际新潮的团操课程，在超大的空间内

为每一位追求时尚、热爱健身运动、追求健

康的人士提供最理想的健身场所。

品牌形象展示

超级VIP

国际时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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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F SHANGHAI 2019
将再次点燃健身圈
打造一场潮流盛宴!

十余场国际赛事,3月让你过足健身瘾
从浅体验到真沉浸，IWF2019现场卓越呈现了十余场竞技赛事，内容涵盖健美、拳击、格斗、团操、壶铃、

举重、跳绳、蹦床、俱乐部空间设计等多个领域，令人身临其境感受荷尔蒙的燃烧，全新升级的IWF 2019势

必给大家带来具有视觉冲击力和情绪感染力的全景竞技赛事，3月让你过足健身瘾。

IWF·“女神杯”
城市精英联盟赛-全明星堂2019

IWF·“女神杯”
城市精英联盟赛-全明星堂2019

2019 Modern Gym Style
第三届健身俱乐部空间设计赛

2019 Modern Gym Style
第三届健身俱乐部空间设计赛

 “女神杯”城市精英运动会·联盟赛由女神举重俱

乐部创办，其最为精彩的总决赛将在I W F  2019

拉开。倡导都市精英人群以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享受运动和竞技的乐趣。比赛项目将分为两类，

『Weightlifting』——举重和『Venus 5』体能五

项——划船、深蹲、引体、跳绳、折返跑。

       “Modern Gym Style”中国俱乐部空间设计大

赛，是IWF的原创赛事IP。目的是打通俱乐部设计

师与俱乐部老板之间的沟通桥梁。每年既为设计师

提供了展示自己的平台，又给俱乐部老板提供了打

造自己俱乐部的新思路。2019 Modern Gym Style·

第三届健身俱乐部空间设计赛新增大学生板块，扩

大作品征集范围，公开评选标准，公开评选过程，

设立公投奖项，增加观众参与感。为行业挖掘输送

专业人才和新鲜血液，为在校学习室内设计的大学

生创造学习平台。

2019 IWF·CUBFA
大学生健美健身比基尼邀请赛

2019 IWF·CUBFA
大学  美健身比基尼邀请赛

IWF 2019
首届巴西战舞竞技赛

IWF 2019
首届巴西战舞竞技赛

　 　 作 为 I W F 每 年 最 吸 睛 的 活 动 ， 本 次 2 0 1 9 

IWF·CUBFA大学生健美健身比基尼邀请赛由IWF上

海国际健身展组委会、CUBFA健美健身赛事组委会

主办，南京艾睿博迪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旨在推广健美健身运动！为广大健身爱好者及相关

从业者搭建一个优秀、纯粹的展示和交流平台！参

赛选手严格执行中健美协会关于反兴奋剂工作的相

关条例，禁止使用兴奋剂。性感的霸肌和翘臀，在

IWF 2019更加肆意！

巴西战舞，也叫卡波耶拉，是一种16世纪时由

巴西的非裔移民所发展出，介于艺术与武术之间的

独特舞蹈。IWF 2019首届巴西战舞竞技赛，征集来

自全球的Capoeira选手，挑战如何将杂技的平衡性

和柔软性，舞蹈的优雅姿态和力量，打斗的速度和

音乐的节奏，和谐融合一体形成强力流畅的动作。

赛事竞技赛事竞技

醉中国·时尚团操大赛  
醉中国·时尚团操大赛 

IWF综合格斗挑战赛
IWF综合格斗挑战赛

IWF 2019健身瑜伽公开赛
IWF 2019健身瑜伽公开赛

2019 IWF·WKSF 壶铃锦标赛2019 IWF·WKSF 壶铃锦标赛

拳城出击格斗系列赛-上海站拳城出击格斗系列赛-上海站

团操——力量与智慧的联合出击，音乐和体育

健身完美结合，全能团操更是将有氧拉丁，有氧舞

蹈，踏板操，健身操，蹦床操，腰腹塑型，动感单

车等融合得恰到好处。在IWF 2019醉中国·时尚团操

大赛上，明星导师阵容全线升级，高额奖金。零门

槛，全民参与，呈现给大众一场以体育健身娱乐为

一体的Party狂欢。

综合格斗融合了多种格斗模式，包括泰拳、散

打、拳击、柔术等格斗技巧，是所有格斗类项目中

最具观赏性的。IWF将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综合格

斗将士现场对决。这是一场由各国顶尖高手联袂演

绎的巅峰对决，是令无数综合格斗爱好者疯狂的饕

餮盛宴，也是一场荣誉之战！如果你不喜欢重复的

机械健身，来IWF看综合格斗争霸赛，激烈的格斗

赛事你看一次就会爱上！

拳城出击巅峰之战以近几年热度持续上升的拳

赛对抗为主题，多元化生活方式表达“用年轻力量

演艺生活的不同格调”，同时是对民众活力及价值

的释放，加深健身人群对搏击多元化的认同感。

拳城出击巅峰之战震撼登入IWF 2019的舞台，

拳王强强对垒，拳赛与健身的碰撞，专业拳击擂

台，360度无死角观看。谁将赢得巅峰对决，让我们

拭目以待！

练习壶铃，可以提升肌耐力、肌爆发力，以

及心肺耐力。进行壶铃运动时，躯干核心会被非

常确实的锻炼，同时也能训练全身运动的协调性，

以及肢体的柔软度。为大力推广壶铃运动，IWF

得到WKSF（世界壶铃俱乐部）的授权举办2019 

IWF·WKSF壶铃锦标赛，旨为让更多民众认识壶铃

运动。

在瑜伽看来，健康是心灵和自然的结合，是尽

力享受完善的过程。不管你的体态如何，在修炼一

段时间瑜伽后，会发现自己的心情逐渐平和安详。

你的灵魂会跟随着你的躯体，在这错综复杂，纷繁

凌乱的生活中慢慢静下来，沉淀而优雅。

在IWF 2019健身瑜伽公开赛中，IWF将邀请全

球20+位顶尖瑜伽导师，数百位瑜伽爱好者共同参

与现场瑜伽表演，将瑜伽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赛事竞技赛事竞技20 21

IWF SHANGHAI 2019
将再次点燃健身圈
打造一场潮流盛宴!



沉浸式表演，触电式娱乐

跳绳自南宋在民间发明以来，就是一项

老少皆宜的全身性有氧健身运动。加上它操

作的简单性、运动器材的便携性，获得了广

大群众的喜爱。在跳绳前，大家只需要准备

一条适合的绳子，穿着轻便即可。IWF 2019

，集结成群拥有高超技巧的跳绳人，到现场

都跳得好，花样百出，热火朝天激情迸发！

喜爱跳绳的你，内心一定跃跃欲试！

“谁是绳王”跳绳嘉年华

炫动蹦床

健身服饰Fashion Show

蹦床将专业的竞技体育以娱乐化、大

众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将运动和娱乐有力地

结合起来，软软的垫子既大汗淋漓又招招过

瘾，这就是目前像蹦床这类体育项目能够风

靡的最大原因。蹦床上的跳跃，运动的氛围

瞬间被点燃。独特的动作编排和超强的音乐

乐感，如果你也想体验这项高效、富有乐趣

的蹦床运动，那就来IWF 2019感受这快乐

起跳的热情!

对于健身服饰来说，一直以来我们身处由欧洲和美国设计师主导的时尚中，而近年来运动国货服饰品

牌在竞争中分一大杯羹，以其极富特色的印花、款式与设计，为健身运动服饰时尚设计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

力。新一代的健身服饰设计师们独具匠心，将把运动时尚带到IWF 2019现场，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量身打造

越来越多具有活力的创新作品，在运动时尚圈里掀起新一波浪潮。

互动表演

健身样板· 体验国际化培训
IWF 2019第六届中国健身盛典

IW
F 2019 CHIN

A FITNESS CONVENTIO
N

时间：2019年3月7-8日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上海市浦东新区龙阳路2345号）

同期举办：

RADICAL FITNESS亚洲年会

醉中国·时尚团操大赛

……

国际培训

30+
教室

5000+
学员

350+
专业培训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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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F 2019 CHINA FITNESS CONVENTION

>>版块细分

>>阵容升级

致力于打造中国健身培训精品内

容的IWF 2019第六届中国健身盛典，

培训课程将升级划分为三大版块：国

际课程版块\学分认证课程版块\通票

课程版块。

其中，持国际课程版块与学分

认证版块学员票的童鞋，可参与所有

通票类课程。

IWF中国健身盛典的课程包含最

前沿的俱乐部管理和销售知识、市场

营销方法、私教技能提升，以及最热

门流行的功能性训练课程、团体健身

课程、舞蹈类课程、瑜伽及普拉提课

程、运动防护与康复、青少年体适能

等培训课程，是俱乐部管理、教练职

业提升、行业互动的最佳学习交流平

台。

既然做了版块划分，相应的，

导师阵容也将同步扩大。尤其是，

国际导师阵容。中国健身市场的不断

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国际健身机构

将注意力转移到中国。所以，在IWF 

2019第六届中国健身盛典上，您将

看到超越往届的国际导师阵容，为学

员们带来最专业最前沿的国际健身课

程，让您收获满满！

国际培训国际培训 全球推广

蓄力2019，IWF全球推广之旅

FIBO 2018—德国

SPORTEC—日本

RIMINIWELLNESS—意大利

俱乐部产业展、泳池SPA设备展 
——美国

4月12-15日，为期四天的FIBO 2018 德国科隆

国际健身展在科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IWF组委会国

际买家邀请团队专程前往德国科隆，开展宣传推广

工作，向与会客商介绍IWF上海国际健身展，并力邀

来自全球各地的品牌商及专业买家前来上海参展、

参观。

SPORTEC展会期间，组委会共接洽观众近千

位，现场发放展会邀请函5000千余份。其中，前

来咨询的观众很大一部分表示曾多次来上海参观过,

明年将继续进行IWF之行。也有观众近期接收到来

自组委会官方渠道发送的邮件和邀请电话，对展会

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同现场观众的沟通交流过程

中，组委会也获悉，上海国际健身展已被大多数的

当地行业人士知晓。为使IWF 2019这场健身行业盛

会的信息传达给更多海内外的健身人士，近来，组

委会买家邀请团队的常规邮件、电话邀请等的工作

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

5月31日-6月3日， RIMINIWELLNESS展会期

间，IWF海外推广及买家邀请团队在现场一对一的

向来自各大国家和地区的买家传递IWF SHANGHAI 

2019的最新展会规划及进展、并介绍专为海外买家

推出的“多项赞助海外买家优惠政策”，大手笔、

好平台，外商纷纷点赞。同时，在工作人员的指导

下，不少外商当即进行了IWF SHANGHAI 2019的预

先登记，并互换名片。

IWF 全球推广

10月24-26日，美国健身俱乐部产业展在芝加

哥城区最繁华的密歇根大道上的希尔顿酒店举行。

随后10月28-11月2日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美国泳池 

SPA 设备展，展会期间，IWF 海外推广团队与参展

客户面对面沟通交流，倾听展商内心的真实想法，

了解客户的产品在中国市场的销售情况，以及对

IWF健身展的宝贵意见与建议。

扫一扫上方二维码，享700早鸟

价，在线购买报名IWF 2019中国健

身盛典培训通票课程（早鸟截止时间

2018年12月31日）

注：通票不适用于学分认证课

程，具体安排以IWF2019现场公布

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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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F上海国际健身展在中国乃至世界贸易经济最为活跃和发达的地区——“上海”举办，很多国际大牌

进驻中国皆首选上海。外商IWF之行，不仅可以采购产品，还可以借此机会了解中国健身市场发展情况及趋

势，和寻求中国代理和经销及OEM资源。众多品牌商及客商在经过交流之后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另外，IWF 

上海国际健身展组委会推出的“多项赞助海外买家优惠政策”活动也广受外商欢迎，对组委会回馈买家的大

手笔投入赞赏有加，纷纷报名申请。从海外到国内，IWF远赴德国、日本、意大利、美国等，组织交流与合

作以及开展相关推广和邀请工作，使得展会信息精准化覆盖有效群体。



跟进健身市场新向标 
彰显康体展会硬实力

IWF中国健身领袖论坛（安徽）：
行业精英，匠心解读1

4

5

2

3

10月13日上午9时，由IWF上海国际健身展组委

会、安徽省健美健身运动协会主办，上海市健身健美

协会、大世界健身、柏力健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

支持的IWF中国健身领袖论坛暨第二届安徽健身俱乐

部管理论坛于10月13日在安徽合肥隆重举行。邀请到

行业各领域知名领先代表，3HFIT联合创始人姚宁、亚

健体育（北京）有限公司总裁程丹彤、FTN全能店长

课程创始人杨松、极练体育创始人吴承瀚等嘉宾，围

绕“俱乐部管理经营与盈利创收”主题，深度探讨当

前健身俱乐部的运营管理、营销模式、团操的价值、

健身从业人员的未来之路等问题，旨在进一步推动行

业在俱乐部经营管理方面迈上新台阶，并促进行业人

员转型升级，助力健身课程多样化协调发展，为安徽

省乃至长三角地区健身行业做引领作用，意义重大而

深远。

2019世界健身联合会“一兆韦德洲际杯”
IWF上海国际健身健美大赛海外新闻发布会

IWF第三届
厦门健身器材行业企业家分享交流会

9月6日，IWF上海国际健身展、一兆韦德健身和

世界健身联合会、世界健身学院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市

签署协议，授权举办2019世界健身联合会“一兆韦

德洲际杯”IWF上海国际健身健美大赛在IWF 2019内

举办。

10月26日，在晴空万里的厦门，IWF第三届厦

门健身器材行业企业家分享交流会圆满结束。本届交

流会特邀请文体用品协会体育器材专业委员会肖秘书

长、厦门康乐佳运动器材有限公司魏总、北京金史密

斯科技有限公司景总、厦门鑫奥力电器有限公司任

总、上海久工实业有限公司韩总、厦门威迪康科技有

限公司邱总、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张总等行业企业

家对健身器材行业目前的发展特点、所处的发展阶

段、厂家器材主导市场转向以消费者为主导的趋势等

问题进行交流分享，共同促进健身器材行业的良性发

展！

IWF 2018资讯 IWF 2018资讯

第三届
“西湖论健”暨中国健身器材企业家俱乐部

上海市健身健美协会四届四次理事会暨
2018年度会员大会隆重召开

2018第三届“西湖论健”暨中国健身器材企业家

俱乐部启动仪式将在本周开幕，本次交流大会以“新

常态下的角色转变”为主题，旨在为中国健身行业的

经销商找准自己的定位，共同探究在日异月新的市场

变化中如何开辟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

11月10日上午9:00，上海市健美协会四届四次

理事会议在上海银星皇冠假日酒店隆重召开。上午

理事会议汇报了秘书处《2018年度工作及2019工作

计划》、竞赛委员会《2018年度工作及2019工作计

划》，并审议健身场馆委员会、健身教练委员会、考

试培训中心、就业指导中心等工作职责及主要负责人

名单。下午以“私人教练的从业标准”、“健身行业如

何在新形势下创新与发展”为主题开展互动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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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登记有奖，如何参观展会？ 
预登记四大优势

在线预登记，
即可获得价值 50 元门票

现场无需排队登记，
专属通道换取胸卡！

定期收到电子快讯，
掌握即时行业资讯及展会动态！

预登记有奖
有机会赢取丰富豪礼！

参观预登记参观预登记

普通观众登记：

IWF VIP 观众计划 :

IWF 团体观众预登记 :

观众须知：

1、观众预登记通道将于2019年3月05日17:00关闭，请及早办
理预登记！

2、如您未及时办理预登记，可至展会现场登记大厅办理参观胸
卡（50 元 / 人 / 展期）；

*IWF VIP观众计划是旨在提升您观展体验，为您IWF SHANGHAI
之行提供最大的便捷！

* 可至官网（www.ciwf.com.cn）查阅成为 IWFVIP 观众的条件，
下载“VIP 观众申请表”，填写完后于截止日期前发送至 iwfxc@
donnor.com。申请截止时间：2019 年 2 月 20 日。

* 只受理注册人数超过 10 人以上的，可至官网（www.ciwf.com.
cn）下载“团体观众申请表”，填写完后于截止日期前发送至
iwfxc@donnor.com

（申请截止时间：2019 年 2 月 20 日）

（申请截止时间：2019 年 2 月 20 日）

注：“IWF VIP 观众”、“IWF 团体观众”将尊享多重礼遇，具体
可登录 IWF 官网了解。

微信扫描二维码

关注IWF官方微信

点击菜单栏

观众服务→参观登记

登录官网

点击“我要参观”链接

完成观众预登记

预登记截止日期：2018 年 3 月 5 下午 17:00

如需协助及咨询，请联系 IWF 参观服务团队：

联系人：彭女士　　电话：021-66267222-8035　　

邮箱：iwfxc@donnor.com

参观预登记参观预登记28 29



所有获奖的预登记观众需凭组委会发送的获奖

短信（需本人，转发无效）及本人身份证，

于2019年3月7-9日到IWF2019现场（上海新

国际博览中心）E5馆“ON”展位上（展位

号：E5A33）领取价值299元的奖品。

活动一

活动二

2018年3月1日前，凡完成IWF SHANGHAI 2019观众参观

预登记，即有机会赢取IWF组委会提供的展会期间三晚免费

住宿（组委会指定酒店，准四星级以上）。注： 获奖信息以

短信和电话通知，并在IWF上海国际健身展官方微信（IWF-

SHANGHAI）公布获奖名单。

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3月3日（2019年2月4日(除夕)~2

月10日 共7天，暂停）期间，凡完成IWF SHANGHAI 2019

观众参观预登记，即有机会中奖。IWF每2周将从已预登记

观众中随机抽取20位，送出价值299元的运动营养品大礼

包。获奖信息以短信和电话通知，并在IWF上海国际健身展

官方微信

（微信号：IWF-SHANGHAI）里公布获奖名单。

想做IWF锦鲤吗？
意想不到又刺激的奖品！

预登记有礼 预登记有礼27 30



展会以立体式的宣传渗透业内专业人士，利用大众媒体、专业媒体、专业市场、互联网等为传播

导向面对经销商、代理商与采购商，结合组委会庞大观众数据库与实效的观众组织，多角度、全

方位为广大业内人士打造最具影响力的健身及康体休闲展览会。

强大宣传攻势、精准买家邀请

（多渠道观众邀约、确保有效参展）

IWF SHANGHAI 2019

多渠道观众邀约28

多渠道观众邀约

1
--------------------------------

邮寄计划5 --------------------------------

微信/短信 6-------------------------------------

系统性的全年宣传计划 7-----------------------------------------------------
--

--
--

2------------------------------

全球同类展会 4
---------------------------------------

全球化同业关系网推广3 ---------------------------------------

电话呼叫
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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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垂询 
上海德纳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河南北路441号锦艺大厦16楼 
电话：021-66102038 
传真：021-63060633 

网址：http://www.ciwf.com.cn/zh/ 
邮箱：iwfchina@donnor.com

支持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IWF 2019中国健身盛典
“一兆韦德杯”NABBA/WFF上海健美嘉年华

Modern Gym Style俱乐部空间设计大赛
RADICAL FITNESS首届亚洲年会

醉中国·时尚团操大赛

主办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中国体育报业总社 

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
上海德纳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