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纽伦堡玩具展览会Spielwarenmesse

展会信息 

举办时间：2022-02-02 至 2022-02-06
举办周期：一年一届
国家地区：欧洲—德国—纽伦堡
展馆名称：德国纽伦堡会展中心
主办单位：Spielwarenmesse eG
展馆面积：35000平方   客商流量：75000人   展商数量：2700家  

展会介绍 

德国纽伦堡玩具展自1949年始办以来，一直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玩具企业参展，是国际上展出规模
，最知名的专业玩具类成交性展览会，每年举办一届，是世界玩具领域知名度高、影响力最广、
参展人数最多的世界三大玩具展之一。该展会仅对专业贸易观众开放，每年都吸引了世界上主要
玩具制造领域的厂商和客户参加。 中国玩具行业似乎没有收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今年刚结束的纽
伦堡玩具展再次创下了展商和观众数量的记录。除德国的展商外，中国大陆参展企业有300多家，
是各国海外展商中参展企业数量最多的国家。根据现场的调查统计，今年参展商对参展效果的满
意度均比往年有所提高。85%的客户表示总体满意， 同时有90%的客户表示将会继续参加明年的
展会。基于良好的参展效果，中国展商现场预订下一届展位情况再次出现大幅增长，现场预定率
超过了80%，展位申请持续几年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展品范围 

生活用品:时尚配饰,发饰; 链和吊坠; 手链; 戒指; 手表; 眼镜及配件; 化妆品; 香水; 围巾; 帽子;
包和背包; 箱子和墙壁; 雨伞; 手机及笔记本电脑配件; 闪光纹身家居装饰,儿童房家具;
照明，灯具及配件; 季节性装饰品; 陶器和餐具; 蜡烛，茶蜡烛; 闹钟，闹钟; 餐垫和餐巾; 储物盒;
镜子; 海报，图片; 地毯，地垫; 壁纸和墙贴; 花园配件; 家居饰品; 厨房配件; 镜框纺织品,床设备;
家用纺织品; 厨房纺织品; 浴室纺织品钥匙圈; 照片和签名专辑; 糖果和巧克力; 礼品包装;
钱箱和数字; 纪念品; 烘焙套装
娃娃，毛绒玩具:玩偶,婴儿娃娃; 时尚娃娃; 玩洋娃娃，其他娃娃; 设计师/收藏家的娃娃;
娃娃的衣服; 娃娃的配饰; 娃娃的家具; 玩偶的婴儿车; 娃娃的客厅和房屋; 娃娃屋/房屋配件;
娃娃的房子微缩模型和配件; Punch＆Judy，其他木偶和剧院; 玩具店; 家用电器和儿童用品;
美发，虚荣和医生套装等; 功能性娃娃,软玩具,毛绒，毛皮和布料玩具; 泰迪熊;
婴儿和婴儿用毛绒和织物制品; 收藏家的文章; 其他毛绒和织物制品; 功能性毛绒
婴儿和婴儿用品:婴儿玩具沐浴玩具; 牙胶; 书籍和相册; 步行者; 益智婴儿玩具; 手机; 推拉玩具;
摇铃; 夹具; 软玩具; 木制玩具; 塑料玩具; 摇摆，保镖，摇杆; 奶嘴饲养员; 音乐时钟; 形状分拣机;
织物娃娃和动物; 儿童汽车; 滑板车; Blankies; 玩地毯婴儿纺织品婴儿时装; 取暖器;
寝具旅行系统,普拉姆斯和配件; 汽车座椅和婴儿座椅; 旅行婴儿床; 婴儿背袋和袋子;
吊索,护理与食品,瓶子和配件; 围兜; 陶器和餐具; 身体护理用品;Potties和配件; 支撑垫; 沐浴配件;
尿布配件,家居和安全产品,婴儿家具; 量棒; 房间装饰和墙贴; 苗圃的其他设备和配件; 婴儿手机;
插座盖; 安全警卫
木制玩具，由天然材料制成的玩具:木制玩具和用品,婴儿和幼儿用品; 玩具店及配件; 游戏及配件;
木制装饰品; 木结构工具包; 木制车辆; 木马和摇马; 教学木制玩具; 治疗玩具; 木制手机; 木质乐器;
儿童房文章; 托儿所和学校文章; 其他木制玩具和木制品; 木制动物和木制人物;
旋转顶部,由天然材料制成的玩具,用卡片和纸板制成的玩具; 用软木制成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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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他天然材料制成的玩具,工艺品
学校文章，文具，创意设计:学校文章，文具,练习册，积木; 文件夹，文件夹，组织辅助工具;
书写用具; 绘图材料，颜色; 指南针，绘图用具，磨刀器; 标签，箔，贴纸; 书包及配件;
背包和配件; 学校第一天的甜食锥; 教育和儿童书籍; 水壶，饭盒等; 手表，钟表和闹钟;
其他文具用品，潮流文章; 店铺装修,有创意的设计,工艺品，配件和书籍; 绘画和艺术家的文章;
造型，橡皮泥; 胶粘剂，胶水; 铸造技术; 针线，纺织品设计; 珠宝及配饰; 珠; 矿物宝石;
花店用品，人造花; 手工艺文献; 工艺品; 冶炼颗粒和套装; 蜡制品; 柳编制品;
礼品丝带，包装纸，包等
技术玩具，益智玩具，动作玩具:技术玩具,玩车; 金属玩具; 塑料玩具; 建筑和建筑玩具;
电池供电的车辆; 其他技术玩具,益智玩具,益智玩具; 教学玩具; 知识游戏; 光学玩具;
音乐玩具/乐器; 钟表; 开心一刻; 治疗和推动玩具; 适合有特殊需要的人的玩具;
其他益智玩具,动作玩具,戏剧和动作人物; 模特人物（如印第安人，骑士，动物）和配件;
主题世界（城堡，马戏团，农场等）; 建筑物（车库，停车场等）; 肥皂泡玩具; 食用橡皮泥;
其他动作玩具
电子玩具:机器人玩具机器人（模型套件）; 机器人（人物）; 电子宠物;
编码玩具遥控玩具遥控玩具; 无人机; 跟踪玩具，老虎机赛车和配件虚拟游戏,增强现实玩具;
虚拟现实玩具; 控制台和配件; 掌上电脑; E-玩具; 娱乐软件（电子游戏）; 游戏 -
应用程序（APPs）,电子学习,电子游戏; 寓教于乐（语言软件，百科全书等）;
信息娱乐软件（指南，地理，音乐，电影/电视等）; 教育应用（APPs）; 视频; 音乐; 教育软件;
学校软件; 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和电脑; 电子笔,其他电子玩具,动作相机;
可穿戴设备（智能手表，计步器等）; 3D打印及配件; 对讲机; 麦克风; 头戴耳机
模型铁路与模型构建:模型铁路,模型铁路（H0规格，N规格，Z规格，1规格，II规格，TT规格，0
规格）; 电车和配件; 铁路车辆窄轨; 电缆和悬挂铁路; 岩石铁路;
其他模型铁路,饰品,灯具和照明设备; 引擎; 蒸汽系统; 噪音系统; 联轴器; 货运; 信号;
导轨，轨道材料; 铁路配件技术模型; 电气材料; 变压器; 电子控制单元; 开关设备和点系统;
数字模型铁路控制; 计算机控制系统; 模型铁路建筑套件; 儿童铁路; 建筑物和建筑;
西洋镜，风景配件; 模型铁路集的数字; 模型铁路车辆; 铁路文献，电影素材; 模型铁路建设工具;
其他模型铁路配件,模型构建,模型套件; 模型建筑材料; 模型油漆和清漆; 粘合剂，工业粘合剂;
喷枪材料和配件; 镂空和木雕; 模型施工工具; 模型构建文献; 模型构建软件和视频; 飞行模拟;
电源（电池）; RTR模型构建; 电动机; 燃烧发动机; 蒸汽机; 太阳能发电系统; 纸板切口; 模型飞机;
模型船; H0型号; TT型号; 型号1：160（N）; 压铸模型（1:43）; 大型模型（1:18和1:24）;
其他比例模型; 历史模型; 塑胶模型; 金属模型; 各种数字; 模型建筑; 展示;
RC模型建设,嗜好,自己动手用品; 老虎赛车轨道
运动，休闲，户外:户外冬天冬季运动用品; 冬季玩具; 冰上运动用品及配件,户外夏天,充气;
沙滩和沐浴玩具; 海滩和沐浴用品; 野营用品; 充气/橡皮巾及配件; 游乐场玩具;
玩帐篷和游戏屋,闲暇,自行车，单轮脚踏车; 儿童车（婴儿车，推车，踏板车等）; 机动车; 板;
悬浮滑板; 直排轮滑鞋及配件; 球; 球类运动用品; 投掷比赛，飞盘;
Skittle游戏，boccia，炸肉饼，滚球; 飞去来器; 泡沫橡胶玩具; 体操文章; 沙玩具;
水上玩具，游泳辅助设备; 水上运动用品; 风游戏; 风筝; 杂耍文章; 飞镖和配件; 桌上足球; 台球;
有趣的文章; 射击游戏设备; Slackline; 蹦床; 乒乓球; 球池
节日文章，嘉年华，烟花:节日文章,党的文章; 笑话文章; 魔术文章; 万圣节文章;
公平和游乐场的文章; 气球及配件; 促销品，销售辅助用品; 复活节文章; 圣诞文章; 服饰及配饰;
派对照明，灯饰品; 装饰品; 生日文章,狂欢节服饰; 狂欢节面具; 帽子，帽子; 假发，胡须;
设备和配件（剑，腰带等）; 化妆和化妆品; 嘉年华装饰; 红色印度和牛仔配件; 骑士配件;
角色扮演和配件,烟花爆竹; 火箭; 舞台烟花; 电池烟花; 照明烟花; 喷泉烟花; 大型烟花; 组合烟花;
系统烟花; 派对烟花; 表烟花; 射击系统
游戏，书籍，学习和实验:儿童游戏; 测验游戏; 纸牌游戏; 骰子游戏; 拼图; 客厅游戏; 棋盘游戏;
拼图; 角色扮演; 游戏配件; 游戏文学,图书,儿童读物; 少年书; 会说话的书; 绘画书; 漫画，漫画;
书签，书挡; 儿童杂志; 学与教材料,学习和实验,教育游戏; 实验套件; 金球奖; 地图集,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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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纸板; 文具; 日历; 磁性物品; 制图

上届回顾 

德国纽伦堡玩具展览会Spielwarenmesse是由Spielwarenmesse eG举办，展览会一年一届，该展会
也是企业打开德国市场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德国纽伦堡玩具展览会Spielwarenmesse上届吸引来
自2700家参展企业，客商数量达到75000人，展会是德国纽伦堡会展中心在举办，展会面积达到35
000平方。

展会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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