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航空展会清单
展会LOGO

展会名称

展会地点

展会时间

阿联酋迪拜航空展览会Dubai
Airshow 【推荐】

阿联酋-迪拜
迪拜国际会展中心

2019-11-17 ~ 11-21
两年一届

俄罗斯莫斯科地面支持及机
俄罗斯-莫斯科
场设备展览会nais-russia
莫斯科克洛库斯国际会展中
心

2020-02-05 ~ 02-06
一年一届

英国伦敦机场设备展览会The
British-Irish Airports EXPO

英国-伦敦
伦敦奥林匹亚会展中心

2019-06-11 ~ 06-12
一年一届

新加坡机场设施展览会Inter
Airport SoutheastAsia

新加坡-新加坡
新加坡博览中心

2021-02-24 ~ 02-26
两年一届

德国斯图加特航空展览会Airt
ec

德国-斯图加特
新斯图加特会展中心

2019-10-14 ~ 10-16
一年一届

摩洛哥马拉喀什航空展览会A
摩洛哥-马拉喀什
eroexpo Marrakech
摩洛哥马拉喀什国际会展中
心

2018-10-17 ~ 10-24
两年一届

德国不莱梅太空技术展览会S
PACE TECH EXPO EU

德国-不莱梅
不来梅博览中心

2019-11-19 ~ 11-21
一年一届

阿联酋迪拜机场建设与供应
展览会Airport Show

阿联酋-迪拜
阿联酋迪拜国际会展中心

2020-06-22 ~ 06-24
一年一届

澳大利亚墨尔本航空航天及
国防展览会AVALON

澳大利亚-墨尔本
澳大利亚阿瓦龙机场

2019-02-26 ~ 03-03
两年一届

英国范堡罗航空业展览会FAR
英国-范堡罗
NBOROUGH
英国范堡罗国际会展中心

2020-07-20 ~ 07-26
两年一届

南非开普敦航空及国防展览
会AAD

南非-开普敦
南非空军基地

2020-09-16 ~ 09-20
两年一届

美国奥什科什航空展览会EA
A AirVenture Oshkosh

美国-奥什科什
奥什科什魏特曼支线机场

2020-07-20 ~ 07-26
一年一届

德国柏林航空展览会ILA
Berlin

德国-柏林
柏林机场会展中心

2020-05-13 ~ 05-17
两年一届

法国巴黎航天航空展览会PA
RIS AIR SHOW

法国-巴黎
巴黎勒布尔歇会展中心

2021-06-21 ~ 06-27
两年一届

德国汉堡飞机室内设计及设
备展览会Aircraft Interiors
EXPO

德国-汉堡
汉堡国际会展中心

2020-03-31 ~ 04-02
一年一届

日本东京航空展览会Tokyo
Airspace

日本-东京
日本东京有明国际会展中心

2018-11-28 ~ 11-30
一年一届

印尼雅加达航空机场设备展
览会Indo Aerospace

印尼-雅加达
雅加达会展中心

2019-08-28 ~ 08-30
两年一届

美国拉斯维加斯航空航天展
览会NBAA

美国-拉斯维加斯
拉斯维加斯会展中心

2019-10-22 ~ 10-24
一年一届

美国华盛顿卫星行业展览会S
ATShow

美国-华盛顿
华盛顿会议中心

2020-03-09 ~ 03-11
一年一届

荷兰阿姆斯特丹直升机技术
展览会Helitech International

荷兰-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会展中心

2019-11-05 ~ 11-07
一年一届

西班牙马德里空中交通管制
展览会World ATM Congress

西班牙-马德里
马德里会展中心

2020-03-10 ~ 03-12
一年一届

智利圣地亚哥航空展览会FID
AE

智利-圣地亚哥
圣地亚哥会展中心

2020-03-31 ~ 04-05
一年一届

新加坡航空展览会Singapore
Air Show

新加坡-新加坡
樟宜会展中心

2020-02-11 ~ 02-16
两年一届

印度班加罗尔机场设施和技
术展览会AERO INDIA

印度-班加罗尔
班加罗尔国际会展中心

2019-02-20 ~ 02-24
两年一届

南非德班航空展览会AAE

南非-德班

2019-11-27 ~ 11-29
两年一届

德国慕尼黑机场设施展览会I
NTER AIRPORT EUROPE

德国-慕尼黑
慕尼黑新国际博览中心

2019-10-08 ~ 10-11
两年一届

德国腓特烈斯哈芬航空展览
会AERO

德国-腓特烈港
腓特烈会展中心

2020-04-01 ~ 04-04
一年一届

美国帕萨迪纳太空技术展览
会SPACE TECH EXPO USA

美国-帕萨迪纳
图拉尔国际农业展中心

2020-05-18 ~ 05-20
一年一届

俄罗斯莫斯科直升机展览会H
俄罗斯-莫斯科
elirussia
莫斯科克洛库斯国际会展中
心

2020-05-21 ~ 05-23
一年一届

法国图卢兹航空展览会Airexp
o

法国-图卢兹
皮埃尔鲍狄斯会展中心

2019-05-11 ~ 05-13
两年一届

阿联酋迪拜空中管制设备展
览会ATC Forum

阿联酋-迪拜
阿联酋迪拜国际会展中心

2020-06-22 ~ 06-24
一年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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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候机楼设备展览会P
assenger Terminal Expo

英国-伦敦
伦敦国际会展中心

2020-03-31 ~ 04-02
一年一届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民用航空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和机场展览会Airex
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国际
机场

2020-09-26 ~ 09-29
两年一届

俄罗斯莫斯科航空展览会MA
俄罗斯-莫斯科
KS
莫斯科郊外的茹科夫斯基市

2019-08-27 ~ 09-01
两年一届

巴西圣保罗公务航空展览会L
ABACE

2019-08-13 ~ 08-15
一年一届

巴西-圣保罗
圣保罗会展中心

杭州去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Hangzhou Qufair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展会顾问:周瑶
E-mail:verazhou@qufair.com
QQ:3602809740
手机:0571-87092720

Add：浙江省下城区长浜路718号新天地
购物中心T2幢711室
Room711, NO.2 Building,Xintiandi Shopping
Center,NO.718Changbang Road ,Xiacheng
district,Hangzhou city,Zhejiang,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