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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cheCon 会议亮点

及时的内容
通过详细的会议内容和独立的分会场，如大数据、CloudStack社区大会、地理

空间、物联网、机器学习、TomcatCon、Apache 流量服务器/流量控制峰会

等，从全球最大的Apache 项目社区集合中获得第一手资料。

多元化参与
与其他行业活动不同，ApacheCon最大的吸引力之一是可以接触到各个层面的

参与者，从演讲者到与会者，到赞助商，再到Apache 成员和Committers，

Apache 项目管理委员会成员，ASF 领导层等等。与会者包括个人开发者和用

户、财富 500 强企业、初创企业、教育工作者、顾问、社区经理、意见领袖和

分析师。

创新洞察力
Apache 孵化器是ASF 的开源创新中心，目前有50 多个项目正在开发中，其演

讲内容包括数据科学、云计算、嵌入式系统、物联网/边缘和其他许多类别的最

新发展，以及气候、小额金融和密码学等行业特定领域。了解下一步的发展方

向。

知识交流
通过大量的交流机会，包括BarCampApache、黑客松、同行聚会（BoF - Birds 

of a Feather）和走廊讨论，结识几十个Apache 项目背后的高手。



ApacheCon Asia 2022
会议概况

会议规模
预计将有全球各地上万名参会者，突破地理空间的限制共享本次开源盛会

参会者包括 Apache 成员和Committers，Apache 项目管理委员会成员，ASF 领导

层，个人及企业开发者，广大开源爱好者

会议时间、地点
2022 年 7 月 29-31 日，历时 3 天

其中 7 月 29 日， 30，31 日为各个Keynote主题演讲+ 技术分论坛

此外在 7 月 2，9，16，23 日还将各有 1 场 ApacheCon Asia Live 线上Meetup 

为大会预热

会议形式
线上会议

Keynote 主题演讲

覆盖 10 余个主题方向的技术演讲



ApacheCon Asia
十余个线上论坛主题方向
** 以 2021 年论坛设置举例，2022 可能在此基础上微调



ApacheCon Asia 2022
赞助方案

战略合作伙伴 白金赞助 黄金赞助 白银赞助 铜牌赞助

赞助费用 120,000 60,000 40,000 20,000 10,000

限量席位 1 席 5 席 8 席 不限 不限

内容权益

Keynote 演讲 √ √

可额外加购：预热直播活动
出品权益

√ √ √

Keynote 主持人口播感谢 √ √ √ √

传播权益

文化衫联合 logo 露出（全
球邮寄）

√

会议资料入袋（全球邮寄） √ √ √

会前广告轮播 企业宣传片 企业宣传图 企业宣传图 企业宣传图

全方位媒体传播 √

深度媒体传播 √

基础媒体传播 √

官网主视觉 Logo 展示 单行展示 联合展示 联合展示 联合展示 联合展示

全渠道媒体传播 logo展示 单行展示 联合展示 联合展示 联合展示 联合展示

直播平台 Logo 展示 单行展示 联合展示 联合展示 联合展示 联合展示



ApacheCon Asia 2022
单项赞助

ApacheCon Asia Live 出品（仅面向黄金及以上赞助伙伴）

￥30,000元

可出品独立的线上直播活动，在大会开始前 1 个月内举办

要求分论坛内容必须围绕Apache 项目展开，演讲内容须提交大会组委会审核

大会会为直播匹配一定宣传资源，并辅助联络合作媒体同步在多平台推流

对外传播时，可使用授权宣传语：ApacheCon Asia x XXX 联合线上 Meetup /

ApacheCon Asia Live 等。



战略合作伙伴赞助方案 ￥120,000元

内容权益：

1. Keynote 演讲（15 分钟）；

2. 可额外加购预热直播活动出品权益；

3. 主持人口播感谢；

传播权益：

1. 文化衫联合 logo 露出（全球邮寄）；

2. 会议资料入袋（全球邮寄）；

3. 会前广告：企业宣传片轮播；

4. 全方位媒体传播，含：会前& 会后通稿、演讲报道、会后专访；

5. 会议全渠道媒体传播 logo 单独展示；

6. 活动官网 logo 单独展示；

7. 直播平台 logo 单独展示。



白金赞助方案 ￥60,000元

内容权益：

1. Keynote 演讲（15 分钟）；

2. 可额外加购预热直播活动出品权益；

3. 主持人口播感谢；

传播权益：

1. 会议资料入袋（全球邮寄）；

2. 会前广告：企业宣传图轮播；

3. 深度媒体传播，含：会前& 会后通稿、演讲报道；

4. 会议全渠道媒体传播 logo 联合展示；

5. 活动官网 logo 联合展示；

6. 直播平台 logo 联合展示。



黄金赞助方案 ￥40,000元

内容权益：

1. 可额外加购预热直播活动出品权益；

2. 主持人口播感谢；

传播权益：

1. 会议资料入袋（全球邮寄）；

2. 会前广告：企业宣传图轮播；

3. 基础媒体传播，含：会前& 会后通稿；

4. 会议全渠道媒体传播 logo 联合展示；

5. 活动官网 logo 联合展示；

6. 直播平台 logo 联合展示。



白银赞助方案 ￥20,000元

1. 主持人口播感谢；

2.会前广告：企业宣传图轮播；

3. 会议全渠道媒体传播 logo 联合展示；

4. 活动官网 logo 联合展示；

5. 直播平台 logo 联合展示。

铜牌赞助方案 ￥10,000元

会议同时开放面向个人的【星牌赞助】，将在活动官网上线后

开放赞助通道，并在活动官网及直播平台集中致谢。

1. 会议全渠道媒体传播 logo 联合展示；

2. 活动官网 logo 联合展示；

3. 直播平台 logo 联合展示。



赞助流程及注意事项

1. 赞助席位数量有限，如遇同一级别的冲突，则按合同签署时间进行保留。

2. 同级别赞助商 Logo 展示，将以公司品牌首字母顺序排序。

3. ApacheCon Asia 2022 将与杭州堆栈科技有限公司（SegmentFault思

否）合作，由其负责本次大会赞助相关的部分工作，包括合同签署、款项收

取、发票开具等相关赞助服务。



ApacheCon Asia 2021
合作伙伴



ApacheCon 往届赞助伙伴



ApacheCon Asia 2021
活动回顾

3 天会议

13 个主题演讲

140 +议题

18 位出品人，负责 14 个主题方向

中文演讲 80 个，英文演讲 78 个

国内讲师 100 位，海外讲师 80 位

40 余位志愿者

大数据的议题最多，共 36 个，多位来自硅谷的讲师

Hopin 注册人数 2196，参会人数 771

思否平台直播访问人次 675K



ApacheCon Asia 2021
参会数据

2021 注册用户人员分布情况

2021 思否平台直播观看数据，访问总人次 675k+



ApacheCon Asia 2021
筹备小组



议题投稿：

媒体/社区合作：

企业赞助/购票合作：

合作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