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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不容错过的

    汽车轻量化盛会

500+
参展企业

20, 105
名国内外专业观众

45, 000
平方米展出面积

* 数据来源同期中国国际铝工业展三展展后统计



核心亮点

中国车轮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产能、产量、产值均已跃升为全球前沿水
平，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还满足了出口海外。为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互
动交流，加强行业国际交流合作，提升中国车轮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装备水
平以及品牌影响力，2022亚洲汽车轻量化展览会和上海国际车轮工业展，将
继续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及车轮分会合作，将成果推选、成果展示、趋势研
究、整零对接、投资衔接等协同融合，进一步提升轻量化在汽车行业影
响力，为汽车行业终端用户提供更多样化的选择，推动中国汽车产业转
型升级。

“双循环”高质量发展大背景下，先进材料在汽车产业发展的需求持续扩大，
在技术突破、产业链整合及应用领域也在不断拓展。为汽车用户提供更加多
元化的材料选择，特别联合复合材料协会，打造亚洲汽车轻量化展——汽车
复合材料专区，将聚焦复合材料在汽车车身结构、零部件上的开发及应用，
复合材料设计理念的创新，探索低成本材料体系和低成本制造工艺思路。

联合多家行业垂直媒体宣传，着手线上新媒体渠道全方位投放，重点邀约
目标观众，辐射观众达上万人，搭建交流互动平台，帮助展商和观众高效
对接，为企业提供精准的销售线索。

本次展会将持续聚焦在汽车轻量化工艺技术及相关材料创新应用、车轮装
备技术、高校创新成果技术交流会及成果展示及轻量化创新成果展示，将
拓展轻量化在细分领域话题，整合行业内资源，实现行业资源闭环，为展
商及观众提供行业发展趋势，推动行业积极发展。

>>
 专业细分论坛，

      共同探讨产业变革及趋势

>>
 联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及车轮分会，

      协会专业背书打造权威展会

>> 携手中国复合材料工业协会，
      探究复合材料在汽车上的创新应用

>>
 观众精准邀约，

      确保与目标受众高效对接



中国宝武宝钢股份
汽车板技术服务首席工程师 鲍平

尽管疫情肆虐，但阻挡不住汽车轻量化的技术发展。本次亚洲

汽车轻量化展能让宝钢能在这种国际化的舞台上展示宝钢

SMARTeX品牌，更能与汽车和材料及零部件行业进行充分的

沟通，收获颇丰，宝钢汽车板期待与励展博览集团长期合作，

助力中国汽车行业提前实现碳中和。

香港三维打印协会
会长 胡立恒

香港3D打印协会首次在本次展览会设立『香港馆』，透过本次

亚洲汽车轻量化展览会，我们了解到中国内地客户对于新能源

汽车产业的看法、轻量化应用技术的多面性需求并收获了客人

的业务意向订单。希望亚洲汽车轻量化展览会平台不断成长，

为制造业的创新发展继续助力。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董瑞平

本次亚洲汽车轻量化展，万丰奥威携旗下高强度钢、铝合金、

镁合金等轻量化金属材料系列产品亮相，展示了万丰奥威轻量

化“硬核”技术研发实力，本次参展的明星款轻量化金属材料产

品已全部应用于新能源汽车领域。祝愿亚洲汽车轻量化展览会

能够越办越好，助推汽车产业快速高质量发展！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金佳彦

本次亚洲汽车轻量化展，我们借助平台推出十年研发成果“阿凡

达”车轮，为新产品的首发做了完美官宣。高质量的展会平台为

企业赢得了广泛的商机，为车轮行业的发展、车轮装备技术的

创新提供助力。我们再次诚挚感谢励展博览集团提供的完美平

台，也祝愿彼此在合作中相互促进、共创未来。

韩国绿色汽车协会
高级研究工程师 Minsoo Kim

本次亚洲汽车轻量化展，韩国企业因为疫情原因无法前往展会

现场，但是也通过在线会面和配对，实时联系了中国买家。对

于希望进军中国市场的韩国企业来说，这是一次收获高质量信

息的活动。韩国企业通过参加本次亚洲轻量化展会，可以更好

的了解中国汽车市场及技术的现状。

诺贝丽斯（中国）铝制品有限公司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兼亚洲副总裁 刘清

经历了2020抗疫的寒冬，乘“3060”碳达峰碳中和的春风，低

碳、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轻量化铝材在汽车工业的应用迎来了

黄金发展期。诺贝丽斯愿携手励展博览集团，共同推广铝应

用和汽车轻量化的进一步发展，共同打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

世界。

中国复合材料工业协会
秘书长 孟弋洁

本次中国复合材料工业协会与励展博览集团的战略合作是一次
国际化合作，对于复合材料在汽车轻量化应用方面迈出了重要
一步。双方将通过励展旗下的亚洲汽车轻量化展览会平台，在
复合材料行业打造一个全产业链价值平台，为协会会员及展会
参展商提供全方位服务，加强复合材料企业与汽车主机厂的全
面合作，使复合材料在汽车轻量化方面得到更为广泛应用，让
励展博览集团的价值在复合材料行业得以实现。

展商寄语



*排名不分先后

参展展商（部分）

展商商品

•铝、镁、钛合金       •复合材料       •钢       •工程塑料       •其他

原材料

•焊接及连接工艺       •表面处理       •铸造       •冲压、滚压、液压       •金属切割       •锻造     

•挤压       • 注塑       •微发泡       •模压       •其他

加工工艺及设备

轻量化解决方案相关企业及设计公司 其他

新老展商再次齐聚，演绎精彩盛宴

商用车零部件

•车头       •车身       •底盘       •发动机       •轮胎、轮毂       •内外饰件       •其他零部件

乘用车零部件

•车身       •底盘       •轮胎、轮毂       •发动机       •内外饰件       •其他零部件

汽车零部件



2021观众行业细分

2022年到场专业观众将来自

• 乘用车主机厂及汽车零部件

• 商用车主机厂及汽车零部件

• 新能源车主机厂及汽车零部件

• 特种车辆及专用车辆主机厂

观众范围

*数据来源于2021年亚洲汽车轻量化展览会展后报告

20 %

14 %

19 %

15 %

12 %

14 %

乘用车

新能源乘用车

汽车零部件

商用车

轻量化材料

物流企业采购，技术人员

10 %

8 %

7 %

7 %

7 %

6 %

新能源商用车

各省市城市道路公交系统采购

各省市设施建设、建筑工程

汽车经销商、渠道商

轻量化加工工艺及设备

轻量化解决方案相关企业

重点邀请以下观众到场：
• 技术研发部门 • 材料部门
• 生产部门 • 管理部门

Top 20
 主机厂到场 零部件及

其他占比

主机厂
占比

经销商及
贸易商占比

精准邀约观众，共聚展会现场

（其中新能源车占比25%）

30%

30%
40%



TAP（Target Attendee 

Program）特邀买家，是

指前来参加亚洲汽车轻量化

展的具有明确采购意向或采

购计划的行业内高层或专业

人士。展会现场我们将甄选

特邀买家，为您提供精准的

商务配对服务。

TAP特邀买家

2022现场活动速览

*排名不分先后

特邀买家精准配对

第三届汽车轻量化工艺技术及相关材料创新应用论坛

第二届高校创新成果技术交流会及成果展示区

第一届汽车轻量化复合材料专区

第三届车轮装备技术交流会

第四届轻量化创新成果展示区

部分TAP特邀买家

New

现场活动，精彩纷呈

 2022年，
我们将邀请

             人
到场

*最终以现场公示活动为准

1200



参展咨询
邢佳慧 女士
T：+86 10 5933 9387
E：judy.xing@rxglobal.com

市场及参观事宜咨询
李硕 女士
T：+86 10 5933 9054
E：evelyn.li@rxglobal.com

www.lightweightasia.com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N4馆
Shanghai New Int’l Expo Centre N4

N1 N2 N3 N4 N5
2号

浦东嘉里
酒店

3号

入口大厅
入
口
大
厅

2022亚洲汽车轻量化展览会 上海国际车轮工业展

同 期 同 地  资 源 共 享

扫码关注官方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