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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组织机构：
国际汽车轻量化绿色科技联盟
中欧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联合会
中欧汽车材料委员会

指导单位：
中国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欧洲汽车供应商联合会

协办机构：
德国电动车协会
韩国汽车零部件协会
德国碳纤维复合材料协会
日本电动车工业协会
上海市汽车工程学会
江苏省汽车工程学会
吉林省汽车工业协会
四川省汽车工程学会

执行主席：
IALTA执行理事长Jean-Claude Steinmetz

第十三届（2020）国际新能源汽车技术

及轻量化新材料、智能装备（上海）展览会

打造新能源汽车产品线“一站式创新服务平台”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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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全球环保制约，全球车企加快在新能源汽车关键
技术开发应用；实施应用先进轻量化部件来实现整车
减重；提高电动车的续航能力；将是全球新能源汽车
研发战略发展必然趋势；轻量化材料产业也已被列为
中国“国家十三五新材料规划"的战略发展重点；根据
专家预计，中国在未来3年汽车轻量化材料市场规模
将达到5000亿元，其中仅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就将达
350多亿元。伴随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强劲增长、
轻量化材料在新能源汽车结构件应用发展将迎来更为
广阔市场开发前景，各大轻量化材料企业也迎来了历
史性的发展机遇。为了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轻量化与
产品线应用，第十三届（2020）国际新能源汽车技
术及轻量化新材料、智能装备（上海）展览会将于
2020年8月7-9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同期
举办：2020国际新能源汽车工业及智能制造（上
海）展览会，展会预计展会面积将达60000平米，展
商超过600家，专业观众超过80000人次。

新能源汽车已列人中国“国家十三五产业规划"的
新兴战略发展重点；到2020年，纯电动汽车和插
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生产能力达200 万辆、累计产
销量超过500 万辆。
新能源汽车轻量化及智能制造技术已经成为《中
国制造2025》和《智能制造“十三五”发展规划》
国家制造业的发展战略，中国汽车工业将借助智
能制造技术实现产业全面升级；汽车轻量化材料
应用预计2020年达到汽车减重15%、2025年减重
20%、2030年减重35%的目标；新能源汽车轻量
化关键部件技术应用急需突破。中国新能源汽车
在的智能化、轻量化、电动化技术带来全新变
革，也将加快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开发及绿色产
品线与智能装备技术应用革新；中国庞大的新能
源汽车市场需求，为全球汽车工业
发展创造了巨大商机。

2020全球新能源汽车轻量化创新（上海）峰会
暨新能源汽车产品线创新&配套会议大咖云集

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增长强劲
上海国际新能源汽车轻量化展8月举行

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增长强劲
国际新能源汽车轻量化及智能制造展8月在上海举行



直面后补贴时代---亚洲强劲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未来已来打造新能源汽车产品线
一站式创新服务平台

成果展示 产品线变革 预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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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技术

及轻量化产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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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区 14年
轻量化经验

2019展会
聚集全球市场

新能源汽车技术与智能制造及轻量化行业国际盛会



2020年度中国新能源-电动汽车绿色科技创新奖评选活动

同期配套活动：中国新能源汽车重大科技创新周成果专题展示

展会和会议联动
1.评选活动宗旨：
IALTA（中国）新能源-电动动汽车绿色科技创新奖评选活动
将助力中国新能源-电动汽车轻量化科技作出卓著贡献的企业
研发人员以及领军人物、旨在推进中国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
电动车关键技术开发与创新科技应用。

3.评选活动安排：
1.轻量化创新科技产品推荐申报启动参选报名时间：2019年
11 月-2020年5月15
2.评委会组织评委审入围名单提名，（2020年5月30日）
3.2020年6月1日首批入围名单公示、汽车OEM投票及评委会
评审获奖名单。
4.颁奖盛典 地点：上海 时间：2020年8月

2.奖项设置：
中国十大汽车轻量化科技创新奖
中国十大环保科技产品贡献奖
中国十大轻量化创新领军人物奖
中国十大新能源汽车科技创新奖

5.创新论坛
1）汽车智能制造与多种材料连接技术峰会
2）中日氢燃料电池汽车创新会议
3）中欧新能源智能汽车联合会领袖会议暨未来汽车生态会议

2020全球新能源汽车轻量化峰会及系列分坛

4.配对会&项目洽谈会
1）新能源汽车供应链大会及跨国采供洽谈会
2）中欧新能源汽车先进复合材料应用交流会暨项目合作会议
3）新车型项目专场&供应链对接会
4）新能源汽车轻量化产品线创新&配套会议

6.产业论坛
分论坛一：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集成技术创新论坛
分论坛二：焊装工程
激光柔性加工技术与智能制造论坛
分论坛三：涂装工程/冲压工程会议
分论坛四：动力电池系统安全及轻量化
分论坛五：工业自动化及智能装配会议

3.分会场
专题论坛1：新能源汽车内外饰系统创新研讨会

产业链配对活动：中国-欧盟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会议
专题论坛2：汽车轻量化与碳纤维及先进复合材料应用研讨会

专题论坛3：汽车内外饰注塑零部件轻量化创新研讨会

专题论坛4：智能汽车及无人驾驶技术研讨会

5： 国际新能源汽车工业技术与智能制造大会

专题论坛6：新能源汽车镁合金轻量化技术研讨会

2.2020全球新能源汽车开发与轻量化创新（上海）峰会

1.中欧汽车车身工程与智能制造国际峰会

2020 全球新能源汽车开发与轻量化创新（上海）峰会

中欧汽车车身工程与智能制造国际峰会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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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品牌需求

为保障参展企业在前装产品线的配套对接及市场推广效果，NEALT将
针对展商定制服务和组织国内外近百个专业采购团产品线对接采购，
特邀来自北汽新能源汽车、广汽新能源汽车、蔚来汽车、前途汽车、
一汽、丰田、本田、长安汽车、宝马汽车、奔驰汽车、奥迪汽车、沃
尔沃、比亚迪汽车、吉利汽车、东风汽车、上汽、大众、通用汽车、
福特汽车、比亚迪、特斯拉、知豆、奇点汽车、小鹏汽车、威马汽车、
开沃汽车、爱驰汽车、云度新能源、中汽零部件、奇瑞新能源汽车、华
晨汽车、江淮汽车、众泰汽车、佛吉亚、法雷奥、麦格纳、华域汽车系
统、延峰汽车饰件系统、华翔零部件、长城汽车、捷豹路虎汽车、观致
汽车、博世、采埃孚、大陆集团、李尔、爱信精机、安道拓、现代摩比
斯、日本电装、海纳川汽车部件、富奥汽车零部件、宁德时代、中信戴
卡、中欧新能源汽车协会、LALTA 、欧洲汽车供应链协会、德国汽车
工业协会、北美汽车工程师协会、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韩国电动车
协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以及中国及亚太地区汽车专业机构组团采购
对接。

政府主管部门大力支持

国内外近百个专业采购团



 新能源汽车及网联技术
◆ 智 能 网 联 汽 车 、 纯 电 动 汽 车 （ BEV ） ； 氢 燃 料 电 池 汽 车
（ FCEV ） 、 插 电 式 混 合 动 力 汽 车 （ PHEV ） 、 增 程 式 电 动 车
（REEV）；
◆智能芯片、雷达、感知系统、智能传感器、自动驾驶技术、驾驶辅
助系统、电子系统、车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云技术、信息安
全、电气控制系统智能交通；未来出行场景高科技产品体验；
新能源汽车技术
核心零部件开发与智能制造技术
◆整车开发及关键部件制造工程及先进制造技术：电机电控及动力电
池系统核心零部件设计、开发及材料应用与试制及测试；
◆车身/底盘系统、覆盖件、核心功能结构部件开发及整车结构优化
设计与材料轻量化解决方案、连接工程(铆接、焊接、胶接)及轻量化
技术、工艺和设备；
轻量化技术及材料&装备
◆内外饰部件开发&非金属材料轻量化解决方案
◆ 保险杠、复合尾门、顶盖、复合翼子板、外侧板、引擎盖、电池
壳体盖等外饰部件设计及制造工程和材料轻量化解决方案；
◆ 座椅骨架、顶棚系统、仪表板系统、副仪表板系统、车门内板、
立柱护板系统、装饰件、行李箱系统、方向盘，遮阳板、中控系统
设计及制造工程和新材料轻量化技术解决方案；
◆ 内外饰系统部件轻量化设计研发和碳纤维及先进复合材料、改性
工程塑料、生物材料、环保材料及部件加工技术及工艺
◆注塑成型技术及加工工艺技术、热流道系统技术、塑料模具、胶黏
剂/塑料辅料/塑料原料/助剂

◆碳纤维及先进复合材料车身、覆盖件、内外饰部件、工艺、模具设
计和RTM、 LFT、真空导入、热压罐等成型加工技术及智能设备

车身、覆盖件、底盘结构件、动力总成开发
&金属合金材料轻量化解决方案
◆铝合金、镁合金、钛合金、超强刚结构轻质材料应用，汽车车身、
底盘、动力总成压铸结构件加工技术及工艺、铸造模具及设备、检
夹具、零部件及轻量化技术解决方案；

全方位专业产品线配套
实现参展商无缝对接
搭建新能源汽车产品线协同创新与合作

“一站式服务平台”



智能制造及工艺&装备
◆四大工艺（冲压、焊装、涂装、总装）先进制造技术及智能装备、
自动化产线；装配工程及连接技术、激光柔性焊接及焊装技术和焊
接材料；模具设计开发及工程制造、白车身及整车设计开发、模块
化集成技术与装配工程、试制、测试、质量控制；工业机器人与自
动化技术及智能装配；
整车试制、仿真技术、3D打印技术及设备
◆仿真技术、仿真设计和研发、3D打印技术及设备、整车试制及工
程、检测设备技术、无人驾驶 技术、智能传感器、智能科技及技
术、智能交通；未来出行场景应用及智能产品科技体验；
热管理系统、连接器及高压线束技术
◆电动车热管理新生零部件：电动压缩机、电子水泵、电池冷却
器、 冷却板电子膨胀阀、车载热泵空调系统等，新能源汽车连接
器、高压线束、产线管控
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科技周成果专题展

组委会秘书处
Add: 4F, Offshore Oil Tower, No.583 Lingling Road, Shanghai 200030 P.R.China
TEL：+86-021-34241896 34241826 34241885 34241895
FAX: 021-64389235

“未来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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