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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ME 2020中国国际金属材料暨铝镁钛工业展览会 

时 间：2020年 12月 3日-5日             地 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龙阳路 2345 号） 

                                                                 

展会主题“聚焦轻量化\迎接轻未来” 

 

特邀指导单位：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组织单位： 

全联冶金商会 

上海市金属学会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                

励兴展览集团    

特邀支持单位：    

国际铝业协会                                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                           

国际镁业协会                                德国碳纤维复合材料协会                       

意大利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日本轻金属株式会社    

韩国汽车零部件协会                          台湾区车辆工业同业公会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中国智能制造产业创新联盟                    中国铝业集团 

中国碳纤维及复合材料产业发展联盟            国家镁合金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铝镁合金国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国家轻量化材料成形技术及装备创新中心 

合作单位： 

上海申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执行承办单位 

励兴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展会概况】 

《中国制造 2025》和《《新材料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将新材料确定为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明确“十三五”期间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技术创新能力发展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引

邀 请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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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和加强重点产业的技术创新工作，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工业转型与升级。《规划》

提出，以满足我国高端装备、国防军工、航空航天、海洋工程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

新能源汽车等高端领域的关键基础材料为重点，通过协同创新和智能制造，着力发展高性能

轻合金材料。其中重点发展以交通运输装备轻量化合金材料、超合金、高温合金、特种金属

功能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碳纤维复合材料、高强度钢、铝镁及钛合金材料等产品，重点

支持铝镁合金压铸件、高强度钢、碳纤维复合材料等在轨道交通、船舶、国防军工、航空航

天、汽车产业领域的应用。 

【上届回顾】 

“2020 中国国际金属材料暨铝镁工业展览会”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钢铁冶金、金属材

料、金属制品领域久负盛名的技术贸易盛会，由创办于 1986 年的上海国际冶金工业博览会旗

下项目专题展，是当前国内品牌历史最悠久的高端金属材料专业展，也是行业内最权威的博

览平台之一。多年来，展会得到众多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协会\学会、科研院所、参展企业、

专业观众和新闻媒体的鼎力支持，规模日益扩大，逐渐由单一的现场展示平台，蜕变成为一

个为行业提供立体展示和全面解决方案的国际舞台，已成为金属材料企业不可或缺的商务平

台。 

上届展会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11 月 1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成功举办，展出规模 

25000 多平方米，512 家参展企业展出了行业最新产品与技术应用，组委会服务中心共计接待

国内外专业观众 12482 名，展览规模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同期举办了多场论坛与技术交流活

动，为钢铁、冶金、矿山、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环保、港口机械、机床、建筑、工程机械、

汽车制造、航空航天、国防军工、海洋工程、船舶制造、交通运输、金属制品等 20 多个行业

提供先进技术服务与解决方案，近 30000 多名展商与观众共同见证了冶金工业与金属材料行

业在过去一年里发生的变化以及取得的进步，展会达到多方共赢的目标，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展会介绍】 

2020 中国国际有色金属材料暨铝镁工业展览会，中文简称“中国金属材料工业展”，

英文缩写“CALME”。“CALME”是按照国际化、专业性、综合性为原则举办的行业展会，

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多届，目前已成为我国最具权威的以金属材料行业为主题的的专业

展会。“CALME”举办以来得到了广大创新型企事业单位的积极响应，也得到了国家和上海

市相关行业管理部门和有关机构的大力支持。中、德、美、英、法、意、日、韩、西班牙、

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 15 个国家和地区采购商莅临现场参观或展

开技术交流，无论参展商数量还是专业观众质量每年都在逐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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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握全球绿色经济和国家新材料战略发展方向，促进金属材料的推广和应用，加强

制造企业和用户行业之间的交流、协作和融合，增强我国金属材料行业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

辐射面，由全联冶金商会、上海市金属学会、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励兴展览集团等

单位联合主办，励兴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具体承办的“CALME 2020（第十六届）中国国

际金属材料暨铝镁钛工业展览会”将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5 日继续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与

“SM EXPO 2020 第二十二届上海国际冶金工业展”“MTM 2020 金属世界博览会”同期召

开。 

本次展览，在“一带一路”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政策的指引下，以“聚焦轻量化\迎

接轻未来”为主题。届时，展会将集中展示金属材料最新产品、加工技术、先进制造工艺解

决方案等在重点行业的创新与应用，与行业专家共同探讨轻量化材料发展的未来趋势，剖析

国内外轻量化技术，材料应用和先进制造工艺，旨在为我国轻量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搭建集技

术解决方案、企业对接、成果转化和产品交易一站式服务交流平台。 

组委会热诚欢迎广大企业和相关单位的积极参与！我们将一如既往的做好展会组织和服

务工作。 

【同期活动】 

《SM EXPO 2020（第 22 届）上海国际冶金工业展览会》 

《CALME 2020（第 16 届）中国国际金属材料暨铝镁钛工业展》 

《MTM 2020 金属世界博览会》 

《2020 国际轻量化材料与技术应用发展论坛》 

《2020 中国高端金属材料制造与深加工技术应用发展论坛》 

注：研讨会与技术交流会由于场次较多，最终以现场发布为准！ 

【展会日程安排】 

展览场地：中国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展馆地址：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龙阳路 2345 号 

报到布展：2020 年 12 月 1--2 日（08：30--18：00）   

展示交易：2020 年 12 月 3--4 日（09：00--17：00） 

2020 年 12 月 5 日  （09：00-14：00） 

撤展时间：2020 年 5 月 9 日   （14：30） 

【展会优势】 

1、展会亮点：区位优势突出，辐射全国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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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我国的直辖市之一，长江三角洲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中国的经济、交通、科

技、工业、金融、贸易、会展和航运中心。是世界上规模和面积最大的都会区之一，上海也

是中国大陆首个自贸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所在地，上海与江苏、浙江、安徽

共同构成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已成为国际 6 大世界级城市群之一。按照国务院批复的《上海

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上海 2035”的主题是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到 2035

年，上海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国典范，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世界领先，并将建设成为卓越的全

球城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城市范例。 

2、政策大力支持，市场行业前景广阔 

《上海促进新材料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主要目标为：到 2020 年，上海要以提升制造业

能级为核心，努力建设成为国际先进、国内领先、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新材料研发创新核心

基地之一，进一步打造一批跨国大型材料企业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材料企业。 

3、展会规模 

20+国家及地区展团 

3，0 00+会议观众 

40，000 ㎡+预计展出面积 

45，000+预计参观观众 

800+预计优质展商 

CALME 2020 专业性\国际性\权威性，涵盖整个有色金属工业全产业链的国际盛会！ 

期待与您在 2020 年 12 月上海再相聚！ 

【主要展示范围】全产业链集中展示，为您提供一站式解决及采购方案！ 

◆铝原材料及制品：铝原材料、铝基中间合金、铝合金添加剂、铝合金铸件加工产品（低压

浇注产品、重力浇注产品）、牺牲阳极、铝合金电池电极材料、铝板、铝带、铝锭、铝杆、

铝圆片、铝棒、铝箔、铝卷、各类铝包装材料、交通用铝材料、电子铝材料、铝合金型材、

铝轻金属贸易及回收、铝工业深加工技术与设备、铝分离处理和提炼装备、添加剂及原辅材

料、新型铝合金材料及其制备技术、有色金属结构材料及原材料、粉末冶金等； 

◆镁原材料及制品：原镁材料、镁粉、镁粒、镁锭、高纯镁等，镁合金锭、镁牺牲阳极及镁

合金型材（管材、棒材、板材等）；镁合金汽车零部件、电子类产品壳体、镁基合金、医用

金属镁及合金、镁合金压铸件、金属镁冶炼、熔铸及挤压、镁深加工技术与设备、镁合金周

边设备制造、新型镁合金材料及其制备技术、配件及辅助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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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原材料及制品：钛原材料、钛矿石、海绵钛、钛粉、钛锭、棒材、管材、板材、带材、

丝材、饼材、环材、型材、靶材、铸件、锻件等，钛及钛合金材料、海绵钛设备技术、耐蚀

钛合金、高温钛合金、高强高韧钛合金、功能性医用钛合金、粉末冶金钛合金、涂层技术、

钛基复合材料、铸锻造技术、焊接技术、新型钛合金材料及其制备技术、钛产品加工技术和

设备等； 

◆先进金属材料及制品：有色金属原材料及制品、各种合金管材\板材\棒材\型材\靶材\铸件\

锻件等，高温合金、高纯金属、精密合金、耐腐蚀合金、硬质材料等，耐磨合金、快削合金、

热强钛合金、难熔金属合金、超弹性合金、减振合金、固溶强化型合金、时效强化型合金、

记忆合金、高精度铍材、锆基非晶合金、锆铪基础材料、稀有金属新材料、稀土永磁材料、

铜矿及电解铜、铜及铜合金板带材制品、节能减排设备节能减排技术及装备、有色金属冶炼

技术与设备、有色金属加工技术与设备辅助材料、自动化控制设备、仪器仪表、包装设备、

高端金属材料特种熔炼与制备应用技术、黑色金属以外的其他合金及制品等； 

◆金属复合材料：钛锌复合板、铝钢复合板、铝复合板、铜铝复合板、钛钢复合板、钛钢复

合管、钛不锈钢复合板、钛铝复合板、镍不锈钢复合板、镍钢复合板、铜钢复合板、不锈钢

复合管、双相不锈钢板、耐热不锈钢复合板、热轧不锈钢复合板、钛锌复合板、钛镍复合板、

镍铜复合板； 

◆高品质优特钢：超高强度钢（微晶钢）、特殊钢材、激光焊拼钢板、核电用钢、高压电网

用钢、超临界火电用钢、高性能汽车钢、高铁机车用钢、轨道用钢、海洋工程用钢、海上石

油开采用钢、船舶舰艇（武器装备）用钢，轴承钢、齿轮钢、工具钢、模具钢、其他高端装

备制造领域用钢及各种功能性不锈钢产品等； 

◆金属表面处理技术：清洗设备、激光清洗机、激光打标机、激光雕刻机、激光喷码机、涂

油、去毛刺机、砂光机、喷涂设备、脱模剂、金属加工液、点胶机及密封设备、防锈防腐蚀

材料及相关设备、保温隔热材料、密封材料和工业清洗技术等； 

◆轻量化零部件产品：各种全铝车身（客车\公交车\校车）、各类货车、厢式物流车、罐式车、

举升类车、特种结构车、半挂车专用汽车产品、铝纸车身架、铝镁合金船艇产品、飞机龙骨

梁及部件、锂合金和镁锂合金、锻件、化铣板等高精材料、海工领域轻合金制品、全铝轨道

车辆及零部件、铝蜂窝材料、铝镁合金轮毂、铝镁合金铸件、发动机缸盖、缸体、电机壳体、

散热器、镁合金电池托盘、轨道交通、民用飞机、海工平台、船体和舾装的轻量化材料、其

他轻量化零部件新产品与相关技术等； 

◆先进制造工艺与设备：铝镁挤压装备、轻合金成形技术、3D 打印成形技术、CNC 数控加

工技术、智能机器人装备、热\冷成型工艺及相关设备、内高压成形技术、连接（焊接、铆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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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接）技术、搅拌摩擦焊接技术、特种搅拌摩擦焊接工艺及装备、冲压生产线技术及装备、

喷射成形技术、焊接生产线技术、热处理技术及装备、成形模具及制造技术、防腐蚀涂料与

涂装技术等； 

◆生产加工和设备：金属冶炼、熔炼设备、热处理、工业炉、铸锻造、轧制、切割、焊接、

特种加工成型设备等，金属硬度、拉力、摩擦、冲击、无损检测、分析测试仪器、试验机、

材料设计软件、实验室设备等； 

◆其他：行业协会\学会、高校及科研机构研究成果转让（转化）、汽车零部件产业园、材料

工业园（基地）、设计公司、技术咨询、认证机构、行业期刊及传媒、其他相关服务单位等。

注：展位类型及收费标准及赞助方案详情请咨询组委会   

1、标准展位配置： 

 (3M×3M)展位(包括三面围板、中英文楣板、一桌二椅、220V 电源插座、地毯、保安费、清

洁费等。（特殊用电请提前申请） 

光地(不低于 36 m²起租),  

2、空地配置：展出场地、保安服务、保洁服务、无任何设施，展商可自行设计。（特殊用电

请提前申请） 

◆展会会刊：注：会刊材质进口铜版纸、四色精印、版面内容由展商自行设计。 

【联络信息】 

CALME 2020 中国国际金属材料与铝镁工业展组委会 

组委会招展部：胡先生 

参展热线：（86-21）5296-2599  

电子邮箱：hujoffice@126.com   

展会官网：www.ALM-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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