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国际汽车用品展览会CIAACE

展会信息 

举办时间：2022-02-24 至 2022-02-27
举办周期：一年一届
国家地区：亚洲—中国—北京
展馆名称：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主办单位：雅森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展馆面积：180000平方   客商流量：286000人   展商数量：5593家  

展会介绍 

中国国际汽车用品展览会（CIAACE）是中国汽车后市场知名展览品牌，展会创办于2005年6月，
是国内第一个汽车用品主题专业展览会，展会面积连续5年保持25万平方米的全国第一的规模。C
IAACE为行业企业成功搭建起了最为直接商贸洽谈的平台，展会规模、展会实效、参展国家、参
展商、参观人数均为国内同类展会之最，成为行业企业每年首选的品牌展会，帮助无数企业快速
成长。2010年，CIAACE被商务部批准成为“汽车用品行业唯一国家重点支持项目”，成为代表
我国汽车用品行业国家级重点展会；2011年，CIAACE被世界展览联盟（UFI）接纳为正式会员，
在业内外享有“中国汽车后市场晴雨表”美誉。 CIAACE每年举办两届，2011年开始每年春季固
定在北京�新国展举办。2016年起秋季固定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举办。其中广州
秋季展，是雅森集团与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总公司联合办展，开启了中国汽车后市场“一春一
秋，一南一北”的新格局。汽车后市场全产业链国际大展令行业瞩目！ CIAACE迄今已成功举办
29届，将继续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第30届中国国际汽车用品展览会�第5届汽车保修设备
暨服务连锁、洗车展览会。 第26届CIAACE展在增加汽车配件、轮胎主题的同时，打造“品牌及
集团专供展区”特色主题，推动汽车后市场全产业链闭环形成。第27届CIAACE广州展在对外贸
易取得突破的同时，继续加大力度，让展会更具时效性，为企业更好的打通国际通路。 作为在国
内外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汽车后市场领域盛会，CIAACE在展会同期举办海外买家采购配对会、4S
集团配对会等多场汽车后市场对接会，协助参展商与国外采购商高效配对，成效非凡，为中国汽
车后市场各行业与国际接轨发挥着积极作用。 CIAACE是一个基于实效的展览+会议+电商的全渠
道实效型展览平台，深受汽车后市场的关注和认同。 

展品范围 

汽车美容护理用品 :车蜡 车釉 清洁剂 亮洁剂 清洗剂 玻璃防雾剂 玻璃修补剂 汽车漆 漆面保护膜
积碳净 冷媒 雪种 润滑油 润滑剂 防锈剂 抗磨剂 防腐剂 增效剂 改进剂 防冻液 冷却液 制动液 水箱
补漏剂 低温启动剂 粘合剂 密封胶 原子灰 水箱宝 擦布 麂皮 海绵 车衣 漆笔等;
汽保设备:汽车故障电脑诊断设备 汽车解码器 读码卡 数据流分析 专用电脑 试验台 检测线 定位仪
检测仪 检漏仪 检测台 制动台 分析仪 内窥镜 传感器 示波器 烟度计 烤漆房 烤漆灯 调漆房
大梁校正 地八卦 喷枪 平衡机 拆胎机 充氮机 补胎机 修补漆 制冷剂 制动液 防冻液 润滑油 修复剂
玻璃水 密封胶 原子灰 防锈剂 水箱宝 车蜡 车釉冷媒 汽摩用清洗剂 轮胎上光剂 汽车用粘合剂
维修设备等;
洗车用品:洗车机 便携式清洗机 电脑洗车机 蒸汽洗车机 高压洗车机 甩干机 毂 绕线器 泡沫机
轮胎刷 风口刷 吸尘器 清洗剂 卷管器 拼接式格栅 混合水枪 泡沫枪 蒸汽臭氧一体消毒机
高压清洗机 高压泵等;
窗膜、车膜用品:太阳膜 防爆膜 隔热膜 染色膜 原色膜 改色膜 真空镀膜 陶瓷膜 金属膜 量子膜
保护膜 防护膜 汽车防护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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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精品用品:汽车挂饰件 香水 竹炭包 储物袋 风铃 公仔 扶手箱 眼镜架 手机架 纸巾盒 遮阳挡
储物袋 储物网等;
汽车内饰:汽车座套 汽车座椅 羊剪绒座垫 亚麻座垫 汽车地毯 汽车地板 方向盘套 靠枕 靠垫 地胶
脚垫 窗帘 空中放电 桃木饰件 防爆膜 纸巾盒 手机架 眼镜架 保温壶 钥匙扣 点烟器 温度计 遮阳挡
气压表等 ;
汽车外饰:静电带 门边胶 防撞胶 牌照架 看位灯 冷光片 手扣防划膜等 ;
汽车影音娱乐:车载电视 汽车音响 车载显示器 车载MP3 车载VCD 车载DVD 车载CD 车载卡带机
扬声器 放大器 接收器 均衡器 低音炮 解码器 汽车功放 音响线材等 ;
车载通讯导航:车载导航仪 车载免提 车载电脑 车载电话 车载对讲机 车载蓝牙通讯 导航软件
GPS接收机 GSM天线 GPS有源天线模块 车载电脑专业电源 车载显示设备 车载充电器
车载电子游戏 GPS综合应用系统等 ;
汽车安全用品:GPS定位导航系统 测速雷达警示器 倒车雷达 后视系统 行驶记录仪 防盗器
爆胎警示系统 胎压监测 后视镜胎压监视系统 摄像头 方向盘锁 车锁 排档锁 车轮锁 中控锁等 ;
汽车电子电器:电动尾门 车载冰箱 车用吸尘器 逆变电源 车载洗车机 车载按摩器 点烟器 蓄电池
开关 音频转换 电子整流器 车载照相机 安定器 电源分配器 电源转换器 氙气灯 车灯增光器
充电器等 ;
节能环保用品:汽车节能器,节油器镜等 ;氧吧 空气净化器 除臭剂 祛味剂 光触媒 香水 熏香器
熏香油 防眩镜等;
户外用品:帐篷 遮阳伞 汽车顶箱 汽车顶架 轮胎打气泵 车用工具箱 急救包 折叠桌 折叠床 折叠椅
睡袋 指南针 刀具 冰锥 雪锥 炊具 炉具 多功能水壶 吸管或净水杯 防水灯具等;
汽车轮毂、轮胎、油品:车胎 外胎 内胎 轮圈 轮毂 轮胎周边配件 车用燃油
各类润滑油（齿轮油、传动油、冷却油等） 油品添加剂 节油产品等;
改装车及汽车改装用品:动力改装、操控改装、电子改装、外观改装、内饰改装等；
汽车快修快保连锁:汽车快修快保加盟、汽车养护连锁店、汽车快修快保招商。

上届回顾 

北京国际汽车用品展览会CIAACE是由雅森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举办，展览会一年一届，该展会也
是企业打开中国市场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北京国际汽车用品展览会CIAACE上届吸引来自5593
家参展企业，客商数量达到286000人，展会是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在举办，展会面积达到1
80000平方。

展会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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