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截至2022年11月18日

Automechanika Shanghai 2022同期活动总览
2022年12月20日 星期二
时间
部件及组件

活动

合作单位

09:00-12:30

2022中国汽车服务门店数字化发展高峰论坛

彬利科技（广州）有限公司、一马传媒、只懂车 13号会议室（二楼13/15号馆间） 中文

10:30-17:00

2022国际汽车技术年会

德国弗戈汽车媒体集团、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汽车
5号会议室（二楼5/7号馆间）
工程学院、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

13:00-17:00

慧聪汽车2022年度汽车后市场品牌盛会荣耀盛典
2022中国汽车零部件品牌渠道数字化发展高峰论坛

语言

中文
英文

彬利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6号会议室（二楼6/8号馆间）
中文
13号会议室（二楼13/15号馆间） 中文

中国汽车保修设备行业协会九届三次理事会暨九届六次常务理事会汽
车化学品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中国汽车保修设备行业协会

南登会议区LM104

中文

13:30-16:30

2022中国（上海）国际商用车零部件市场发展论坛

商用车服务网

南登会议区LM101

中文

14:30-17:00

新形势下中国汽配企业出海经验（合资合作、海外设厂、跨国并购
等）交流会

深圳市申投投资有限公司

南登会议区LM103

中文

13:00-17:30
13:30-16:30

慧聪汽车

地点

诊断及修理 / 车身及喷涂
09:00-17:00

2022 “Top20”维修工具及用品评选颁奖典礼

北京《汽车维修与保养》杂志社

9号会议室(二楼9/11号馆间）

中文

10:30-11:30

Maxicharge新品发布会

深圳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绿色维修活动区12D41

中文

13:30-15:40

新能源汽车售后市场发展论坛

绿色维修活动区12D41

中文

电子及智能网联、明日出行
09:00-11:40

2022年智能网联汽车政策法规交流国际论坛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10号会议室（二楼10/12号馆间）

中文
英文

13:30-16:35

2022年明日出行高峰论坛——
智能网联商用车发展与应用解析

中国电子商会、运联传媒

10号会议室（二楼10/12号馆间）

中文
英文

轮胎动力学协同创新联盟

南登会议区LM102

中文

I4M主会场9F108

中文

轮胎轮毂
08:00-18:00 2022国际车辆与轮胎动力学测试技术峰会（第一天）
“技术·创新·趋势”主会场
10:00-11:30

线控电子

11:30-13:30

汽车产业供应链趋势分享

13:30-14:30

热管理系统

14:30-16:30

新能源汽车增材应用

改装（赛车及高性能改装 & 跑车及高端定制改装）
10:30-11:00 订制改装已成为4S集团的新业务发展方向
11:00-11:30

雷诺梅甘娜RS订制改装车案例分享

11:30-12:00

传祺影豹车队109车队-整车厂御用改装

14:00-14:30

如何玩转赛道日

14:30-15:00

汽车消费的多样变化：汽车改装由个性化改装向柔性定制生产的悄然
转变

15:00-15:30

碳纤改装件的发展对汽车改装市场未来的启示

15:30-16:00

汽车警用战术解析

上海珉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地库改装俱乐部

赛车及高性能改装活动区14F101 中文

活动

合作单位

地点

09:00-12:00

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柴油机燃油系统维修分会第七届三次会员大会暨
第八届一次会员大会

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柴油机燃油系统维修分会

13号会议室（二楼13/15号馆间） 中文

09:00-12:00
09:30-12:00

欧盟EN1493车辆举升机新版标准要点解读
2022汽配后市场行业高峰论坛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慧联世纪国际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南登会议区LM103
6号会议室（二楼6/8号馆间）

09:30-17:00

2022年汽车售后市场高峰论坛

AASA、聚汽网

10号会议室（二楼10/12号馆间）

13:30-16:30

第二届永福国际汽车服务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广东伊伟科汽车文化俱乐部

13号会议室（二楼13/15号馆间） 中文

14:00-16:30

2022（第五届）先进复合材料在新能源汽车上的应用高峰论坛

德国弗戈工业传媒

南登会议区LM101

中文

其他商贸配对会、信息发布会及联谊活动

2022年12月21日 星期三
时间
部件及组件

语言

中文
中文
中文
英文

诊断及修理 / 车身及喷涂
09:00-12:00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机动车检验检测和污染防治工作委员会第四届
会员代表大会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机动车
检验检测和污染防治工作委员会
《汽车维护与修理》杂志社

南登会议区LM104

中文

09:30-12:00

2022中国事故车产业高峰论坛

北京慧联世纪国际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5号会议室（二楼5/7号馆间）

中文

09:30-12:00

新能源汽车三电维修关键技术培训

科波拉汽车咨询服务（青岛）有限公司

绿色维修活动区12D41

中文

13:30-15:40

中国汽保产业新能源变革创新峰会

上海市工商联汽车保养和维修设备商会

绿色维修活动区12D41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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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及智能网联、明日出行
09:00-17:00

2022汽车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国际论坛

SAE International、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车用电机
9号会议室(二楼9/11号馆间）
电器电子委员会

中文
英文

13:30-17:00

第二届全球汽车电驱动技术发展领袖峰会

SAE International、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车用电机
9号会议室(二楼9/11号馆间）
电器电子委员会

中文

13:30-17:00

2022汽车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国际论坛(芯片分论坛)

SAE International、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车用电机
南登会议区LM102
电器电子委员会

中文

13:30-17:00

2022汽车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国际论坛(自动驾驶分论坛)

SAE International、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车用电机
南登会议区LM104
电器电子委员会

中文

08:00-12:00

2022国际车辆与轮胎动力学测试技术峰会（第二天）

轮胎动力学协同创新联盟

南登会议区LM102

中文

13:00-17:00

2022年中外轮胎行业合作发展论坛

中国橡胶工业协会

5号会议室（二楼5/7号馆间）

中文
英文

I4M主会场9F108

中文

轮胎轮毂

“技术·创新·趋势”主会场
10:00-12:00

商用车的智能化、电动化落地

13:00-16:30

智能底盘

改装（赛车及高性能改装 & 跑车及高端定制改装）
10:30-11:00

保时捷外观改装套件升级

11:00-11:30

宏冠照明与车灯改装升级

14:00-14:30

国内改装的过去到现在的变化

14:30-15:00

中国姿态汽车改装和直线竞技改装的区别

15:00-15:30

如何正确打开广东改装市场

15:30-16:00

新时代房车生活——“改变”与“价值”

上海珉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地库改装俱乐部

赛车及高性能改装活动区14F101 中文

其他商贸配对会、信息发布会及联谊活动

2022年12月22日 星期四
时间
部件及组件

活动

合作单位

地点

09:30-12:00

2022年二手车创新发展论坛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10号会议室（二楼10/12号馆间） 中文

语言

诊断及修理 / 车身及喷涂
09:00-12:25

聚焦双碳总目标 助力蓝天保卫战——汽修企业尾气治理能力提升与
环保达标高峰论坛

河南省道路运输协会维修与检测工作委员会、
宁波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环保专委会

绿色维修活动区12D41

中文

13:30-16:00

华南新能源汽车售后产教融合

粤港澳大湾区交通服务行业联合会、
深圳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绿色维修活动区12D41

中文

新能源汽车电机电控产业联盟

南登会议区LM104

中文

I4M主会场9F108

中文

电子及智能网联、明日出行
09:00-17:00 2022新能源电机电控产业联盟理事会
“技术·创新·趋势”主会场
10:00-12:00

在城市中自动驾驶汽车的指挥及控制系统

13:00-16:30

电力电子应用技术/电动交通

改装（赛车及高性能改装 & 跑车及高端定制改装）
11:00-11:30

红牛饮料与赛车运动

上海珉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地库改装俱乐部

其他商贸配对会、信息发布会及联谊活动

具体信息请参考参观指南同期活动详情
此活动将在 AMS Live 平台线上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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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车及高性能改装活动区14F101 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