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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启动！

2019年12月3至6日
中国 •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展会预览

共建未来汽车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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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echanika Shanghai
迈向重要里程碑

第15届Automechanika Shanghai将于2019年12月
3至6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盛大举行。 
历经多年的经验累积及变革，展会持续扩大全球
的影响力，预计吸引逾6,320家海内外参展企业, 

供应链及终端服务连锁 
将汇聚更多供应链、电商平台、数据管理、连锁品牌及金融
服务等后市场服务商。在互联网技术驱动下，关注行业创新
服务模式，整合连接行业各类资源渠道，为汽车供应链及服
务终端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

维修与保养
板块在展示传统的维修设备、工具等产品的升级技术以外，
不断致力于车身及喷涂领域的发展。

今年重磅引进了两大国际知名赛事活动——国际车身修复行业
专题研讨会（IBIS中国2019）及车身维修及喷涂国际大赛。
分享领先经验，角逐赛事桂冠。

2019亮点呈现市场趋势
明日出行
未来汽车产业正朝着“智慧出行”的大方向发展，
跨界融合是必然趋势。作为展会发展战略中的重
要一环，明日出行板块将围绕“智慧出行”主题，
覆盖新能源、智能网联、移动出行及轻量化等多
领域成果，打造多元化创新服务平台。

REIFEN 轮胎
板块将聚焦智能轮胎、绿色轮胎、高性能轮胎等
全新产品和服务。为轮胎研发、生产、流通、终
端服务等环节相关人士提供集交流及产品采购的
一站式平台。

改装
今年全面升级成为独立产品板块，扩容覆盖 
6.2及7.2号馆，展示面积达44,000平方米。 
更多海内外顶尖改装品牌将带来其最新产品和技
术， 产品范围涵盖高性能改装、内外饰及 
车辆照明等。 

整体展示面积达360,000平方米。当前正值全球汽车市场加速
转型之际，展会一路伴随行业前行，通过一系列活动和崭新技
术、商业模式和服务的呈现，让更多的汽车行业相关组织及从
业者参与进来, 共同建设未来汽车生态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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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产业链覆盖
荟萃领域精英

部件及组件�
1.1H  国家及地区展团 

/ 驱动 
2.1H  国家及地区展团 
2.2H 部件及组件 
3H 部件及组件 
7.1H 底盘 / 车身 
8.1H 驱动 / 底盘 /
 空调 
8.2H 部件及组件 

电子及系统�
4.1H  电子及系统 

汽车用品
5.2H 美容养护及润滑

油 / 车载电子 / 
随车用品 

改装�
6.2H 外饰及订制改装 

/ 高性能改装 
7.2H 车辆照明 

修理及维护�
5.1H 维修及检测诊断 

设备 / 工具 
6.1H 维修设备 / 车身 

及喷涂 / 工具 / 
汽车清洗 

 REIFEN（轮胎轮毂）
7.2H 轮胎及轮
 毂 / 轮辋 

明日出行�
北庁� 新能源 / 智能网联 

/ 轻量化材料 /  
岀行服务 

西庁� 国家会议中心， 
主会场（西厅）

特色专区
6.1H 汽车制造技术
7.2H 供应链及终端 

服务连锁
8.1H 零部件再制造

部分领军参展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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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网站

微信公众号

全球影响力攀升
助推企业迈进国际舞台

同期活动紧扣未来发展趋势
逾50场高质量的同期活动，以会议、论坛以及互动等形式， 
全方位助力汽车产业各领域专业人士探讨行业热门话题。

• 汽车售后市场峰会

• 中外轮胎行业合作发展论坛

• 明日出行高峰论坛

• 国际车身修复行业专题研讨会（IBIS中国2019）

• 车身维修及喷涂国际大赛

• 移动出行生态峰会

立刻规划您的观展之行
通过展会网站或微信公众号进行观众预登记

享用快速通道换领入场证

电子版参展商名录

获赠限量版纪念品

展配宝展前洽谈预定服务

www.automechanika-shanghai.com.cn/vor

优选买家俱乐部

企业高级管理层或拥有采购决策权的业内人士可参与优
选买家俱乐部，享商务配对、定制化参观等贴心服务。

组团参观

15人或以上的买家团可组团参观以享多重服务

更多“优选买家俱乐部”及“组团参观”详情，请联系:

朱文小姐 zoe.zhu@china.messefrankfurt.com

18个国家及地区展团
今年，展会将迎来18个国家和地区的展团，包括
巴基斯坦、波兰、德国、法国、 韩国、美国、 
马来西亚、日本、土耳其、泰国、新加坡、 
西班牙、英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 
中东和中国台湾，他们将带来领先的产品、技术
与服务，共同呈献一场精彩盛宴。



更多展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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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零部件�/�电子及系统�

新品亮相

爱信原厂配套水泵

DCI 700 共轨喷油器
试验台

爱信精机（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日本

能够在不增加发动机负荷的情况下达到期望的冷却效果。凭借先进的
铝压铸技术，产品体积更小，效果更佳，寿命更长。

博世汽车技术服务�（中国）有限公司 德国

DCI700拥有高速且精准的测试系统，不仅降低拆装和测试时间，同时
带来友好简便的操作体验，有效地为维修站带来竞争优势。

德尔福科技AGM
免维护蓄电池

德尔福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美国

超强启动能力、4倍循环寿命、深度放电能力、100%防渗漏和360度防
外溢、满足OE标准。

舒适驾驶及辅助
解决方案

法雷奥汽车零部件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法国

热门车系与原厂配套的组合开关及时钟弹簧产品为售后市场提供可靠
解决方案。24GHz毫米波雷达丶快速反应的盲点监测及变道辅助系统
套装让车主有安全驾驶丶友好泊车的驾乘体验。

昌辉P-EPS小齿轮式
电动助力转向系统

昌辉汽车转向系统（黄山）有限公司 中国

具备可靠的主动回正转向特性，更快的转向系统动态响应，行车更加
安全；随车变化的助力特性，极佳的驾驶体验；预留线控转向设计，
方便升级ADAS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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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零部件 / 电子及系统 

改装

新品亮相

极限电流氧传感器
(AFR)

Francisco Albero SAU	 西班牙

在燃烧过程中控制燃料和氧气的混合，同时改进了发动机工作时的λ值
控制，从而优化了燃烧气体的排放。

米其林皮带传动系统

洛克装载平台

流光镜边灯

米其林生活时尚 法国

亚洲首发“米其林”品牌皮带传动系统，为汽车后市场提供OE标准的 
同步带、张紧轮、惰轮、附件多楔带以及维修套装。高性能HNBR橡胶
与高模量阿拉米线绳提升了发动机同步运转的稳定性，为车辆性能的
展现保驾护航。

亿泰精密工业（南京）有限公司 美国

将车顶行李架平板化、多功能化，即能满足国内汽车行驶区域限高的
要求，又可将车顶区域充分利用起来的多功能载物平台。

深圳市威斯达照明有限公司 中国

全新LED设计，使用寿命更持久；动态流光转向灯，运动感十足；加强
转向灯的发光强度，提高驾驶安全性；安装无损，即插即。

WIX新型纳米滤材
空气滤清器

曼胡默尔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德国

高达99.99%的最终效率捕捉所有细颗粒，让您的引擎远离超细小的污
染物侵害，具有更高的容尘和更长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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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用品

维修与保养

新品亮相

铝质钣金无损修复仪

北京彼泰格汽车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瑞士

铝 – Hotbox是最新一代车辆钣金无损修复设备组，完美解决目前业内
公认的车辆铝板金小损伤修复的难题，维修速度快，不伤害原车车漆。

22轮卡车胎压
监测系统

肇庆中晶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

最新款卡车胎压计，最多同时监测34个轮胎。带数据输出功能，可以
将胎压数据输出到其他系统。太阳能无线显示屏，无需安装。

芜湖金桔科技有限公司

巴图鲁汽配铺

MaxiSys MA600 可折
叠高级驾驶辅助系统
标定工具

雅图高新水性漆系统

芜湖金桔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国内一流的汽车后市场生态链平台，承接奇瑞控股集团汽车后市场项
目，是奇瑞控股集团的重要战略性业务板块之一。未来五年，金桔科
技将打造国内领先的汽车后市场互联网平台，达成2,000家汽配 
分销网点和5,000家汽修连锁网点目标。

广州市巴图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海量数据库，覆盖100多个车品牌、98%主流车型，维修件、保养件
一站式供应。全国近百万平中心仓，专线干线物流覆盖，当地合伙人
解决最后一公里配送，售后服务快速响应。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MA600为基于摄像头的系统提供车道偏离警告(LDW)校准。在2分钟
内，单人即可使用MaxiSys高级激光测量程序执行精确的框架放置。

雅图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

全部水性涂料系统低溶剂挥发量VOC，符合欧洲环保标准。色漆具有
颜色遮盖力强，操作简单，施工性能优，12万配方数据库，7,500片渐
变色卡，涵盖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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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出行

REIFEN 轮胎

新品亮相

石墨垂直定向导热垫片
TC系列

铝合金轻量化

路博RL503

AS-2+

日立化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日本

通过纵向排列石墨填料，而拥有非常出众的厚度方向导热率的导电性导
热垫片。石墨与树脂的结合，使其兼顾了柔软性与微粘性，可以在对象
物上进行预固定，提高操作性。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采用铝合金一体铸造工艺，相比钢制零件，在同等性能下实现零件
30%以上减重。

山东华盛橡胶有限公司 中国

低生热，超耐磨耗配方使用；实现静音化与防止偏磨耗发生；4层 
带束层技术应用及防跳动精细化作业管理，进一步提升耐磨耗与乘坐
舒适度。沟底部弹石块采用与肩勾低波浪化处理，可以防止石头对 
沟底的损坏与沟底掰裂。

南港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全新AS-2+专为满足雨天驾驶需求。湿地抓地力为欧洲规格标等级A，
从胶料采用到花纹设计都经过精准计算并通过德国专业测试机关TÜV 
SÜD的严格测试，以最安全的轮胎为高性能房车做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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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2号线 大巴上客点（往虹桥机场T2）

出行指南

展馆距离上海虹桥交通枢纽约1.5公里，毗邻虹桥机场、
虹桥火车站。

从浦东国际机场出发
出租车： 至国家会展中心北厅， 约90分钟（费用约人民币250元）
地铁： 搭乘2号线至徐泾东站（4 / 5 / 6号出口）*

虹桥机场T1航站楼
地铁： 搭乘10号线至虹桥火车站下车，换乘2号线至徐泾东站

（4 / 5 / 6号出口）*

虹桥机场T2航站楼
地铁： 搭乘2号线至徐泾东站（4 / 5 / 6号出口）*

从虹桥火车站出发
地铁： 搭乘2号线至徐泾东站（4 / 5 / 6号出口）*

从上海火车站出发
地铁： 搭乘1号线至人民广场站下车，换乘2号线
 至徐泾东站（4 / 5 / 6号出口）*

从上海火车南站出发
地铁： 搭乘3号线至中山公园站下车，换乘2号线
 至徐泾东站（4 / 5 / 6号出口）*

* 地铁徐泾东站4及5号出口可能根据当时情况关闭调整

联系我们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电话：+86 400 613 8585
电邮：auto@china.messefrankfurt.com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86 10 8260 6772
电邮：autosh@sinomachint.com

www.automechanika-shangha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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