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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行为模式的转变和环保意识的增长正牵引全球汽车产业的变革，刺

激物流和商用车领域的需求，并积极推动新能源汽车和绿色维修市场的发

展。Automechanika Shanghai 主办方邀请了领军参展企业博世及采埃

孚，针对满足 OE 和汽车售后市场的新需求，分享他们的市场策略和应对

措施。 

 

近年来，随着社会公众对于可持续发展和环保出行方式的持续关注，新能

源乘用车市场成为了汽车产业的热门话题。据报告显示，2020 年全球电

动汽车的销量创纪录地飙升 40%以上；另外已有 100 万辆商用电动车投

入使用1；其中中国占去年电动汽车购买量的近 38%2。 

 

中国强劲的市场份额反映了其消费群体的规模以及对绿色出行的庞大需求

。政府在“十四五规划”中多次强调进一步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全国多个

省市发布的当地“十四五规划建议”工作内容中也重点关注新能源汽车产

业的相应规划和布局，促使私家车、公交车以及商用车全面进入新能源时

代，根据定调的发展目标，到 2025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达到

25%左右3。 

 

新能源汽车产业呈现出的积极发展态势，将一定程度对上游制造及其他相

关配套服务企业产生深远影响，并加速新的产业布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的提升将随之激发售后需求的大幅攀升，汽车售后市场将迎来全新的发展

机遇。采埃孚作为 Automechanika Shanghai 的领军参展品牌之一也紧跟

新能源汽车后市场的发展趋势，公司的售后大中国区负责人高海涛先生表

示：“随着车辆在电动化、智能网联及自动驾驶等新兴领域的持续创新和

发展，我们也正依据公司在售后市场的长远战略规划加速布局。我们为合

作伙伴提供了集产品、服务、运营和中长期发展为一体的综合性解决方案

，例如符合电动化需求的‘高电压培训’项目，和面向独立汽车修理厂的

包括变速器及养护、制动及底盘系统产品及服务的综合性维修厂解决方案

。这些服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能获得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提升维修

企业综合服务水平和盈利能力，更好适应下一代出行需求。通过这样的模

式，修理厂能够迅速进入相关产品服务领域，同时车主也能享受到符合车

辆需求的综合性服务。” 

 

                                                
1 “Global electric car sales set for further strong growth after 40% rise in 2020”, 2021 年 4 月 29 日,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https://qr.messefrankfurt.com/m6TP, 摘录于 2021 年 9 月 16 日 

2 “How China is charging ahead in the electric vehicle race”, 2021 年 8 月 10 日, JUST AUTO, 

https://qr.messefrankfurt.com/b9PW,摘录于 2021 年 9 月 16 日 

3  “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2019 年 12 月 3 日, 中

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https://qr.messefrankfurt.com/Hf39 , 摘录于 2021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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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能源汽车售后市场对熟练工人需求的不断增长，Automechanika 

Shanghai也将在本届展会升级相应的特色展示专区、活动及培训，深入挖

掘新能源汽车售后维修的技术、设备、诊断及检测产品，同时亦涵盖喷涂

及车身修复、VOCs治理、I/M制度等关联产品。其中，设立于6.2号馆的

“绿色维修活动区”将通过现场直播演示、技术培训、产品展示及论坛互

动，探讨绿色维修的最新技术发展。 

 

为期三天的绿色维修活动区配套论坛旨在为汽车售后服务从业人员提供新

能源汽车维修所需的基本知识和设备技能。来自澳大利亚、中国和英国的

知名行业专家及培训机构代表将共同探讨针对汽车修理厂和4S店的实操技

巧。其中，来自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技术服务运营商科波拉，将在绝缘车间

环境下带领参与培训的从业者深入解析汽车电池、电机及电力控制单元的

维护工作。论坛内容还将涉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尾气控制、高端复合材

料的碰撞修复及ADAS校准等方面的深度解析。 

 

电子商务加速商用车细分市场潜在发展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成就了当前电子商务的繁荣，由此也进一步加速了商

用车领域的技术变革和进步，并为车队管理引入了更多智能网联和可持续

解决方案。展会的另一领军参展企业，博世正在积极探索与车队的合作模

式的可能性，开发更多基于云端的解决方案。现时终端用户对电子商务的

效率有着颇高的期望，博世车辆管理解决方案将通过互联生态系统，为车

队运营商提供充电、维修、车辆保养、路线规划、后勤保障等服务领域的

实时信息和运行支持。这些数据将有助于 OEM 和车队运营商有效提高安

全性、维护效率、增强业务连续性。 

 

博世汽车售后大中华区总裁王松涛先生强调：“随着汽车行业向数字化的

转型，未来的汽车售后市场将迎来新的技术趋势和深刻的产业变革，而博

世依托于主机厂和 OEM 的密切合作以及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够快速地对

前瞻性的市场趋势做出预判和反应，并及时有效地在售后市场提供客户所

需的配件产品、诊断设备及维修服务。” 

 

与此同时， Automechanika Shanghai 聚焦未来出行方式的明日出行板

块，今年将全面强化物流运输在商用车领域的展示广度与深度。该板块将

重点展示智慧物流系统综合解决方案、氢燃料电池、电驱动系统及合成燃

料等商用车领域当前的热点话题。不仅如此，配套同期活动之一的 2021

明日出行高峰论坛，将围绕智能网联商用车发展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

前瞻视角解读汽车产业绿色发展、智慧公路系统、氢能技术在商用车中的

应用及智能网联商用车辅助系统开发项目，受邀的业界专家将做出预测分

享和解答。 

 

上海谋拓商务咨询公司（Automobility Ltd）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 Bill 

Russo 先生和欧洲电动汽车协会（AVERE）秘书长 Philippe Vangeel 先

生将受邀作为线上直播的远程发言嘉宾，与现场参会者互动交流。 

 

此外，AIoT 技术助力商用车主动安全升级研讨会将深刻解读商用车自主

安全驾驶的解决方案如何改变车队运营, 并介绍 AI 人工智能传感器、

ADAS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以及视觉感知系统，活动将就商用车主动安全升

级、新技术新应用落地难题进行分享，并帮助驾驶员预知道路安全并规避

政策风险。 

 

除了博世、采埃孚外，今年众多海内外知名企业再度回归，当中包括艾沃

意特﹑邦邦﹑奔腾﹑博格华纳﹑北汽福田﹑道达尔能源﹑富奥﹑福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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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盖茨﹑好美特﹑亨特瑞﹑康众﹑力摩﹑骆驼﹑马勒﹑米其林﹑三头六

臂﹑上汽集团﹑世达﹑双星﹑双星彩塑﹑索纳克斯﹑特高﹑特殊陶业﹑亚

太科技﹑中车及中国船舶等。 

 

展会由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和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主办。本届展会将于 2021 年 11 月 24 至 27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

海）再度举行，预计将吸引约 3,200 家参展企业集中展示最新的产品、服

务和技术。展会的线上平台 AMS Live 将于 11 月 10 日起开放登入，各项

数字化工具将于实体展会举行期间全面运作，为与会各方提供便捷的沟通

工具，让展会体验延伸至线上世界。 

 

鉴于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发展的持续关注，主办方将积极制定各项联防联

控措施，确保展会期间与会各方的健康安全。 

 

如需了解更多展会资讯，请通过热线电话+86 21 6160 8499 及电子邮件

auto@china.messefrankfurt.com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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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国际性和地域性相结合的汽车展览，每年独立或参与主承办的展览面积近 300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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