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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亚洲汽车零部件、维修检测诊断设备及汽车用品领军展会，

Automechanika Shanghai 致力为行业带来最前沿信息及技术。为此，

今年展会打造全新‘明日出行板块’，接通未来汽车之路。板块面向全球

汽车产业链，观众将能一睹各领先制造商、供应商和初创企业的创新产品

及技术，并可参与一系列围绕明日出行主题的同期活动，打开探索未来汽

车技术的新视野。 

 

‘明日出行板块’顺应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轻量化的‘新四化’产

业趋势，展示智能网联、新能源与新型复合材料等领域的发展现状与趋

势，是今年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备受瞩目的亮点之一。 

 

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销量在中国持续飙升，2017 年销量

增至 77.7 万辆1，同比增长 53%，占全球总销量的 50%以上。预计到

2022 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在中国将达 200 万辆2。同时，有报道预测，智

能网联汽车在全球市场收益到 2022 年将达 1,536 亿美元，在 2015 到

2022 年期间年复合增长 33.38%3。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程永顺先生表示：“全新‘明日

出行板块’将从新能源、复合材料、智能网联等涉及汽车本身的专区设

置，延伸到充电桩、停车设备等基础设施的展示，以及对未来人与汽车关

系的探讨，展会正在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未来出行相关的产品、技术和概

念。我们希望能借助展览平台，为行业提供产品展示、技术交流和信息分

享的空间，也为大家对未来出行的畅想，给出更多的参考和描述。” 

 

位于展馆北厅的‘明日出行板块’，将通过公开论坛、产品演示和互动体

验等全方位的应用场景，与业界共同探索这一热点趋势。智能网联部分将

全面展示五个要素——人、车、路、网和云端。届时香港展团将汇聚 23

家企业在此展示丰富多样的产品，包括：能降低事故率达 50%并内置传感

器的‘智能安全带’、可提供实时交通流量和行程安排的车载导航系统、汽

车轻量化和先进维修诊断设备等。 

                                                
1 “China – Flash Report, Sales Volume, 2017”, 2017. Marketlines. 

https://bit.ly/2Q3yqkj. 2018 年 10 月 30 日 

2 "China Automotive Market: Witnessing the Transformation”, 2017. PwC. 

https://pwc.to/2ptId7Y. 2018 年 10 月 19 日 

3 “Global Connected Car Market Projected to grow at a CAGR rate of 33.38%”, 2018. Marketwatch. 

https://on.mktw.net/2OflndP. 2018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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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展会现场还有‘先进复合材料及汽车轻量化创新应用’展示区，力

邀原材料供应商齐聚一堂，展示先进复合材料作为车轻量化的新型材料，

在汽车新时代所能带来的无限创新可能。 

 

于专区展出的知名企业还有中国中车（CRRC），它将展示电机电控及变

速箱一体化系统。日本电子零件制造商阿尔卑斯（ALPS）将呈现最新的

无人驾驶技术，可以实现车辆对道路及其他物体的预警和信息获取，为汽

车碰撞提供预警，提高驾驶安全。同场，亚太机电（APG）将展现应用于

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系统解决方案，提供更高驱动效能，结构更加紧凑。 

 

其他重点参展企业包括博泰、大洋电机、东莞正扬、京滨、蓝星科技、什

维能源、铁流、万安、英威腾及中国普天等。  

 

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劭阑女士说道：

“Automechanika Shanghai 一直高度关注未来汽车发展。近年行业对车

联网和人车互动科技的不断探索，突显了自动驾驶、驾驶安全、车载娱

乐、车辆管理、舒适度、操控、能源效率、智能化的快速变革。这些作为

未来汽车发展的核心，将在‘明日出行板块’得到充分展示。” 

 

多场同期活动聚焦全新展会主题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多场高质量同期活动将精彩上演。2018年明日

出行高峰论坛将于 11 月 28 日 13:30 至 17:00 在国家会展中心洲际酒店举

行，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新能源、智能网联、无人驾驶汽

车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 

 

同日，2018先进复合材料在新能源汽车上的应用高峰论坛将于 9:00 至

16:00 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论坛将从设计开发、生产制造、成本投入、

生产效率以及材料和模具等各个方面，深入浅出、全面深刻分享新能源汽

车整个生产周期，全方位地帮助那些渴望在新能源汽车时代应用先进复合

材料技术开辟出一片新天地的企业和企业家们，化解当前面临的痛点和挑

战。 

 

作为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展会同期热门活动之一的 2018智能网联

汽车上海峰会在成功举办两届后，于今年再度回归。将于 11 月 29 日 9:00

至 17:00 在上海虹桥新华联索菲特大酒店举行。届时来自智能网联领域的

知名专家，将就如何建立并从智能互联生态系统中受益作精彩分享，带来

耳目一新的前瞻观点。 

 

更多 2018 年 Automechanika Shanghai 展会信息及明日出行板块详情，

欢迎访问展会网站 www.automechanika-shanghai.com.cn。

Automechanika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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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Automechanika 品牌展览会之一。

该全球品牌展遍及非洲、亚洲、欧洲、北美、中美及南美洲，在全球范围

内共举办 17 场专业展览会。如需了解更多信息，亦可通过热线电话+86 

http://www.automechanika-shangha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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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6160 8499 或电子邮件 auto@china.messefrankfurt.com 咨询。 

 

- 完 - 

 

法兰克福展览集团简介 

法兰克福展览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拥有自主展览场地的展会主办机构，其业务覆盖展览会、会议

及活动，在全球 30 个地区聘用逾 2,400 名员工，每年营业额约 6.69 亿欧元。集团与众多相关

行业领域保持紧密联系，配合庞大的国际行销网路，高效满足客户的全方位需求。多元化的服

务呈现在活动现场及网路管道的各个环节，确保遍布世界各地的客户在策划、组织及进行活动

时，能持续享受到高品质及灵活性；可提供的服务类型包括租用展览场地、展会搭建、市场推

广、人力安排以及餐饮供应。集团总部位于德国法兰克福市，由该市和黑森州政府分别控股

60%和 40%。 

有关公司进一步资料，请浏览网页： 

www.messefrankfurt.com.cn | www.congressfrankfurt.de | www.festhalle.de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简介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中机国际）是大型中央企业集团——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主要从事商业会展和贸易成套相关业务。商业会展是中机国际的核心

主业，公司拥有多年的办展经验和专业的办展团队。目前，公司在国内 30 多个大中城市举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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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公司详细资料，请参询网页：www.sinomachint.com 

 

http://www.sinomachin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