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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echanika shanghai 2014 之“问”
Dennis Poersel：品牌配件在中国市场具有潜在商机

沃尔夫葛纳汽车部件(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Dennis Poersel(左)与产品
质量总监Mathias Prellwitz

据Dennis Poersel介绍，该公司在德国

而中国市场习惯买原厂配件。第二，在德国如

是位居前三的售后品牌之一，五年前首次进入

果新进一个品牌，大家会去研究它，而中国市

中国市场。该公司用很长时间调研中国市场的

场则完全把一个新的品牌弃之不管。第三，中

现状和趋势，做出销售策略，即在国内仅推四

国市场庞大，销售量极大，但市场的成熟度还

款车型：奔驰、宝马、奥迪、大众的进口车，对

不够完整。随着趋势的转变，中国用户对车了

于这些进口车推出四个主要系统：冷却系统、

解越多，就会选择有知名度且性价比高的配

减震系统、转向悬挂系统以及制动系统。
“目

件，这是一个很大的商机。”

沃 尔夫葛纳汽 车部件股份公司成 立于

前，我们与博士合作一个项目，作为转向悬挂

据Mathias Prellwitz介绍，该公司有一

1958年，是一个制造及分销汽车备件的家族

系统的指定供应商，这是市场上对于我们的

个特别的产品线叫Meyle-HD，由经验丰富的

企业，其品牌为MEYLE以及MEYLE HD。展

一个肯定。”该公司本次展会上展出了新款

工程师来设计产品，针对原厂件进行改良，然

会上，记者采访沃尔夫葛纳汽车部件(上海)有

Meyle-HD水泵、有更好防锈蚀能力的紫外线

而这个改造不属于改装车件，只是对原厂件的

限公司总经理Dennis Poersel时，他正坐在展

油漆涂层处理的Meyle铂金制动盘和性能经

易损点进行改造，质量和性能比原车件更优。

台与产品质量总监Mathias Prellwitz讨论问

过优化的Meyle铂金制动刹车片。

“我们不仅会做产品检测，而且销售以后跟进

题。记者发现他带着脚伤工作，敬业的人总是令

当问及中国市场与德国市场的不同，

售后服务，包括到终端市场提供技术支持，做

人肃然起敬。采访中，无论是Dennis Poersel

Dennis Poersel略有思索道，
“两者实在太不

产品及装车的培训。尽管进入中国市场较晚，

和Mathias Prellwitz的介绍，还是凌璐女士的

同了，概括为三点。第一，德国具有长久的汽车

但基于我们良好的表现和优质的产品，相信可

精彩翻译，无一不彰显这家公司的专业形象。

历史，市场更倾向于性价比较高的品牌配件，

以打开中国市场。”(文/文二霞)

俞敏：大陆借原装配套强势做专业售后市场
表、信息娱乐系统、汽车电子、轮胎及工业橡胶制

中，需要根据市场的变化，做一些相应的调整。今年特招

品。大陆集团下设底盘与安全、动力总成、车身电

专职培训服务经理，希望传递培训信息。”

子、康迪泰克、轮胎五个事业部。

大陆汽车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独立售后市场总监 俞敏

现在国际及国内的很多大公司越来越 重视独立

大陆汽车投资(上海)有限公司独立售后市场

售后，这与汽车保有量及平均车龄有关系，机会越来

总监俞敏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表示，
“大陆集

越大。同时行业也面临诸多挑战，比如渠道里面品牌

团涵盖汽车、橡胶及制动系统等业务，做配套也做

越来越多，利润越来越薄，资金及人才的管理等。
“我

售后。制动系统有较长的历史，在中国有三个工厂

们 在 渠 道 方 面，除了天 猫 旗 舰 店，还 要 看其他 的 平

在做制动系统。我们的产品很高端，要把在OE的

台，选择合适的机会提供支持。电子商务重要的是数

强势带到售后，把新的技术和产品带到中国来，投

据，一般我们指大数据是对消费者行为的分析。比如

放独立的售后市场。”

我们OBD盒子能够将加油、维修、洗车等信息整合到

大陆集团售后市场渠道通过分销商/经销商来

一起。”

大陆集团于1871年始建

做，分为三类：一是做车型件，现在是主流，将来可

俞敏表示，
“国内分销商的规模及修理厂的水平等

于德国汉诺威，是全球领先的

能会有变化；二是电喷或汽车电子，主要是销给维

因素还在变化中，这个市场很吸引人。我们希望把更多

汽 车 零 部 件 供 应 商之一。其

修厂等，三是保养类产品，相对操作简单，运用于

进口的产品带进来，用到进口车上，提升利润；培训方

业务涵盖制动系统、动力总成

快修店及网络服务者。
“中国市场的分销商规模还

面，需要更好的适用本地的培训材料；2015年将更注重

及 底 盘 的系 统 和 零部 件、仪

不够，且多是区域性的。我们现在还处在改变过程

品牌宣传、渠道建设，新产品的投入。”(文/文二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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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一年里，汽车后市场将会面对新的形势、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如何去应对？如何给维修企业及车
主提供更好的服务？这是设备、零部件和用品厂商需要思考的问题。展望2015，让我们共同倾听厂商们陈述理
念、总结过往、计划未来。

雷贝斯托：技术革新让OE与售后两市场相得益彰

雷贝斯托所属齿轮箱控股有限公司市场销售副
总裁Reinhard Brinkmeier与美国雷贝斯托传
动产品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盛强(右)

年的历史，分有不同的业务范畴，从制动材

很多的设计，这款特殊油槽设计是通过动态

料到变速器的湿式 摩擦 材料，后来成立独

流体力学混合技术及复杂的模型分析和有

立公司。从1940年第一台变速器产生至今，

限元计算分析而来。它决定了变速器的舒适

该生产商一直是自动变速器设计的参与者。

性和耐久性。市场上做的假件，只知其然，

Reinhard Brinkmeier表示，
“雷贝斯托的

不知其所以然。”

特色是致力于工业的革新及提供市场方案。

面对中国市场的复杂，外来品牌如何实

一直 在开发新产品，这就 是 我 们为什么做

现本土化？Reinhard Brinkmeier表示，
“中

提起雷贝斯托，业内人士耳熟能详。然而

OE市场同时也做售后，这有利于得到第一

国市场肯定是全世界一个重要的市场，预计

鲜有人知晓一个历史：登月第一人踩在月球上

手的反馈。主机市场需要成熟的技术，我们

未来的五到十年里，中国市场会爆发，尤其与

的靴子，是采用雷贝斯托的材料做成的。
“那

在售后市场先行 一 步多做研究 和探索。有

我们相关的市场。我们即要跟着这个重要市

个时候市场观念没有现在强，否则可以注册个

了革新的方案，我们在后市场做一些尝试。

场，也要保证知识产权，选合适的机会在中国

脚印品牌。”雷贝斯托所属齿轮箱控股有限公

4年前，我们推出一款具有特殊油槽设计的

进行投资，用美国的团队来支持中国市场。”

司市场销售副总裁Reinhard Brinkmeier这

GPX产品，产品在市场上大获成功；2015

当问及近两年经营，盛强坦言，
“中国售

样表示。美国雷贝斯托传动产品有限公司北京

年我们将向市场推出新一代HT产品，这款

后市场与国外比，有其特殊问题，过分关注价

代表处首席代表盛强笑言：
“月亮上第一个脚

产品将首先用于丰田、通用、福特系列。”

格，而较少注重品质，这与中国的自动变速器

在一番专业而细致地讲解变速器摩擦

印也可以说是雷贝斯托的脚印。”
雷贝斯托始建于1902年，具有100多

技术后，盛强说：
“这里听似简单，实则包含

市场时间较短相关，零部件打破垄断是机会
也是挑战。”(文/文二霞)

金翔宇：互联网技术让汽车故障诊断发生质的变化
全系列产品参加了Automechanika shanghai

驾驶习惯可以有效延长车辆易损件的使用寿命。

2014。一直以来，朗仁科技致力于为广大客户提供

在谈到这部分内容时，金翔宇说：
“朗仁科技开发

优质的原厂设备、专业的维修指导和完善的售后

的车联网终端产品，便是为了帮助4S店、汽车维

服务。朗仁科技总经理金翔宇说：
“作为朗仁产品

修企业以及车主取得汽车运行的一手资料，他们

背后的支持，我们拥有很强大的数据库，我们融合

可以将这些资料用于汽车维护、故障分析以及实

互联网技术让汽车故障诊断发生了质的变化。”

现汽车维修的预报警。此终端产品具有远程汽车

谈到对绿色维修的理解时，金翔宇说：
“绿

数据的采集、诊断及云端车辆数据的交互、分析

色维修是整个行业都应该倡导的。比如电动汽

等功能。通过该产品终端的GPRS联网功能，监

车，虽然如今它在乘用车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

控中心可以随时了解汽车行驶的工况数据，使客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会成为一种潮流。作

户能够安全、安心驾驶汽车，汽车服务商能够快

作为汽车诊断检测设备、车联

为汽车故障诊断设备商，我们很关心这种变化

捷提供汽车维护服务。

网行业不可或缺的角色，深圳市朗

趋势，也拥有关爱环境的社会责任感。针对电动

金翔宇说：
“更加智能化的故障诊断设备可

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仁科

汽车的故障诊断设备，朗仁科技已经在研发之

以为维修人员提供更多技术支持，比如朗仁科技

技”)此次携PS2全能型汽车诊断

中，当大量的电动汽车进入维保期时，朗仁科技

的PS90汽车智能诊断仪，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

仪、Mini PS2汽车检测仪、PS100

愿为这些车辆的故障诊断提供便利的工具。”

跟踪维修人员的诊断过程，从而为他们提供有效

深圳市朗仁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金翔宇

车 辆 扫 描 仪、车讯 互 联 M 4 0 0 等

如今，车主越来越重视“以养代修”，好的

的技术纠正与指导。”(文/高中伟)

2015/01· 汽车维修与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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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小祥：松下笔记本为专业人士精心定制
松下集团是全球 性电子厂 商，从事各种电器产品的生 产、销售等 事业活 动。松下
电器（中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并于2002年实现了独资，主要负责开展家电、
系 统、环境、元 器 件、医疗设 备等 商品的销售和售后服 务活 动。作为中国地区投 资 性
公司，其经营范围较 广，当前松下坚固型笔记 本已推 广至汽车行业并 得到广泛应用。
Automechanika Shanghai 2014期间，记者专访了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系统通
信营销公司行业销售经理郑小祥。

记者：基于品质，松下电器在国内市场

国家时，各国的法规不同，但产品质量是一

一直有着良好的口碑。然而在汽车维修行业

样的。松下笔记本具有的7个关键技术：高亮

中，相关产品无论是研发还是推广应用，其

度、安全、散热、无线、轻量、长效、坚固。从

要求会更专业，更适用。与商用、家用笔记本

设计到制造，我们能做到在同一款产品上为

市场相较，松下工业笔记本在汽修行业的应

相互矛盾的要素提供解决方案。松下笔记本

标准的笔记本所达不到的功能，我们从而根据

用方面有何特点？

不是普通产品，在恶略环境下具有高可靠性，

客户的要求来定制产品。

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系统通信营销公司
行业销售经理 郑小祥

郑小祥：正如你所说，松下电器的市场

提升用户的使 用价值，降 低用户的使 用成

记者：随着汽车智能诊断技术的创新和

口碑不错。普通消费者可能认为松下只是做

本。实际的案例在汽修行业运用的很多，比如

发展，越来越多的新技术产品被应用到汽车

电器，实质上松下产品有很多。坚固型笔记

尼桑从2006年开始使用松下笔记本，至今一

维修企业。请您谈谈松下有哪些解决方案可

本是众多产品之一。实质上，这一系列产品

直使用，相当于8年一直在使用我们的产品，

以为汽车维修提供服务和支持？

主要面对细分且专业的市场用户。松下笔记

没有更新，这样成本就有保障，也能够体现笔

本每一个设计、功能与特性都极具针对性，

记本的综合使用价值。

记本而言，我们不只是卖给用户产品，而是

产品的质量非常可靠，能够降低总体使用成
本，提高总体使用价值。
我们在开发一款新产品时，会听取专业
领域里面用户的建议。汽车领域，我们会根

郑小祥：松下的产品有很多，比如汽车
导航产品、监控产品、识别产品等，就松下笔

记者：松下坚固型笔记本作为一种 诊

提供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案。我在为用户介绍

断工具，与汽修行业现有的其他诊断设备相

产品时，除了介绍产品的特点及优势以外，还

比，其优势体现在何处？

会为售后领域建议一整套的解决方案，比如

据 一些汽 车厂家需要的一些功能，定制专

郑小祥：坚固型笔记本的需求量每年高

诊断仪、诊断软件及工具车等，然后由松下笔

门用于行业的笔记本，比如大众，我们会定

速增长，以满足恶劣环境条件下的应用。产品

记本把这些内容统一打包。实质上很多用户

制一些特殊型的笔记本。它不是消费型的产

不受时间、地点、环境的影响，在野外下雨、高

接受我们的方案：一是我们为用户定制个性

品，而是当作一种工具来使用，我们的产品

亮度、粉尘、震动等恶劣环境下应用时能降低

化的服务，比如根据4S店使用笔记本的实际

在细分市场和专业领域的可靠性是第一位

用户的综合使用成本，增加产品的综合使用价

情况，我们设置8小时快速维修；二是定点，

的。当然可靠性包括很多方面，坚固、防水、

值。在诊断系统里面，很多厂家过去用的是集

我们在用户的OE厂家那里设置专门服务；三

防尘、防震、抗冲击等。这些都是我们重视

成的诊断系统，我们叫第一代、第二代。目前，

是上门服务，用户在使用产品过程中出现任

的，并且是首要考虑的。我们是专业类产品，

各个0E厂家都在向PC版的诊断系统转变，PC

何问题，工作人员即刻帮助解决。四是我们为

卖的不是单品，还提供解决方案，会针对项

版的功能更多，开发也更简单。很多数据可以

用户提供省心、快捷、高效的服务。现在只销

目逐步开发新品。汽车后市场很大，我们的

及时处理，故障码很快就能显示出来，上传到

售笔记本并不是核心，核心是要为用户解决

产品只是一小部分，以后会花费很大的精力

服务器及OE厂家的数据库里。第二，很多的维

问题，这样才能提高用户的满意度。

在这个领域。

修质料放在笔记本里面，这样方便维修现场的

品牌方面，现在有30多个OE厂家在使

记者：一款产品能否被用户认可，关键

技术工程师查阅。比如拆装，可以把维修手册

用我们的产品，我们具有高品质且带给用户

在于技术是否过硬。是否可以请您概要介绍

打开，哪个部分具有什么样的结构，哪个部分配

更多价值。我们也在改进，开发适合不同用

松下笔记本的关键技术？

有怎样的零部件，比较方便和直观。我们会经

户需求的产品。以前我们主要是 开发 适合

郑小祥：松下笔记本是自己研发、生产

过调研，开发新产品让客户使用。在推送产品

0E厂家的高端产品，现在正不断改变和适

和销售，全球有两大工厂 。产品销往具体的

的过程中，用户也会提出他们想要的功能，即

应市场。(文/文二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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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明：互联网思维开启全新业务模式
跑展会，记者见多了因接待客户而无暇顾及既定约访的企
业老总，而专访上海铂锐科贸易有限公司业务发展部总经理袁
明时，尽管他也是极近繁忙，一句“我们约好的，我要为你们留
出这段时间”，足以令记者心头生暖，继而相信老总如此，企业
对客户更甚。

三个角度：品牌、产品线、车型
据袁明介绍，上海铂锐科贸易有限公司以品牌、产品线、车型三个
重点角度参加此次展会。
“我们是做刹车制动系统的，第一，从品牌上

上海铂锐科贸易有限公司业务发展部总经理 袁明

考虑，已推出的品牌，如雷贝斯托，以后也会再推新品牌。不同的品牌，
市场定位可能会有差异。2014年我们是针对电子商务这个市场，还有
集团化的客户，比如4S店。2015年我们还会推出新的品牌，针对中档

一个层面：制造商、经销商、维修厂

市场，即面多量大的市场。第二，从产品线上考虑，2014年我们基本上

目前，中国约有三分之一的家庭处在考虑从第一辆车转到第二

把刹车产品线做得丰富，比如卡钳、制动泵、分泵、油管等。到目前为

辆车的阶段，这个过程会出现产品升级换代及很多衍生的服务类产

止，我们的刹车盘、刹车片国内市场各有800个左右的型号，在这个基

品。这就需要服务型供货商不但是卖产品，更要以贴心化的服务来

础上，我们还会继续开发，这将是2015年我们的主要工作。第三，从车

满足需求。袁明说：
“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制造商，关于电商渠道，

辆的乘用车、商用车角度来说，我们也逐渐走向商务车，过去我们没有

如果我们仅仅只是把产品拿到天猫、京东上卖，这并不是电子商务。

展示过商用车刹车盘、来令片和刹车鼓，现在开始介入这块市场。”

互联网是把制造商、投资商、渠道商、修理厂及媒体等连在一起，来
面对最终客户的要求，在未来的时间内，面对很多个性化的要求。”

二个概念：电商与互联网思维

该公司过去很长时间都在进行集团化生产，这种生产现在也在延续，

“其实我们是一个传统的制造型企业，并不是一个新潮的电商

其中分等级、分层次，供货商是一个级别，修理厂为一个层面，到客

企业。如果潮流需要转向互联网思维的话，我们多关注一些，尽量不

户则又是一个层面，其归属一个垂直的系统。如果将这些层面逐渐

要走错方向。”袁明表示，电商与互联网思维是两个概念。在网上销

压扁到一个层面上，那么在这个层面上客服的需求很容易沟通。
“过

售产品未必就是具备互联网思维的企业，而未在网上销售产品的企业

去，要从一个修理厂或用户那里拿到反馈，再一层一层反馈到上面，

并不代表其不具有互联网思维。现实中有很多成功和失败的案例，但

这个过程很难。以后逐渐压缩成一个层面，互相之间甚至会有一些

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进入一个市场或业务模式时，需要分析客户群。

股权的参与，这是一个方向，我个人感觉会很快的到来，当然不可能

袁明定义公司的终端客户是修理厂，而年龄在20～30岁左右的人是目

一夜之间改变。从我们客户的需求方面来看，谁对这方面反映的速

前修理厂的主力军，其需求和想法将会左右时代的发展和趋势。这一

度越快，关注越早，可能取得的成果就会越大。行业里已有人这样操

代人年轻有活力，思想特异，比较反传统。反不是坏事，只是与传统

作，把这几个层面从供货商到经销商再到客户进行扁平化。”

有别。
“我们有大量的案例来说明这一点。当我们把产品介绍给这些

把思维扁平化，制造商与经销商、修理厂放到一个平面上谈论

人时，要考虑他们个性化的想法，所谓个性化并不怪异。当我们一定

问题来满足用户，从某种意义上考量，这也是一个网。终端用户反

要把传统的行业产品介绍给不走传统路的人，我们需要一些非传统

馈问题到制造商需要很长时间，如果三者一起处理，这时会实现利

的渠道进去。这个渠道，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内容就是互联网思

益最大化。
“这不是一个小改变，而是一个全新的业务模式。生产、

维。”所谓互联网思维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最基层客户的要求反

销售、维修、服务都会卷入到这个模式。不管你喜不喜欢，未来都

馈给制造商，其中包括从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到培训等。
“我们是一

会卷入。如果不去做，可能会被竞争对手超越。这是一个大课题，

个庞大的身躯，不能走的得太快，在局部小范围内，可以逐渐协调适

我们既不能走得太快，因为要生存；也不能不关注，我个人认为这个

应。同时在变化的同时，企业需要升值，在逐步的渗入过程中，我们也

方向是对的，这个趋势，也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后一次弯道超

接触了电商渠道，未必要合作，而是从中也学习他们的一些思维。”不

车的机会，可以是一个完全不懂行的人来超越一个传 统企业的机

管互联网如何发展，满足客户的需求是我们的第一要务。

会。当然，或许还有别的机会。”(文/文二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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