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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车主和其驾驶的车辆都步入成熟期——2017年，汽车
平均驾驶年限达到3.5年。目前他们喜欢到独立汽修店进行
小保养和快速修理。经常进行汽车维保的20多岁的女性车
主值得引起更多关注。相比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车主拥
有更多的车辆，他们对汽车维保知识也更感兴趣，因此这一
群体尤为重要。
– 过人，高级研究分析师，中国

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
•

独立汽修店的前景广阔
为什么线上到线下模式在汽车售后市场不奏效
汽车维修保养服务提供商应着眼于哪类车主？

汽车后市场的定义是为消费者购车后的一系列活动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市场，包括但不限于汽车维修、保养、美容、配饰
和保险的销售（不包括在市场规模研究中）。
本报告中的汽车定义为私人所用的乘用车。乘用车分为基本型乘用车（轿车）、运动型多用途汽车（SUV）、多用途汽
车（MPV）和交叉型乘用车。
基本型乘用车（轿车）：用于运输人员和行李，司机通常是核心，强调驾驶和乘坐的舒适度。轿车一般采用两厢配置
（掀背式）和三厢配置（轿车）。
运动型多用途车（SUV）：将轿车的舒适度与越野性能、多功能性和两厢配置（掀背式）整合在一起。
多用途汽车（MPV）：结合了轿车的舒适度和旅行车的空间，可像运货车一样用于运输货物。这些车通常采用两厢配
置。多用途汽车（MPV）主要瞄准家庭用户，大多基于乘用车平台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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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型乘用车：也被称为小型巴士。这种车型可以运送乘客或货物，因此被称为交叉型乘用车，一般采用单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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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
消费者——汽车拥有情况和汽车保养职责分工
汽车拥有情况和汽车保养职责分工
更多的二、三线城市家庭拥有一辆以上的车
数据 16: 有车情况（按城市线级区分）, 2017年8月
更多的家庭成员参与汽车维保
数据 17: 汽车维保责任，2017年8月对比2016年7月
20多岁的女性变得越来越重要
数据 18: “我和家里的其他成员共同负责这件事”的提及率（按性别和年龄区分），2017年8月对比201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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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使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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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19: 平均使用年限，2017年8月对比2016年7月
换车潮逼近
数据 20: 汽车使用期限，2017年8月对比2016年7月
40多岁的二、三线城市车主的维保期更长
数据 21: 汽车使用期限（按人口群体区分），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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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保频率
平均每年维保5次
数据 22: 汽车维保频率（按小保养和大保养区分），2017年8月
女性车主更经常维保车辆
数据 23: 维保频率（按性别和年龄区分），2017年8月
一线城市车主更经常维保车辆
数据 24: 一线城市车主和二、三线城市车主（基准）的汽车维保频率差异，2017年8月
经验驾驶者较少进行汽车维保
数据 25: 经验驾驶者和一般车主（基准）的汽车维保频率差异，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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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店仍然是大多数车主进行大保养的默认选择
数据 26: 维保服务场所（按不同服务提供商区分），2017年8月
...经验驾驶者摒弃4S的速度更快
数据 27: 一般车主和经验驾驶证（作为基准）选择4S店进行维修保养的比例差异，2017年对比2016年
独立汽修店正在崛起
数据 28: 选择独立汽修店特定保养服务的车主比例，2017年对比2016年
一旦奖励不再，线上平台便黯然失色
男性和女性车主的不同需求
数据 29: 女性和男性（基准）车主选择维保服务场所方面表现的差异，2017年8月
自己动手是种生活方式
数据 30: 影响消费者选择维保服务场所的主要因素，201年8月

消费者
消费者——感兴趣社交媒体信息
感兴趣社交媒体信息
不只是销售一辆车
数据 31: 感兴趣社交媒体信息，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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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动手维保者更希望看到生活方式信息
数据 32: 自己动手维保者和一般车主（基准）对社交媒体信息的兴趣差异，2017年8月
女性车主更注重驾驶技巧
数据 33: 女性和男性车主（基准）对社交媒体信息的兴趣差异，2017年8月

消费者
消费者——维保态度
维保态度
不同汽车维保用户描述
数据 34: 汽车维保服务用户细分，2017年8月
数据 35: 对汽车维保的态度，非常同意百分比（按消费者细分区分），2017年8月
维保怀疑者
他们是谁？
维保习惯
如何定位他们？
数据 36: 维保怀疑者和所有车主（基准）对社交媒体信息的兴趣差异，2017年8月
维保积极者
他们是谁？
维保习惯
数据 37: 维保责任（按消费者细分区分），2017年8月
数据 38: 维保积极者和所有车站（基准）对社交媒体信息的兴趣差异，2017年8月
如何定位他们？
顺其自然者
他们是谁？
维保习惯
数据 39: 汽车使用年限（按消费者细分区分），2017年8月
如何定位他们？

认识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
高维保频率
数据 40: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和非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基准）的汽车维保频率差异，2017年8月
借力社交元素
数据 41: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和非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基准）对社交媒体信息的兴趣差异，2017年8月
维保积极者的人数居多
数据 42: 车主类型（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17年8月

附录
附录——市场规模与预测
市场规模与预测
数据 43: 汽车售后市场的总销售额，2012-2022年

附录
附录——研究方法和缩写
研究方法和缩写
研究方法
扇形图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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