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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2021年4月18日，第十九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简称：

2021上海车展）正式拉开帷幕。作为疫情之后的首届车展，2021

上海车展以“拥抱变化”为主题，集中展示世界与中国汽车工业的

创新发展成果。同时，此次车展也产生了“车顶维权”等一系列舆

论热议话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 Meltwater融文依托国内舆情监测平台，深入全网媒体渠道，为您

带来此次车展的整体声量趋势，舆情热词与重点提及品牌相关分析。

报告覆盖渠道

新闻、微博、微信、知乎、豆瓣、百度贴吧、视频、电子报刊、
政务网站、博客



报道趋势

本次展会的媒体声量可分为三个阶段：

预热期：04.14-04.18

展会开幕前，各大参展品牌开始频繁于自
媒体和新闻网站、客户端推送预热文章；
日讨论量持续攀升，并于开幕前一天，即
4月18日突破10万，达到了116,602条

高峰期：04.19-04.23

4月19日展会开幕，本次车展的媒体声量
达到顶峰，获得了超过53万条媒体讨论。
4月20日，声量出现小幅下降，为
440,168条。与此同时，伴随着“车顶维
权”事件的爆出与持续扩散，本次上海车
展的敏感信息比重从4月19日的12.5%上
升至4月20日的21.9%。

4月21日起，展会面向专业观众开放，讨
论声量连续两日稳定在30万条左右。

4月23日，媒体声量下滑明显，为
195,629条。

尾声期： 04.24之后

4月24日，展会正式面向普通观众开放。
同时，讨论声量也回归10万条量级。展
会声量步入尾声期。

车企品牌发力，突发舆情影响，媒体声量波动

总声量：2.63M（4.14~4.27）国内全渠道媒体报道趋势图

预热期 高峰期 尾声期



曝光渠道及媒体情感

此次展会，全网声量的主要来源为
社交媒体。其中，微博的相关讨论
占据了总声量的48.9%。此外，
新闻客户端，如网易号，今日头条，
懂车帝等贡献了36.6%的渠道声
量。

在媒体情感方面，根据平台智能语
义分析，敏感信息的占比达到了
13.2%。

媒体信息中，公众讨论的热点集中
于各大汽车品牌（奥迪，特斯拉，
哈弗等）。与此同时，也不乏关于
“维权”，“概念车”以及“智能
汽车”等趋势热点的相关讨论。

媒体曝光渠道声量占比 媒体情感占比

媒体讨论云词图



重点提及品牌

如前文所述，本次车展的媒体声量
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车企品牌的主动
推广。

其中，包括了品牌在新闻端进行的
展会入驻、新品上市等文章发表，
社交媒体端的“有奖”转发，品牌
忠实顾客的社群响应等等。

同时，重点提及品牌中，也出现了
智能汽车解决方案相关品牌。

受“车顶维权”事件影响，“特斯
拉”的27万余条的相关提及中，有
相当一部分是对此次事件和“维权”
车主的相关讨论与评价。

重点提及品牌声量排名（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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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声量 | 奥迪

奥迪的品牌声量在本次车展期间表现平稳，

4月17日-23日，日均提及量均稳定保持

在2万条提及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期间，关于“奥迪

中国总裁安世豪”的相关提及较为集中，

达到了74,041条。

此外，Meltwater融文平台显示，本次车

展关于奥迪的相关提及还集中于“新品发

布”，“黄金十年”等热点。

总体而言，奥迪在本次车展中的媒体提及

量较高，且未出现明显的敏感信息峰值。

2021上海车展“奥迪”声量趋势图（文章数）



品牌声量 | 特斯拉

Meltwater融文国内舆情监测平台的数据显

示，本次车展关于“特斯拉”的讨论声量集

中于4月19日-4月21日，直接受“车顶维

权”事件影响。

通过深入分析这期间的媒体讨论内容后，可

以发现舆论内容的焦点也是此次车展维权事

件。

4月26日，“特斯拉”声量出现第二次高

峰，，主要内容为“车顶维权车主道歉”。

在“特斯拉”讨论的top 100关键词中，与

“维权”事件直接相关的关键词，如“维

权”、“道歉”、“警告处分”等达到了63

条。

数据显示“特斯拉”在此期间的媒体声量

超过64%为敏感信息，远高于此次车展的

整体敏感信息比重。其中，敏感信息数量于

20日（事件第二日）达到了顶峰，为82,315

条。

2021上海车展“特斯拉”声量趋势图（文章数）



品牌声量 | 欧拉

本次车展期间，“欧拉”的品牌提及出现了

两次波峰。第一次讨论峰值出现在4月17

日，即车展开幕前，媒体大量讨论围绕题为

《男士止步！长城欧拉专为女生打造了一台

车》与《欧拉全新复古车官途曝光，致敬一

个时代，惊艳一个时代》的文章，当日媒体

声量超过15000条。

在车展开幕后，“欧拉”于4月20日迎来

了第二次峰值，讨论重点围绕欧拉为女性消

费者打造的新款车型，并突破了3万条的日讨

论量。

声量关键词显示，“公主”，“少女”，

“毛晓彤”等词语频繁被提及。

同时，本报告也注意到在微博讨论渠道，转

发微博占据了声量的绝大部分，达到了

96.5%。

2021上海车展“欧拉”声量趋势图（文章数）



品牌声量 | 哈弗

“哈弗”在车展期间声量总体平稳。自4

月19日展会开幕后至4月23日，品牌提及

均在8000条以上。

同时，相较于车展总体声量渠道构成，

“哈弗”超过70%的声量来自于新闻客

户端，如腾讯新闻，今日头条等，并且客

户端各渠道活跃度较为均衡。

根据关键词云显示，“哈弗”的相关讨论

集中于“哈弗赤兔”、“长城”、“美学

潮流”等相关话题，主要围绕新品发布，

母品牌长城，营销活动等展开。

2021上海车展“哈弗”声量趋势图（文章数）



本次车展“概念车”热议话题TOP10依次

为：“凯迪拉克（LYRIQ/Ultium）”、

“智能汽车”、“体验”、“平台”、

“落地”、“空间”、“设计”、“内饰”

以及“科技感”。

本次车展期间“概念车”相关重点报道：

• 上海车展|奥迪四款车型全球首发 PPE技术

亮相车展（链接）

• 可劲造 弗星人 中国哈弗以冠军品牌领导力

炸场上海车展（链接）

• 开启智能纯电新时代｜凯迪拉克智能纯电

概念车LYRIQ上海车展全球首秀（链接）

重点报道举例

趋势热词 | 概念车

媒体讨论云词图

https://chejiahao.autohome.com.cn/info/8400893
http://www.che5i.com/html/ttxw/6417.html
https://k.sina.cn/article_1198183614_476ad4be02700xzhs.html?ab=qiche&_rewriteTime=1619406543816&http=fromhttp


总 结

➢ 在本次监测区间内，2021上海车展在国内全网的舆情总声量为2.63M。展会整体舆情

走势呈现单次峰值，阶段性下滑的趋势，声量高峰位于4月19日展会开幕当日（53万

条），高峰期维持至4月23日，即“专业观众日”的最后一日。此后，讨论声量逐渐消

退。

➢ 传播内容方面，部分品牌敏感舆情内容比重明显高于其他品牌，敏感内容主要为“车顶

抗议”事件的相关评论与报道。其他参展品牌的情感多为正面或中性，内容多侧重在新

品发布，领导层展会相关动态，营销传播活动等方面。



总 结

➢ 重点提及品牌方面，本次车展声量前三名品牌为“奥迪”、“特斯拉”与“欧拉”。其

中，“奥迪”与“欧拉”未出现明显的敏感信息峰值。同时，在“特斯拉”的相关媒体

提及中，敏感信息的比重达到了64%，远高于此次车展的整体敏感信息比重 。该品牌此

次车展的TOP 100关键词中，63个词语与“维权”事件直接相关。

➢ 总体而言，本次车展媒体声量来源为“品牌主导”与“突发舆情”。社交媒体与新闻客

户端成为了声量传播的主要渠道。同时，舆情讨论的热点在于集中于各大汽车品牌（奥

迪，特斯拉，哈弗等）。与此同时，也不乏关于“维权”，“概念车”以及“智能汽车”

等趋势热点的相关讨论。



Meltwater 中国

Meltwater融文成立于2001年，是全球上市市值最大的媒
体情报公司。融文在全球27个国家与地区设有超过60个办
公室，拥有2000多名员工，在各行业与领域服务超过
30000家客户，在国际各大主要市场成功运作。

融文2006年进入中国，在上海、香港、广州设有3个办公
室，将全球专业经验与本土特色服务相结合，帮助大型国
企、外企、独角兽、各行业领军企业等1000多家知名公司，
提供媒体监测、社交媒体监测以及媒体智能解决方案。



Meltwater 所有服务

媒体监测

中国网络媒体监测
- 网络新闻媒体
- 客户端
- 微博微信
- 知乎贴吧
- 本地论坛
- 系统分析报告

系统组件

每日自动晨报

系统敏感信息预警

分析师服务

月度 / 周度
新闻通讯 (翻译)

公关洞察报告

竞品对比报告

其他定制报告

人工负面预警

媒体发布

海外记者库

新闻稿 Wires

海外KOL库

海外社交媒体监测
- Facebook 
- Twitter
- Instagram
- Youtube
- 博客
- 本地论坛

新闻通讯

Newsfeed

海外新闻媒体监测
全球 344,000，89种语言，261个
国家和地区
- 中国香港 1,700
- 中国台湾 800
- 北美 110,000
- 欧洲&中东&非洲 117,000

社交帐号统一管理发布
- Facebook
- Instagram
- Twitter
- LinkedIn

自营账号管理

社交帐号表现分析
- Facebook
- Instagram
- Twitter
- 微博
- 微信
- Line

融文Meltwater产品矩阵

定制化评分

境外社媒消费者洞
察

Smart Alert

境外数字营销洞察

自营账号分析

了解更多

联系我们

关注融文公众号

获取更多
媒体洞察

• Shawn.Gao@meltwater.com

• 021 6033 0815

• + 86 185 2138 4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