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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30日，由《汽车与运
动 evo》杂志、清华大学汽车产
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上海交通
大学汽车工程研究院联合主办，
中国石油润滑油公司独家冠名，
中国机械工业国际合作股份有
限公司、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
限公司协办的2017（第三届）中
国汽车发动机技术大会举办。

中国汽车发动机技术大会
是一个分享知识、跟踪行业热
点、展示先进汽车技术的平台。
中国汽车发动机技术大会的顺
利召开，是中国汽车产业和发动
机行业蓬勃发展的必然结果，也
是“中国心”十佳发动机评选的
结晶。

大会期间，来自中原内配、
长城汽车、丰田汽车、上汽乘用
车、“中国心”十佳发动机评委
会、中国石油润滑油等国内外主
流汽车企业、零部件企业、高校
技术领袖、资深专家，一起集中

讨论了车用发动机的关键技术
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
授、天津大学内燃机燃烧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心”年
度十佳发动机评选专家评审委
员会专家评委姚春德做了“中国
心”2017年度十佳发动机评选
专家评审委员会报告，对“中国
心”2017年度获奖发动机的技
术进行了分析，就“中国心”
2017年度十佳发动机技术特点
进行了分析，解读了本次参评发
动机的核心技术，对十佳发动机
的先进技术进行了总结，分析了
自主品牌发动机研发技术的大
跨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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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业从来都不是简单
的造车、卖车，汽车行业可以说
是一个服务型行业。汽车是消
耗品，再好的车也会遭遇零件磨
损、磕碰刮擦。消费者买的不仅
是车的质量，更是售后服务。豪
华车品牌的服务标准也应和车
的价格和做工相匹配。在国际
售后服务满意度调查中，BMW连
续5年获得了客户满意度的第一
名，说明宝马高质量的售后服务
也和其在豪华汽车品牌中的地
位一样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售
后服务副总裁康波对售后相当
重视，他表示：“高品质的售后
服务是豪华品牌差异化的重要
体现，它与富有激情的品牌和
极富魅力的产品阵容共同构成
了宝马的三大核心竞争力。赢
得客户的信赖，是BMW在豪华车
后市场中保持竞争力的基石。”

安全系数永不降低
作为全球领先的豪华汽车

品牌，BMW始终将客户的用车安
全放在第一位。BMW钣金维修的

宗旨就是让车辆始终保持出厂
时的刚性与安全系数。为了实
现一流的驾乘乐趣、安全性能和
燃油经济性，高强度钢、铝合金、
碳纤维等材料被应用在BMW的车
身结构上。BMW精湛的钣金工艺
可以对各类车身结构进行修复，
获得牢固的连接效果，从而恢复
车身的安全性能。

不同于传统的焊接技术，
BMW 在钣金修复中采用胶粘与
铆接工艺。根据车身材料的不
同，技师需要熟练掌握 10 余种
胶粘工艺。通过胶粘使车身具
有牢固的连接效果，再通过铆接
对胶粘部分进行强化。与传统
技术焊接相比，胶粘与铆接不仅
让车身外观更加平整、操作能耗
更 低 ，抗 拉 强 度 更 是 提 高 了
30%。

钣金维修的过程要求十分
严格，大到更换车身侧围，小到
安装一颗螺栓，BMW的技师都要
遵循全球一致的工序和参数。
钣金外板维修中，使用手锤顶
铁和介子机既要恢复板件形
状，误差小于 2 毫米，同时还要
恢复板件刚性；无论车辆事故
变形到什么程度，钣金维修都

会恢复车辆出厂时的形状和尺
寸，确保任何角度的误差都在1
毫米之内。

创新的碳纤维维修技术也
是确保BMW车身恢复安全性能的
亮点之一。碳纤维以其强度高、
重量轻、耐腐蚀等优异的特性，
被广泛应用于 BMW 多款经典车
型。宝马工程团队与售后服务
团队精诚合作，在车辆研发阶段
就将碳纤维车身的后期维修纳
入考虑范围之内。

车身外观永远如新
为了减少环境污染，BMW 自

2005年就率先在国内推行水性
漆。BMW原厂水性漆超过70%的
构成为水，与传统油漆高达84%
的有机挥发物相比，每年可减
少超过3500吨有机挥发物的排
放，相当于种植了50万棵树，约
等于425公顷的林地，约6个故
宫的面积。此外，BMW喷涂作业
采用无尘干磨替代传统水磨，
每年可减少约2万吨污水排放，
相当于 23.5 万人一天的用水
量，同时保障了 3000 多名喷漆
技师的身体健康。而在加热环
节，BMW用电加热或红外烤灯加
热替代柴油加热，减少碳排放
近2万吨。

BMW 标准喷漆工艺包括 10
道大工序，超过30个小工序，历
经刮涂、打磨、喷涂等精细流程，
使用20种工具设备和50多种专
用材料，由经过严格认证的专业
人员操作，确保恢复与原车完美
匹配的外观色泽。此外，由于漆

膜厚度也会影响车辆的安全性
和驾驶性，BMW的喷漆技师能够
准确将漆膜厚度的误差控制在5
微米之内，相当于一根发丝的1/
16，以完整还原漆面对车辆的保
护和机械性能。

高端服务诠释豪华
以钣金喷漆为代表的维修

业务，代表了宝马售后服务的
整体水平。而洞察消费者变化
并 领 先 于 时 代 的 需 求 ，则 使
BMW 始终立于豪华汽车品牌标
杆地位。

全面加速数字化就体现了
宝马售后服务层面的前瞻性与
创新性。例如推出BMW云端互联
APP，功能涵盖在线预约、上门取
送车、道路救援、违章查询等功
能，为客户提供更便捷、优质的

售后体验，目前注册人数已超过
50万。此外，售后服务团队也积
极参与到新车型的研发过程中，
与车辆不断升级的技术相结合，
给客户带来更全面的安全保
障。其中带主动侦测功能的事
故救援服务就已在全新BMW 5系
Li上配备，未来将陆续推广到其
他车型。而3200余台全方位客
户出行尊享用车目前已累计服
务8万余人次，累计服务天数达
42万余天，为车主提供了便捷的
用车生活。

在“第一战略”的引领下，
BMW在售后服务领域将继续推进
由“豪华汽车制造商”向“高端个
人出行服务提供商”转型。未
来，BMW将用高质量的服务和创
新的服务模式，赢得每一位客户
的信赖。

BMW高品质售后领跑豪华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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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汽车发动机
技术大会在沪举行

领克 01 是基于世界领先
的CMA基础模块架构开发的首
款车型，具有高效的动力总
成、卓越的驾驶体验、领先的
安全系统、豪华的舒适品质、
全面的实时互联以及创新的
商业模式。

吉利控股集团总裁、吉利
汽车总裁、CEO安聪慧表示：“作
为新时代高端品牌，领克秉承

‘生而全球，开放互联’的使命，
招募到世界顶尖的设计、研发、
工程和制造人才，与沃尔沃联
合开发了世界领先的CMA基础
模块架构，为领克的卓越品质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领克汽
车越级对标豪华品牌的技术品
质、制造工艺和服务水准，与主

流外资品牌直面竞争；以新审
美、新科技、新体验和新能源为
标签的领克01，一定会为全球
年轻消费群体带来崭新的价值
体验，陪伴他们成为卓尔不群
的时代焦点。”

沃尔沃汽车集团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汉肯.塞缪尔森表示：

“作为一个拥有深厚积淀，并且
在国际市场中享有盛誉的豪华
汽车品牌，沃尔沃有实力也有决
心支持领克成为全球品牌。我
们在宁波共享着世界顶尖的测
试和研发设施，路桥工厂也是我
们双方合作中的重要部分，沃尔
沃和领克的车型将在路桥共享
生产基地。未来，我们计划将生
产制造领域的协同扩展到欧洲

和美国。”
领克 01搭载VEP4 2.0T发

动机，配合爱信第三代自动变速
箱和7DCT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能够轻松实现7.7s（两驱）、7.9s
（四驱）的0-100km/h加速成绩，
行业内首次搭载的博世 ESP
9.3高动态版，让领克01实现更
快、更稳、更准的驾驭“新体
验”；采用 Harman 专利技术 -
Logic7 和 Clari- fi 的 INFINITY
音响、无线充电/NFC 数据传输
功能都让驾驶与乘坐不再单调
与乏味。此外，领克01的所有
材料均使用欧洲最高标准，这意
味着材料的环保性和耐久性要
通过多项世界上最严苛测试的
检测。

领克01上市 售15.88万元起
11月28日，宁波-

新时代高端品牌领克
汽车旗下首款车型领
克 01正式上市，五款
量产车型价格区间为
15.88 万元- 20.28 万
元，时间限量版车型价
格为22.0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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