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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负使命，开创未来。

2014 年，BMW AG 再次入选道琼斯可持续发展世界及
欧洲指数，从而跻身全球最可持续的汽车公司行列。开
发高效的车辆理念和对环境无害的生产流程 (包括回收
流程) 是我们设计原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采用 
BMW 高效动力策略 (BMW Effi cientDynamics)，自 1995 
年以来，BMW AG 在欧洲上市的新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降低了 30% 以上。我们也计划在 2006 至 2020 年期间
将车辆生产过程消耗的水和能源等资源减少 45%。自 
2007 年以来，我们位于奥地利斯泰尔的发动机工厂就
一直保持生产污水零排放。当然，每款 BMW 车型的设
计都考虑到了其长久使用之后必须能够简单经济地回
收。所有与车辆报废有关的问题，请联系您的 BMW 代
理商。欲了解详细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bmw.com.cn

BMW 系双门轿跑车
BMW 系敞篷轿跑车
自由的本性

* 封面排版请勿参考，为试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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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的车型
BMW 系双门轿跑车 Mi：
 M 高性能涡轮增压直列  缸汽油发动机， 千瓦 ( 匹马力)
 英寸 M 铝合金轮圈，双辐式样  M 型，墨尔本红金属漆
车身，黑色 Dakota 真皮座椅，铝制六边形内饰，带黑色高光装
饰条。 

 BMW 系敞篷轿跑车运动设计套装 i： 
 BMW 涡轮增压直列  缸汽油发动机， 千瓦 ( 匹马力)
 英寸铝合金轮圈，双辐式样  型，冰河银金属漆车身，
珊瑚红 Dakota 真皮座椅，精致抛光铝制内饰，带黑色高光装
饰条  

创新和技术
BMW 涡轮增压发动机
BMW 高效动力策略 (BMW Effi cientDynamics) 的核心。

BMW 高效动力策略 (BMW Effi cientDynamics)：
轻松实现燃料节省。

BMW 互联驾驶：
服务和应用程序以及驾驶者辅助系统。

悬架：
提高驾驶乐趣的创新系统。

安全性：
先进技术，竭诚为您服务。

设计套装和装备
装备：BMW 设计套装、BMW M 运动套件、装备亮点、车轮
和轮胎、以及原装 BMW 附件。

颜色：车身颜色和内装颜色。

BMW 售后服务：BMW 售后服务、BMW 金融服务和 BMW 
品牌体验。

 中国市场暂不提供 i，以实际上市车型为准。



BMW 2系敞篷轿跑车
无拘无束宛如微风拂面般清爽宜人，
邀您尽享轻松巡航；始终为您提供
充足的额外储备动力，让您放心驾
驶。坐下来，尽情享受。纯粹的驾
驶乐趣，少有这种美感。

BMW 2系双门轿跑车
为你的活力生活而来。在 
BMW 双门轿跑车漫长而辉煌的历史
中，这一新的篇章尤其引人注目：按
下启动按钮，一切常规抛之脑后
您将体验全新维度的驾驶感受。

天使般迷人

敏捷强劲



急速而过激起的尘埃
构成一道美丽风景线

M240i 从 0 加速至 100 公里小时仅需 4.6 秒。可惜这种刺激感受只在一瞬间。BMW 2系双门轿跑车中配备的新一
代的 6 缸涡轮增压发动机和 8 速运动型手自一体变速箱，可提供高达 250 千瓦 (340 匹马力) 的功率，将强动力与低油
耗相结合。其设计同样动感十足：微微前倾的双肾型进气格栅、修长的发动机罩和棱角分明的楔形外观 — 这款车的所
有元素都散发出运动气息。何不随行感受一番？



打开车门，
感受惊喜

坐上 BMW 2系双门轿跑车的驾驶区域，您就会感觉身处万物的中心。
中央控制台的上部按照人机工程学的原理朝驾驶者方向倾斜，并且
将控制显示屏置于您的视野内。无框架的车窗显得格外优雅，精良
的做工确保高质量、精心搭配的材料发挥出更大效果。



尽情驰骋，
激情四射

动态性能是其 DNA 的一部分：BMW 2系双门轿跑车的每个部件均是为了实现
更大动态性而设计。例如，轮胎始终具有出色抓地力，起跑控制模式确保在尽
可能短的时间内达到最高车速。采用后轮驱动、M 运动悬架和可变运动型转向
系统的整车概念专注于一个目标：保持领先。



前端：
个性宣言

空气阻力徒劳无用。BMW 2系双门轿跑车的前部设计体现了勇往直前的
冲劲：突出的大灯将强光聚焦于路面，发动机罩的轮廓线条让您可以想象
到流经车身的气流。集成式空气幕可更大程度降低车辆的拖曳系数，让您
迅如疾风。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实现一个目标：确保高性能，带给您更大
驾驶享受。

后部：
印象深刻

迷人姿态。敞开顶篷时，BMW 2系敞篷轿跑车的外观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其低腰而优雅的轮廓展示了灵活而美丽的身姿，L 形整体式尾灯在视觉
上突出了汽车的宽阔身躯和拥抱道路的姿态。



在公路上 扬帆起航

仿佛乘坐在游艇中。就像轮船甲板一样，内饰嵌入到车身中，让您置身
优雅与舒适的氛围之中。对于配备手自一体变速箱的车辆，驾驶体验控
制系统还可提供另一种让您欲罢不能的航海般魅力：由于采用了创新式 
BMW 高效动力策略 (BMW Effi cientDynamics) 技术，当您在 ECO PRO 
(节能) 模式下将脚抬离油门踏板而不施加制动时，该系统会将发动机与
动力传动系统分开，从而确保汽车安静舒适地滑行。



下雨？不用担心

升起软顶的驾驶感觉同样很棒。BMW 2系敞篷轿跑车的软顶外观与车身浑然一体
并且其改进的隔音效果大大降低了路面噪声。软顶的升降只需 20 秒钟时间，在
车速达到 50 公里小时时亦可执行升降，从容应对恶劣天气。



始终确保享受出色的联网服务

纵然在行驶途中，亦可与全世界保持联系。通过 BMW 互联驾驶，BMW 2系敞篷轿
跑车可为您提供大量的服务和应用程序，确保您的旅途更加安全、更令人愉快。使
用 BMW 音乐合作伙伴，您可以访问众多歌曲，并可根据各种场合挑选合适的声道
立即挑选并聆听动听的音乐。





BMW 涡轮增压发动机：BMW 高效动力策略 (BMW Effi cientDynamics) 的核心。

BMW 高效动力策略 (BMW Effi cientDynamics)：轻松实现燃料节省。

BMW 互联驾驶：服务和应用程序以及驾驶者辅助系统。

悬架：提高驾驶乐趣的创新系统。

安全性：先进技术，竭诚为您服务。

创新和技术
BMW 涡轮增压发动机：BMW 高效动力策略 (BMW Effi cientDynamics) 的核心。

BMW 高效动力策略 (BMW Effi cientDynamics)：轻松实现燃料节省。

BMW 互联驾驶：服务和应用程序以及驾驶者辅助系统。

悬架：提高驾驶乐趣的创新系统。

安全性：先进技术，竭诚为您服务。

创新和技术



 BMW 涡轮增压发动机
 BMW 高效动力策略 (BMW Effi cientDynamics) 的核心

由于采用 BMW 涡轮增压技术，BMW 高效动力策略 (BMW EfficientDynamics) 发动机系列新一代的创新式 BMW 汽油发动机
可确保灵活的性能和卓越的响应能力 (即使在发动机转速较低时)，并且保证较低的油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提高的效率和出色
的动态性可确保更强烈的驾驶乐趣。

BMW 涡轮增压发动机24 | 25

BMW i 双门轿跑车中的 BMW 涡轮增压直列  
缸汽油发动机可在转速低至 , 转分钟时提供 
 牛米的扭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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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耗值取决于所选的车轮和轮胎尺寸。欲了解详细信息，请咨询 BMW 当地授权经销商。

数据适用于配备标准变速箱的车辆。

╸ BMW 涡轮增压直列 6 缸汽油发动机，功率为 250 千瓦 
(340 匹马力)，扭矩为 500 牛米

╸ 0 - 100 公里小时加速时间：4.6 秒
最高车速：250 公里小时 (电子限速值)

╸ BMW 涡轮增压直列 4 缸汽油发动机，功率为 135 千瓦 
(184 匹马力)，扭矩为 270 牛米

╸ 0 - 100 公里小时加速时间：7.2 秒
最高车速：230 公里小时

BMW2系双门轿跑车
BMW M240i

BMW 220i

╸ BMW 涡轮增压直列 4 缸汽油发动机，功率为 135 千瓦 
(184 匹马力)，扭矩为 270 牛米

╸ 0 - 100 公里小时加速时间：7.7 秒
最高车速：226 公里小时

BMW2系敞篷轿跑车
BMW 220i

╸ BMW 涡轮增压直列 3 缸汽油发动机，功率为 100 千瓦 
(136 匹马力)，扭矩为 220 牛米

╸ 0 - 100 公里小时加速时间：9.6 秒
最高车速：205 公里小时

BMW 218i

╸ BMW 涡轮增压直列 3 缸汽油发动机，功率为 100 千瓦 
(136 匹马力)，扭矩为 220 牛米

╸ 0 - 100 公里小时加速时间：8.9 秒
最高车速：210 公里小时

BMW 218i



BMW 高效动力策略 (BMW Effi cientDynamics)26 | 27

无论目标是实现更大性能还是更低油耗，对 BMW 而言，重点始终是提供 BMW 特有的驾驶乐趣。BMW 高效动力策略 
(BMW EfficientDynamics) 是 BMW 推出的一种战略，旨在更大程度降低油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同时提高车辆的动态性和驾驶
乐趣。这是一种涉及发动机、能量管理和整车概念的全面技术组件，并且是每辆 BMW 的标准装备。

驾驶体验控制系统可使驾驶者在舒适模式 (针对标准的发动机和变速箱设置)、ECO PRO (节能) 模式 (旨在提高效率) 和运动模
式 (能够实现更高的动态驾驶性能) 之间进行选择。ECO PRO (节能) 模式可调节油门踏板和变速箱的特性以及加热系统空调
的设置，使驾驶尽可能节能高效。ECO PRO (节能) 模式最多可将油耗减少 20%1。使用惯性滑行模式 ECO PRO (节能) 路线
还可进一步节省燃油。

出色：包括 ECO PRO (节能) 模式的驾驶体验控制系统

1  根据内部 BMW 耗油量的研究，具体取决于个人的驾驶风格。

 BMW 高效动力策略 (BMW EfficientDynamics)
更少尾气排放，更多驾驶乐趣

发动机
BMW 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在低发动机转速情况下也具有非常灵活的功率输出和出色的响应性能。与前代车型相比，效率更高
排放更少并且性能更好。

整车概念
由于采取有针对性的空气动力学措施，每辆 BMW 的空气阻力性能都非常出色。这有助于提高效率和驾驶稳定性，并降低车
内的噪音水平。这些特征包括扁平结构的底架盖罩和前裙板中的空气幕。

能量管理
ECO PRO (节能) 分析器可评估驾驶者的驾驶风格 (驾驶之前、期间和之后) 以及他们的加速、制动和换档效率。此类信息会
在驾驶期间显示在显示屏上。这些有用的 ECO PRO (节能) 提示可帮助驾驶者采用更加高效的驾驶方式。

8 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可确保更流畅的换档和更高的驾驶舒适性，这要得益于发动机转速的迅速过渡和较短的换档时间。它将
出色的舒适性与优异的动态性和更高的燃油效率结合在一起。

无论驾驶者何时将脚抬离油门踏板并且不施加制动，对于配备 8 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的车辆，惯性滑行功能 (ECO PRO (节能) 
模式的组成部分) 都会切断发动机与驱动装置之间的供电。车辆可以继续行驶而没有来自发动机的任何阻力 (发动机怠速旋转)，
从而消耗更少的燃油并确保更少的尾气排放。



BMW 互联驾驶28 | 29

世界联系日益紧密。BMW 驾驶者已经习惯了实现车辆和外部世界的通信 — 他们可以在驾驶的同时查看信息、打电话或发送电
子邮件、始终掌握实时信息。BMW 互联驾驶 概念包含将 BMW 车辆及其乘客与外界和周围交通相连的所有服务和创新技术

BMW 互联驾驶服务*选择装备可在行驶过程中为驾驶员提供多种信息、娱乐和服务。

系统可让驾驶者能够及时了解本地信息，如天气、新闻等，并且可为驾驶者提供 GoogleTM 搜索以及各种办公功能。此外，
无需手机，您可以通过车上的互联驾驶菜单中使用一些个性化服务和功能，比如泊车信息、旅行指南、酒店预订等。

只要选择了相应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您可以随时在车内使用，不仅安全而且方便。互联驾驶服务选项还包括 BMW 互联驾
驶应用商店，通过此应用商店，可随时随地根据具体个人需要选择、订购服务和应用程序，还可根据需要延长特定服务的有
效期限。互联驾驶服务选项还提供更多其它服务，从而将 BMW 的每段旅程变成真实的驾驶体验。

图中所示装备仅对德国市场提供。

* 恕无法在所有国家供应。具体服务及更多功能请咨询 BMW 当地授权经销商。
 关于 BMW 互联驾驶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bmw.com.cn
 此互联驾驶页信息为部分配置展示，具体配置信息以上市车型为准。

BMW 互联驾驶包含智能服务和辅助系统，能与所有相匹配的设备兼容。BMW 互联驾驶的服务与应用程序可在驾驶者、车辆
与外界之间实现多功能连接，从而提供更大的自由。BMW 互联驾驶的驾驶者辅助系统使驾驶 BMW 更加安全、更加舒适。并
且智能系统不仅让驾驶者畅享生活，还可将交通事故的风险降至较低水平。

您可以打开 BMW 音乐合作伙伴，也可在该供应商支持的多种设备上使用。这表示您可以访问数百万首歌曲。  

移动办公室

BMW 互联驾驶将您的智能手机中的许多功能都集成到汽车中，仅仅需要一个蓝牙接口便可实现一切。将您的 BMW 座驾转换
成一个高性能移动通讯中心。车中的蓝牙接口能够随时随地接入重要的办公功能：您可以很方便地、无需拿起手机在车辆显示
屏上查看预约情况、日历条目、信息和新闻。



BMW 互联驾驶30 | 31

全彩平视显示系统
全彩平视显示系统借助彩色高分辨率 TFT 显示屏直接将相关驾驶信息投影到驾驶者的视野内。可提供车速等信息并显示导航数
据。使驾驶者将注意力始终集中在前方道路上，驾驶就变得更加安全。

BMW 互联驾驶驾驶者辅助系统
包括旨在提高安全性和便捷性，从而使您获得更大驾驶乐趣的多项创新功能。想要提前知道接下来会出现哪种类型的弯道？
全彩平视显示系统会为您提供相关信息。精准驻车？自动泊车辅助系统可为您代劳。

驾驶辅助系统 

驾驶辅助系统将车道偏离警告系统和碰撞警告系统这两种基
于摄像机的系统结合在一起。从车速约为  公里小时开始
该系统便会通过使方向盘轻微振动提醒驾驶者注意避免在无
意中变换车道。碰撞警告系统会检测前方车辆，并在即将发
生碰撞危险时发出警告。该系统也会检测行人，因此会在可
能发生碰撞时向驾驶者发出警告，并在必要时施加制动。

带行人识别功能的夜视系统
前保险杠中的选装红外摄像机可探测到距离  米内的人和
动物。摄像机影像显示在控制显示屏中。行人识别功能也提
供视觉警示，使您能够察觉移近道路的任何人。驾驶者可尽
快识别危险情况，从而更及时地采取行动。

自动泊车辅助系统
令平行驻车更容易。当行驶速度低于  公里小时时，该系统会测量车辆通过的任意驻车空位。若发现足够大的空位，自动
泊车辅助系统将执行转向，同时驾驶者继续操作油门和制动踏板。传感器集成在侧面指示器中。

 此处显示的图片是装备示例。配置因车型不同会有所差异。控制显示屏和内容显示可能因车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此互联驾驶页信息为部分配置展示，具体配置信息以上市车型为准。

主动保护系统
主动保护系统包含大量的车辆安全装备。例如，在危急情况下
安全带被预紧，座椅移动至垂直位置，所有车窗均关闭。发生
事故后，车辆也可自动制动至停止。此外，注意力辅助系统还
会监控驾驶者的转向输入，并通过在控制显示屏中显示适当的
建议做出响应。

前后驻车距离报警器 (PDC)
有助于在有限的空间里驻车和操纵车辆。其针对车辆和障碍物
之间的距离发出声响警告，并在控制显示屏中显示视觉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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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架
 提高驾驶乐趣的创新系统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可根据不同的路况自动进行调节，从而始终提供充足的牵引力轻松应对各种情况。xDrive 和动态稳
定控制系统 (DSC) 可提供卓越的稳定性和操性。xDrive 能够快速灵活地在车桥之间分配驱动力 (通过 DSC 传感器引导)，以防
止过度转向或转向不足，从而确保出色的方向稳定性。因此，减少了动态稳定控制系统在艰难路况下的干预。xDrive 将全轮
驱动系统在牵引力、方向稳定性和安全性方面的优势与 BMW 的灵活性结合在一起，带给您更大的驾驶乐趣。

后轮驱动是确保 BMW 的转向精度、灵活性和动态驾驶特征的基础。由于推进力来自后轮而不是前轮，可确保高灵敏度的转
向和理想的 : 重量分配。这可确保在弯道上具有出色的牵引力和方向稳定性。

选择装备的  速运动型手自一体变速箱可根据不同的驾驶风格进行调节。其中包括从舒适巡航到动态的驾驶的整个范围。在
运动模式下，换档的配置可实现更高性能。也可以通过使用换档杆或方向盘上的换档拨片手动换档。

选择装备的自适应 M 悬架包括可变减震器控制。驾驶者可以使用驾驶体验控制系统从舒适或动态悬架设置中进行选择。悬架
降低了 mm，以便突出汽车的运动型外观并进一步提高灵活性。

可变运动型转向系统可根据车速调节转向比，转向时方向盘的转向角度有所调整，并确保方向盘的转动更加轻松。这是 BMW
运动性与舒适性的理想融合。

理想的 : 前后车桥负载分配可确保卓越的方向稳定性、灵活操纵性和精确的转向响应。低重心以及长轴距和短前后悬为
这些积极的驾驶特征提供了良好条件。

动态稳定控制系统 (DSC) 可识别任何轮滑风险并稳定车辆。

 安全性
 先进的 BMW 技术实现了可靠的安全性

带可变灯光控制的随动控制大灯可在任何情况下提供出色照明
从而有助于提高主动安全性。

空气幕可引导前裙板和前轮的气流，从而减少空气扰动、空气
阻力并降低油耗。

胎压监测系统。每个车轮上的传感器均可评估轮胎压力和温度
并在压力损失时通知驾驶者。

智能紧急呼叫* 可在需要时通过 BMW 呼叫中心自动与救援协
调中心建立连接，而无需使用移动电话。

全凹式翻车保护系统具有可自动扩展的防倾杆，一旦车辆出现
倾覆，便可保护敞篷轿跑车中的乘员。

* 恕无法在所有国家供应。请咨询 BMW 当地授权经销商。



设计套装和装备
装备：BMW 设计套装、BMW M 运动套件、装备亮点、车轮和轮胎，
以及原装 BMW 附件。

颜色：车身颜色和内装颜色。

BMW 售后服务：BMW 售后服务、BMW 金融服务和 BMW 品牌体验。

设计套装和装备
装备：BMW 设计套装、BMW M 运动套件、装备亮点、车轮和轮胎，
以及原装 BMW 附件。

颜色：车身颜色和内装颜色。

BMW 售后服务：BMW 售后服务、BMW 金融服务和 BMW 品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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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星光棕金属漆车身颜色和选择装备的 18 英寸铝合金轮圈 (双辐式样 385 型) 的 
BMW 2系敞篷轿跑车。

 基本车型
01

装备

[ 01 ]

02

驾驶区域配有真皮方向盘，高级双区自动空调，带 6.5 英寸显示屏的 BMW 专业收音机
这些均可带给您直接而深刻的印象。
[ 02 ]

03

铝合金轮圈，V 式轮辐 378 型，16 英寸，防爆轮胎，7J x 16 英寸，配 205/55 R 16 轮胎采用雪山白车身颜色和 17 英寸铝合金轮圈 (Y 式轮辐 380 型)1 的 BMW 2系双门轿跑车。

04 05

选择装备的棕红色 Dakota 真皮座椅使车内呈现出优雅而舒适的氛围。

[ 05 ][ 03 ]

[ 04 ]

1 中国市场标准配置是：16 英寸 V 式轮辐，378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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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区域的黑色高光内装和红色装饰条使车内呈现出动感而优雅的外观。

 运动设计套装
外装：

铝合金轮圈，星式轮辐 379 型，17 英寸
铝合金轮圈，双辐式样 384 型，18 英寸
带黑色高光特定装饰的前后保险杠
具有 8 片别致设计的板条和黑色高光前部的 BMW 双肾型进气格栅
黑色高光外部后视镜盖
黑色镀铬排气管
侧面的Sport标志

内装：

带BMW Sport字样的铝合金迎宾踏板
墨灰色 Track 布料的运动型座椅，带红色或灰色装饰条；
提供其它的内饰选项
黑色高光内饰，带亚光珊瑚红装饰条
黑色运动型真皮方向盘
橙色红色或白色无级调节车内照明
驾驶者搁脚空间侧面的护膝
带红色装饰条的仪表组
包含附加 Sport+ (运动升级) 模式的驾驶体验控制系统
带红色细节装饰的车钥匙
照明组件、储物箱套件
前排运动型座椅

 

铝合金轮圈，星式轮辐 379 型，17 英寸，防爆轮胎，7.5 J x 17 英寸，
配 225/45 R 17 轮胎。

车身侧面的Sport line标志。

[ 01 ]

[ 04 ][ 02 ]

 

选择装备的黑色 Dakota 真皮运动型座椅带有红色装饰条，突显了运动氛围。[ 03 ]

铝合金轮圈，双辐式样 384 型，18 英寸，混装轮胎，防爆轮胎，前轮 7.5 J x 18 英寸，
配 225/40 R 18 轮胎，后轮 8 J x 18 英寸，配 245/35 R 18 轮胎。
[ 05 ]



车身颜色为矿石灰金属漆的 BMW 2系双门轿跑车运动设计套装。车身颜色为矿石白金属漆的 BMW 2系敞篷轿跑车运动设计套装。



[ 07 ][ 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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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Hexagon 布料Alcantara 面料组合并带宝蓝色装饰线条的运动型座椅突显了强劲
有力的运动型外观。

 装备 M 运动套件的车型
外装：

M 铝合金轮圈，双辐式样 460 M 型，17 英寸
M 铝合金轮圈，双辐式样 461 M 型，18 英寸 
带特殊前裙板、侧裙和后裙板的 M 空气动力学组件
具有 8 片特殊设计的板条和黑色高光前部的 BMW 双肾型进气格栅
个性化定制高光镀铬饰条
镀铬排气管饰件
M 空气动力学套件
M 运动悬架 (BMW 2系双门轿跑车)
高级埃斯托蓝金属漆漆饰
侧面的M标志
雾灯

内装：

 带M字样的铝合金迎宾踏板
 前排运动型座椅
 铝制六边形内饰，带亚光埃斯托蓝色装饰条
M 运动型多功能真皮方向盘
 橙色红色或白色无级调节车内照明
 驾驶者搁脚空间侧面的护膝
 M 驾驶者踏板和缩短的带“M”标志的换档杆
 带红色装饰条的仪表组
 包含附加 Sport+ (运动升级) 模式的驾驶体验控制系统
 带埃斯托蓝细节装饰的车钥匙
 照明组件、储物箱套件

01

装备

M 铝合金轮圈，双辐式样 460 M 型1，17 英寸，混装轮胎，防爆轮胎，前轮 7.5 J  x  
17 英寸，配 225/45 R 17 轮胎，后轮 8 J x 17 英寸，配 245/40 R 17 轮胎。

[ 01 ]

[ 02 ]

02 03

M 铝合金轮圈，双辐式样 461 M 型1，18 英寸，混装轮胎，防爆轮胎，前轮 7.5 J  x  
18 英寸，配 225/40 R 18 轮胎，后轮 8 J x 18 英寸，配 245/35 R 18 轮胎。
[ 03 ]

1 中国市场配备的制动系统卡钳为黑色。
2 中国市场提供的座椅为：Dakota 真皮，珊瑚红，带黑色装饰条。

04

车身颜色为高级埃斯托蓝金属漆的 BMW 2系双门轿跑车和 BMW 2系敞篷轿跑车将 M 运动套件作为选择装备。

05

[ 04 I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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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 M 元素
BMW M240i 采用了 BMW M 工程师的卓越技术，配备专门精细调整的动力系统、底盘和转向系统。其非凡的精确
性和动态操纵性将为驾驶者带来特别难忘的驾驶体验。其 M 高性能涡轮增压直列 6 缸汽油发动机可提供 250 千瓦 
(340 匹马力) 的功率和最大 500 牛米的扭矩，并伴随着特别的声响。最终结果：将纯粹活力与日常实用性组合的
汽车腾空出世。带可变减震器控制的低置 M 自适应悬架、响应灵敏的可变运动型转向系统和高级铁灰色金属漆的 
18 英寸铝合金轮圈相结合，巧妙地将动力传递至路面。铁灰色金属漆外部后视镜以及带较大进风口的 M 空气动力
学组件和铁灰色金属漆水平栏、特殊的侧裙以及后裙板中的空气扩散器嵌件均在视觉上突出了车辆的动态外观。轮
廓分明的 M 运动型座椅和抓握方便的 M 运动型多功能真皮方向盘令人赏心悦目。

M 字样。汽车尾部带有别具个性的 M240i 型号标志。 迎宾踏板也带有 M240i 字样。

装备

 BMW M240i 双门轿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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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光自动控制可帮助驾驶者在夜间根据迎面驶来车辆
或前方车辆的情况自动启动远光灯和近光灯，从而缓解驾驶
者压力。

装备亮点
装备

[ 01 ]

电动玻璃天窗，具有防晒、防夹以及舒适开启和关闭
功能 (BMW 2系双门轿跑车)。
[ 02 ]

个性化定制高光镀铬饰条具有大量黑色高光外部装备
特征。
[ 03 ]

远近光氙气前灯增强了可见性，与随动控制大灯结合
时，可在任何情况下提供出色照明。
[ 04 ]

带高光镀铬细节装饰的外部镀铬饰件使车辆呈现出特
别精致的外观。
[ 05 ]

前裙板上的雾灯可确保更佳的能见度和更高的安全性。[ 06 ]

01 04

02

05 06

03

07

08 10

09

通过舒适进入功能，无需车钥匙便可开启车门和起动
发动机。
[ 07 ]

雨量探测器，带大灯自动控制，可自动打开风挡玻璃
刮水器和近光灯。
[ 08 ]

电动软车顶的隔音效果很棒，并且可以在行驶期间打开
和关闭。
[ 09 ]

黑色镀铬排气管。[ 10 ]

软车顶上的防刮后窗可提供良好的向后可见性。当软顶
降下时 (BMW 2系敞篷轿跑车)，它可以完全消失在行李厢中
[ 11 ]

挡风装置可有效保护驾驶者和前座乘客免遭气流的干扰
不使用时，它可以巧妙存放在行李厢的袋子中 (BMW 2系敞篷
轿跑车)。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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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前排座椅针对前后位置、靠背角度、头枕和座椅
高度提供了手动调节选项，包括舒适进入功能。

装备亮点
装备

[ 01 ]

iDrive 触摸控制器 (BMW 专业级导航系统的一部分)：
通过 iDrive 控制器触摸板进行直观控制。
[ 02 ]

M 多功能真皮方向盘配备多功能按钮、更加醒目的拇指
座以及提供更好抓握感的更粗的外圈。
[ 03 ]

黑色运动型 3 辐真皮方向盘配备多功能按钮和较厚实
的方向盘外圈，确保出色的操纵性和轻松操作各种车内系统
[ 04 ]

由于座椅的各个部件均可电动调节，因此前排运动型座
椅非常舒适，并可提供可靠的横向支撑。
[ 05 ]

8 速运动型手自一体变速箱可提供各种驾驶模式，从舒
适巡航到动态的驾驶风格。
[ 06 ]

高级双区自动空调包括带活性炭过滤器的自动空气再循
环 (AAR) 以及雾汽和阳光传感器。
[ 07 ]

01

04

02

05

06

03 07

1 通过永久安装的 SIM 卡的自动地图更新，BMW 专业级导航系统在前三年可以免费进行导航地图更新。
2  在黑暗以及有雾的情况下，此功能会受到影响。

08 11

09

10

12

13

照明组件包括许多安装在车内外的 LED 灯，上图显示了
背景光特征 (内置式)。
[ 08 ]

BMW 专业级导航系统1包括免提通话设备、USB 接口
BMW 专业级收音机以及其他功能。
[ 09 ]

包括严禁超车指示的限速信息提供关于速度限制的信息
以及严禁超车的区域。
[ 10 ]

Harman/Kardon 高端音响系统配备 360 瓦的数字式放
大器、7 个通道、车辆专属均衡器以及包括中央音箱在内的 
12 个音箱。

[ 11 ] 驾驶辅助系统2 在出现无意识的车道变更或当检测到可
能的碰撞时会发出警告，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自动制动。
[ 13 ]

将靠背折下时，会出现贯通式装载空间，从而可以运输
细长的物体。
[ 14 ]

14

后视摄像机可将车辆后方区域显示在控制显示屏上。
交互式指导线条和障碍物标记可在驾驶者倒车时提供帮助。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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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轮和轮胎
装备

铝合金轮圈，V 式轮辐 378 型，16 英寸，防爆轮胎，
7 J x 16 英寸，配 205/55 R 16 轮胎。
[ 01 ] 

铝合金轮圈，双辐式样 384 型，18 英寸，混装轮胎，
防爆轮胎，前轮 7.5 J x 18 英寸，配 225/40 R 18 轮胎，
后轮 8 J x 18 英寸，配 245/35 R 18 轮胎。

[ 03 ] 

铝合金轮圈，星式轮辐 376 型，16 英寸，防爆轮胎，
7 J x 16 英寸，配 205/55 R 16 轮胎。
[ 05 ] 

[ 02 ] 铝合金轮圈，双辐式样 385 型，18 英寸，混装轮胎，
防爆轮胎，前轮 7.5 J x 18 英寸，配 225/40 R 18 轮胎，
后轮 8 J x 18 英寸，配 245/35 R 18 轮胎。

铝合金轮圈，双辐式样 655 型，17 英寸，防爆轮胎，
7.5 J x 17 英寸，配 225/45 R 17 轮胎。
[ 06 ]

铝合金轮圈，涡轮式样 381 型，17 英寸，防爆轮胎，
7.5 J x 17 英寸，配 225/45 R 17 轮胎。
[ 07 ] 

铝合金轮圈，星式轮辐 379 型，17 英寸，防爆轮胎，
7.5 J x 17 英寸，配 225/45 R 17 轮胎。
[ 08 ]

M 铝合金轮圈，双辐式样 436 M 型，18 英寸，混装轮
胎，防爆轮胎，前轮 7.5 J x 18 英寸，配 225/40 R18 轮胎，
后轮 8 J x 18 英寸，配 245/35 R 18 轮胎 (带 M 运动型卡钳）

[ 09 ]

M 铝合金轮圈，双辐式样 460 M 型1，17 英寸，混装
轮胎，防爆轮胎，前轮 7.5 J x 17 英寸，配 225/45 R 17 轮
胎，后轮 8 J x 17 英寸，配 245/40 R 17 轮胎。

[ 10 ]

M 铝合金轮圈，双辐式样 461 M 型1，18 英寸，混装
轮胎，防爆轮胎，前轮 7.5 J x 18 英寸，配 225/40 R 18 轮
胎，后轮 8 J x 18 英寸，配 245/35 R 18 轮胎。

[ 04 ]

M 铝合金铁灰色轮圈，双辐式样 461 M 型1，18 英寸，
混装轮胎，防爆轮胎，前轮 7.5 J x 18 英寸，配 225/40 R 18 
轮胎，后轮 8 J x 18 英寸，配 245/35 R 18 轮胎。

[ 11 ]

 

 











1 中国市场配备的制动系统卡钳为黑色。



原装 BMW 附件

原装 BMW 附件有许多类别：外部附件、内部附件、通讯和信息系统、运输和行李箱解决方案。欲了解全部原装 BMW 附件的详细信息，请与当地 BMW 代理商联系，他将非常乐意为您提供咨询并向您呈上详细的产品手
册。欲了解详细信息，敬请访问 www.bmw.com.cn













公路自行车固定装置是采用优质材料精心制作而成，
使用简单的夹紧装置便可轻松安装在车顶上。无需其他工具。
[ 01 ] 精确贴合的运动型行李厢垫。这种耐用的防滑垫可防

尘和防潮。其黑色和红色设计使运动设计套装更加相得益彰
[ 03 ] 耐磨的 USB 电缆适配器可与兼容的 Apple iPod™ 和 

iPhone™ 设备集成并同时对其充电。
[ 05 ] 

旅行和舒适系统衣架，可用于无褶皱地运输衣物。
此衣架可拆卸用于车外。
[ 02 ] 插入式适配器，可适用于现有的大多数手机，不仅能

实现无线连接还能提供存储和充电功能，从而令车载电话使
用起来更加方便。

[ 04 ] 全天候运动型脚垫。这些脚垫可与前部脚步空间精确
贴合，防潮、防尘并防止霉菌滋生。其黑色和红色设计使运
动设计套装更加相得益彰。

[ 06 ] 



1  装备M运动套件的车型可选的颜色。
2  只提供给装备M运动套件车型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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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身颜色

普通漆 300 雪山白1

金属漆 B53 星光棕

普通漆 668 黑色 金属漆 475 宝石青1

金属漆  A76 深海蓝 金属漆 B38 午夜蓝

金属漆 B39 矿石灰1 金属漆 A96 矿石白1 金属漆 A83 冰河银1

装备 M 运动套件的车型

金属漆 B66 月光银 金属漆 B45 埃斯托蓝1，2

金属漆 B44 巴伦西亚橙

 

[ 打印颜色 ] 上述打印颜色旨在为您提供有关 BMW 车漆和材料的第一印象。然而经验表明，车漆、座椅和内饰颜色的打印件并不能完全忠实地再现原件的色彩。因此，建议您向当地的 BMW 授权经销商咨询您偏好的颜色
他们将乐于向您展示原始样品，进而帮助您实现您的个性化要求。

金属漆 A75 墨尔本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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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装颜色

布料1

请注意，即使正常使用，也会造成不可恢复的内饰损伤。
特别是褪色的布料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

请注意，内装颜色取决于所选的座椅颜色。

布料真皮1

合成皮2

真皮
基本车型 Move 布料

BDAT 墨灰色

提供

提供

提供

提供

运动设计套装 Track 布料 
BEL2 墨灰色，
带红色装饰条

运动设计套装 Track 布料 
BEL1 墨灰色，
带灰色装饰条

装备 M 运动套件的车型 Hexagon 布料和 
Alcantara 材质组合 
HAAT 墨灰色，带 M 嵌边
和宝蓝色装饰线条

基本车型
运动设计套装

Sensatec 合成皮
KCSW 黑色

基本车型
运动设计套装
装备 M 运动套件的车型

Dakota 真皮
LCSW 黑色

基本车型
运动设计套装
装备 M 运动套件的车型

Dakota 真皮 
LCB8 棕红色

运动设计套装
装备 M 运动套件的车型

Dakota 真皮 
LCL5 珊瑚红，
带黑色装饰条

装备 M 运动套件的车型 Dakota 真皮 
LCNL 黑色，
带蓝色装饰条

* 本手册只说明皮质颜色信息，如对皮质包裹范围有疑问请以中国市场上市产品为准，或咨询 BMW 授权经销商。
*上述信息中所提及的真皮扩展真皮多孔型真皮是由真皮及合成皮革组成 (视情况而定)。

1 只提供给 BMW 2系双门轿跑车。
2 只提供给 BMW 2系敞篷轿跑车。

基本车型 4CG 亚光银色内饰

基本车型
运动设计套装
装备 M 运动套件的车型

4GD 黑色高光内饰，
带亚光氧化银色装饰条

基本车型
运动设计套装
装备 M 运动套件的车型

4GK 精致抛光铝制内饰，
带亚光氧化银色装饰条

运动设计套装 4LV 黑色高光内饰，
带亚光珊瑚红装饰条

基本车型
运动设计套装
装备 M 运动套件的车型

4FT 精致抛光铝制内饰，
带黑色高光装饰条

装备 M 运动套件的车型 4WF 铝制六边形内饰，
带亚光埃斯托蓝色装饰条

装备 M 运动套件的车型 4WG 铝制六边形内饰，
带黑色高光装饰条

基本车型
运动设计套装
装备 M 运动套件的车型

黑色

基本车型 珍珠贝白色

内饰 提供 内饰 提供

软车顶颜色2

黑色

3YA 墨灰色带金属银效果

3YF 棕色带金属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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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MW 售后服务理念：与时俱进
购买 BMW 汽车会让您得到上好的服务与全面的客户关怀，BMW 遍布  多个
国家的  多家售后服务代理商随时竭诚为您提供服务。借助车辆集成的车载
诊断系统，您将清楚地知道下一次保养的日期，以及将要进行何种工作。车况保
养系统 (CBS) 测量重要部件的磨损状况，记录液位水平，并监控您的 BMW 与
时间和里程有关的保养要求。运用这些测量数据，当车辆的任何部件需要保养时
驾驶区域的信息显示屏将自动提前提醒您。在 iDrive 控制显示屏上，您将清楚地
知道哪个车辆部件在何时需要保养。然后只需联系您的 BMW 售后服务合作伙

伴，他们将为您和您的爱车提供专业的服务。您的 BMW 售后服务合作伙伴不仅
拥有接受过全面培训的员工，还配备了计算机辅助信息及诊断设备。底盘号、里
程数和当前维护要求等重要数据都存储在您的车钥匙里，这样就可以快速地了解
您的爱车的状态。也就意味着那里的员工有更多的时间为您提供服务。并且，您
的 BMW 售后服务代理商当然备有原装 BMW 零件的全面库存用于所有保养和维
修工作。简而言之 — 质量与安全就是 BMW 售后服务的灵魂。

为您的爱车度身定做，BMW 售后服务

BMW 维修厂：采用创新技术，优化维
修服务。 BMW 始终不渝地推动着车辆
服务领域内新技术的应用。例如，车载
诊断系统可以早期发现汽车电气和电子
系统的问题；电脑辅助诊断信息系统 
(DISplus) 用于完成系统性故障分析；移
动式诊断测试仪 (GT) 通过专门的射频
接口与车载诊断系统交换数据，使故障
检测和维修工作更加便捷；技术信息系
统 (TIS) 内存储了各种可协助车辆状态
诊断的数据；计算机管理零件目录 (EPC) 
内存有十万多种原厂配件的数据，几秒
钟内就可找到所需要的配件。

互联网：拓展了用户与 BMW 之间的沟
通方式。 www.bmw.com 是 BMW 的
国际网页。同时，我们还在许多国家开
设了本地化网页，例如在中国，中文网
页的网址为：www.bmw.com.cn。您
可以通过访问本国的 BMW 网页，查询
详细的服务选项以及邻近 BMW 代理商
的位置，从而便捷地获得全方位的服务
与支持。

道路救援：遇到麻烦？没问题。如果出
现故障， BMW 的道路救援可以为您提
供  年  天， 天  小时的全天候服
务。经过专门培训的 BMW 技师们会通
过电话或现场救援，竭尽全力让您的 
BMW 重回道路。

BMW 中国客户服务中心。BMW 中国
客户服务中心 (简称 CIC) 成立于  
年  月。我们的目标是致力于提供与 
BMW 车一样高品质的客户服务。BMW 
客服中心将为您提供信息咨询、投诉处
理、活动注册，以及客户满意度调查、投
诉跟踪等服务内容。我们的服务时间是
每天 : 至 :。

BMW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

选择 BMW，体验更多 BMW 金融服务

BMW 无线服务：当您的汽车需要维护
时，BMW 售后服务会自动为您提供建
议。您将收到服务预约的提醒以及所需
服务的类型。这样可为您省去许多麻烦。
您便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情，从而
更加自信和放松。其他好处：如果您的
车辆配备智能紧急呼叫或互联驾驶，这
种特殊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如欲了
解有关此主题的详细信息，
敬请访问 www.bmw.com.cn

BMW 世界。您第一眼看到您自己的 
BMW，触摸车身，坐进车厢，并启动发
动机的时刻，是车辆真正交付的时刻，
也是任何一位车主值得骄傲的时刻。而
现在，这一刻将延续成为完整而难忘的
一天：在 BMW 世界，位于德国慕尼黑
的体验和交付中心。在 BMW 博物馆惊
叹 BMW 的历史，了解我们的工程师在
技术和设计工作室内引领潮流的创新理
念，游历一下我们的工厂，亲眼目睹先
进且精益求精的技术工艺如何被用于打
造一辆 BMW 汽车。您当地的 BMW 代
理商也将乐于向您提供更多信息。我们
恭候您的光临。

BMW 精英驾驶培训：更多安全，更多
乐趣。驾驶BMW 充满乐趣。像驾驭其
他运动装备一样，您的技巧越好，就会
获得越多的乐趣。BMW 精英驾驶培训
将教会您如何在公路、测试车道甚至赛
道上行驶。在保证理想安全性的同时，
获得更多 BMW 驾驶乐趣。涵盖安全
性、冬季驾驶等主题的培训课程将在世
界上具有挑战性的赛道之一的纽伯格林 
(Nürburgring) 赛道上进行。欲了解更多
信息，敬请访问 BMW 中文网站。

BMW 金融服务：量身定制的理财：
BMW 金融服务为您提供有吸引力的金
融服务。如欲了解有关此主题的详细信
息，敬请访问 www.bmw.com.cn，或
者要求当地的 BMW 代理商为您提供个
性化的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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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负使命，开创未来

2016 年，BMW AG 再次入选道琼斯可持续发展世界及
欧洲指数，从而跻身全球可持续的汽车公司行列。开发
高效的车辆理念和对环境无害的生产流程 (包括回收流
程) 是我们设计原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采用 
BMW 高效动力策略 (BMW Effi cientDynamics)，自 1995 
年以来，BMW AG 在欧洲上市的新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降低了 30% 以上。我们也计划在 2006 至 2020 年期间
将车辆生产过程消耗的水和能源等资源减少 45%。自 
2007 年以来，我们位于奥地利斯泰尔的发动机工厂就
一直保持生产污水零排放。当然，每款 BMW 车型的设
计都考虑到了其长久使用之后必须能够简单经济地回
收。所有与车辆报废有关的问题，请联系您的 BMW 代
理商。欲了解详细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bmw.com.cn



所示车型规格均以 BMW AG 为中国市场生产的车辆为准。某些地方包括了选择装备和尚未作为
标准装备安装的附件。根据其他市场的专门要求，所描述的车型、标准装备和选择装备可能会
有所不同。确切信息以中国市场上市车型为准或请向 BMW 当地授权经销商咨询。保留设计和
装备更改的权利。

© BMW AG，德国慕尼黑。未经慕尼黑 BMW AG 书面许可，禁止全部或部分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