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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车型
 | 15 BMW X3 xDRIVE20i xLINE：

BMW 涡轮增压 4 缸发动机；135 千瓦 (184 匹马力)；铝合金
轮圈，Y 式轮辐 608 型1，19 英寸；车身颜色：矿石白金属漆；
咖啡色 Nevada 真皮座椅，带缝饰和压印；高光炫晶灰色细线
纹内饰1。

创新和技术
16 | 19 BMW 涡轮增压发动机：

BMW 高效动力策略 (BMW Effi cientDynamics) 的核心。

20 | 21 BMW 高效动力策略 (BMW Effi cientDynamics)：
轻松实现更低油耗。

22 | 25 BMW 互联驾驶：
服务和应用程序以及驾驶者辅助系统。

26 | 27 底盘：
提高驾驶乐趣的创新系统。

28 | 29 安全性：
先进水平的技术。

装备亮点和多功能性
30 | 45 装备：BMW 车型、装备亮点、车轮和轮胎以及原装 BMW 附件

46 | 49 颜色：多种不同的车身和内装颜色。

50 BMW 售后服务：BMW 售后服务和 BMW 体验。

  中国市场上市标准装备  英寸轮圈 Y 式轮辐  型；暗铜色高光内饰。

* 封面排版请勿参考，为试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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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 X3 — 轻松应对日常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挑战。无论是上班途中，还是周末休
息。无论是与家人共度，还是个人独处的美好时光。得益于运动特性、引人注目
的设计、令人印象深刻的效率与智能功能的结合，每一次探险之旅都变得轻而易
举。发掘您强烈的探险欲望 — 并付诸行动：驾驶 BMW X3。

尽享
多彩

人生





 
短加速时间
 长 续航里程

加速时，BMW X3 不仅仅会令其驾驶者感到震撼，所
有旁观者也会为之吸引。BMW X3 的运动特性、令人
印象深刻的效率以及强调运动特性的迷人设计同时体
现在动态的驾驶体验中。



道路去向何方由您决定：BMW X3 知
道在没有固定路线时如何坚持己见。
BMW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在各种
路面上都能确保提供更高的牵引力和安
全性。因此，无论您到离城市多远的地
方去探险，每次旅程都会成为一次难忘
的经历。

 赏心悦目
 在尘土飞扬中驰骋



发现
更大空间

不必太费心地思考要带什么东西 — 带上一切。
凭借能提供大量储物选项的宽敞车内空间，
BMW X3 始终做好周全准备，正如行李箱 (550 - 
1600 升) 一样，能够应对各种挑战。BMW X3 
还配备另一种引人注目的大型装备：全景玻璃天
窗可为您提供前方道路的开阔视野。



 继续
下一次
探险之旅
抵达目的地后很棒的事是什么？能够再次出发 — 驾驶 
BMW X3。其舒适性、客舱空间、灵活性和运动型设计
能够应对各种挑战。以引人注目的方式体验多功能性 — 
期待每一天都能驾驶 BMW X3 进行探险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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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实现更低油耗。

BMW 互联驾驶：服务和应用程序以及驾驶者辅助系统。

底盘：提高驾驶乐趣的创新系统。

安全性：先进水平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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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涡轮增压发动机18 | 19

由于采用 BMW 涡轮增压技术，BMW 高效动力策略 (BMW Effi cient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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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3 xDrive35i M运动型

╸ BMW 直列 6 缸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
功率为 225 千瓦 (306 匹马力)，扭矩为 400 牛米

╸ 0 ‒ 100 公里/小时加速时间：5.6 秒；
最高车速：245 公里/小时

╸ 综合油耗值1：8.9 升/100 公里

BMW X3 xDrive28i

╸ BMW 直列 4 缸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
功率为 180 千瓦 (245 匹马力)，扭矩为 350 牛米

╸ 0 ‒ 100 公里/小时加速时间：6.5 秒；
最高车速：230 公里/小时

╸ 综合油耗值1：7.7 升/100 公里

BMW X3 xDrive20i

╸ BMW 直列 4 缸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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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秒；
最高车速：210 公里/小时

╸ 综合油耗值1：7.5 升/100 公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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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印象深刻的效率：装备在 xDrive35i M运动型中的 
BMW 涡轮增压直列 6 缸汽油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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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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i cient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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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色：智能轻质结构

BMW X3 的结构采用了大量的高科技材料。其中包括用于车辆前部和底盘的轻质铝合金、用于车身的高强度钢以及超现代化
的塑料和镁合金。这种智能轻质结构减轻了部件的重量并产生了较高的车身刚度，从而增强了驾驶者和乘客的被动安全性。
得益于前桥与后桥之间更均衡的重量分配，该结构还改进了动态驾驶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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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动系统

汽油发动机都采用 BMW 涡轮增压技术概念。创新的涡轮增压技术搭配高精度直喷系统、Valvetronic 电子气门、完全可变气
门控制系统和 Double-VANOS 双凸轮轴可变气门正时系统，不仅增加了输出功率，提供更加自然的响应 (即使在发动机转速
较低时也不例外)，同时还降低了油耗值。

整体概念

精确协调的空气动力学措施优化了风阻系数，从而对整体效率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相关辅助装备包括组成平车身底部的镶板
和经过空气动力学优化的后视镜。

能量管理

ECO PRO (节能) 模式能够节约高达 20% 的燃油，具体取决于个人驾驶行为。通过惯性滑行 (仅搭配 8 速手自一体变速箱提
供)、前方路线辅助 (仅限 BMW 专业级导航系统) 和 ECO PRO (节能) 路线 (仅搭配 BMW 专业级或商用级导航系统提供) 等辅助
功能，还可再节约 5% 的燃油。

发动机节能自动启停功能在车辆临时停车 (例如遇到交通信号灯或交通堵塞) 时关闭发动机，以降低总油耗。当驾驶者松开制
动踏板 (手自一体变速箱) 时，发动机立即自动重新启动。

制动能量回收系统可利用驾驶者松开油门踏板或制动时产生的能量。因此，发动机的运行会更加高效，之前未能利用的动能
被转换成电能输送给蓄电池。从而实现油耗的降低和性能的提升。

与传统液压系统不同，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在任何速度下，都能实现精确转向。此外，相对于液压泵而言，电动马达仅在需要
转向支持时才会消耗能量，因此降低了燃油消耗。



BMW 互联驾驶22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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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 BMW 互联驾驶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bmw.com.c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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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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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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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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功能具体配置信息请以中国上市车型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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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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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盘
动态驾驶性能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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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 X3 采用的多种不同的创新技术可确保您彻底享受到每次旅程为您带来的乐趣。多个系统智能协作，从而使您以更高安
全性体验更大驾驶乐趣。

BMW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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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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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装备的带电子伺服式助力转向系统的可变运动型转向系统可提供直接而灵活的转向响应，并确保方向盘的转动更加轻松
它可根据方向盘的角度提供不同的转向比。采用更加动态的驾驶方式时，它可改进操控性能，并使驻车和转弯更加方便。

驾驶体验控制系统可使驾驶者在标准的舒适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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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能够根据行驶条件调节油门踏板和变速箱的特性以及加热系统空调的设置。

五臂后桥的刚性特别高，因此能够实现精确的车轮控制 — 这是确保较高动态驾驶性能的一项必要条件。该车桥的巧妙设计
还可确保舒适的惯性滑行。此外，弹簧滑柱间距较远的扁平结构为具有大装载宽度的水平行李箱奠定了基础。



 安全性
 先进的 BMW 技术实现了可靠的安全性

安全性28 | 29

BMW X3 采用了大量先进的技术，始终值得信赖。出色的操控性和创新的装备可确保在所有行驶条件下都为驾驶者提供适当
的辅助。这一切都意味着您在各种路况下都能安全无虞。

多方面的功能性。出色的安全性。BMW X3 配备一系列先进的安全系统。例如，动态稳定控制系统 (DSC) 能够检测到牵引力
开始出现损失并防止车辆偏离行驶路线。车辆还配备带可变灯光分布的随动控制大灯，以提高舒适性和安全性。可旋转大灯
随方向盘一起转动，因此在每次转弯时都能保证可靠可见性。

乘客舱可在车辆发生正面、侧面和追尾碰撞时确保出色被动
安全性，这要得益于其功能性设计结构，该结构的特点是采
用了一个特殊的梁和节点连接系统，并有针对性地使用了高
强度材料。

安全气囊是 BMW 汽车中出色协调的安全部件的重要组成部
分。前排安全气囊以及侧面和前后排头部安全气囊可提供策
略性保护。

轮胎压力监视器始终显示精确的胎压并自动告知驾驶者胎压的
损失情况。系统会利用传感器来记录每个轮胎的数据，然后将
其直接传输至控制单元。因此，轮胎压力监视器不仅能显示明
显的胎压损失，也能显示细微的胎压损失。

LED 随动控制大灯，包括近光和远光大灯、LED 转向指示灯
防眩远光自动控制和随动控制大灯。

具有扩展功能的动态稳定控制系统 (DSC) 可识别任何滑轮风
险并稳定车辆。其扩展功能包括弯道制动控制 (CBC)、坡道
起步和制动辅助、制动干燥和制动待命功能等。并且动态牵
引力控制系统 (DTC) 可增强驱动轮的滑动，从而实现更加动
态的驾驶风格。



装备：BMW 车型、装备亮点、车轮和轮胎以及原装 BMW 附件。

颜色：多种不同的车身和内装颜色。

BMW 售后服务：BMW 售后服务和 BMW 体验。

装备亮点和多功能性



 基本车型
装备32 | 33

[ 01 / 03 ] 采用矿石银金属漆车身颜色并配备 17 英寸流线型轮辐 306 型铝合金轮圈的 BMW X3。[ 02 ] 真皮方向盘可提供令人满意的抓握感。

02

01

[ 04 ] 炫晶灰色珍珠点布料真皮浅色座椅为车内营造出舒适、优雅的氛围1 。[ 05 ] 铝合金轮圈，V 式轮辐 307 型，18 英寸，防爆轮胎，8 J x 18 英寸，配 245/50 R 18 轮胎。

04

1 中国市场配备 Sensatec 合成皮和 Nevada 真皮。

03

05



X 设计套装
装备34 | 35

[ 01 / 05 ] BMW X3 X 设计套装车型，采用深海蓝金属漆车身颜色并配备 18 英寸 Y 式轮辐 607 型铝合金轮圈。[ 02 ] BMW 铝合金轮圈，Y 式轮辐 608 型，19 英寸，混装轮胎，防爆轮胎，
前轮 8.5 J x 19 英寸，配 245/45 R 19 轮胎，后轮 9.5 J x 19 英寸，配 275/40 R 19 轮胎。[ 03 ] X 设计套装车型的前部轮廓特别引人注目：BMW 双肾型进气格栅搭配亚光铝制进气口元件
赋予 BMW X3 强大的气场。[ 04 ] 采用选择装备的咖啡色 Nevada 真皮内饰的座椅赋予内装具有质感的外观。

03

02

04

01

1 仅搭配前排运动型座椅提供。

外部装备：

BMW 双肾型进气格栅，带专门设计的亚光铝制板条
前保险杠，带特别设计元素和亚光铝制底部保护装置
18 英寸铝合金轮圈，Y 式轮辐 607 型
19 英寸铝合金轮圈，Y 式轮辐 608 型，配混装轮胎，有其它轮胎可选
亚光铝制侧窗框架和侧窗凹口饰件，黑色高光 B 柱和 C 柱
亚光铝制后底部保护装置
亚光铝制排气管饰条
亚光铝制侧沿

内装：

带BMW xLine标志的迎宾踏板
咖啡色或黑色 Nevada 真皮座椅 (每个头枕上均有缝饰和压印)
多功能运动型真皮方向盘
带亚光铝制细节装饰的车钥匙
暗铜色高光内饰
炫晶灰色细线纹高级木饰、浅色细线纹高级木饰或胡桃木高级木饰，
带珠光镀铬装饰条，或精致抛光铝制内饰
不锈钢装载槛饰件

[ 06 ] 带BMW xLine标志的铝制迎宾踏板在驾驶者和前座乘客上车时即会映入眼帘。[ 07 ] BMW 铝合金轮圈，Y 式轮辐 607 型，18 英寸，防爆轮胎，8 J x 18 英寸，配 245/50 R 18 轮胎
[ 08 ] 驾驶区域配备多功能运动型真皮方向盘和选装的带珠光镀铬装饰条的胡桃木高级木饰，表达出一种自然的优雅感觉。

05

06 08

07

选择装备和标准装备因国家而异。



装备 M 运动套件的车型
装备36 | 37

[ 01 / 04 ] 装备 M 运动套件的 BMW X3，车身颜色采用太空灰金属漆，配备 M 铝合金轮圈，双辐式样 622 M 型，19 英寸。[ 02 ] 运动型座椅能够提供非常好的支撑，Nevada 真皮以及头
枕上的缝饰和压印强调了运动型外观。[ 03 ] M 铝合金轮圈，双辐式样 622 M 型，19 英寸，混装轮胎。

外部装备：

M 空气动力学组件，包括与车身同色的前裙板、侧裙板、车轮拱罩饰件，
带暗影金属漆空气扩散器嵌件的后裙板
19  英寸 M 铝合金轮圈，双辐式样 622 M 型
电控减震系统
个性化定制高光镀铬饰条
侧面的M标志
碳黑色金属漆，有其它漆饰可供选择
 

内装：

M 迎宾踏板，M 驾驶者搁脚板
Nevada 真皮，前排运动型座椅
M 运动型多功能真皮方向盘
个性化定制墨灰色车顶篷
精致抛光铝制内饰，有其它内饰可供选择
带蓝色细节装饰的车钥匙
不锈钢装载槛饰件
8 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02

03

01

选择装备和标准装备因国家而异。

[ 05 ] 个性化定制铝制车顶行李架使装备 M 运动套件的车型更具魅力。[ 06 ] M 多功能真皮方向盘配备多功能按钮，集成在驾驶员侧的安全气囊进一步凸显了其三幅设计。带黑色装饰缝线
和仿形拇指靠的黑色 Walknappa 真皮方向盘外圈带来直接、动感的转向体验。

04

05 06



[ 01 ] 远近光氙气前灯包括自动大灯光程控制系统以及停车灯、侧灯和日间行车灯。[ 02 ] LED 随动控制大灯包括近光灯、远光灯、LED 指示灯、 远光自动控制以及带市区和高速公路可变
灯光分布的随动控制大灯。此外，还配备转弯照明，以提供出色道路照明。[ 03 ] LED 雾灯在能见度较差时能够提供更好的视野并提高安全性。[ 04 ] 全景玻璃天窗不仅能够提供新鲜空气，
还可确保营造出温馨、光线充足的车内环境。[ 05 ] 铝制车顶行李架为多功能 BMW 车顶行李架单元提供了基础。[ 06 ] Harman/Kardon 高端音响系统配备 600 瓦数字式放大器、车辆特定的
均衡器以及带镀铬细节装饰的扬声器。 

装备亮点
装备38 | 39

01

03

02

04 05 06

1 自动地图可提供三年的免费更新。
2  通过中央控制台旁边的手机座可对与 Qi 标准装备兼容的移动电话进行无线充电。对于不支持 Qi 标准装备无线充电的手机，可在 BMW 备件和附件中选择专门的充电装置。通过 SIM 卡和 4G/LTE 移动电话网络建立网络

连接，可能会产生额外的费用，具体费用需咨询相应的移动电话供应商。

[ 07 ] BMW 专业级收音机包括内置 6.5 英寸 LCD 彩色显示屏、iDrive 控制钮、MP3 兼容的 CD 光盘驱动器和六个扬声器。[ 08 ] BMW 专业级导航系统，包括带 USB 接口的手机蓝牙免提和音乐
播放功能和带 DVD 驱动器的专业级收音机。1 [ 09 ] BMW 商业级导航系统：包括 iDrive 控制钮、内置式 6.5 英寸 LCD 彩色显示屏以及三年免费的地图更新。[ 10 ] 储物空间包括多个储物箱以及
杯座和车门中的一系列储物选项。[ 11 ] 可无线充电的电话，包括了可进行蓝牙连接的众多电话组件、NFC 接口，还可进行 WiFi 热点连接。2 [ 12 ] 具自动防眩目功能的内部后视镜和驾驶员侧外
后视镜，包括可收折的外部后视镜和前座乘客外部后视镜的自动驻车功能。[ 13 ] 远光辅助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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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08

10 11

12 13

09

选择装备和标准装备因国家而异。



装备亮点
装备40 | 41

[  ] 后视摄像机可以将车后区域清楚地显示在控制显示屏上。交互式车道线可为驾驶员提供帮助。[  ] 实时路况信息 (RTTI)，以沿线实时的交通信息报告减少您的行程压力。自动接收有关
堵塞位置、长度及交通堵塞和建筑工程导致延时的详细信息。如果延时超过五分钟，您的 BMW 导航系统将计算和推荐另一条路线。[  ] 道路救援服务，当车主驾驶时汽车出现意外情况，
如需要拖车服务或者燃料用尽，通过道路救援服务菜单选项可连接呼叫中心。您的 BMW 会自动发送所在位置和关键的车辆信息，我们随之可以快速准确的派遣救援。[  ] 全彩平视显示系
统 包括组合仪表和信息显示屏，可将相关信息直接投射到驾驶者的视野范围内。[  ] 全景摄像机可在驾驶者进行操纵时为其提供汽车周围情况的视图。控制显示屏上会显示 BMW 汽车的鸟
瞰图。[  ] 互联驾驶 (资讯在线)。[  ] 自动泊车辅助系统令平行驻车更容易。若发现合适的空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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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佩戴偏光太阳镜时，显示的可见性会受到限制。

 





 



[ 08 / 09 ] 两个前部杯座可提供实用的储物空间。[ 10 ] 方向盘上的多功能按钮可用于操作电话、语音控制和音响功能以及巡航控制系统。[ 11 ] 驾驶体验控制系统使驾驶者能够在标准的舒
适模式、ECO PRO (节能) 模式 (旨在确保效率) 和运动模式之间进行选择。[ 12 ] M 运动型多功能真皮方向盘配备多功能按钮、黑色 Walknappa 真皮方向盘外圈和仿形拇指靠。[ 13 ] 只需按
下按钮，方向盘加热功能便可迅速加热方向盘外圈 — 这项舒适功能在冬季特别有用。[ 14 ] 动态减震控制系统可根据任何给定的驾驶条件调节减震特征，因此可提高舒适性和驾驶动态性。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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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能降低油耗，这要得益于发动机更紧密的齿轮比和更小的发动机转速变化。[ 16 ] 8 速运动型手自一体变速箱适
用于从舒适惯性滑行一直到动态的驾驶的所有驾驶风格。

 







 

 



装备亮点
装备42 | 43

[  ] 前排运动型座椅配备靠背宽度、前后位置、座椅高度以及靠背和座椅角度调节功能，因此可提供可靠支撑。[  ] 前排座椅加热功能使整个座椅和靠背表面 (包括轮廓) 都能被加热。
[  ] 电动座椅调节功能使操作更加简便，并且记忆功能可帮助用户保存理想的驾驶者座椅和外部后视镜设置。[  ] 高级双区自动空调，包括自动空气再循环 (AAR)、微尘过滤器、雾气
和阳光传感器、黑色面板外观中央控制台。[  ] 照明组件，特别是 LED：阅读灯、化妆镜照明灯、脚坑照明灯、双色氛围灯 (上图所示) 和其他车灯。[  ] 单区空调可将车内冷却或加热
至任何季节的舒适温度。

 



 



[  ] 排气管，可见，椭圆形，左侧，带镀铬饰件。[  ] 双排气管，圆形，左侧，带镀铬饰件。[  ] 舒适进入功能使驾驶者无需使用车钥匙便能打开车门并启动发动机。[  ] 行李箱分
隔网有助于防止装载的行李物品在车辆紧急制动时落入乘客舱内。[  ] 后行李箱盖自动控制功能可电动开关后行李箱盖。只需按下一个按钮即可。[  ] 储物箱套件包括一个储物箱、12 伏
插座、一个行李舱储物网、挂钩、捆索导轨以及固定点。







 





车轮和轮胎
装备44 | 45

[  ] 铝合金轮圈，V 式轮辐  型， 英寸，防爆轮胎，. J x  英寸，配 / R  轮胎 [  ] 铝合金轮圈，V 式轮辐  型， 英寸，防爆轮胎， J x  英寸，配 / R  轮胎
[  ] 铝合金轮圈，Y 式轮辐  型， 英寸，防爆轮胎， J x  英寸， 配 / R  轮胎。[  ] 铝合金轮圈，双辐式样  M 型， 英寸，混装轮胎，防爆轮胎，前轮 . J x  英寸
配 / R  轮胎，后轮 . J x  英寸，配 / R  轮胎。 [  ] 铝合金轮圈，双辐式样  型， 英寸，防爆轮胎， J x  英寸，配 / R  轮胎。[  ] 铝合金轮圈，Y 式轮辐 
 型， 英寸，混装轮胎，防爆轮胎，前轮 . J x  英寸，配 / R  轮胎，后轮 . J x  英寸，配 / R  轮胎。

欲了解上述以及更多车轮，敬请访问原装 BMW 附件网站：www.bmw.com.cn

 









[  ] BMW 冲浪板支架； 英寸铝合金轮圈 Y 型 。 [  ] BMW 儿童安全座椅，适用于约  个月至  岁半 (体重约  –  千克) 的儿童。有两种颜色供应 (图示中配备遮阳帘)。 
[  ] BMW 后排 DVD 系统，红外线立体声耳机。[  ] 带 USB 接口的插入式适配器，用于使用电话和听音乐。 [  ] 用于 Apple iPad 的 BMW 固定装置，通过底座支架固定至前排头枕杆
[  ] 匹配的行李箱垫，防滑，能够合适贴合，由耐用塑料制成。

原装 BMW 附件

了解为通讯和信息以及运输和行李提供的大量创新的外部和内装解决方案。您的 BMW 授权经销商非常乐意为您提供咨询，并向您呈上包括全部原装 BMW 附件细节的专用手册。
欲了解详细信息，可随时访问 www.bmw.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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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身颜色

普通漆 668 黑色

金属漆 A14 矿石银

普通漆 300 雪山白1

金属漆 A83 冰河银1

金属漆 A96 矿石白

金属漆 A52 太空灰1

[ 色样 ] 这些色样只是让您对车漆和材料有一个第一印象。然而经验表明，车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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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您的特殊要求。

1 装备 M 运动套件的车型可提供的颜色。
2 只提供给装备 M 运动套件的车型。

金属漆 475 宝石青1

金属漆 A75 墨尔本红1

金属漆 A76 深海蓝

金属漆 C29 栗铜棕色

金属漆 416 碳黑色1，2

装备 M 运动套件的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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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装颜色

Sensatec 合成皮 KCB4 米色

黑色

Nevada 真皮 LUD3 马鞍棕色

4CG 亚光银色内饰

4FW 胡桃木高级木饰，带珠光镀铬装饰条

Sensatec 合成皮 KCSW 黑色

米色

Nevada 真皮 LUCX 珍珠贝白色

4FU 炫晶灰色细线纹高级木饰，带珠光镀铬装饰条

Nevada 真皮 LUSW 黑色 Nevada 真皮 LUB4 米色

4FV 浅色细线纹高级木饰，带珠光镀铬装饰条

座椅颜色

内装颜色 内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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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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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况的发生。

Nevada 真皮 LUNF 咖啡色，带活力红装饰条以及缝
饰和压印

Nevada 真皮 LUB 米色

FV 浅色细线纹高级木饰，带珠光镀铬装饰条

Nevada 真皮 LUSW 黑色

Nevada 真皮 LUSQ 黑色，带灰色装饰条以及缝饰
和压印

Nevada 真皮 LUB 米色

Nevada 真皮 LUCX 珍珠贝白色

1 更多内装颜色和内饰可供选择，如图所示。

X 设计套装 内饰颜色 内饰

装备 M 运动套件的车型 内装颜色 内饰

4AD 精致抛光铝制内饰

Nevada 真皮 LUCX 珍珠贝白色

Nevada 真皮 LUD 马鞍棕色

Nevada 真皮 LUD 马鞍棕色 FW 胡桃木高级木饰，带珠光镀铬装饰条

FU 炫晶灰色细线纹高级木饰，带珠光镀铬装饰条4L3 暗铜色高光内饰

Nevada 真皮 LUNF 咖啡色，带活力红装饰条以及缝
饰和压印

4L3 暗铜色高光内饰

FW 胡桃木高级木饰，带珠光镀铬装饰条FU 炫晶灰色细线纹高级木饰，带珠光镀铬装饰条

FV 浅色细线纹高级木饰，带珠光镀铬装饰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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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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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