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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BMW M2双门轿跑车
游刃锋芒间

创新和技术
M 涡轮增压发动机：
强劲动力，实现更大效率。

 | 

高效动力策略和 M 专属设计：
卓越的工程技术。

 | 

底盘：
动态驾驶性能的坚实基础。

 | 

BMW 互联驾驶：
服务和应用程序以及驾驶者辅助系统。

 | 

 展示的车型
新BMW M2双门轿跑车：
M 涡轮增压直列 6 缸汽油发动机，272 千瓦 (370 匹马力)，
19 英寸铝合金轮圈，双辐式样 437 M 型，配混装轮胎，黑色，
长滩蓝金属漆车身，带蓝色装饰线条的黑色 Dakota 真皮座椅，
碳纤维材质内饰。

 | 

装备和选择
装备：新BMW M2双门轿跑车装备亮点，包括车轮和轮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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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封面排版请勿参考，为试行版。



无需妥协。更多精彩。动力更加强劲，搭配协调矫健的灵活性。设计更
加动感，灵感来自赛车历史。令人热血沸腾的驾驶体验，以 M 特有的方
式将赛车体验带入道路。新BMW M2双门轿跑车。

释 放 无 限 潜 能



肾上腺素飙升。车辆设计和其性能一样，令人震撼。三向进气口搭配梯
形叶片，使人联想到赛车历史上著名的前扰流板。M 双辐式样轮圈兼具
纯粹主义风格和运动气质，高性能制动系统展现出诱人的吸引力。从侧
面看，雕塑般的侧沿以及典型的 M 鲨鱼鳃通风口，进一步增强了这款紧
凑型赛车出色的公路驾驶性能。

外观张扬，动感十足





弯道也能带来
更多乐趣

超越极限？只是信心问题。新BMW M2双门轿跑车自信满满，志在必得：
500 牛米的峰值扭矩，真正展现了这款超级轿跑车的动态性能。坚固的车身、
轻量化的前/后桥设计以及特有的 M 底盘，这些工程技术亮点再次刷新了业内
基准。





热血沸腾。经过精确调校的 272 千瓦 (370 匹马力) 的 M 涡轮增压直列 6 缸汽
油发动机，扭矩强劲，搭配 7 速双离合器变速箱对后轮进行驱动，从而使得
新BMW M2双门轿跑车从 0 加速至 100公里小时仅需 4.3 秒。在车内，发动
机声响澎湃有力，营造出真实的赛车体验，碳纤维元素和黑色 Dakota 真皮等
内饰特征进一步增强了这种体验。

唯有声望无法超越



出色操控性能，充分释放潜能：新BMW M2双门轿跑车。精准操控，无尽动
力储备，典型 M 设计。赛道性能，及时反馈，将每一秒都变成激情时刻。总
体而言：新BMW M2双门轿跑车是一款从起步时就可释放巨大热情的紧凑型
赛车。

操控达人





M 涡轮增压发动机：强劲动力，实现更大效率。

高效动力策略和 M 专属设计：卓越的工程技术。

底盘：动态驾驶性能的坚实基础。

BMW 互联驾驶：服务和应用程序以及驾驶者辅助系统。

创新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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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涡轮增压发动机
 强劲动力，实现更大效率

更高层次的驾驶乐趣和效率：采用 M 涡轮增压技术的创新式 BMW 发动机。这项创新技术组件将新一代的燃料喷射技术、完全
可变的动力分配与创新的涡轮增压技术结合在一起，提高了燃油效率和动态性，是 BMW 高效动力策略 (BMW EfficientDynamics) 
开发策略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宗旨：为您提供纯粹的驾驶乐趣。

M 涡轮增压直列 6 缸汽油发动机能够确保卓越的动力输出，运行平稳且性能优异。不仅如此，强劲的 3.0 升发动机在工作时
还能发出令人振奋的运动声浪。得益于配有回油泵的燃油系统，该发动机能够维持精准的燃油供给量，即使车辆在赛道上进
行最大纵向和横向加速时也不例外。

M 涡轮增压直列 6 缸汽油发动机

1  油耗值取决于所选的车轮和轮胎尺寸，路况，温度等因素。所示百公里耗油量是装备标准变速箱的车型在市区/郊区/综合驾驶条件下获得的。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咨询 BMW 当地授权经销商。

╸ M 涡轮增压直列 6 缸汽油发动机，功率为 272 千瓦 (370 匹马力)，最大扭矩 465 牛米 (超增压模式下会增加 35 牛米)
╸ 0 - 100 公里小时加速时间：4.3 秒
╸ 最高车速：250 公里小时 (电子限速值)
╸  综合油耗值：8.1 升100 公里1

新BMW M2双门轿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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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效动力策略和 M 专属设计
 卓越的工程技术

经过优化的空气动力学性能有助于提高效率，同时 BMW 智能轻量化技术能够在恰当的地方使用恰当的材料，从而减轻了重
量，提升了车辆的灵活性。车辆设计理念灵感来自高性能的赛车。宽轮距、强健的车轮拱罩、自信的身躯等个性化的外观进
一步凸显了车辆的动态性、精确性以及出色的操控性。

BMW M 工程师始终致力于智能车辆理念的开发，旨在设计出 M 车型专属的驱动部件和车身元素。最终实现了卓越性能和惊
人效率的理想结合。

换档时不会降低功率，无需使用离合器，也不用减速：带 Drivelogic 系统的 7 速双离合器变速箱。通过方向盘换挡拨片或换
档杆可实现自动或手动换档。起跑控制模式从静止起步时便能实现最大加速度。

发动机节能自动启停功能可在车辆短暂停车 (例如遇到交通信号灯或出现交通堵塞) 时关闭发动机，以进一步降低总油耗。当
驾驶者踩下离合器 (手动变速箱) 或松开制动踏板 (M DCT) 时，发动机立即自动重新启动。

通过制动能量回收系统，发电机主要在驾驶者制动或松开油门踏板时产生电能。之前未能利用的动能从而被转换成电能输送
给蓄电池。

轻量化前桥和后桥可降低非弹簧支撑质量，从而优化驾驶动态性、牵引力和悬架舒适性。轻量化前桥优化了车桥负载分布，确
保在困难驾驶情况下实现平稳驾驶和更出色的控制。轻量化后桥有助于降低车辆重量，从而提高了灵活性、动态性和加速性能

醒目的 M 双肾型进气格栅搭配M2标志，彰显了前端的 M 风格设计。黑色高光双板条与 M 双辐式样铝合金轮圈相得益彰

侧裙板经过专门设计，尺寸更宽，将 M 特有的强健车轮拱罩与前后桥相连，从外观上强调了车辆的运动血统和灵活的驾驶动态性

双排气管配有镀铬饰件，不仅看上去动感十足，还能发出令人震撼的强劲声响，再次凸显了车辆的运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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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盘
 动态驾驶性能的坚实基础

传统规则不适用于新BMW M2双门轿跑车：BMW 内部开发，全面体现 M 哲学，实现出色性能和日常使用的融合。M 高性能
底盘专为实现该承诺而设计。

智能一体化的底盘部件和控制系统，可确保出色的灵活性和动态性，并提供更好的精确性和控制性能，从而实现引人入胜的
真实驾驶感受。

主动 M 差速锁可在变更车道或加速驶离弯道、高速转弯或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行驶时优化牵引力和驾驶稳定性。通过电子控
制装置可减少后轮间转速的差异，从而优化牵引力。

M 动态模式，动态稳定控制系统 (DSC) 的一种辅助功能，可确保动态的驾驶。DSC 专门应对转向不足和过度转向的情况，而 
M 动态模式可充分发挥汽车更大的纵向和横向动态潜能。同时也能够得到来自 DSC 的驾驶辅助支持。

通过使用多种材料，M 复合高性能制动系统可实现出色的减速，并且非常坚固和高度耐用。此外，它们重量轻，有助于实现
灵活性、动态性和车辆加速。带有 M 标志的蓝色制动钳是这些高性能复合制动器的标志。

驾驶体验控制系统让驾驶者可通过舒适、运动或升级运动模式 (可实现更高的驾驶动态性) 对发动机和变速箱的设置进行选择

M 电子伺服式助力转向系统可根据当前车速调整助力转向，即使在高速行驶时也能确保直接而精确的转向响应。它还可将转
向时所用的力大大降低，同时实现驻车、挪车和在狭窄或曲折的道路上行驶时的较大灵活性，从而确保出色的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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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联系日益紧密。BMW 驾驶者已经习惯了与外部世界保持连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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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系统包括 BMW 在线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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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以及各种
办公功能。您还可以在应用程序菜单中加入个性化服务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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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示图片最后更新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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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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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Pro 应用程序2允许在车辆内外安装 GoPro 视频摄像头，可通过 BMW 内的控制显示屏进行操作。因此，可通过 iDrive 控制
钮便捷地管理图像和视频记录。此外，还可通过打开关闭 WiFi 来开关摄像头、进行参数设置或检查电量。

QQ 音乐4。QQ 音乐提供个性化的网络音乐服务，带来全新
的音乐体验，您可以随心所欲地聆听歌曲 ；也可以下载音乐
即使在路上驾驶中。

2 中国市场的具体供应时间请咨询当地的授权经销商。
3  通过应用商店下载 BMW M Laptimer，以全新视角体验新BMW M2双门轿跑车的动感风格。
4 需要用到 BMW 互联驾驶和 BMW 专业级导航系统。

通过 BMW M Laptimer3，可以精确记录并分析赛道上的
驾驶数据，从而提高驾驶性能。这些信息按照油门踏板位
置、转向角度、重力和理想单圈时间等进行分类，可通过快
照形式发布至社交网站，或者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装备： 新BMW M2双门轿跑车装备亮点，包括车轮和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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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备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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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BMW M2双门轿跑车采用长滩蓝金属漆车身颜色，体现了开创性设计和运动魅
力的理想融合。

 新BMW M2双门轿跑车
01

02

装备

新BMW M2双门轿跑车具备 M 特有的以驾驶者为本的特征，并采用高端制作工艺。微
微向驾驶者倾斜的中央控制台采用理想的人机工程学结构，而 8.8 英寸控制显示屏提供了所有
相关信息的完整概览。

[ 01 | 03 ] [ 02 ]

04 05

03

前排运动型座椅体现了外观上的美学设计。前排座椅采用带蓝色装饰线条的黑色 Dakota 
真皮内饰，座椅靠背带有 M 压花标志。

M 铝合金黑色轮圈，双辐式样 437 M 型，19 英寸，混装轮胎，锻造，前轮 9 J x 19 英寸
配 245/35 R 19 轮胎，后轮 10 J x 19 英寸，配 265/35 R 19 轮胎。

[ 04 ] [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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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黑色高光双板条和M2标志的 M 双肾型进气格栅
强调了车辆前端的 M 风格设计。

装备亮点
装备

[ 01 ] 

远近光氙气前灯包括大灯清洗系统、加强照明、自动
大灯光程控制系统、驻车灯和日间行车灯。
[ 02 ] 

带M标志的迎宾踏板。[ 07 ] 

经典的 M 前裙板，与车身同色，向下延伸，并配有大
尺寸进气口。
[ 03 ] 宽大的 M 后裙板配有两条个性的双排气管。[ 05 ] 

05

06

01

02

07

04

03

双排气管配有镀铬饰件，不仅看上去动感十足，还能
发出令人震撼的强劲声响，再次凸显了车辆的运动性能。
[ 04 ] 个性、醒目的 M 鲨鱼鳃通风口，强调了车辆的 M 血统[ 06 ] 

M 铝合金黑色轮圈，双辐式样 437 M 型，19 英寸，
混装轮胎，锻造，前轮 9 J x 19 英寸，配 245/35 R 19 轮胎
后轮 10 J x 19 英寸，配 265/35 R 19 轮胎。

[ 08 ] 

M 后扰流板强调了车辆的运动轮廓，有助于减少升力[ 09 ] 

个性化定制黑色高光装饰条包括车窗框架饰件、车窗凹
口饰件 外部后视镜框架和后视镜座。
[ 10 ] 

通过使用多种材料，M 复合高性能制动系统可实现出色
的减速，并且非常坚固和高度耐用。
[ 11 ] 

M 涡轮增压直列 6 缸汽油发动机的发动机盖罩上带有
Powered by M字样。

[ 12 ] 







 



 | 

扩展型仪表板包括一个信息显示屏，可显示导航提示和
各种控制功能。

装备亮点
装备

[ 01 ] 

带 Drivelogic 系统的 7 速双离合器变速箱，提供牵引力
优化的自动选档、起跑控制模式、低速辅助系统和发动机节
能自动启停功能。

[ 02 ] 

M 多功能真皮方向盘采用三辐设计，带 M 标志、镀铬
饰件和彩色装饰条。
[ 03 ] BMW M Laptimer1可精确记录赛道驾驶数据，例如油门

踏板位置、转向角度、重力和理想单圈时间。
[ 04 ]

1 通过应用商店下载 BMW M Laptimer，并以全新视角体验新BMW M2双门轿跑车的动态风格。

 

 

 

前排运动型座椅可进行各种调节，包括调整靠背宽度
因此可提供可靠的支撑。

 

[ 05 ] 

BMW 专业级导航系统，包括免提通话设备、USB 接口
以及地图更新。
[ 06 ] 

Harman/Kardon 高端音响系统，配备 360 瓦放大器和 
12 个扬声器 (包括 2 个中央超低音音箱)。
[ 11 ] 

前排座椅电动调节功能使操作更加简便，并且记忆功
能可帮助用户保存所需的座椅和外部后视镜设置。
[ 07 ] 

仪表板上的碳纤维饰件、门把手上的真皮内饰、带黑
色高光内饰的中央控制台。
[ 08 ] 

中央控制台配有驾驶体验控制系统、M 换挡杆以及带
软垫的驾驶者护膝。
[ 09 ] 

M 运动型座椅头枕下方的 M 标志体现了车辆的运动风格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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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身颜色

普通漆 300 雪山白

金属漆 B39 矿石灰 金属漆  475 宝石青

金属漆 C16 长滩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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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上述打印颜色旨在为您提供有关 BMW 车漆和材料的初始印象。然而经验表明，车漆、座椅和内饰颜色的印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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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您的特殊需求。

 内装颜色

Dakota 真皮 LCNL 黑色，带蓝色装饰线条

座椅颜色

个性化定制车顶篷 775 墨灰色

车顶篷

4MC 碳纤维材质内饰

内饰

黑色

内装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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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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MW M 专属热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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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