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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旅程，BMW陪伴您无所不至。从

您加入BMW大家庭的那一刻起，我们始

终守候在您的身边。用细致入微的服务和

悉心呵护，让您的爱车保持良好的状态。

我们设身处地的为您思虑周全，珍视着您的

真爱，只愿喜悦，与您一路相随。

BMW售后服务以专业、严谨的态度，时

刻为您的爱车提供细致可靠的服务。无论

是故障维修还是日常保养，确保每一个

细节都一丝不苟，保持良好的车况。

即使在旅途中遇到了突发故障或意外事故，

您也不必担心，BMW售后服务将立即为您
提供救援服务。全年365天，每天24个小时，我
们随时待命，给您无微不至的关爱。

BMW售后服务
品牌理念

信赖

关爱

更加人性化的服务标准，让车辆的维修

及保养更加便捷。经验丰富的技师、高效

的维修流程、高标准的服务质量，将为您

节省更多宝贵时间，助您时刻从容前行。

便捷

“恭喜您成为BMW车主，欢迎加入BMW售后服务大家庭。”
在这本手册中您可以了解到BMW保修服务、BMW保养
服务、BMW救援维修与保险服务。同时，更有原装BMW附
件和BMW Lifestyle生活精品供您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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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
保修服务

BMW的保修服务是您的安心之选，将确保每段旅

程都能尽享驾趣。在您购买新车时可享受3年或10
万公里整车保修。您还可以申请BMW延长保修服务，

享受更长久的安心和更持久的专业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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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新车保修与

三包服务
为了让崭新的喜悦更加长久，您将享

受到BMW提供的新车保修与三包服

务。自BMW授权销售服务中心将车

辆实际交付给第一位用户之日起，

享受到由于材料质量或制造工艺造成

的车辆缺陷的修正服务，及相关的拖

车服务等。有BMW新车保修与三包服
务的坚实保障，您将以更加轻快的脚

步前行，在享受喜悦的同时，享受崭新

的驾驶乐趣。

在质量保证期内，客户将根据以下条款享受BMW授权销售服务中

心提供的新车保修服务。为了适应车辆交付国家的行驶环境以及

相关注册要求，您的车辆进行了技术上的配置（“认证”）。如果您想

在其他国家或地区驾驶您的爱车，您可能需要使其适应不同的行

驶环境和准入要求。如果您的车辆不符合当地的认证要求，您可能

无法获得保修。详细信息请联系您的经销商。

质量保证期

BMW新车
质量保证

三包有效期：

2013年9月1日起销售的

车辆，凭有效的三包凭证，

2年或者5万公里三包有效

期，以先到者为准。

新车车身无锈穿

保证期限：

12年（不限公里数）新车车

身无锈穿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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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车包修期：

2013年9月1日起销售的

新车，3年或者10万公里整

车包修，以先到者为准。

质量保证期限的

计算：

自2022年1月1日起，质量

保证期自BMW授权销售

服务中心将车辆实际交付

给第一位用户之日起开始，

结束于质量保证期的届满

之日。

保修范围

若您的爱车在质保期内出现相关问题，BMW售后服务会

为您及时清除障碍，助您尽享驾驶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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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车油漆质量

保证期限：

3年（不限公里数）新车油

漆保修。

高压蓄电池：

在2016年1月1日后售出的车辆：
全新BMW i3纯电动力享有8年或16万公里的高压蓄电池保修，8年或12万
公里的驱动电机和电控单元保修，以先到者为准。

创新BMW iX纯电动力享有8年或16万公里的高压蓄电池保修，8年或12万
公里的驱动电机和电控单元保修，以先到者为准。

创新BMW i4纯电动力享有8年或16万公里的高压蓄电池保修，8年或12万
公里的驱动电机和电控单元保修，以先到者为准。

新BMW iX3纯电动力享有8年或16万公里的高压蓄电池保修，8年或12万
公里的驱动电机和电控单元保修，以先到者为准。

新BMW 5系,X1,X5插电式混合动力享有8年或12万公里的高压蓄电池保
修，8年或12万公里的驱动电机和电控单元保修，以先到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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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了解

BMW新车质量

保证的具体事宜

和保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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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质保到期，如何延续安心?BMW延长保修服务，为您解决后顾之忧。在延
保服务期内，出现质量问题时，BMW将为您免费修理或者更换延保范围内

的零部件。原厂配件与专业的维修工艺给您信心保障。您可灵活选择延保期

限，将保修期延长至7年的超长期限。BMW延长保修服务更可随车转让，使

您在二手车交易时获得更高的评估价值。无尽驾趣，无忧续航。

BMW延长
保修服务

1. 越早越省*
2. 原厂保障
3. 全国联保

更少投入，更多保障

BMW延长保修服务为您

提供高性价比的便捷服务，

让您倍感安心。至尊礼遇

扫描二维码了解

BMW延长保修服务
详细信息 

*车龄（以三包起始日期为准）12个月之内的车辆购买BMW延长保修服务，相比车龄

13-34个月之内可享受约20%的优惠，详情请参考延长保修服务条款与条件

4. 安心常在
5. 维修无忧

1. 发动机 7. 发动机电气系统 13. 混合气制备和调节装置 19. 冷却装置

2. 排气装置 8. 自动变速箱 14. 分动器/ 电子变速箱 20. 传动轴

3. 前桥 9. 转向系统 15. 后桥 21. 制动系统
4. 踏板装置 10. 毛坯车身 16. 一般车辆电气系统 22. 车身装备
5. 座椅 11. 车轮 17. 燃油供应 23. 仪表
6. 车灯 12. 冷暖空调 18. 活动天窗和折叠式软顶

BMW原厂整车延长保修服务概述

BMW原厂核心部件延长保修服务概述
1. 发动机 3.变速箱 5. 分动器

2. 半轴 4. 差速器 6. 传动轴

BMW延长保修服务为您额外提供了1到4年（不限公里数）的延保

服务，只要您的车龄不超过34个月（近3年），您可享受真正来自原厂
的整车及核心部件延保服务，BMW授权经销商将负责免费维修或

更换延保范围内的零部件（包括人工费用，具体保修范围以BMW延

长保修手册为准）。

全面保障，安心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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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
保养服务

选择BMW售后服务来保养您的爱车，您能用超值

的价格享受到专业、贴心的便捷服务。您可以到店

定期对您的爱车进行保养，也可以使用爱车配备的

BMW互联驾驶系统中的远程售后服务功能，用它

自带的保养自动提醒，蓄电池保护，及道路救援服务，

来及时了解车况并应对一些突发状况。如遇车辆抛

锚，您只需在iDrive中轻轻一选，救援车就会及时出

现在您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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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长悦保养
服 务扫描二维码了解

更多的BMW长悦

保养服务详情

纯粹驾驶乐趣离不开专业的定期养护，为了保障良好的车况，减少不

必要的维修费用，您需要定期回店进行爱车养护。通过BMW车型上提

供的BMW车况提示功能（CBS），可以让您在信息显示屏的提示下了

解服务需求和下次保养时间，以便您迅速掌握车况，及时进行保养。在

BMW我们只销售您需要的产品和服务。长悦保养服务，从发动机系统、

制动系统、空调系统和雨刮片四部分，为您提供全方位的定期养护。

BMW制动系统保养 BMW高效空调滤芯保养 BMW雨刮片保养

制动系统是控制车辆动能的关键，如不及时进行

保养会造成制动障碍，危害车辆乃至驾乘人员以及

行人的安全。保养项目包括制动片、制动盘、制动液

等制动系统耗材的定期专业保养。

用于车内空气净化的过滤器，呵护着车内呼吸的

每一口空气。采用四层优质过滤材料，可以净化空

气，尤其是处于车流量巨大的城市交通中时，更可

有效阻隔车辆尾气等污染物的进入车厢；同时可

过滤灰尘、花粉等微小粒，有效提高车内空气质

量，时刻畅享清新空气。

创新合成材料制成，科学橡胶配比，压力均匀，贴合

防抖，可在高速行驶中依然保持稳定，让前方视野

始终保持清晰。雨刮片缺乏定期保养，会因橡胶变

硬或浸析腐蚀，无法有效清洁汽车玻璃，影响行车

视线及行车安全。

BMW官方建议:最迟每5年或3万到5万公里左右进行车辆检查，并视磨损情况
进行BMW原厂制动片更换。最迟每10年或6万到10万公里左右进行车辆检查，并
视磨损情况进行BMW原厂制动盘更换。新车最迟在第3年进行首次制动液更
换，之后最迟每2年更换一次
BMW CBS系统会根据实际驾驶状况进行BMW原厂制动片和BMW原厂制
动液保养提示，敬请关注并及时回店保养

BMW官方建议:最迟2年使用期或每2万公里左右，及时检查并更换BMW原厂
高效空调滤芯

BMW CBS系统会根据实际驾驶状况进行保养提示，敬请关注并及时回店保养
BMW官方建议:最迟每3年或3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BMW原厂雨刮片，保障车
辆出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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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发动机系统保养

发动机机油保养
包括机油保养、机油滤芯保养。有效
减少发动机磨损，延长使用寿命。

发动机基础保养
包括燃油滤芯保养、火花塞保养和空气
滤芯保养。有效避免和减少发动机动力
不足、油耗增加等性能问题，始终保持
出色表现。

BMW官方建议：最迟每1年或1万公里左右及时进行发动机机油保养
BMW CBS系统会根据实际驾驶状况进行保养提示，敬请关注并及时回店保养

BMW官方建议：最迟每2年或2万公里左右及时进行发动机基础保养
BMW CBS系统会根据实际驾驶状况进行保养提示，敬请关注并及时回店保养

为保证发动机长期高效运转，您需要定期进行保养。发动机保养包括发动机机油保养和发动机基础保养。



BMW快修店处于更加便捷的地理位

置， 可以为您提供售后快修服务， 并作
为4S及5S店的延展提供接车服务，让

您不再担心路途遥远。更快捷高效的

快修服务，为您节省更多时间，让您的

BMW短时间内重回优越状态。

BMW预约服务，以快捷专属的服务助您

从容前行。现已开通全平台服务预约，开启

BMW售后服务悦享之旅。在您抵达的第一

时间，会有专业人员将您的爱车开到专属

维修工位进行检查，并提供多项高效服务。

• My BMW APP
从手机应用商店中搜索并下载My BMW APP。

• BMW“宝马客户服务中心”微信服务号
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宝马客户服务中心”。

• 电话预约
拨打400-800-6666或致电您的BMW 授权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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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城市
快 修 店

预约服务
BMW

BMW车辆保养周期
BMW车辆保养周期以BMW车况提示功能（CBS）提醒为准，以下标准仅供快速查询参考* 

BMW车况提示功能（CBS）会根据车辆驾驶的时间和里程综合计算到期日，并在车机显示保养到期。

BMW整车保修期为3年或10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配备互联驾驶功能的车辆，可同时办理基础型互联驾驶服务免费延期。

注：1 发动机机油保养套餐包含机油机滤保养、车辆健康检查。机油机滤保养以BMW车况提示（CBS）功能提示为准，请勿超期保养，以避免损害发动机；M车型首次机油机滤保养为2000公里。
     2 发动机基础保养套餐包含机油机滤保养、空气滤芯保养、燃油滤芯保养、火花塞保养、车辆健康检查。火花塞保养仅针对配备B系列发动机（如B38/B48/B58）的车型。配备N系列发动机的车型，建议每四次机油保养进行一次火花塞保养。

     3 空气污染严重地区建议每6个月检查空调滤芯并视洁净情况更换。

     4 新车的第一次制动液保养间隔为36个月，之后的保养间隔为24个月。
     5 制动片需根据BMW车况提示功能（CBS）的提醒进行更换，或当制动片厚度小于3.7mm时必须更换。在安装新的制动片前，必须检查制动盘，如果制动盘已磨损厚度大于或等于1.6mm, 必须在更换成新的制动片的同时，更换新的制动盘。

     6 在任何检查过程中，如果发现制动盘已磨损厚度超过2.4mm，或M车型制动盘已磨损厚度超过1.6mm，那么必须更换同轴的两个制动盘。而且在更换制动盘的同时，相应的制动片需同时更换。

     7 根据雨刮片老化或磨损程度。

     8 建议3年以上车型每年检查一次。

*BMW车况提示（CBS）功能可以概括车况信息，并通过显示屏提示服务需求和下次保养时间。通过BMW车况提示功能，可以快速获悉下次机油及机滤保养的时间。

  以上保养周期适用于BMW车辆。每辆车的实际保养需求会根据不同的驾驶习惯和使用环境而有所差异。某些车型不适用于此建议保养周期，详细情况请咨询当地BMW授权经销商。

  以上查询表由于篇幅有限，未能将所有保养次数列举，其余详情请咨询当地BMW授权经销商，以获得完整保养需求信息。 扫描二维码 了解更多保养
套餐价格及计算器详情

BMW长悦保养回馈计划保养周期快速查询表

保养次数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第七次 第八次 第九次 第十次

发动机机油保养套餐1 ■  ■  ■  ■  ■  
发动机基础保养套餐2 ■ ■ ■ ■ ■
空调滤芯保养套餐3 ■ ■ ■ ■ ■
制动液保养套餐4 ■ ■ ■ ■
前制动片保养套餐5

建议30,000-50,000公里时检查并视磨损情况更换
后制动片保养套餐5

前制动盘和制动片保养套餐6

建议60,000-100,000公里时检查并视磨损情况更换
后制动盘和制动片保养套餐6

雨刮片保养套餐7 建议20,000-30,000公里时检查并视磨损情况更换 建议50,000-60,000公里时检查并视磨损情况更换 建议80,000-90,000公里时检查并视磨损情况更换

轮胎保养套餐 根据轮胎老化、磨损程度或夏季轮胎胎纹深度小于3mm、冬季轮胎胎纹深度小于4mm时建议更换 / 轮胎自安装之日起，6年内须更换

蓄电池保养8 根据蓄电池使用状况以及是否存在亏电判断是否需要更换

养
护
项
目

BMW原厂燃油添加剂 燃油品质恶劣地区，建议每次机油保养时添加，油箱汽油满位时加注两瓶，半满时加注一瓶

空调系统检查 每年春季或秋季

防冻液添加 根据防冻液液位情况

保养项目

BMW长悦保养
周期查询

如果您经常因为日程紧张，或者路途遥远而为车辆维修保养而

担心。那么现在，BMW为您提供的各种形式的便捷服务，可以帮助

您从容应对，轻松搞定车辆保养，驾享BMW之悦。

更多便捷服务



2022年10月1日起，BMW全系车型（除M，i，MPA车型）车龄两年内且行驶里程2万公里内的车辆（车龄计算以保修起始日期为准），

均可购买BMW 5年/10万公里长悦保养套餐。长悦保养套餐具体内容，请见产品合同说明。

实际的保养周期会依据您的驾驶习惯和行驶里程的不同而不同，详情请参考车内BMW车况提示功能或咨询BMW当地授权经销商。

服务终止日期以套餐购买后5年或累计行驶里程10万公里，其一条件达到为准。

购买新车时您可选购5年/10万公里长悦保养套餐，所享项目

包含机油、机滤、空气滤芯和火花塞保养服务。您可灵活选择

标准版和轻享版两种方案，畅享BMW专业服务。
BMW长悦保养套餐标准版，包含0W-20
机油机滤、空气滤芯和火花塞保养项目，

可为车龄2年内且里程2万公里内的车主
有效节省保养费用，带来专业的品质保养

服务，持续驾驶乐趣。该套餐的服务有效

期为购买后的5年/10万公里。

选择BMW长悦保养套餐轻享版，以更

低的价格，悦享BMW专业服务。该套餐

包含0W-20机油机滤保养项目，可为车

龄2年内且里程2万公里内的车主有效

节省保养费用，服务有效期为购买后的

5年/10万公里。

原厂品质，专业护航。与单次保养项目相比，BMW长悦保养套

餐无论是轻享版还是标准版，都可为您大大节省保养费用。保

养过程中，全程使用标准化原厂配件，并配备数字化可视服务，

BMW授权经销商将为您提供安心的品质服务。

您可通过“宝马客户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或My BMW APP，
线上预约BMW长悦保养套餐的保养项目。同时我们将提供免

费上门取送车服务，让您轻松享受管家式的单店服务。套餐服

务全国通用。

产品升级 
灵活选择

长悦保养
套餐标准版

长悦保养
套餐轻享版

超值之选 
原厂品质

线上下单 
更享便捷

1

2

3

BMW长悦保养
套 餐
经济、省心、高品质的5年/10万公里BMW
长悦保养套餐现已全新升级。套餐推出

轻享版和标准版两种养护方案，您可根

据不同需求灵活选择。保养再升级，让您

的驾驶乐趣得到更细致的呵护。

扫描二维码了解

更多的BMW长悦

保养套餐详情 BMW保养服务 13-14



1年 2年 3年 4年 5年 6年 7年 8年 9年 10年

3年以上（36个月以上） 
的保养费用将享受

8 折 优 惠
7年以上（84个月以上） 
的保养费用将享受

7 折 优 惠

为了回馈您对BMW的长久信赖，我们实行车龄越长，保养费用折扣越高的优惠政策。即刻加入BMW会员，可享车龄3年以
上最低8折优惠，车龄7年以上最低7折优惠，以更低的价格，为您提供专业的保养服务。
*如何成为BMW会员?
1. 微信搜索并关注“宝马客户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 
2. 进入“会员中心”-点击“加入会员”；
3. 完成注册并绑定车架号，即可成为BMW会员。

*7折优惠和8折优惠是与全国建议零售价相比较
长悦保养回馈计划的价格根据不同车系车型和

是否配备CBS系统，价格会稍有不同，具体请扫
描二维码进行查询

每一位BMW技师都经过了专业的培训，他们熟知每一台BMW，并对细节了如指掌。为您爱车做的每一次保养，我们都是根据
实际车况来进行，并且坚持使用原厂配件，用专业的设备做好每一次的保养服务。

BMW长悦保养
回馈计划

保养套餐

及价格

扫描二维码了解

更多的BMW长悦

保养回馈计划详情

超值保养套餐，回馈您的长久信赖。BMW长

悦保养回馈计划为您提供专业的保养服务，包

含：机油、制动液、制动系统、空调滤芯、火花塞、

空气滤清器、燃油滤清器、雨刮片等。我们用更

低的保养成本以及不变的BMW品质，让您始

终如一地畅享纯粹的驾驶乐趣。

扫描二维码了解

更多的保养套餐

价格及计算器

详细信息

扫描二维码

即刻成为

BMW会员

机油机滤保养

制动液保养

空气滤芯保养

空调滤芯保养

燃油滤芯保养

前后部制动保养

火花塞保养

前后部制动片及制动盘保养

雨刮片保养

车辆检查

BMW保养服务 15-16



扫描二维码了解

BMW星标轮胎

服务更多详情

星标轮胎服务
BMW

星级安全助您尽情驰骋

扫描二维码了解

BMW原厂发动机
机油和保养服务

更多详情

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留，BMW售后服务珍视车主的每分每秒。当成功预

约机油保养服务后，经销商会提前预留“快修工位”和“快修技师”，在第

一时间细致地用BMW原厂发动机机油对爱车进行专业保养。同时，对车
辆进行全面的健康检查，排除安全隐患，并优先安排洗车服务，让爱车清

洁如新。BMW 58分钟机油保养服务，以原厂保障与快捷服务，让每位车

主尽享生活之悦。

BMW 58分钟机油保养服务承诺的保养项目，仅包含机油保养。保养结束后的洗车服

务花费的时间不包含在保养项目中。在保养过程中，因发现其他车况问题而增加的作业

项目，不包含在该服务保养项目中

BMW 58分钟机油保养超时免单服务，仅在部分授权经销商提供，详情请咨询当地

BMW授权经销商

BMW 58分钟
机油保养服务

扫描二维码了解

BMW 58 分钟

机油保养服务

更多详情

高效承诺，超时免单，我们珍视您的每一分钟

BMW保养服务 17-18

所有BMW星标认证轮胎都是在与一流轮胎制造商的倾力合作下，经过了精心选择和严格

测试，确保与每款BMW车型的整体概念以及每个细节都相契合，仅当轮胎能够提供典型的
BMW操纵性并在所有测试中匹配严苛的BMW标准时，才有资格授予BMW星形标记。

选择星标轮胎的五大理由：

精心选择

带星形标记的原装BMW/MINI轮胎是与一流轮胎制造商密切合作的成果，并且随每款新车型
一同开发，从而具有一系列的优点，使每个轮胎都能够与相应车辆的整体概念合二为一。

千锤百炼

为确保您的客户能够享受无限的驾驶乐趣，所有由BMW集团生产的BMW/MINI车轮和轮
胎均与轮胎制造商合作，并且基于严格的甄选和测试流程而开发。

卓越动感

轮胎、车轮、悬架部件和电子控制系统之间的高效配合是实现优质驱动效应的关键。

经济环保

通过在轮胎接地面以及侧壁使用特殊材料，减少轮胎变形；无论是直道行驶还是弯道行驶，这

都可以有效降低油耗。

澎湃活力，全擎释放。全新包装的BMW原厂发动机机油共有基础选择、

增强保护、高效全能和M专属保护四类产品，适用于各种出行驾驶需求

，为您的爱车带来强力守护。作为汽车的“血液”，BMW原厂发动机机油

将起到润滑防磨、减震缓冲、冷却降温、提升性能等效用，让发动机发挥

出始终如一的充沛动力。其中，BMW高效全能原厂发动机机油0W-20 
LL17 FE+将全面激发爱车的动力潜能，为您带来源源不断的驾趣感

受。

高效燃动 尽享驾趣



BMW
道路救援及终身

免费事故救援
在您前行的时候，有BMW时刻守候。您可享受随时

随地的安心，即使遇到偶尔的刮蹭或抛锚，也无需

手忙脚乱，救援、维修及保险服务都将解决您的困

扰，还原您的好心情。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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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
道路救援 扫描二维码了解

BMW道路救援的

流程和服务范围

BMW道路救援热线： 400-812-9999
BMW i道路救援热线： 400-802-9999

BMW终身免费

事故救援
即使发生意料之外的事故，您也能继续推进计划之中的安排。在遭遇意外交通事故时，只需

拨打BMW终身免费事故救援热线，BMW将快速赶到并处理；我们将24小时随时待命，以

节省您宝贵的时间。无论您的爱车是否在保修期内，都可免费享受及时获得拖车等协助服务。

扫描二维码了解

BMW事故救援

服务更多详情

终身免费事故救援热线： 400-812-9999

当您遇到车辆抛锚问题而无法继续行驶时，请不用担心，BMW为您排忧解难。无论您身在

何处，我们时刻为您提供高效便捷的帮助；如果故障无法现场排除，我们将为您提供拖车服务

以及BMW道路救援后续服务。365天，7X24小时，全年无休的关爱服务，长久呵护您的旅程。

BMW道路救援服务对象
• 所有通过中国大陆BMW授权经销

商销售的BMW品牌汽车（在BMW
保修范围内：自购车之日起3年或10
万公里之内，以先到者为准*）。

• 以及中国大陆BMW授权经销商销售
的BMW官方认证二手车（在二手车保修
期内：自购车之日起12个月，不限里程）。

BMW道路救援—在线指导

当爱车突发故障无法继续行驶时，您只需拨打BMW
道路救援热线400-812-9999或BMW i道路救援

热线400-802-9999，我们的接线员将第一时间帮

您接通资深技术专家，为您提供专业的在线技术指导，

协助您应对一般性电子系统故障，诸如发动机报警，

钥匙识别等问题，让您如期继续旅程。

BMW道路救援—现场快修

当车辆故障无法通过远程在线指导解决时，救援人员会尽

快抵达现场进行现场快修。如遇到轮胎缺气，蓄电池电量不

足，燃油耗尽等问题**，道路救援人员现场即可帮您解决，让
您无需等待，即刻出发。

BMW道路救援—拖车服务

如果故障无法现场排除，我们将提供专业的拖车

服务，BMW道路救援网络覆盖全国650多个城

市，3万6千多辆拖车随时待命。BMW道路救援

智能派车系统会根据您所处位置，就近安排救援

车辆，将您的爱车送往BMW授权服务网点进行

车辆检修。您无需担心因此打断行程，在您需要

的情况下，我们将为您安排相应的继续旅行服务

或酒店住宿服务***，让您的行程无缝续航。

BMW道路救援—延长服务

为了保障您的出行，我们联合专业的合作伙伴，

在包修期后的24个月内，为您提供1年或2年的

延长服务***。

*根据不同车型可能有所调整，具体服务期限

请拨打BMW道路救援电话咨询

**因地区政策差异，具体服务内容和救援措施

请拨打BMW道路救援电话咨询

***具体服务及费用可咨询BMW售后服务中

心400-812-9999

如何享有BMW事故救援服务?
• 在中国大陆登记的BMW品牌汽车，无论是否在保修期内。

• 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不能正常行驶。

• 或是中国大陆BMW授权经销商售出的BMW官方认证

二手车。

在中国大陆距BMW授权经销商所在地拖车里程150公里内，
只要在BMW授权经销商服务覆盖的范围内，客户都可免费享

受救援服务，包括免费拖车服务、出租车费用报销、法律咨询，

如超出拖车里程150公里内，客户仅需支付超出150公里距离

的拖车费用。

及时拨打事故救援热线，安享优质保障服务

• 免费拖车服务 
如果您的爱车因道路交通事故而不能继续行驶， 无需担心! BMW事故救援中心将派

出专用拖车，150公里以内免费把它拖送到您指定的BMW授权经销商。 
• 出租车费用报销 
在您的车辆因事故不能行驶而被拖至BMW授权经销商处的当天，以及车修好后通知

您来取车的时候，我们将为您提供两次出租车费用报销，每次上限为100元人民币。 
• 法律咨询 
我们会通过有资质的专业法律人士提供有关爱车以及与驾驶和操作相关的法律意见

（例如交通事故、罚款等）。提供的咨询只限于第一次口头意见。

BMW道路救援及终身免费事故救援 21-22



BMW
保险代办服务

有BMW一站式保险代办服务，您将享

受到量身定制的便捷。结合您的用车和

消费习惯，一对一的专属服务将帮助您

选择适合的车险产品。为了节省您的时

间和精力，从理赔到维修，全程只需您

与BMW授权的经销商门店对接一次

即可完成所有环节；远离繁琐的保险理

赔手续，将更多时间留给生活。

1.量身定制保险方案

2.专人全程理赔协助

3.原厂维修工艺、技师更专业

4.续保价格优惠

5.全国终身免费事故救援*

6.原装零部件 

7.定损无差价

8.复查式全面定损

9.维修享质保 

10.身价有保障

在BMW授权经销商购买保险，一站式服务，
十重保障

选择BMW授权经销商的保险代办服务，您可以享受到专业、

贴心的服务与建议。我们不仅可以让您受损的爱车恢复如新，

还会尽可能地保护您的利益。

扫描二维码了解

BMW一站式

保险服务详情

*在中国大陆距BMW授权经销商所在地拖车里程150公里内，只要在BMW授权经销商服务覆盖的
范围内，客户都可免费享受救援服务，包括免费拖车服务，如超出拖车里程150公里内，客户仅需支付
超出150公里距离的拖车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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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钣金喷漆维修服务满足您对细节的苛求，您的

驾驶乐趣将不会因为偶尔的刮蹭意外而中断。无论

是弥合裂片划痕、翻新上漆，还是事故之后的修复，

BMW专业技师将为您在短时间内焕新爱车的风采。

包括安全在内的各项道路行驶性能均重回优越状态，

让您轻松享受最初的驾驶乐趣。

BMW钣金喷漆

维修服务

BMW卓越钣喷维修
服务八大承诺
从接到您的致电，到将爱车交还到您的手中

我们全程坚守八大承诺，让您轻松享受品质卓越的贴心服务

1.定制化保险服务，权益保障

2.轻松致电，安心托管

3.终身免费事故救援，尽享安心

4.全程透明，进度随时掌握

5.BMW原厂配件，品质之选

6.八小时钣喷快修，便捷高效

 7.原厂工艺，专业修复，焕新如初

8.终身质保服务，后顾无忧
以上承诺仅适用BMW官方认证卓越钣喷经销商，具体经销商名单请参见BMW官网

BMW道路救援及终身免费事故救援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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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卓越钣喷维修
服务更多详情



BMW
二手车回家 
标准服务

高品质的售后服务，

是BMW品牌体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畅享纯粹的驾驶乐趣，离不开高品质的车主服务。

BMW售后服务推出二手车回家标准服务，以多项专业

服务，呵护您的每段旅程。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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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一辆BMW保持出色车况是我们的

使命。BMW二手车回家标准服务，以多

项标准流程与专业服务，诚邀每位二手

车车主回家，开启您的完整BMW体验。*

BMW二手车回家

标准服务

* 服务仅适用于过户日期超过100天的个人二手车BMW车主（不含企业用户），

   即刻尊享BMW二手车回家标准服务

免费车辆健康检查*

从制动盘片、底盘等器械元件，到iDrive电子系统
，23大项70余小项检测，全面掌握爱车状态，让

您的每段旅程尽享安心。

1次免费原厂机油机滤保养
免费获得价值千元的BMW机油和机油滤芯保

养套餐，延长发动机寿命，以专业养护释放澎湃

动力。

免费车辆评估

对车辆进行专业评估，定价公正透明。

BMW互联驾驶功能基础功能合同免
费延期（如配备） 
互联驾驶服务基础合同3年期满后，我们将为
您免费延期至最长10年，免费享受保养自动提
醒服务和蓄电池保护服务，让您毫无后顾之忧
。

车辆使用培训

针对首次回店的二手车车主，我们将提供车辆

使用培训，分享车辆保养知识及推荐重要服务，

提升您的爱车驾乘体验。

未完成的召回服务和技术升级

车辆易手过程中，您可能错过了召回通知和技术

升级，我们将核对车架信息，助您完成召回和技术

升级服务，畅享安心旅程。

My BMW APP免费注册
My BMW APP将车辆与手机联系更为紧密。您可到店免费注册My BMW APP，直
接通过手机实现查看车辆位置、预约售后服务、保养到期提醒、交通违章查询、上门

取送车**、道路救援等丰富服务。

* 在领取免费车辆健康检查及免费原厂机油机滤保养卡券的180天内，均可回店享受服务（每一辆行驶证对应的车及每一个微信号仅限领取一次）
**上门取送车服务仅适用于需到同城经销商进行售后服务时使用，实际服务项目以经销商处为准

即刻扫描二维码

领取您的回家礼遇

BMW二手车回家标准服务 29-30



BMW
原装附件 唯有卓越，足以匹配卓越。原装BMW附件，是您爱车

一拍即合的好搭档。在令您获得瞩目的同时，让爱

车充分发挥性能，从而提高驾驶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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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原装附件 31-32



外观产品

自成风格，引领时尚

的美学设计。

BMW M Performance

高性能套件

动态性卓越，

让肾上腺素飙升。

扫描二维码快速

检索并了解所需

的原装BMW附件

运输及储物产品

灵活实用，为您探索

新空间。

化学品和汽车养护用品

原装BMW养护产品，在温柔

呵护的同时，提供强力保护。

电子产品

全面联通世界，机动性与运动

的完美结合。

内饰产品

精致到每一细节，为您创

造个性化氛围。

轮胎及完整车轮组

纵情驰骋，激发更多驾驭

乐趣。

BMW原装附件 33-34



BMW Lifestyle生活精品系列涵盖了品位生活的方方
面面。它在满足您需要的同时，也满足了您对精致的

追求。时尚、丰富的产品，考究的材质和独到的设计，

在实用的同时，更开启了一种崭新的、充满激情的生活

方式，助您和您的家人不断发现新乐趣。在BMW 
Lifestyle生活精品目录中，您可以检索不同系列的

产品，还可一键跳转至BMW官方旗舰店进行选购。

06
BMW
Lifestyle
生活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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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赛车运动
复古系列

经典铸就传奇。

BMW M系列
M，彰显动感活力。车模系列

快乐不分大小，运动任你主张。

BMW主系列
纯正品质，彰显运

动优雅。

儿童系列

志存高远，

乐趣无穷。

BMW Lifestyle生活精品 37-38

BMW高端系列
风格独具，彰显个性。

BMW i系列
从容迎接新时代，

彰显创新设计。BMW赛车运动系列
强烈个性，彰显无遗。



扫描二维码

下载My BMW APP

扫描二维码

登录BMW售后

商场

BMW
售后商城

07
BMW官方旗舰店 39-40

如果您想随时随地尽享BMW的高品质商品和服务，

BMW售后商城可以让您足不出户就能便捷享受

BMW所带来的驾趣之悦。现在您可以通过登陆

BMW售后商城微信小程序、My BMW APP售后商城、
天猫旗舰店及京东旗舰店，获得BMW售后服务、汽

车养护等服务套餐及官方产品，还能直观地浏览并购

买到自行车、箱包等BMW Lifestyle（生活精品）

商品。妙不可言的便捷体验，尽在BMW售后商城。

扫描二维码

登录BMW天猫

旗舰店

扫描二维码

登录BMW京东

旗舰店



BMW
  售后服务社交  
  平台官方账号

扫描二维码关注“宝马客户服务中心”微信服务号或下载

My BMW APP，了解更多爱车养护小知识，轻松掌管用
车生活。足不出户享受宝马车主专属服务:服务预约、上门
取送车*、查询经销商信息等。

*本服务仅适用于需到同城经销商进行售后服务时使用，实际服务 
项目以经销商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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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

关注BMW宝马

客户服务中心

微信服务号

BMW宝马客户服务中心微信服务号 41-42

扫描二维码

下载My BMW APP
了解更多用车详情



扫描二维码查询

BMW中国授权 
经销商信息

扫描二维码

登录BMW官网
了解BMW售后服务
更多详情

扫描二维码关注

“宝马客户服务中

心”微信服务号，

了解更多BMW
售后服务

扫描二维码

下载My BMW APP
了解更多用车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