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马勒售后期刊又与大家见面了。感谢您对售后期刊一直以

来的关注与支持。在此，马勒贸易的全体员工给大家拜个晚年，祝大家

新年快乐，羊年大吉。

本期的售后期刊中除了工程师会一如既往得分享一些专业维修技

巧，还有如下几个亮点：

马勒售后拥有广泛的专业背景，不断努力扩展自身服务范围，致力于

成为系统供应商，为大家提供全面的专业服务解决方案。

第一季度售后新产品信息。

马勒2014年法兰克福汽配展简要回顾。展会上马勒售后展出国内首

款涡轮增压器，马勒售后产品线得到进一步扩展。

马勒贸易组织部分经销商参观了马勒位于营口的工厂。为期两天的参

观让经销商们更坚定了他们与马勒售后一起，在中国汽车后市场再创

佳绩的决心和信心。

马勒售后与海关合作，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打击盗版，成功阻止了大批

假货流入市场。

希望这期的期刊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马勒资讯。经验总是在不断

实践中累积起来的，马勒也欢迎各位积极参与，提出您宝贵的建议和想

法，让我们的售后期刊发挥更大作用。

最后，祝大家阅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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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马勒伙伴好：

很高兴代表马勒团队藉此板块向您报告马勒近况。

伙伴们应该对我司于2013年9月完成收购世界三大热处理供应商之一的贝洱

（BEHR）集团仍记忆犹新, 然马勒的脚步并未稍歇, 以下为您简介马勒截至2015一

季度集团近况及国内外陆续拓宽产品线及服务范畴的相关项目。

马勒集团

作为汽车及发动机行业领先的全球开发伙伴，马勒在发动机系统、滤清系统、

电动与机电一体化以及热管理领域拥有独到的系统能力。在上述领域的车辆应用

中，马勒集团位列系统供应商全球前三强。在原始设备配套领域，马勒为汽车、商

用车辆、机械设备以及工业应用提供技术创新的解决方案；售后事业部则为独立配

件市场供应具备原厂品质的马勒产品。

马勒在全球各主要市场均设有本地机构。2014 年，共有约66,000 名员工分别

服务于全球近150 个生产基地，年度销售额约为100 亿欧元。分布在德国、英国、

美国、巴西、日本、中国和印度的十大研发中心拥有4,500 多名研发工程师及技术人

员，致力于具有前瞻性的理念、产品和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新项目

通过持股，成为日本“国产电机株式会社”（东京上市公司） 的大股东 – ABS元

件，EPS元件，启发电机，电系点火产品

收购RTI技术有限公司（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约克市） – 终端汽修设备

收购斯洛文尼亚上市公司雷瑞卡集团（原名伊斯克拉）- 启动马达，发电机

收购美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德尔福旗下热交换系统业务

成立博世马勒增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已投产） – 涡轮增压器

成立马勒滤清系统（湖北）有限公司（已投产） – 进排气模块，滤清系统产品

空调系统维修，诊断设备上市

官方网站中文版（已上线），线上目录（年底前）

马勒中国售后会员积分计划（已上线），微信公众号（5月），马勒天猫旗舰店（7

月）

动作不断，看似有钱任性，实则不难发现，马勒致力于以更全的产品线，更优

质在地化的服务满足车厂用户及终端维修用户需求。马勒的信念：One for all！您的

需求，马勒满足！

谨代表马勒团队向您一贯的支持衷心致谢，我们摩拳擦掌时刻准备为您服务。

诚然， 马勒的壮大基于您企业的壮大，我们做的好与不好的地方，请第一时间反

馈。好的我们深耕，发扬光大，不好的我们即时改正， 马勒与您携手共进。未来，

为我们而来。 

大中华区，售后市场总经理

马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2015寄语



马勒发动机件与马勒滤清器在以下品牌的车辆以及发动机中得到使用：
阿尔法•罗密欧，阿尔宾那，AMG，阿斯霍克雷兰德，阿斯顿•马丁，奥迪，伏尔加，百嘉爵，北汽福田，宾利，宝马，Bombardier-Rotax，华晨，布加迪，别克，比亚

迪，凯迪拉克，凯斯工程机械，卡特彼勒，长安，朝柴，奇瑞，雪佛兰，克莱斯勒，雪铁龙，德国克拉斯，中国重汽，康明斯，达西亚，荷兰达夫，大发，大柴，底特

律柴油机，道依茨，道奇，东安，东风，斗山，神龙汽车，杜卡迪，Eicher Motors，恩布拉科，伊思考特，一汽，一汽大众，法拉利，菲亚特，Force Motors，福特，

福莱纳，Fuso，俄罗斯GAZ，吉利，通用，通用大宇，长城汽车，哈雷戴维森，赫驰，Hindustan Motors，日野，日立，霍顿，本田，悍马，胡斯瓦纳，现代，英菲尼

迪，五十铃，捷豹，杰西博，吉普，江铃，约翰•迪尔，卡玛斯，起亚，小松，久保田，兰博基尼，蓝旗亚，路虎，雷克萨斯，利勃海尔，Liuji，莱康明发动机，麦克

货车，马恒达，德国马克，德国曼，马鲁蒂，玛莎拉蒂，迈巴赫，马自达，迈凯轮，梅赛德斯-奔驰，水星汽车，Mini，三菱汽车，三菱重工，MTU，MWM万国，纳威

司达，尼奥普兰，纽荷兰，日产，欧宝，Otosan，帕卡，铂金斯，标致，比亚乔，北极星，庞蒂亚克，保时捷，宝腾，庆铃，雷诺，雷诺卡车，劳斯莱斯，Rotax，萨

博，上汽，航天三菱，三星，斯堪尼亚，赛恩，西亚特，SEMT，上海通用，上汽通用五菱，上柴，西苏，斯柯达，Smart，双龙，Star，斯太尔，斯蒂尔，斯巴鲁，铃

木，上海大众，塔塔汽车，法国泰康压缩机，泰莱达因•大陆汽车，Tognum，丰田，凯旋摩托车，UD卡车，沃克斯豪尔，意大利VM Motori，大众，沃尔沃，沃尔沃遍

达，沃尔沃动力系统，沃尔沃卡车，Waukesha Engine，潍柴，锡柴，雅马哈，俄罗斯YaMZ，扬柴，洋马，青年汽车，玉柴，云内动力，扎沃尔热发动机。

售后新产品信息

商用车

商用车

商用车

乘用车

乘用车

乘用车

乘用车

乘用车

乘用车

活塞

空调滤

燃油滤

4HK1T(0620)-1X组件

4HK1T(0620)-3X组件

1.6L2V活塞配销卡

316i 1.6, 320i/328i/320Li/328Li 2.0, 335Li 3.0

520Li/523Li 2.5, 528Li 3.0, 535Li 3.0T

C200K 1.8, C230/E230 2.5, C280/E280 3.0, E350 3.5

C180K 1.6, E260L 1.8, C200/C260 1.8T, E300L 3.0

皇冠 2.5/3.0, 锐志 2.5/3.0

奥德赛 2.4

活塞镀锡，铸铁缸套

活塞镀锡，铸铁缸套

活塞石墨印刷

长纤单效

含活性炭材质

长纤单效

含活性炭材质

邮箱内置式

邮箱内置式

1月上市

2月上市

3月上市

3月上市

3月上市

3月上市

3月上市

3月上市

3月上市

629 AY 00127 091

630 AY 00127 092

028 PI 00104 P00

LA 1118

LAK 1120/S

LA 1117/S

LAK 1119

KI 30

KI 31

5-87815151-0

5-87815152-0

06A 107 099BL

64119237554

64119272642

A2118301218

A2128300318

77024-0N010

17048-SFE-010



公司信息

马勒服务解决方案：马勒售后正在努力扩展服务范围，包括提供汽车维修设备和提供与汽车保养相关的服务，这离马勒成为可以向修理厂提

供全范围服务的系统供应商又迈进了一步。

无论人们是为了增加舒适度、安全性、或是行车效率，汽车技术正变得越来越

复杂。与此同时，人们对服务和维护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为了专业并安全得完成

工作，维修厂需要有合适的维修设备和相应的技术知识来应用它们。马勒售后在德

国总部也建立了新的马勒服务解决部门，提供适用的汽车修理设备和一整套全面的

服务，来满足我们的合作伙伴在这方面不断增长的需求。通过不断扩展对维修厂提

供的服务范围，马勒在成为系统供应商的路上不断前行。

多方整合：在售后市场领域拥有专业知识

马勒服务解决方案综合了许多领域的专业知识，马勒不仅仅是车辆空调的发展

伙伴和原厂供应商；马勒还是动力系统方面的创新先驱和汽车工业测试诊断系统的

供应商。除此之外，马勒贝洱在空调系统领域有超过25年的经验，而专门从事空

调系统和流体机械系统的美国RTI技术有限公司如今也成为了马勒集团的一员。

增值服务：全方面服务

马勒售后全新的服务解决部门不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更提供一整套根据修理

厂的需要来定制的服务和信息。

培养培训师：在培训方面，不论是在培训现场还是在马勒，马勒售后的专家们向他

们的贸易伙伴传递着全方位的专业知识，让修理厂可以专业得向他们的顾客进行指

导和建议。

服务热线：可以直达马勒售后在修理厂维修设备领域的专家。贸易伙伴们可以立即

得到关于在产品功能、车辆保养、故障排除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还可以帮助他们

解答修理厂顾客提出的复杂问题。

技术资讯：马勒售后对贸易伙伴和修理厂提供广泛而专业的工具：宣传册、目录、

故障分析手册、发布在实际应用经验中汇总的技术信息，同时还有一年三期发给客

户的售后期刊，上面发表了包括应用方面的技术知识、行业新闻等内容。

售后技术支持：成熟的服务网络利用所有与维修和保养相关的资源来确保快速而专

业的技术支持。

特殊工具：马勒售后对其产品和汽车系统的维修保养提供合适的工具和设备。



理论&实践

好的焊接工艺可以使焊接处达到如原材料般牢固，马勒顶部焊接活塞就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工艺：摩擦焊，把活塞

两部分连接在一起。简而言之：活塞顶部和裙部在巨大压力的作用下，通过摩擦焊接，成为一个不可分割整体。这真

的很简单，要是你刚好拥有一台产生这种压力的设备的话。

内燃机燃烧时温度越高，对散热的要求也会越高。对于活塞来

说，这就意味着活塞内冷油道散热结构与使用抗高温的材料同样重

要。然而，对于锻造的活塞来说，它是由一个整块锻造而成，在活

塞顶部与裙部之间加工一个内冷油道需要花费很大功夫。为什么不

可以把锻造活塞设计成两部分，分别在两部分中部同方向上加工出

内冷油道，然后把两部分合在一起呢？这是个好主意，但是对于合

成的内冷油道，要怎么样保证其稳定性和强度呢？

摩擦焊是少数的几种连接技术，它可以使连接部分的稳定性

与原材料一致，甚至更稳定。但是，实现这种摩擦方式的设备比

较复杂。摩擦焊设备需要一个固定装置，一个旋转的工件夹具和

大功率电力供给。这是由于，为了实现活塞两部分通过摩擦焊接

在一起，这个设备需要提供750千瓦的功率。（相当于地铁的常规

输出功率）

马勒将摩擦焊技术运用在气门盘和干部焊上已有数十年的经

验，现在将这项技术应用在活塞顶部焊接上，为主机厂提供产品，

领导商用车制造业的发展。

摩擦焊：活塞的一部分不转动，另一部分转动

卷边：在旋转和接触表面压力的作用下，材

料温度升高，粘接在一起，形成了典型的摩

擦焊接卷边。

停止！最后，旋转部分突然停止，已经连接

上的活塞两部分保持当前位置和压力，直到

材料冷却固化。

铰接式活塞，头部是锻钢的铰接式活塞，它

的内冷油道由金属组成。这需要定做的、精

致的倒弧角工具。硬度高、强度大的分体钢

活塞将产生巨大剪切应力，同时加工内冷油

道也很复杂。

顶部焊接活塞，摩擦焊接活塞，使用常规车刀加工内

冷油道，非常简单快捷（因此更稳定）。活塞顶部和

裙部各有一半凹槽，摩擦焊使其成为一个完全封闭的

冷却油道。

MONOTHERM®钢活塞的内冷油道加工很

复杂，倒弧工具必须精致稳定。内冷油道

最后的密封是由两块冲压的钢片完成。

活塞两部分怎么连接在一起



作为全球汽车和发动机制造商的长期合作伙伴，马勒开发和生产的高性能涡轮

增压器不仅满足整车厂和发动机制造商的需求，并已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此

次适用于国内市场的涡轮增压器一经亮相，立刻引起了展会上许多业内人士的强烈

兴趣和媒体的广泛关注。

今年，适用于国产大众帕萨特1.8T车型的涡轮增压器正式量产上市。第一款上

市的涡轮增压器受到了我们的经销商、维修店和发动机再制造商的热烈欢迎。为了

满足市场的需要，马勒售后中国计划再接再厉，进一步开发适用于国内市场的涡轮

增压器，例如大众、奥迪、通用等乘用车品牌和其他商用车品牌。

马勒售后的产品范围包括滤清器、发动机零部件、节温器和涡轮增压器，所有

产品均具有原厂高品质。马勒售后负责整合汽车零配件售后业务，将原厂配套所积

累的专业技术运用于售后产品中，为经销商、汽修厂、发动机维修站的合作伙伴提

供高品质产品。

自2014年起，贝洱集团将作为“马勒贝洱”并组成“热管理事业部”，归入马

勒集团旗下。从而使马勒集团在车辆空调系统及发动机冷却领域同样步入世界领先

的行列。随着贝洱正式成为马勒的一员，节温器也列入了马勒售后的销售范围，马

勒售后现在已开始销售进口的节温器，适合国内车型的节温器产品也即将上线。

截止2014年6月，马勒已经成功收购了雷瑞卡近80%的股份，而此次收购的成

功，将刺激马勒部门结构的发展，包括销售、财务和其他相关的服务部门。2013年

雷瑞卡的全球销售额达2.4亿欧元，在全球7个生产基地拥有2416名员工。雷瑞卡的

加入将让马勒在机电领域有进一步的发展，而雷瑞卡的产品也有望进入马勒售后的

销售范围。

马勒新版防伪标签顺应市场发展趋势，运用了多重防伪技术。新标签具备难伪

造、易识别、验证手段多样化等特点，为消费者提供多种验证选择，帮助消费者更

好地鉴别产品真伪。购买了含马勒新版防伪标签产品的客户，只需刮开涂层，在进

行产品真伪鉴别的同时，通过手机二维码或登录活动积分网站进行注册，还可参加

积分兑换活动，换取自己喜爱的礼品。

马勒作为全球三大系统供应商之一，是整车厂和售后市场高品质发动机零部件

和滤清器的代名词。马勒品牌力量来自于全球性的进取团队、极富创新性的研发项

目和全球生产基地的高效网络。马勒定位于成就客户—致力于每位客户的满意和成

功；马勒的使命是创业创新—为客户利益而努力创新并快速而高效地推动其实现；

马勒的核心价值观是诚信正直—信任、诚实和富有责任感；马勒希望多元共赢—与

客户、合做伙伴互相理解，合作共赢。

市场活动

上海，2014年12月9日-马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携丰富产品线亮相于今年的

Automechanika Shanghai展会，展品中包括滤清系统、发动机零部件和发动机外围产

品。此次展会的展出面积达220,000平米，吸引来自全球各地4,800家展商及86,000位优质

买家和专业观众。展会中最大的亮点是马勒展出了首款适用于国内市场的涡轮增压器。

亮相2014年法兰克福展会
国内首款涡轮增压器
马勒售后



2014年10月20日，马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诚邀部分经销商参观了马勒营口工厂。马勒发动机零部件（营口）有限公司共设有5个工厂，

分别为马勒生产高品质汽车凸轮轴、轴瓦、活塞环、连杆和活塞。

马勒营口活塞工厂建于1999年，是马勒在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2002年成为

马勒全资工厂，引进马勒世界高水准活塞生产及检验设备，生产具有世界高标准

的活塞。目前工厂拥有十四条活塞生产线，其中四条全自动线，实现活塞加工、

清洗、表面处理及检验全部自动化，主要为大众、通用、长安福特马自达、福

特、菲亚特、沈阳三菱、潍柴、大柴等配套，同时为美国通用、日本马自达等国

外发动机厂家配套，活塞年产量突破1200万只，为亚洲第一大活塞工厂，工厂预

计明年安装第五条更高水准活塞自动线。

马勒营口轴瓦工厂于2004年建厂，引进马勒最先进生产及检验设备，生产

具有马勒标准铝基轴瓦。目前有三条轴瓦自动线在生产，主要为大众、通用、神

龙、江淮等配套，工厂预计今年生产高合金特殊表面处理轴瓦，以满足增压发动

机需求。

马勒营口活塞环工厂于2006年建厂，生产具备马勒标准的活塞环。引进世界

高水准表面处理PVD技术及生产设备，主要为大众、通用、神龙及国外用户配套

生产铸造环、钢环生产线，生产两片式、三片式活塞环。

马勒营口连杆工厂建于2008年，引进马勒最先进生产及检验设备，生产具

有马勒高标准涨锻式连杆，目前有两条生产线，主要生产潍柴、康明斯等配套

产品。

马勒营口凸轮轴工厂2012年建厂，生产具有世界高水准组装式空滤凸轮轴，

目前第一条自动线已批量生产。主要为戴姆勒-奔驰配套，第二条自动线预计今年

可实现批量生产，第三条自动线也将在年内安装。

马勒作为全球三大汽车系统供应商之一，在全球所有重要市场均设有本地机

构。到2014年，将有约66,000名员工服务于分布在150多个地点的马勒机构，年

销售额可达100亿欧元。在位于德国、英国、美国、巴西、日本、中国和印度的10

大研发中心有超过4,500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致力于具有前瞻性的理念、产品和系

统的开发。

在参观过程中，受邀经销商纷纷对马勒工厂完善的生产设备与先进的专业技术

表达了高度的赞扬。而为期两天的参观也让经销商们更坚定了他们与马勒售后一

起，在中国汽车后市场再创佳绩的决心和信心。

马勒诚邀经销商

市场活动

参观营口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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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信息 

马勒是如何在打击盗版和假货中获胜的

马勒在世界范围内采取多方安全措施，打击反对假货赝品。从一开始的产品

发展，到围绕包装上的防伪特征，马勒做的还远不止如此。马勒专家一直致力于

打击假货在市场上的流通。比如最近在以色列阿什杜德港口，一批带有马勒包装的

假货被海关抓获并销毁。即便是在贸易中心、国际贸易展览上，马勒也积极搜寻假

货：马勒专家伴随着大规模搜捕，为海关提供关于可疑产品和包装的相关信息，让

海关可以有效得追踪假货和他们的营销链。

德国法兰克福汽配展是在汽车后市场行业内占有领导地位的展会，而在此次

展会期间，马勒再一次联合了其他知名制造商、警察和海关，对假货赝品采取了有

针对性的打击措施。最终结果：海关和检察官在展会上共发现了89个非欧洲滤清器

制造商侵犯了专利和商标。其中有18个侵犯了马勒的商标或专利。超过600个滤清

器目录和CD被没收。数不清的印刷目录被查禁。众多剽窃马勒知识产权的海报与

照片被进一步认出。并立即做出了处罚，共被强制冻结11万7千欧元，其中怀疑与

马勒有关的假货就涉及3万6千7百欧元。

马勒在欧洲制造商们的展位也获得成功。通过和警方的合作，对有假货的展

位给予了若干警告。个别的展位管理者也将被刑事起诉。

这些活动需要调查团队中每个人都付出大量的努力——不论是在事前还是在

展会现场。然而，他们树立了榜样，阻止了假货与仿品，也积极打击了盗版。从而

保证了更安全的汽车维修，也就确保了更安全的汽车驾驶。

马勒的专家们与国际海关当局密切合作。画面

是在德国法兰克福汽配展门口，海关团队与知

识产权所有者达成初步共识。

2014德国法兰克福汽配展十分关

注对假货的打击。在马勒售后的

展位，马勒特别安排了单独的展

柜来展示马勒假货。

贸易展览成为了造假犯罪的平

台：一位海关工作人员在一位假

货制造者展位前驻足。

在一家比利时公司的展位上发现

了一个马勒拥有排水专利的机油

滤清器的假货，该假货由中国的

制造商提供。

马上要被销毁：海关在以色列阿

什杜德港口抓获的假货包装和封

口标签。

被销毁的假货包装都被精确得登

记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