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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随着私家车的发展和道路的不断变化，车辆在行驶过程中能耗逐渐增加，如何进行节能环保的控制
成为热点话题。整车厂在制造技术上达到了欧Ⅰ到欧Ⅴ的标准，但是汽车维修技术却一直延续，这些技术是否能
够适应目前的技术发展，大家都在倡导的节能减排与绿色维修对维修企业带来了哪些升值空间呢？在2013年4月
1日的节能减排与绿色汽修技术研讨会上，北京祥龙博瑞汽车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魏俊强进行了“节能减
排与绿色维修——汽车维修企业如何转变增长方式、实现产业升级”的演讲，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读。

节能减排与绿色维修
汽车维修企业如何转变增长方式、实现产业升级
◆文/北京 魏俊强
在电子技术不断应用的过程中，车辆应急管理措

工具进行不断地学习和调整，了解机械部分的性能和

施越来越多，车辆在性能下降的过程中仍然能够正常

参数。

行驶，驾驶者却察觉不到这些变化，但是车辆排放和

2.应用汽车维护技术，延长汽车良好状态时间

耗能的状况却在相应地增加，处于“亚健康”状态。据
统计，全国有60%～70%的车辆处在亚健康。

汽车维护技术正在不断地应用，现在比较热门的
是免拆清洗、匹配等。维护与保养有相同之处，但它们

车辆出现故障后，排放肯定超标，造成排放和污染

的理念是不一样的：保养具有定期性，是基于车辆设计

的问题。目前，排放指标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但是车辆的

师考虑到机械磨损规律而设置的；维护是根据车辆使

运行状态是否与出厂指标相符就很难判断了，因为维修企

用环境的不同对数据进行采集，对车辆进行电子数据的

魏俊强

业的生产模式没有改变。我们需要改变对车辆的检测、

调校和使用一些维护方法比如清洗积炭、修复间隙、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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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和检验这三个概念的看法，这就是“绿色维修”。

胎调位等。

北京祥龙博瑞汽车(服务)
集团总工程师
全国劳动模范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目前，传 统汽 车维 修 企业 生 产 模 式存 在诸多问

能改 变 劳动强 度的方法很多，比 如使 用各种 气

力；技师的技术参差不齐，诊断维修时间长，质量无法

动、电动工具以及检测设备等，都可以减轻劳动强度，

保证；各部门配合差，劳动效率低；设备使用效率低，

提高效率。

成本高；员工要求技术全面，培训成本高；员工分配不

4.改造高耗能设备，减少生产成本

合理，平均收入低，人员流动严重等等。对于维修技师

对高耗能设备进行改造，包括清洁能源的使用和

的能力没有系统的管理，有的技术员工不能发挥一技

对喷漆房进行改造等，具体措施比如将燃烧方式从使

之长，而企业又希望可以培养出“万能工”。还有一些

用柴油改变为使用红外线，使用节能灯，都可以不断地

技师认为“配件是老师”，遇到故障就更换配件，而配

减少能耗。

件一旦出现问题，整个维修过程就中断了。

5.使用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降低环境污染

一、节能减排与绿色维修的概念
1.精确不解体检测，减少配件使用
“绿色维修”其实就是“精确维修”，即必要时才

水性漆、新型制冷剂、再循环工艺、再制造工艺等
都可以改善环境、降低能耗。

6.加强污染物排放管理，减少环境污染

更换配件，会节省很多开支。配件的消耗其实是一种

车辆进行维修时应该在第一时间进行尾气分析，

资源的消耗，尤其是误换配件。要做 到绿色维修，首

流程有规定进行进厂检验和出厂检验。污染与环保部

先要做到不解体检测。交通部很早就提出了不解体检

门、司机和维修企业的每个人都有关系，维修企业有责

测，但是该概念正在慢慢消失，现在只使用解码器和

任处理好车辆的尾气排放。

车载电脑进行维修，很少使用外在设备，但是遇到异

二、汽车维修环境改造的必要性

响这种问题就很难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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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善工作环境，减少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

题，比如场地布局不合理，单兵作业，不能发挥组织能

环保理念的逐渐渗透会给维修企业带来更多收

不解体检测是一个综合的概念，电脑检测只是其

益，开展绿色维修将会延伸出更多服务项目。维修企

中一个方面，而检测部分不仅仅是以故障为核心的，还

业积极开发市场，转变生产方式，营造更多的利益空

包括使用汽缸压力表、汽缸泄漏仪、曲轴箱压力表等

间，首先就是改善员工的作业环境。环境设施好，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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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积极性高，劳动效率也高。环境的改

因车而异、因道 路和地区不同所产生不同

滑、变速器更好的换挡时机、防止离合器打

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使用汽车尾气抽排

变 化 的，是 主机 厂无法 设 计 的。维 护是 根

滑、损耗等等都属于排放的范围之内。环保

装置，改善汽车尾气的影响；②使用喷漆干

据车 辆的不同使 用条 件，采用不同手段使

的理念不只是一个环保值的概念，还有它的

磨设备，改善粉尘污染，提高劳动效率；③

车辆适 应地区性。道路和驾驶员的特 征不

综合性能。

使用红外烤灯，缩短干燥时间，提高喷漆质

同，对此 进 行 综合 分析，制 定 合 理 的 养 护

量；④ 使用水性漆，减少有毒物质排放，提

方案。

五、客户黏度
——客户满意度的真实体现
1.进行有效的客户预约服务

高喷漆质量。除了投入新型设备之外，作业

不是 所有的车 辆都需要进行 维 护，但

工艺也需要进行改进，以提高劳动效率、增

营运车辆一定要做，因为它涉及营运证的发

维 系 客户的方法不能只依 靠 人 脉，也

加企业收益。作业工艺的改善包括以下几个

放、乘客的安全和道路运输的安全问题。私

要靠维修企业的综合管理。维 护客户的关

方面。

家车目前没有强制要求维护，因为其使用频

键在于 让他随时知道车辆的状态，不能在

1.双人快速保养工艺

率和营运车辆不一样，所以维修企业要给客

不了解车辆状态的情况下盲目给客户打电

户建立一套维护的内容。

话，打的多了就是骚扰，一味的发短信推销

1.汽车传统保养的内容及目的

产品也会引来客户的反感。最近OBD检测

双人快速保养工艺可以减少设备、场地
的使用率，减少客户的等待时间、提高客户
满意度，减少大厅设施的使用率和成本，缓
解了大厅、工位的压力。此外，双人工艺还可
以促进工作流程的规范性。

2.钣金喷漆流水作业
将钣金喷漆改为流水作业模式，不需要

(1)固定机械模式进行保养，与车辆使
用状况脱钩。
(2)常规项目检测，车辆不能得到良好
的性能恢复。
(3)车辆环保排放得不到重视，排放耗

设备应用很多，将插头插到汽车OBD接口
上，利用手机就可以检测车辆，信息可以传
到服务商，每次启动车辆OBD都会发信息
给4S店，4S店在第一时间得知车辆的运行
状态，判断车辆是否该进行保养，可以直接

对员工进行全流程的培训，可以在最短的时

能增加得不到改善。

发信息 提示客户，这就是 服 务而不是骚 扰

间内培养出专业的员工，也减少培训成本。

2.汽车维护内容及目的

了，是一种好的服务手段的改变。

此外，汽车不解体检测工艺和汽车养护
工艺都是围绕环境改造和绿色维修理念的，
为企业带来了很多增值的服务项目。

三、汽车维修进厂预检的重要性
绿色维修的第一步就是要完成进厂检
验，进厂检验单和出厂检验单要严密配合并
对比，但是现在进厂检验不断被忽略，通常的
外观、财产的保护不是进厂检验，进厂检验是

(1)基于检测分析为依据的养护方案。
(2)为客户定制养护方案，使车辆性能
始终保持良好状态。
(3)延长车辆配件使用时间，降低车辆
使用成本。
(4)减少车辆排放，提高车辆使用性能。

3.延长汽车环保寿命
延长车 辆环保 寿命有以下意义：①车

2.提供适合客户使用特征的养护方案
维修企业要精确了解客户的车辆运行
状态、技术变化程度等，为客户制定不同的
方案，让客户在第一时间了解自己的车，才
会愿意和我们结成服务伙伴关系。针对每个
客户采取不同的精确的服务方案，客户才能
更满意。

3.汽车维修企业盈利的关键

就维修而言的对车辆技术状态进行保全。

辆 动力持久保 持，发动机持久处在良 好燃

修理企业能否盈利不在于规模大小，

1.进厂检验的意义

烧状态；②减少机械摩擦，降低运行阻力，

而是在于修理厂技工的能力和水平。员工和

客户将车辆送修，先进行进厂检验，通

减少损耗；③减少燃油消耗量，提高燃油利

工艺专一，劳动强度下降、劳动效率提高、

过不解体检测，告知客户该车将要进行修理

用效率；④减少发动机过热工作，防止发动

劳动时间缩短、劳动成本降低。提高产量不

的项目、费用以及维修或不维修的风险，对

机爆燃；⑤减少进、排气阻力，保持发动机

一定会提高收益，它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

进厂检验的内容和管理形成规范流程。

动力；⑥修复发动机配合间隙，始终保持燃

响。比如客户群的增加、服务能力无法达到

2.员工分级管理

烧压力；⑦减少动力传动损失，提高发动机

要求、服务满意度下降，会很快流失客户。

进厂维修的检测人员应该是优秀的技

效率。

维修企业中如何优化服务流程、降低劳

术人员，前端做得好，后端成本就会降低。

在某种意义上讲，环保性能的延长可以

动强度和降低劳动成本，提高劳动效率才是

对员工进行分级管理，使员工可以发挥一技

提高车辆的寿命。环保不能只想到排放值，

盈利的关键。以客户服务为中心，规范从进

之长。在生产组织方面，目前对员工的培训

维修企业要用综合能耗或平均能耗来满足

厂检验到过程检验再到出厂检验的三个过

次数多，内容也多，但是企业想有高收益，需

车辆的环保要求。轮胎的花纹磨平、轮胎气

程。进门的检验是安置客户消费的过程，过

要对员工进行有效的、低成本的培训。

压调整不合适，阻力增加耗油量就会增加，

程检验是员工的技术水平实现的过程，出厂

四、汽车维护与传统保养的区别

排放也就增加。如果平均油耗越来越低，排

检验是客户服务的保证。只要维修企业潜心

保养是事先设 计好的，所有车辆必须

放就低。从这方面来看，提高燃油利用率，

的研究客户和产品，就能为客户提供更好、

做 的，具有 定 期 性。而维 护 是 因人而异、

包 括 轮 胎 的 气 压、轮 胎花 纹、各 部 位 的 润

更有效的服务。(整理/胡凯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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