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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百度百科中这样介绍阚有波，创建中国第一个汽车服务技术研究院的
维修工；一个走进人民大会堂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的汽修人；一个同时为数家汽车
服务企业提供全面支持的汽修专家；一个在中央电视台专门进行汽车知识讲座的专
业老师；一个参加全国大赛拿冠军却又自己组织全国大赛的汽修人；一个同时兼任
汽车制造厂、汽车维修连锁机构、汽车研究机构三大产业高层的汽车人……日前，本
刊记者有幸采访了这位满身光环的业内专家，相信阚有波老师的见解与分享能让每
位汽修人都受益匪浅。

◆文/本刊记者 高中伟

记者：您觉得汽修行业的发 展经历了哪
些过程？您是以汽修技术人员的身份跨入汽
修行业，可如今您似乎更加关注汽修企业的管
理，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记者：您如何看待汽修行业中的技术和
管理？
阚 有波：所 谓 技术，不 能 是 一 些 表面
化的东西，它的实质应该是科学，离开了科

嘴的清洗效果是不一样的，如果某品牌声称
自己的产品对所有车型都有很好的清洗效
果，那肯定是不科学的，因为对于不同车型，
积炭的成因并不相同。

阚有波：中国汽车修理这件事的开端是

学，技术根本不存在。我期望真正的汽修技

我把汽 车修 理分成两个大模 块、六个

在20世纪50年代，那时候没有汽车修理厂，

术能够深入分析对车辆有普遍意义的数据。

小模块，两个大模块是外修复模块(即钣喷

只有车队和运输队的修理班组。从20世纪

我认为，人类对事物的理解可以划分为五个

模块)和内修复模块。六个小模块把钣喷模

70年代开始，我把中国汽修行业的发展划分

层次：第一层是听说；第二层是了解；第三

块分为钣和喷两个模块，把内修复模块分为

为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是70代到80年代，

层是理解；第四层是深知；第五层是创新创

发动机的养护修 理、自动变 速器的养护修

有正式的修理厂诞生；第二个周期是80年代

造。第五个层次的创新创造是最有价值的，

理、空调系统的养护修理、制动系统的养护

到90年代，那时汽修行业的变化是可以修好

把创新创造的方法还原到技术表现、技术手

修理。近几年，我在做的就是带领不同的团

进口车；第三个周期始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

段或管理上去，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如果国

队，针对这几个模块做深入的研究。

初期，当时由于主机厂对零部件的渠道、维

内有20%～30%的修理工在汽修这件事上

以空调系统专项为例，常规认为修空调

修资料、设备、客户群四方面的限制，迫使维

能够达到创新创造的层次，那整个行业就会

只有5个步骤：吹水箱、加制冷剂、摸出风口

修厂与主机厂合作，由此，4S店诞生。

有巨大的变化。

温度、换滤芯、清风道。如果经过这5步，空

说 到 我自身 的 转 变，有个不恰当的比

比如，清洗车辆喷油嘴这件事，清洗的

调修不好，就被归为疑难杂症。当我和我的

喻，就像鲁迅弃医从文。鲁迅先生最初学医

根本原因是该清洗了，而是否该清洗应该是

团队深入分析后，发现空调系统故障有38个

是因为想从身体上改造中国人，弃医从文是

从一系列数据分析结果中得出结论。而很多

关键点，这38个关键点可以囊括空调系统

因为目睹了中国人围观日本人杀中国人，感

维修人员会和车主说，20000公里，该清洗

的全部故障问题。这其中包括用电脑检测仪

到中国人的精神比肉体更加萎靡，认识到需

喷油嘴了，我觉得这是一种营销的说法，而

分析水箱里是否有水垢、用数据分析空调滤

要从文化上医治本民族的病。在我眼中，汽

不是科学的说法。再比如说现在市面上林林

芯是否堵塞、用冷冻机油检测化学棉判断冷

修行业亦是如此，技术是中国汽修行业发展

总总的喷油嘴清洗剂，A品牌说A的好，B品

冻机油是否合格等。

的基础，汽修行业离不开那些兢兢业业、对

牌说B的好，这时修理厂会发现，面对A、B、

我认为，中国不缺乏汽修技术大师，缺

技术执着的人，但单纯的技术是无法带领企

C、D、E五个品牌，无法选择。我做过这样

乏的是技术大师与管理经营整合成一体的

业和行业向前发展的。

的实验，发现不同的清洗剂对不同车型喷油

平台和资源。其实我在从技术到管理的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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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里包括对管理

润滑，从而导致压缩机磨损。轻微磨损时导

2014年，我将带领我的团队举办全国

的理解，当我真正理解管理这件事后，发现

致空调效果不好，严重磨损时则导致空调故

汽 车诊 断 师 大赛。说 到 办 赛 的 初衷，是 因

中国的企业一定会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从

障。再说说压缩机油，我曾经在包头买压缩

为虽然交通部和教育部每年都会办汽修比

早期的市场不饱和，有技术、有机会就能赚

机油，买了很多瓶，没有一瓶是真的。这就

赛，但 我 觉得中国的大多数修 理 工没有机

钱的阶段向市场饱和、开始拼内功的阶段过

是在中国，为什么很多车越修故障越多。我

会参加这样的比赛。后来，我就想，我来组

度完成后，对于汽修企业，真正的竞争才开

现在推广修理厂使用空调制冷剂和压缩机

织一场比赛，借鉴“超级女生”和“中国好

始。汽修企业从无到有，从不能每个人都经

油的检测设备，修理厂为车主检测，不合格

声音”的模式，把多种形式结合到一起，一

营到现在放开到可以让每个人都经营的过程

的剂油换掉，修理厂可以赚到钱，车主很高

定有利于中国汽修人的成长。这场比 赛 我

已经完成了，这时技术能涉及的范围就有限

兴，修理工也觉得有尊严。

想让“全民”参与，只要年满23周岁，在网

了，就要开始拼管理的能力了。

针对汽车用品和零部件产品真假难辨

上提交一个原创的技术案例就可以参与比

管理的目的是让企业可持续发展，在我

的问题，我想建立起一个汽车零部件的正品

赛，然后 我们会动员大量修理 工去 投票，

看来要做到一个预防、三个赢(盈)和十二个

基地，替修理厂监督厂家，现在在国内的大

海选出一批选手后让他们进行现场PK。我

系统。首先要预防，预防各种风险的发生。

环境下，往往一些好的正品厂家生存空间很

会组织200个修理工、10家媒体当评委，三

之后要做的就是盈利、赢人、赢口碑。收入

小。比如，有一个我所熟悉的刹车片厂家，

个导师当专家。全国10 个 赛区，每 个 赛区

要高，成本要低，这是配合盈利的需要；做

整个流水线投资达1000万人民币，是其他

选出前5名，选出的这50个人，中国机械工

到让员工满意，内部团结有效 这 是配合赢

很多小厂家投资额的4～5倍。他们生产的东

业出版社 会为他们出一本书，写一 个 他们

人的需要；让客户当面说好，背后也说好这

西很好，但在国内卖不动，因为国内市场被

的 传 记。我 预 测 大赛启动后，参赛人 数会

是配合赢口碑的需要。由三个赢(盈)而衍生

两类产品所垄断，一类叫“国际知名品牌”

达到30万以上。

出来的十二个系统分别是：增加进厂台次，

另一类叫“仿造国际知名品牌”。我希望在

关于办赛的目的有三点。第一，我想让

提高单 车 收 入，控 制固 定 成 本，降 低 变 动

我的正品基地建立后，能让真正有实力、有

修理工改善自我，树立自信；第二，我想让

成本，提高员工收入，给员工提供成长的空

品质保证的品牌产品更好地生存，从而引导

整个社会对汽修行业真正认可，让修理工们

间，打造内部团队，打造团队内部比、学、

行业向更正确的方向发展。

更有尊严；第三，我想让汽修知识得到一个

赶、帮、超的氛围，保证品质，让客户有占便
宜的感觉，保证口碑传播途径通畅，保证口
碑传播方式有效。

有效的传播途径。
记者：您是1998年北京第一届汽车维修工
高级技能大赛的冠军，也是通过那次比赛您
在行业内被认可和熟知，近期又听闻您在组织

记者:您觉得汽修行业未来会呈现怎样的
发展趋势？

记 者：您觉得怎 样用技 术 和管理的方

全国汽车诊断师大赛，您当年的参赛感受是什

阚有波：在前面，我讲到汽修行业的三

法来解决当前汽修行业中汽车用品和零部件

么？您如今举办赛事的初衷和目的又是什么？

个周期，现在该到第四个周期了。我认为在

产品真假难辨的问题？您在这方面做了哪些

阚有波：说 到当年 我自己 参加 第一届

第四个周期里，汽修企业的特点 应该 是 做

汽 车维修工高级 技能大赛，赛后 我有两点

深、做 透、做 到家。所谓做 深，就像我现在

阚有波：2011年，我所在的安莱(北京)

感悟。第一点是，无论做什么都要有实实在

做的汽车空调检测，我引导汽修企业把汽车

汽车技术研究院、质监总局和中央电视台三

在的目标，才更加容易成功。我当年拿第一

空调项目做深以后，发现企业“活”了、自信

方合作,在北京、广州、杭州三个城市中对市

名的动力是我的一个同事，我给自己设定的

了、受客户尊重了；做透就是把主业做到五

面上的汽车空调制冷剂进行了抽样调研。结

目标是在比赛中超过他，但他的水平到底有

层深度，穿破第三层理解阶段，到了深知和

果显示：被抽到的60个品牌产品中，55个品

多高，在比赛中能发挥出多高我无法准确衡

创新创造阶段。做到家是指站在消费者角度

牌的制冷剂都是假的，占抽样总量的92%。

量，所以我唯有不断努力，最后取得了第一

想汽修该怎么做。

现在空调制冷剂的主要成份应是134a，但

名的成绩。第二点是所有的比赛都不单纯是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2014年之后的一

调查结果显示，市面上大多数空调制冷剂的

技能的比拼，它应该包括技能的比赛、心理

段时期，汽修厂的发展在做深、做 透、做到

成份都不是134a。假的空调制冷剂危害很

素质的比赛、临场发挥的比赛三方面内容。

家的基础上会偏向于做连锁。我认为汽修行

大，汽车空调在工作时，要求制冷剂和压缩

直到现在，我也认为我的技能不是最好的，

业连锁经营模式的春天该到了，但用原来的

机油完全溶解后在整个系统中循环，假的制

比我技术水平高的人有很多，但之所以我能

方式做是做不成的，其内核会发生一定的变

冷剂无法和压缩机油溶解，机油留在原地，

够拿第一，只能说明综合起来，我可能做得

化，想要成功，其关键还是自身在技术和管

会使压缩机活塞一部分被润滑，一部分没有

更好。

理方面的强大。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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