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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车电子评估系统的发展和演变
◆文/美国KerenOr Consultants公司 Karen Fierst

◆译/本刊记者 杨雨
车有一个章节专门讲述它们的品牌、车型以

着诸多差异，大致可归因于美国的事故车维

初步建立——汽车估损和理赔过
程的演变

修产业和汽车行业总体来说发展得比较成

早在上世纪初到七十年代间，美国私

户每月都会收到更新信息，维修店工作人员

熟，而中国则略显薄弱，尚处于“发展中”

家车保有量快速增长并趋于饱和，那时有关

会负责撤下旧的内容页，换上新的数据资

的过程。从当前情况来看，估计你很难想

汽车保险理赔的程序一直没有太大变化。但

料。随着现代出版业的迅猛发展，一些信息

象，三四十年前美国的事故车维修产业是多

上世纪50年代初，理赔相关的评估信息标

技术手段已超越了米切尔手册当时的水平。

么地不完善。从那以后，他们的商业模式才

准已经开始慢慢产生作用。

但直到今天，米切尔手册仍在美国市场上销

当今中美两国在事故车维修领域存在

及零部件编号、价格和工时。同时，手册用

悄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电子评估系统就

二战后，加州圣地亚哥市一个名叫格

是推动这一变化的关键所在。中国的汽车保

伦·米切尔(Glenn Mitchell)的汽车经销

在美国，第二本事故车维修手册出自

险公司十多年来一直试图引进电子评估系

商，为了帮助车身修理厂便捷地找到所需

于美国《Motor》杂志，该杂志在中国的合

统，然而直到目前仍收效甚微。与此同时，

的零部件，他整理了一套关于汽车零部件

作方是北京《汽车维修与保养》杂志社。

市场一向风云变幻，中国的电子评估体系也

类型、价格及其简要概述的庞大信息清单。

1903年《Motor》杂志应运而生，主要面

终于拉开了序幕。但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它

很快，消息传开了，他开始接到包括独立修

向第一次买车的汽车发烧友。那时，他们已

将如何推动和影响中国事故车行业的发展

理厂、汽车经销商甚至理赔评估员打来的问

经开始收集一些汽车维修保养小窍门。鉴于

还有待观察。毫无疑问的是，就像美国人

询电话。米切尔由此意识到市场对他收集到

米切尔手册的成功，Motor于上世纪50年代

常说的那句俗语一样，“球一旦滚动就会前

的数据信息有很大需求，它们甚至可能给整

也出版了风格形式类似的事故车维修手册。

进”。基于这点考虑，也算是一个有意思的

个事故车维修行业带来好处。同时他开始研

据现任米切尔公司负责行业公关的副总裁格

议题，本期专栏我们将探讨美国事故车电子

究，在车辆的不同区域更换零件所需的时

雷·哈恩(Greg Horn)介绍，Motor手册在

评估系统的发展和演化。

长。这些工时的研究成果此后都整理、收录

密歇根州和东海岸拥有一批忠实拥趸，而米
切尔手册则在西海岸和南部更受欢迎。

售和使用，并被高度认可。

当你回顾历史的时候，请记住美国并

在1946年出版的“米切尔手册”中。到20

没有中国所谓的“4S店”，他们大多数车

世纪50年代，米切尔手册已经成为事故车

基于这两本维修手册博弈的结果，自

身修理厂都是独立经营的，只有极少数属于

维修业内的“信息资源库”，70年代已被

上世纪50年代，美国事故车评估体系开始

新车经销商。还要注意，在美国，通常车辆

广泛使用。

发生转变，但直到70年代，事故车理赔的

机械维修与事故车维修是分开的，这和中国

记本，任意页码可以随意插入或取出。每辆

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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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过程依然没有太大变化。那时的理赔主
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栏目编辑：杨雨

Overseas Insight

yy@motorchina.com

海外视线

模式1：车辆发生事故后，车主第一时

维修价格，但保险公司对价格不满意的话，

欧洲。1972年，Audatex在北美的独家经

间去找汽车修理厂，修理厂给出一个预估

他们会告诉投保人把车带到服务网点、而不

营许可卖给了法尔曼(Fireman)基金保险公

的维修价格，这个价格一般由工时费用(包

会再派出鉴定员。或者还有一种做法是，保

司，而后这家保险公司便成为北美第一家

括车身和涂装维修)、涂装材料(车漆)和零

险公司派出一个评估员，与维修厂就维修价

提供事故车局部损失自动化评估系统的供

部件组成。

格进行协商，协商的结果往往是评估员给简

应商。法尔曼基金随后又将该经营许可指

单地打个折，通常是九折或者更低。

定给了一家叫艾特(Itel)的公司。多年来，

通常，车主会根据维修费用和保险公
司支付的赔偿金额来决定是自己花钱维修还

保险公司通过引入网点服务模式所付

Audatex系统被不断地出售和回购。值得

是找保险公司理赔。如果是相对简单的维修

出的努力表明，车主在发生事故后，首先

一提的是1980年和2006年两次重大的回

项目，保险公司会很爽快地开出支票；但如

联系维修厂的第一反应已经开始转变。很显

购案。1980年，美国一家自动数据处理

果情况比较复杂(或者说“高价理赔”)，他

然，汽修厂不喜欢这一新举措。但欣慰的

(ADP)公司的理赔服务组从艾特公司手里

们则会派出调解员，与投保人约见在一个双

是，仍然有很多车主像往常一样，在第一时

取得了Audatex车辆维修自动评估系统的

方都比较方便的地方（当然不会是事故车维

间打电话或者直接去到店里。这种情况下，

经营许可；2006年，Solera公司又收购了

修厂），协商并评估另一个理赔金额。这

汽修店工作人员通常会让车主把车停在店

那家ADP公司的理赔服务组。

样，保险公司给投保车主的理赔数额，是按

里，以便他们作为车主的代表直接在维修厂

Tuuri先生还介绍了早期ADP系统的运

照调解员而不是维修厂的评估确定的。然后

与保险公司派来的现场评估人员就维修价格

作情况。那时的第一代技术是定向的纸上操

就看车主决定要用那笔钱去哪里修车了。

进行协商。

作而非以计算机为基础。以目前发展的角度

模式2：发生事故后，如果车主去修理

这种协商次数的增加直接促进了维修人

来看，当时的技术手段未免太过简单。胜于

厂之前先联系了保险公司，有的保险公司会

员对评估结果做得更加细致，而这些更细化的

在书里寻找事故维修资料，自动数据处理的

引导车主去三家不同的修理厂，从而得到三

评估结果是以米切尔或者Motor的维修手册为

概念在于可自动获取信息。ADP公司开发

种估损价格。结果出来后，车主将其提供给

依据的。评估报告的条款越详细，从维修手册

的一套自动获取信息系统，可产生一份附有

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就会从中选择一种。大

中使用到的支持信息也更多，保险公司调解员

多数保险公司都会选择最便宜的那家，并直

随意削减车辆维修费用的难度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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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接给出相应金额的赔偿。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市场出现了很

模式3：如果车主先联系保险公司，有

多促进事故车维修向现代化发展的推动力，

的保险公司会派出现场评估人员或调解员，

这些市场动力在90年代得到加速，并一直

去到投保人的家里或公司商谈理赔事宜，并

持续到21世纪。其中主要一个市场因素就是

写出评估报告。这时保险公司会根据商谈后

1979年美国首次推出的“电子评估系统”。

多功能原子灰
● 与镀锌板、铝合金、钢板等均有非常
   好的黏接性
● 快干、易磨、细腻、刮涂性好

的评估报告进行赔偿。
直到上世纪70年代，保险理赔程序开

自动化评估时代的到来

始发生转变。但具体说到这种转变是好还是

美国目前的电子评估市场主要由三家

坏，还取决于您是向保险公司咨询还是问询

公司所垄断，他们在一开始涉猎市场时使用

维修厂。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的技术手段存在非常大的差异。这三家公司

据美国著名的业内资深人士、汽车产

的背景及发展历程各不相同，值得一提的

业咨询公司总裁Lou DiLisio先生介绍说，

是，没有任何一家是属于保险公司的。他们

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转折点是保险公司推

是服务提供商，通常又被叫作“信息供应商

出了一项新的服务项目——“drive in”。

或网络协议商”，能够提供多种产品满足事

通俗地讲，drive in即保险公司在社区内建

故车维修行业的各种需要。本专栏重点关注

立的便捷服务网点，网点由调解员为客户提

这三家公司在电子评估系统方面的业务。

供服务。有了这些服务网点，保险公司便开

据Solera公司Auda Explore(以前

始说服、引导投保人在车辆发生事故后，直

叫Audatex)业务负责行业关系的副总裁

接去服务网点而不是去维修厂，并且由调解

Rick Tuuri介绍，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

员在网点现场做出评估报告。

70年代初，Audatex应用系统作为世界上

如果投保人已经去维修厂并评估出了

第一套自动化汽车维修评估系统被推广到

用于前机盖等关键部位，耐高温
不用环氧底漆，适用各种车型
德国AKEMI/雅科美中国办事处
北京雅科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10-87794952/4752
传真：010-87794805
中文网址：http://www.akem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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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车辆图示和数字、字母代码的工作表，这个工作表是由评估员手动完
成的。该系统没有查询功能，信息在内部自动运算，而主机则位于密歇根
安娜堡市。简单地说，它主要是通过远程连接器和终端机为订购者——事
故车维修店和保险评估员提供服务的，终端机包括一个带屏幕的打字机。
首先，专业评估员完成清单表格核对，然后数据录入员将表格信息导入到
终端机中，信息通过电话线传输到主机上，再经过处理后回传一份打印评
估单给评估员，或者是给维修厂、保险公司drive in网点，也有可能是保
险公司调解员办公室。当时不少保险公司开始使用这套系统，稍有远见的
事故车维修厂也看到了其中的利好并开始主动接纳。
该产品投入市场后，立刻引来米切尔和Motor的关注。他们意识到自
动评估应用系统的市场潜力并希望进入这一领域，两家公司采用了不同的
技术方案。
1983年米切尔开发的早期自动评估系统中涉及了条形码技术，它的
诞生直接归功于米切尔手册中收录的数据资料。米切尔将具有集成扩展槽
或调制解调器的条形码读取器和一种类似复写纸功能的打印机提供给维修
厂。打印机能同时产生三份相同的评估报告，一份留在维修厂，一份归保
险公司存档，一份交给客户。
米切尔产业公关副总裁格雷·哈恩解释了它的操作原理：米切尔手
册相邻的两部分间有一个条形码，如果评估员想要指出换件或修复信息，
可以扫描并读取相应的条形码信息，电脑会自动计算换件和修复的工时信
息，并将信息添加到评估报告中。如果评估员想要修复而不是更换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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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要扫描手册上的零部件条码，然后将其粘贴到剪切板上，并标注“维
修”，输入维修时间，系统会自动计算并扣除重复的机修与钣金维修过
程。评估报告一旦填写完毕，这一过程将通过调制解调器输入到主机并进
行计算，最后传回一个可以打印的终审评估报告。
由于米切尔和ADP电子评估系统的市场普及较慢，在一些保险公司
和汽修厂的推动下，第三种解决方案开始抢滩进入电子评估市场。
成立于1980、1981年间的认证担保公司(后改名为“CCC”)的业
务涉及全损评估的数据收集，他们是第一家为保险公司提供这种自动化服
务且做得比较成功的公司。据CCC执行副总裁Jim Dickens介绍说，到
20世纪80年代末，百分之九十的理赔案例都是汽车维修。而在那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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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收集的数据信息尚不能完全创建一份评估报告。他们意识到，要抢
占自动评估领域市场的市场份额，必须跟汽修厂和保险公司开展合作。然
而，要收集并建立评估报告平台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金。
幸运的是，Motor信息系统公司(Motor维修手册的出版商)对此表
示了合作意向。在北美第二大保险公司——好事达保险公司的大力支
持下，CCC得以共享Motor信息系统公司收集到的资料版权，并开发
出了一套比ADP和米切尔评估系统更高端的产品。CCC有利地发挥了
技术上的优势，于1990-1991年推出了一套磁盘驱动式、方便应用于
手提电脑上的评估系统，可方便保险调解员能随时随地地使用。
然而，即便这样，电子评估系统在行业内仍然没有完全站稳脚跟。最
终为电子评估系统敞开大门、促成其在行业内快速发展的还有一个重要因
素。(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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