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按一下欲了解的類別，便能直接前往對應的
BMW原廠零件頁面。BMW原廠零件產品精選

產品類別

原廠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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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原廠AGM電池

EFFICIENT DYNAMICS高效動力科技的核心

產品特色

AGM科技
現代車輛電力系統與日俱增的電力需求需要性能更為強大的電池
才能滿足。一輛現代的頂級車輛上包含大約100個需使用電力的
作動器。此外，還有許多安全性、環境和舒適性相關的元件，例如
ABS、EPS、電子底盤調節、空調系統、導航系統等。

BMW原廠AGM電池（AGM是Absorbant Glass Mat，吸收玻璃纖
維墊的縮寫）便是這些日俱增的電力需求的解方。

BMW原廠AGM電池必須安裝於所有具自動啟閉系統、煞車動能
回收系統或輔助加熱功能，以及於出廠時即使用AGM技術的車輛
上。

優點
-  玻璃纖維墊能完全吸附硫酸，因此AGM電池沒有漏液問題。

-  即使在深度放電後仍可充電，也就是說，電池在電力耗盡後仍可
進行充電。這對於搭載例如自動啟閉系統、煞車動能回收系統等
BMW EfficientDynamics高效動力的車輛而言格外重要。

-  特別建議有高能源需求和高度穩定週期負荷的車款（例如使用輔
助加熱功能的一般顧客，或短距離駕駛等不理想的情況時）使用
BMW原廠AGM電池。

保值率：

- 無須保養。

-  在長期不用或儲放後仍可使用。

-  較傳統Calcium電池擁有更長的使用週期和電量效
能表現。

安全性：

-  在低溫或高溫下依然穩定。

-  防腐蝕與內部短路。

-  在完全放電後仍安全無虞。

永續性：

-  產品使用週期長。

-  是BMW EfficientDynamics高效動力科技的核心。

-  完全吸附酸液能減少可能對環境造成影響的風險。

原廠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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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原廠CALCIUM電池

每次引擎啟動時皆擁有完整動力

產品特色

CALCIUM技術
BMW原廠Calcium電池專為未搭載BMW EfficientDynamics高效
動力之車型的電量和需求所打造，因此適合舊款BMW車輛使用。

比起AGM科技，這些車輛更適合採用Calcium科技（請參閱BMW
原廠AGM電池的賣點）。

另一方面，新款BMW車輛已採用AGM科技，例如自動啟閉系統等
BMW EfficientDynamics高效動力功能必須搭配AGM電池使用。

保值率：

- 無須保養。

-  在長期不用或儲放後仍可使用。

-  產品使用週期長。

– 具吸引力的價格。

安全性：

-  防腐蝕與內部短路。

-  在低溫或高溫下依然穩定。

永續性：

-  卓越性能表現。

-  高度可回收性。

-  對漏液和爆炸提供更佳的防護。

優點
- 即可安裝，價格實惠且無須保養。

-  高充電接受率和出色低溫啟動表現使其擁有低自放電電量和卓
越性能表現，因此在長期不用或儲放後仍可使用。

-  高品質合金能有效防腐蝕和內部短路。

- 在低溫或高溫下依然穩定。

-  於接合電池壁時所採用的精密捲曲焊接程序能提升對於短路的
防護。

-  特殊的上蓋設計能對漏液和爆炸提供更佳的防護。透過位於中央
的氣體脫除元件將電池產生的氣體排出，進而提供對電池內爆炸
氣體爆炸的防護。

原廠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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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原廠鈑金

出色外觀 – 最佳的防腐蝕保護力

產品特色

保值率：

- 高度防腐蝕保護力。

-  完美的安裝準確性。

-  機械人科技能確保例如雷射焊接、黏接等最先進的
焊接和接合技術的運用。

安全性：

-  只有安裝了BMW原廠鈑金零件才能確保專為撞擊感
應器科技量身打造的功能性。

- 優異的安全性和功能性。

-  不間斷的車輛安全研究。

永續性：

-  輕量化、高強度的鋼材能創造低油耗表現。

- 產品使用週期長。

品質保證
BMW原廠鈑金的特色包括材質品質和高度精準的防護。所有鈑金
零件均經精密的技術品質測試以確保最大的安全性。

-  嚴謹的材質控管。
BMW原廠鈑金零件僅使用極高品質的鈑金合金製作。

-  全面的表面防護。
使用浸漬法，以電泳上底層塗料的方式預防腐蝕。

-  撞擊測試。
進行一系列全面撞擊測試，確保鈑金零件符合嚴格要求。

-  焊接點測試。
不間斷的穩定性測試可確保所使用的接合技術（例如焊接、黏接）
符合嚴格要求。

優點
-  高強度和長使用週期。即使在極長時間的壓力下依舊不會斷裂或
使材質過早疲勞。

-  運用機械人科技、精準、經實驗室測試的焊接點具有高穩定性。

-  藉由車身設計以不間斷的撞擊測試提供為車輛乘員提供最佳防
護的方法。例如，位於車門內的車側防護或引擎蓋下隱藏、預定
的折彎處。各處細節均為BMW精密的安全系統所量身打造。

-  完美的安裝準確性。所有BMW鈑材金屬零件均為特定功能所打
造。

-  電解鍍鋅的零件搭配折起的封口提供了最佳的腐蝕預防。搭配底
層塗料、隱藏定位法蘭盤的黏合亦能全面保護內部各處表面。

原廠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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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值率：

-  低磨耗量，因此擁有較長的產品使用週期，對環境的
衝擊也較小。

- 安裝準確性能提供最佳的煞車表現。

安全性：

-  高元件強度，因此在極大壓力下仍能保有最佳的性
能表現。

-  強大的煞車性能、短煞車距離和最佳的反應表現。

永續性：

-  已加以考量環境因素（例如減少銅成分）。

-  符合或低於法定污染度。

產品特色

BMW原廠煞車來令片

精密混合材質，帶來最佳的煞車表現

品質保證
煞車是車輛最重要也是最顯著的安全性元件之一。我們進行了多
種測試和檢測以確保最高品質：

壓縮性測試。
在壓力下，煞車來令片能被壓縮的程度為何？只有符合BMW所提
出的數據，方能獲得最佳的煞車表現且不會發出惱人噪音。

剪力試驗。
剪力試驗能確保煞車來令片和載板將能承受甚至是最高的扭力。

摩擦係數測試。
在多種溫度條件下測試摩擦係數，以確保使用週期和耐用度。

優點
-  BMW原廠煞車來令片極為耐用的元件可確保即使在極大壓力下
（例如緊急煞停時）仍保有最大的安全性。

-  BMW原廠煞車來令片專為能與各BMW車型的煞車系統完美搭配
所設計。此安裝準確性可提升煞車表現，確保在短煞車距離下最出
色的反應表現。

-  最佳的安裝準確性亦能促進各元件間的完美搭配，在充滿動感的
操駕風格下擁有出色的表現。

-  環境因素於煞車襯生產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舉例來說，所有的
BMW來令片皆不含石棉，並僅含有少量的銅（少於0.5%）。

-  BMW原廠煞車來令片格外少量的磨耗表示其磨損較少，污染
（例如特定物質）因此相對減少，同時擁有更長的使用週期且不會
發出惱人噪音。

仿冒品

非原廠煞車來令片風險極高。

原廠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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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冒品

非原廠煞車碟盤風險極高。

品質保證
BMW煞車碟盤符合法定規範和BMW的高品質要求等最嚴格的標
準。

一致的材質測試。
例如，在測力計上以極高壓力進行材質測試。準確記錄各種化學或
物理變化，特別是材質的抗裂強度。

分毫不差的生產精準度。
BMW原廠煞車碟盤嚴格要求只允許最大0.01毫米的厚度誤差。

嚴格的實驗室和道路測試。
舉例來說，在雨中、於摩擦測試平台進行模擬，以準確判斷反應和
摩擦數值。經實驗室測試後，會將煞車系統安裝於測試車輛上，在
惡劣的環境下進行實地測試。

產品特色

BMW原廠煞車碟盤

各種情況下均擁有最大的安全性

優點
-  BMW原廠煞車碟盤特殊的混和材質可確保高穩定性、高熱導率
和高耐用性，進而帶來出色的煞車表現和舒適度。

-  BMW原廠煞車碟盤具有輻式冷卻通道，可減緩煞車產生的高溫，
並耗散煞車衝擊力的減少，或是對煞車碟盤可能造成的損傷。

-  大型煞車碟盤確保最大的煞車效能。各車型特定的碟盤直徑乃經
一系列大量測試後所獲得的最佳尺寸。

-  防鎖死系統已針對BMW原廠煞車碟盤和來令片的搭配精準調
校。煞車系統的所有元件不僅形成一個功能完善的配備，同時透
過與動態駕馭調節系統間的搭配獲得最出色的煞車安全系統表
現。

保值率：

-  能與各車輛元件完美搭配。

-  為各車型個別設計的通風系統能耗散煞車產生的高
溫，進而預防例如熱裂等損傷。亦能預防煞車性能的
下降。

-  能抵抗高溫，使用具有尺寸穩定性的材料，擁有極長
的使用週期。

安全性：

-  煞車和BMW動態駕馭控制系統能完美搭配。

-  全方位測試、模擬和品質檢測。

-  大尺寸的煞車碟盤能提供強大煞車力，因此能獲得
最大的安全性。

原廠零件



BMW原廠煞車來令片和煞車碟盤

精密混合材質能在各種情況下帶來 
最佳的煞車表現和最大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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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原廠輕量化煞車碟盤

縮短煞車距離並節省燃油

產品特色

輕量化科技
車輛的各處零件必須完美搭配，方能維持BMW經典的靈敏度和動
態駕馭表現。經精準調校、採用輕量化科技的BMW煞車碟盤能滿
足空氣力學、ABS防鎖死煞車系統、車身、懸吊系統和引擎之間彼
此搭配的需求。

為能滿足嚴格的品質要求，即使在開始生產後，煞車碟盤仍必須通
過最嚴格的實際測試（於一般道路、各種表面以及在各種氣候條件
下）與電腦模擬。

BMW原廠輕量化煞車碟盤獨特的生產技術受專利保護，只能透過
BMW取得。

優點
-  BMW原廠輕量化煞車碟盤重量較一般煞車碟盤更輕。能提升動
態駕馭表現和乘坐舒適度，並且完美結合靈敏度和運動風格與安
全性。

-  BMW原廠輕量化煞車碟盤的鋁製腔體具有高度的腐蝕防護能
力。

-  輕量化能減少油耗，因此能減少二氧化碳 排放。

-  出色的吸熱能力能預防煞車碟盤變形，進而提升性能表現並具有
較長的使用週期。

保值率：

-  出色的吸熱能力，能防止碟盤變形以獲得更佳的性
能表現和耐用度。

-  煞車碟盤能與BMW原廠煞車來令片和BMW動態駕
馭表現控制系統完美搭配。

安全性：

-  輕量化能提升操控性，並能結合動態駕馭表現與舒
適度和安全性。

-  全方位測試、模擬和品質檢測，可滿足最高的安全性
要求。

永續性：

-  輕量化能減少油耗，因此亦能減少二氧化碳 排放。

原廠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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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原廠擋風玻璃

清晰的視野代表著最大的安全性

產品特色

保值率：

-  耐磨表面和完美的安裝密合度可確保長久的使用週
期。

-  BMW原廠擋風玻璃可確保維修後的操作和功能安全
性。

安全性：

-  高品質的夾層安全玻璃能提供意外防護。

-  支援車況抬頭顯示器的功能，例如安全相關資訊投
射。

-  BMW原廠擋風玻璃可大幅提升車輛剛性。

永續性：

-  BMW原廠氣候舒適型擋風玻璃能避免車內溫度升
高，進而減少空調系統的能源消耗。

-  具有最佳的空力性能，可確保最低的油耗表現，並能
預防對駕駛或周圍環境行駛噪音的產生。

品質保證
BMW原廠擋風玻璃可提升道路安全，並能滿足最嚴格的品質要
求。BMW原廠擋風玻璃通過充分的品質測試，每一處細節均經過
測試。

創造出：能完美安裝於各BMW車型、可確保最大安全性同時擁有
最大舒適度的BMW原廠擋風玻璃。

註記：後車窗、車側窗和天窗使用的是單層玻璃，與擋風玻璃不
同。其極為耐用，並且在破裂時會產生特殊的樣式。破損時，玻璃
會裂成小型、邊緣較鈍的碎片，能避免割傷。

優點
-  夾層玻璃防撕裂、具黏彈性的錫片能在斷裂時固定住碎片，因此
能預防嚴重割傷。

-  BMW擋風玻璃對各車型的空力表現均有助益，其完美的安裝密
合度不僅能避免惱人的風聲，也讓各車型的雨刷系統得以發揮最
大功效。

-  氣候舒適型擋風玻璃可確保宜人的車內溫度。其可降低室內上升
的溫度（達10 °C，太陽直射下），因此能協助減少空調系統的能源
消耗。綠色的玻璃可避免太陽造成的直接眩光。

-  擋風玻璃是車體負重的零件之一。例如，其可於空氣囊啟動時提
供支撐。因此，即便只是出現了輕微的損傷，也應立即前往BMW
服務中心檢查。

原廠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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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科技
於車尾燈使用LED科技能帶來優於傳統尾燈數倍的表現。

發光二極體（LED）較傳統白熾燈泡能節省多達50 %的能源，並具
有更長的使用週期。由於使用的數量龐大（舉例來說，一個尾燈包
含多達100個LED），因此極為不易故障。與傳統光源不同，其不會
故障。

不過，於尾燈使用LED科技最主要是因為與傳統白熾燈泡相較之
下，其擁有更短的反應時間。發光二極體會直接將能源轉換為光，
因此可更快察覺，進而縮短後方車輛所需的反應時間。

BMW原廠LED尾燈

醒目造型，節約能源

產品特色

優點
-  更經濟、耐用的選擇。

-  無延遲、快速的反應能促進道路交通安全。

-  所有BMW原廠尾燈和頭燈均具有原廠品質並包含BMW原廠燈
泡。

-  BMW原廠尾燈均與相關BMW車型的電氣系統相容，因此可防止
錯誤狀態的顯示。

-  BMW原廠尾燈符合所有法定規範（歐洲ECE規範與美國SAE規
範）。

-  使用彈性材質，例如高度防刮的護蓋。

保值率：

-  更長的使用週期和醒目的外觀。

-  專為與電氣系統完美相容所打造。

- 原廠品質，符合規範。

安全性：

-  LED瞬間啟動和關閉的特性，讓後方車輛能及早反
應。

- 不會故障。

永續性：

-  比起傳統燈泡，LED科技能節省多達50 %的能源。

原廠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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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粒濾網
除了微濾網和活性碳濾網外，BMW原廠微粒濾網還
能濾除例如車內的細菌、過敏原和微粒物質等微小粒
子。

產品特色

BMW原廠冷氣濾網

出色過濾效能，有效促進健康

促進健康
BMW原廠冷氣濾網能促進駕駛與乘客的健康。其可主動為尤其是
過敏患者維護健康。濾網整合於加熱／通風和空調系統的新鮮空
氣元件中。所有空氣在進入車內前均經機械或靜電過濾。並能收
集例如花粉或細塵以及氣狀污染物（臭氧、氮氧化物等）。

冷氣濾網需視空調系統的需求特別調整，以便在低噪音模式下維
持過濾性能和空氣量。

優點
三向過濾能大幅改善車內空氣品質：

機械濾網表面。
所有進氣氣流會通過效果出色的不織布。

靜電過濾效果。
BMW原廠冷氣濾網具有靜電棉層。這表示空氣中灰塵的粒子會像
是受到磁鐵吸引般被牢牢吸附。

活性碳能有效濾除有害氣體。
搭配活性碳便能有效濾除例如臭氧和氮氧化物等有害氣體。

品質穩定，能抵抗擋風玻璃清洗劑或道路用鹽等化學物質。

保值率：

-  能幾乎完全濾除小至5微米的微粒。

-  能抵抗化學和極端溫度條件。

- 品質穩定，安裝精準。

安全性：

-  減少車內有害物質和灰塵粒子的濃度。

-  靜電棉層搭配活性碳能有效阻絕例如臭氧和氮氧化
物等有害氣體。

永續性：

-  更清新、品質更佳的車內空氣（過敏患者的福音）

- 具耐抗性、無害的材質。

原廠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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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原廠燃油濾清器

確保高效BMW引擎的效率

產品特色

保值率：

-  專為與各BMW引擎完美搭配所設計。

-  高品質的濾清器材質。

-  出色的引擎保護效果，確保長久的駕乘樂趣。

安全性：

-  即使發生車輛事故也能確保密封。

-  柴油方面：更佳的防腐蝕保護。

-  高度可靠的功能性 – 尤其在冬天搭配柴油引擎時，
能預防燃油凝固，並能濾除其中的水分。

永續性：

-  確保BMW引擎的燃料使用效能。

品質保證
BMW原廠燃油濾清器對引擎有關鍵的作用。現代噴射引擎專為純
淨、潔淨的燃油所設計。濾清器能濾除所有燃油中的灰塵粒子，以
及柴油中的水分。如此一來，燃油濾清器便能預防噴射系統受到汙
染和腐蝕，進而確保高品質的BMW引擎所能帶來的全部動力。

甚至能避免因不正確燃油流量引起的啟動問題。

燃油濾清器內紙張的品質對其所能提供的清潔效果有顯著影響。
因此於生產期間，對於紙張仍會持續採樣，並進行大量測試。

優點
-  高品質的濾清器材質，能有效濾除99.5 %小於4微米（0.004公
釐）的粒子。

-  濾清器中的流動樣式設計可確保粒子均勻吸收，進而延長使用週
期。

-  即使搭配柴油使用，亦具有高度可靠的功能性。於冬季，由於石
蠟含量相對高，柴油會凝成固狀，進而阻塞濾清器。因此，BMW
的所有柴油車型皆會啟動能與流動率搭配的加熱系統。

-  外殼以耐高溫及壓力的鋁或塑膠製成，以便能在高溫下正常運
作。

-  BMW原廠燃油濾清器的外蓋和濾清器內部均以特殊惰性氣體焊
接，能確保即使在極度變形的情況下仍能保持密封，不會有燃油
外溢。

原廠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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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原廠空氣濾清器

讓粉塵和灰塵遠離引擎

產品特色

品質保證
BMW原廠空氣濾清器對BMW引擎效能的維護有明顯助益，不僅
能延長引擎的使用週期，還能減少油耗。

由於氣流量、流速和為灰塵顆粒提供的容量會對引擎效能以及汽
缸和活塞磨損造成影響，因此空氣濾清器必須為引擎量身訂製。只
有完美搭配，才能減少進氣噪音、流量損失並確保引擎順暢的燃燒
效果。

高品質的材質和加工技術確保所有BMW原廠空氣濾清器皆能滿
足對品質的要求。並透過充分的測試和嚴格控管持續測試與改良。

優點
-  為各車型專屬的引擎量身訂製。

-  具壓紋的濾紙具有高粉塵／吸附量，進而確保濾清器的長使用週
期。

-  經特殊樹脂浸漬的BMW原廠空氣濾清器可確保濾清器能持續承
受極端溫度和濕度條件。此浸漬程序可避免過多的水分吸收並
能快速乾燥，以確保在使用週期內引擎皆能發揮完整效能。

-  濾清器高達99 %出色的粉塵隔離效果能保護引擎避免磨耗，延
長使用週期。

-  BMW原廠空氣濾清器能提供多達60,000公里的出色過濾性能。

-  塑膠製成的塑濾清器外殼可承受–40 °C至+80 °C的溫度。

保值率：

-  以特殊樹脂浸漬的濾紙可確保濾清器結構能持續承
受極端溫度和濕度條件。

-  大容量可確保即使在長期使用和多達60,000公里的
使用下，仍保有出色的過濾性能。

安全性：

-  特殊濾紙能將粉塵和灰塵隔絕在引擎之外。

-  高粉塵／吸附量和可將高達99 %粉塵分離的表現能
安全地保護引擎避免磨耗。

永續性：

-  專為各款BMW引擎量身訂製，為燃燒效果提供有效
支援。

-  為引擎提供最佳的空氣供給，能減少油耗以及對環
境的影響。

原廠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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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原廠機油濾清器

延長BMW引擎的使用週期

品質保證
燃燒室引擎不僅會產生磨損顆粒，還會產生煤灰。粉塵和灰塵也會
進入引擎。BMW原廠機油濾清器能移除機油中的粉塵。

機油濾清器的品質對引擎的使用週期和性能有很大的影響，因此
不可輕忽。

為此，BMW原廠機油濾清器均經充分品質測試，以確保只有效能
最出色的產品才能貼上「BMW原廠」標籤於零售端販售。

BMW原廠機油濾清器能與引擎完美搭配，因此能延長其使用週
期。

優點
-  BMW原廠機油濾清器可儲存微小的粒子和磨損物質，濾出純淨、
潔淨的機油。

-  高品質且具有皺摺造型的濾清器能有效收集粉塵。可確保只有乾
淨的機油才能到達潤滑點的高過濾性能，可保護引擎進而延長其
使用週期。

-  BMW原廠機油濾清器專為能與對應車款引擎的機油流量完美搭
配所設計。當然，BMW原廠再製濾清器的品質也與原廠元件相
同。

-  濾清器精準的安裝準確性和其於引擎室中易觸及的位置，為環保
機油濾清器濾芯提供了簡單、直覺的安裝方式。

產品特色

仿冒品

非原廠機油濾清器風險極高。

保值率：

-  極大面積的表面具有高儲存容量，讓機油得以在油
路中停留更長的時間，能減少機油更換的頻率。

-  精準的安裝密合度可確保引擎能更長時間地完美運
作。

-  機油濾清器具有長使用週期。

安全性：

-  優異的保護效果防止引擎損壞。

永續性：

-  環保設計，有效運用資源：只需更換媒介，而非整個
濾清器。

-  潔淨的機油濾清器可確保低油耗和排放量表現。

原廠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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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BMW引擎的使用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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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 5系列（E39）BMW原廠拉緊桿BMW 3系列（E46）BMW原廠Ａ臂

BMW原廠A臂

成就經典的靈敏度和動態駕馭表現

產品特色

保值率：

-  高強度金屬合金具有高穩定性和成型性。

- 卓越性能表現。

安全性：

-  BMW經典的駕駛特性：在完全控制情況下仍保有高
度的靈敏度和動態表現。

 - 在發生碰撞時保有高度的撞擊安全性。

永續性：

-  輕量化能減少油耗，因此能減少二氧化碳 排放。BMW輕量化結構
車輛和車輛零件輕量化，對BMW集團的資源有效運用和永續發展
而言極為重要。

以鋁和鎂等高強度金屬合金製成的輕量化結構零件（車身、軸支架
等），是輕量化結構中的重要元件。鋁鎂合金由於密度較低，是輕
量化結構的理想使用材質。

BMW輕量化結構持續減輕的重量能帶來最大的靈敏度和動態表
現，進而造就純然駕乘樂趣。

優點
-  輕量化設計的BMW原廠A臂和拉緊桿在重量、強度、可靠性和改
良的腐蝕防護間取得了完美平衡，不僅優於鋼製產品，還能提供
相同的操作穩定性。

-  以高硬度金屬合金製作的BMW原廠A臂和拉緊桿可確保BMW經
典靈敏度和動態駕馭表現。

- 具有出色的能量吸收性能，因此擁有高度的撞擊安全性。

-  輕量化結構能減少二氧化碳 排放並降低油耗。

原廠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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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原廠頭燈

絢麗奪目，同時減少能耗

產品特色

具原廠品質的原廠配備
所有BMW原廠頭燈和尾燈均具有原廠品質並包含BMW原廠
LED。頭燈符合所有法定規範（歐洲ECE規範與美國SAE規範），並
能與所對應之BMW車型的電氣系統完美搭配。如此可預防在儀錶
顯示不正確的狀態指示。

不同的車型使用不同的照明科技。除了現代的LED和智慧雷射頭
燈外，還有可供舊款BMW車輛使用的BMW氙氣頭燈。其功率較傳
統鹵素頭燈高一倍之多，卻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電力需求。

優點還包括：能與例如主動式轉向頭燈或防眩遠光燈等BMW舒適
功能完美互動、與BMW原廠頭燈完美搭配。

LED的優點
- 明顯提升的感應和信號效果。在夜晚或能見度不佳的情況下擁有
更明亮的道路照明效果。反光物具有更高的對比度，因此更亦於
察覺。

-  LED可節省高達50 %的能源，同時擁有更長的使用週期與更佳
的照明範圍。

-  改裝運用LED科技的頭燈不僅能提升車輛的技術水準，外觀上也
能獲得提升。其具有更寬闊的視覺效果與更有氣勢的氛圍。

-  LED科技亦能帶來許多功能，例如具增強側光（都市照明）的主動
光線分配，或依視車速而變的光束範圍調整（道路照明）。

保值率：

-  出色的照明性能、溫度穩定性和經證實長期的穩定
性。

-  能與電氣系統完美搭配並具有最大的相容性。

-  原廠品質，符合規範。

-  提供車型專屬的升級改裝，以獲得充滿運動風格、現
代感的外觀。

安全性：

- 最佳的道路照明效果。

- 高亮度。

-  減少造成對向車輛眩光。

-  能與例如主動式轉向頭燈或防眩遠光燈等BMW舒適
功能完美互動。

永續性：

-  低能耗。

原廠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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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原廠避震器

提升安全性並改善駕駛反應

產品特色

保值率：

-  高於法規的品質標準。

-  雙管氣壓設計，帶來更佳的避震特性同時提升舒適
度。

-  針對各車款或引擎類型特別調校。

安全性：

-  高度安全性和出色駕駛反應。

-  即使在寒冷天氣、具有更多的熱安全儲量下，也擁有
最佳的駕駛舒適度。

-  靈敏的駕駛反應和高度駕駛舒適度。
品質保證
避震器是車輪和車身間的重要連結，對駕駛風格和舒適度有直接
的影響。因此針對各車型和引擎進行調校非常重要。

此針對避震器的特別調校需要經過完善的功能測試和品質管理。
因此BMW訂定了高於法規的品質標準。

測試計畫包括在紐博格林賽道北環的賽車條件下行駛10,000
公里、在混和路面上行駛100,000至150,000公里、在北部地區
於–30 °C溫度條件下和在熱帶地區於40 °C溫度條件下行駛。 
經過這些耐久測試後，BMW原廠避震器的避震性能僅產生細微變
化。

優點
BMW原廠雙管氣壓設計具有雙管氣壓設計。能帶來三個主要優
點：

-  更好的車輪轉向表現和精準的反應，能提升駕乘舒適度。

- 減少噪音。

-  使用特殊機油，讓即使在極端條件下仍明顯改善功能穩定性。

此結構類型和精確平衡的調校可與特定BMW車型完美搭配，確保
BMW經典的驅動反應，同時擁有出色的舒適度和最大化的動態駕
馭表現。

為特定車型完美訂製的避震器可改善駕駛舒適度並確保撞擊力能
獲得緩衝，不會傳遞至車體。如此便能讓車體結構保持穩定，並將
輪胎和懸吊元件的磨損量降至最低。

原廠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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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原廠保桿

車頭部分最重要的元件

產品特色

保值率：

-  能與各BMW車型精準搭配。

-  保桿在車輛的完整使用週期內不會彎曲或變形（即
使在極端溫度條件下）。

-  高品質、經測試的材質（經注射成形、3.2+/–0.1公釐
的一致厚度）。

外觀：

-  保桿與頭燈、車身及其他裝飾元件和面板間，能保持
最佳間隙距離。

-  BMW原廠保桿不會改變設計線條或風格。

安全性：

 -  已安裝的感應器能獲得最佳的中心位置，並可確保
距離測量之功能正常運作。

永續性：

-  在重量與設計間取得完美平衡，能減少油耗。

品質保證
使用BMW原廠零件為BMW車輛進行高品質的維修作業，不僅
可確保其保值率，且由於設計線條不受影響，亦能維護原廠設
計。BMW原廠保桿完美的安裝準確性能確保其與頭燈、車身、裝
飾元素和面板間的理想間隙。

BMW原廠保桿不僅能滿足BMW嚴格的品質要求，同時符合多項
品質要求。例如，在車輛的完整使用週期內不彎曲或變形（–40 °C
至+70 °C間，所有氣候條件下）。亦進行蒸氣噴射測試以確保烤漆
附著度與砂石衝擊防護能力。不僅如此，BMW原廠保桿還經過高
速防護、行人防護和乘員撞擊防護的撞擊測試。

車輛維修
BMW原廠保桿加上BMW認證維修廠的專業品質，顧客能獲得以
下優點：

- 高品質的外觀和先進的烤漆技術。

-  保桿和車身不會有色差（確保顏色一致）。

- 不會有例如雜質或黑斑等瑕疵。

- 已安裝的感應器能獲得最佳的中心位置。

-  前後保桿能大幅提升雷達性能（材質厚度、漆色與至少50微米的
烤漆厚度）。系統需要雷達吸收少於3分貝。若因烤漆太厚而超過
該數值，距離測量可能會發生錯誤而增加意外發生的風險。

原廠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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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原廠雨刷片

即使長期使用，仍具有最佳的清潔效果

產品特色

設計
精心設計的BMW原廠擋風玻璃雨刷，可視日常的嚴苛使用需求進
行調整。BMW提供兩種不同的系統。

混合式雨刷片。
具有高品質設計的混合式雨刷片能完美貼合各車型的擋風玻璃，
並能確保均勻施壓，作動時幾乎沒有噪音產生。混合式雨刷片可確
保在高速下仍保有完美的清潔效果，並能提供格外長久的使用週
期。

無骨式雨刷片。
彈簧片可確保均勻施壓。無接點和支架設計能提升空力表現，並減
少高達22分貝的噪音音量。冬季時，此設計可防止雨刷片結冰。

優點
-  BMW原廠雨刷片具有原廠元件的耐用度、低噪音表現和雨刷性
能，適用各BMW車型。

-  即使在使用長達300小時的使用後，高品質的合成雨刷片仍具有
完整的清潔能力。

-  BMW原廠雨刷片結合了兩種不同的混和材質。可確保接觸壓力
均勻分配、堅硬、耐用的雨刷圈唇，以及一個用來緩衝雨刷圈唇、
較軟的橡膠背墊。

-  雨刷片以高品質材質製成，且個別生產，因此極為堅固、耐用且
防鏽。

-  完美設計的雨刷系統。結構式雨刷片上的擾流器能藉由迎面而來
的空氣量提升下壓力。因此可根據行駛速度調整壓力。

保值率：

-  即使在長達300小時的使用下，仍有最佳的清潔能
力。

-  創新的合成雨刷片較傳統的橡膠雨刷片具有更長的
使用週期。

-  專為車輛設計的接合方式可確保安裝時的便利性。

安全性：

-  減少達22分貝以上的雨刷噪音音量。

-  完美匹配擋風玻璃曲面，完美的空氣力學表現。

-  壓力分佈均勻，即使在高速下亦不會產生條紋或積
垢。

永續性：

-  以專屬橡膠合成物製成，極為耐用。

原廠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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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W原廠火星塞

精準點火，高效燃燒

產品特色

保值率：

-  純淨燃燒，延長引擎的使用週期。

-  精確熱值，防止過熱。

-  金屬外殼經防鏽蝕處理。

安全性：

-  絕緣體以高品質技術陶瓷製成，確保100%的安全
性。

-  確保引擎和觸媒轉換器在安全點火與防護之間的完
美協調。

-  能預防電流洩漏和點火失敗。

永續性：

-  透過與對應引擎、高精準燃油缸內直噴和燃燒間的
完美協調，實現少量有害物排放和高效消耗效率。

-  最佳的冷啟動性能，能將煤灰沉積量降至最低。

品質保證
BMW原廠火星塞的火星塞科技是與火星塞專業人士合作研發的
成果。

其所涵蓋的潛在技術範圍極廣，包括從地面和側面電極，到空氣間
隙和沿面放電火花技術等。不同的BMW引擎具有不同的燃燒過
程，因此需要使用適當的火星塞技術和材質。透過完美協調，以獲
得最佳的消耗和性能表現以及冷啟動性能。

若未使用正確類型的火星塞，可能導致功能缺陷甚至是引擎的嚴
重故障。

優點
-  能與引擎個別的燃燒程序完美搭配的火星塞設計，可延長使用週
期並確保點火可靠性。

-  火星塞金屬外殼經防鏽蝕處理，可確保在長時間使用後的螺紋咬
合度。

-  在材質和造型間取得完美平衡，能預防電流洩漏。

-  BMW原廠火星塞以高品質技術陶瓷製成，能抵抗嚴苛的機械、溫
度和化學條件。

-  BMW原廠火星塞提供出色的冷啟動、怠速和加速性能。

原廠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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