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时捷服务
保时捷车体维修与喷漆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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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安全 我们悉心保障

例如……

通过侧碰损伤修复实例，您将了解到保时捷认证技师如何在发生事

保时捷认证技师

故后让您的保时捷重新具备可靠的安全性能。

我们的技师均持有资格认证，经严

在该项目中，经验丰富的技师会参

除了技能认证培训之外，所有的保

您的保时捷爱车是汽车工业领域

发生事故之后，为了完整地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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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后，方可获得资格认证。

课程，以持续提高自身水平。

其复杂的构造。例如，一部全新

须对每一部件都有详细的了解，

工程师之外，没有谁比每家保时

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是直接承受碰撞的部位——容许变形的区域

丰富经验。

Cayenne 的车壳包含 761 个单独

这包括应当运用怎样的工具和技

捷中心的技师更了解您的保时捷

例如，普通车身技师的培训包含三

经过我们全面的培训项目后，保时

零部件，它们分别由 6 种不同的

术进行修复等。只有掌握了这些

爱车了。

不过，如果您的保时捷爱车在受损

个模块，在所有模块的培训过程

捷认证技师将掌握如何根据最严格

材料加工而成。倘若发生事故，

信息，他们才能确保让您的保时

的保时捷标准来修复您的爱车。

每个零件与每个连接部件都将

捷完好如初。

相对较小。为确保车内人员的安全，这一部件是采用了多层的超
高强度钢制成。

保时捷小百科

后采取其他处理方式，如下例所

中，受训者需在中心培训机构内接

如果这一部件在事故中受损后（左图）只是草草修理，那么从表面

示，那很可能连最基本的安全性都

受 10 日的培训并进行操作实践。

上看或许它已焕然一新，但实际上其保护作用已经被极大削弱了。

会大打折扣。

每一家保时捷中心的技师都可以
访问与保时捷工厂直接关联的信

在保护乘客安全方面起到至关重
这些标准保证了您受损的保时捷爱

要的作用，它们可以吸收碰撞能

通过保时捷认证项目（见左

息系统，因此他们能够持续地

最后他们还需要接受一次专业技

车在经过修复之后，将重新具备非

量，并将其引离乘客舱。

侧），我们的技师掌握了最新方

获取最新的关键信息，以确保

凡的被动安全性能。

法与技术的运用，与此同时，他

通过修复让您受损的保时捷完

像 B 柱这样的关键部件，只有采用专业方式进行重新更换，才能

在保时捷认证技师培训项目中，车

能评估，只有通过之后才能获得

确保其能够为您提供可靠的保护。这或许不是最经济的办法，但它

身与喷漆技师在车体修复以及喷漆

资格认证。

却能为您以及您保时捷爱车上的乘客提供最安全的保障。

作业等方面接受了专业化的培训。

好如初。

• 每部保时捷的组装和修复共采用了 6 种不同的接合方式。
• 在每部保时捷中，有许多螺丝都需要使用能精确识别扭矩
的设备来进行精度调节。

• 其中一些螺丝无法重复使用，维修时必须更换。
• 每部 Cayenne 的车体共由 761 个单体零件组成。
• 每部保时捷的车体构造中共用到 6 种不同的材料。

点焊技术如何保障您的安全？

漆损案例

焊接过程中产生的多余热量会削弱金属板层的强度。点焊法可以很
好地控制热量的聚集度，从而大大提高车辆整体结构的完整性。这
一点对于防范事故来说非常重要。在维修过程中，该技术也能确保
车辆的结构与离厂时毫无差别。
将整车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工艺运用到保时捷服务中心所提供的维
修服务中，对恢复受损车体原有的整体结构完整性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保时捷认证设备

用不当而造成的。

不良的喷漆工艺会给车身造成不

境。此温度贯穿于喷漆过程的始

可修复的损害。基于对喷漆工艺

终，仅在干燥环节有所改变。进

的认识与重视，世界各地的保时

入干燥环节之后，空气温度升至

捷认证设备都有很多，以上只是

捷中心都提供了一流的车身喷漆

85 摄氏度，以烘硬漆面，使之牢

案例之一。我们之所以这样做，

设备，以实现最好的喷漆效果。

固持久。

准的点焊设备屈指可数。

保时捷中心不仅配备了汽车保养

保时捷能够拥有出众的车体刚性

和维修所需的基本工具，更拥有

结构。保时捷中心在维修您受损

一系列非常精密的专用工具和设

的爱车时，也采用了相同的点焊

每家保时捷中心斥资采购的保时

备，以满足各种不同用途和品质

技术，从而保证能达到您所期望

要求。每家保时捷中心都只采用

的完美修复效果。

是因为我们坚信，只有如此，才

最符合使用标准、且经过保时捷

以我们的喷漆车间为例，因为配

上图所示为工作中的保时捷喷漆

的操作过程对技师的水平和所用

有专门的通风过滤系统，空中的

技师，他们身着一次性洁净服，

以我们的点焊设备为例。作为一

设备都有着很高的要求。使用不

粉尘微粒得以大幅度减少，并且

以此杜绝任何污染源。在专门的

种高精度的电焊法，点焊技术被

良的点焊设备会造成行驶噪音、

实现了湿气的零容忍。在完全洁

设施内，由着装严谨的专业技师

运用于每辆保时捷的生产过程，

焊点破损等问题，并可能损坏您

净无污染的空间内，喷漆车间温

来实施喷漆作业，这是保时捷标

以实现金属板“从内”层层密接

爱车的整体结构和安全性。保时

度一直保持在 25 到 27 摄氏度之

准的又一实例。

效果（见左图）。在保时捷的工

捷生产的高性能车辆对点焊设备

间，这是进行喷漆工序的最佳环

厂中，点焊法的使用确保了您的

的要求极高，目前能达到这一标

认证的高品质设备。

上图显示了点焊的原理：通过施加超高压和强电流造成局
部高温，由此实现金属板的接合。借助此种方式，两块金
属板“从内”焊接在了一起。

车身漆面上的明显划痕，是由于不良的表面预处理及打磨材料使

保时捷标准设施

尽管技术原理极其简单，但点焊

能充分保障您爱车的长期安全。

漆面上的粉尘气泡，可以反映出喷漆环境的设备落后和维护欠
妥，同时也与预处理不当有关。

水性漆对人体和环境的保护
有问必答
问：
为什么维修过程如此之久？

问：
2. 根据喷漆类型的不同，保时捷
中心的喷漆工序最多可涉及 9

答：

层金属板，并且每一层都要进

原因有三：

行喷覆和干燥。

1. 一些看似微小的损伤可能会影

尽管法律上并无硬性规定，但保时捷的车体与喷漆车间只采用水
性漆——这与保时捷德国工厂中所使用的喷漆是完全一样的。
水性漆不仅对有利于环保，对作业人员的身体健康也提供了安全
的保护。这就是保时捷，不管在哪一方面，都要求做到最好。

问：

问：

问：

问：

我的车辆经过修复后，会出现

保险杠是由复合材料制成的，因

为什么有时车身上只有很小的一

保时捷中心能提供车辆个性化服

保时捷中心有外籍技术专家驻

如果我将受损车辆送至保时捷中心

色差吗？

此它的颜色看起来可能会稍微深

个凹痕，却要大面积喷漆？

务吗？

场吗？

维修，保险公司会同意赔付吗？

一点。

答：

答：

答：

答：

答：

保时捷所有的颜色都是根据制造

然而，如果出现色差过大的情

整个车体板都必须重新喷漆，以

当然可以。保时捷中心非常乐于

保时捷中国总部会为各地的正规

在中国，法律规定车主可以自己选

响到内部的零件；如果确实如

3. 通过“保时捷修复法”对受损

商的精确配方在保时捷中心调制

况，那原因应该就是颜色配方有

避免边缘处出现修复痕迹。只有

为您提供相关服务，包括车轮喷

保时捷中心提供多方面的支持，

择车辆维修商。与此同时，国内的

此，这些零件也需要进行更换

车辆进行检修，肯定比“非保

而成。调制完毕后，我们会使用

误，或是喷漆工序有问题。

重喷整个板件，才能确保维修的

漆、整车喷涂等等。我们致力于

其中之一，就是在需要的时候派

保时捷中心都采用了一种名为

或维修。

时捷修复法”用时更久。原因

一张测试卡来进行颜色对比。

效果持久，且漆面与出厂时完全

为您打造您独一无二的专属爱

遣国外专家队伍。各地的保时捷

Audatex 的计算机化成本估算系

一致。

车。不仅如此，保时捷中心还可

中心，都有专家驻场提供技术

统，该系统可直接采用厂商信息，

在不同的材料表面，有可能会

以在几年后为您提供翻新爱车服

指导。

现已被大多数保险公司所认可。

出现非常细微的色差。比如，

务，比如修理边缘漆损。

请参考第 3 页上的案例说明。
我们相信，您的安全值得等待。

事故发生后，如何处理？
在离车适当的距离放置三角警示牌，以保护事故区域。每部保时捷的后备箱内都备有三角警示牌，用它可以提醒其他驾驶者注意前方事故。
报警，如有人员受伤，医疗救护。
如果您的保时捷需要拖车服务，可致电 400 8100 911 联系保时捷救援服务
按照车险保单的条款，将事故情况告知您的保险商。
确保将您的保时捷送至正规的保时捷中心进行维修。

尊享保时捷长期质保
只需遵照以下几个简单要求，您的爱车就可享受保时捷长期质保：
1.按照《保修和保养手册》每两年到保时捷中心做一次整车检查。
2.所有的车体作业须在正规的保时捷中心进行。
3.车身受损后立即送修，以防锈蚀。
4.按照《车主手册》中介绍的保养方法维护车辆。

保时捷品质保证
在前几页中，我们向您介绍了事
故发生之后，保时捷中心如何为
您的爱车恢复被动安全系统的若
干实例。而下面，您将了解到造
访保时捷中心的又一绝佳理由：
除了新车保修承诺外，保时捷还

摘自《保修和保养手册》

• 保时捷长期质保服务为您提供
最高 12 年的整车质保*
• 保时捷中心为保时捷原装配件
提供 2 年质保**
• 保时捷中心为喷漆作业提供 3
年质保

有如此令人安心的保时捷质保服
务，您可以在许多年里尽情享受
非凡的驾驶体验。有保时捷中心
为您的爱车提供最顶级的维修保
养，您何须再劳心费神寻找其他
维修服务商呢？

提供多种方式以保障您的车辆
安全。

* 2012 年之前的车型质保期为 10 年
** 仅限于由客户支付费用的安装配件（非原质保范围内）

有关车体维修、喷漆修复、车辆保养或
保险方面的任何问题，敬请联系我们的
专家。

尽管下述信息和建议（以下统称

息的人应当根据其现实情况自行

Porsche、保时捷盾徽、911、

© Dr. Ing. h.c. F. Porsche AG, 2013

“建议”）是出于善意并在当前

判断此等建议是否合适。在任何

Panamera、PCCB、PCM、PSM、

版本 : 08/2013

的一般情况下被认为是正确的，

情况下，保时捷不对因任何人依

Tequipment 和 Tiptronic 均为

中国印刷

但是，保时捷对建议的完整性和

赖此等建议而造成的任何形式的

Dr. Ing. h.c. F. Porsche AG 的注册商标。 PCNASBP0001

准确性不做任何担保。此等建议

损失负责。保时捷保留对错误和

是在下述前提下提供的：获取信

遗漏进行更正的权利。

Dr. Ing. h.c. F. Porsche AG
Porscheplatz 1
70435 Stuttgart，Germany
www.porsch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