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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解读

“烧机油”还是“烧信心”？ 沃尔沃新技术遭遇挑战
本报记者 郑宇 北京报道

与其他维权车主一样， 北京的

分在华销售的车型便陆续搭载了这

无法理解的处理方式

一全新动力总成，而“烧机油”问题
也由此开始频遭投诉。 从首批搭载

显然，沃尔沃部分车型烧机油的情况，并不是经销商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关乎沃尔沃 Drive-E 的设计问题。

陈女士从未想过， 自己会因为购买

新动力总成的车型上市销售至今，

了一辆沃尔沃汽车而走上一条漫长
的维权路。

不过一年多的时间， 却已有数个因
“
烧机油” 问题而组成的维权群体，

“从 2014 年 5 月买 V60 车 型
到现在，已经加了 3 次机油，经销

在各投诉网站、论坛、视频网站等发

商先后采取了加机油、升级系统和
更换油罩 3 种方法，机油的消耗却
依然没有规律，沃尔沃（中国）方面
也一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
复。 ”陈女士在接受《中国经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她正与其
他遇到同样问题的车主一起，通过
各种方式维权。
从记者所了解的情况来看，自
去年 3 月沃尔沃在上海发布了
Drive-E（E 驱智能科技）之后，其部

布维权内容。
于是， 一边是坚持要厂商给出
明确说法的车主， 一边是始终保持
沉默的沃尔沃（中国）公司，双方的
“战役” 似乎还将持续相当一段时
间。虽然在现阶段，部分沃尔沃车主
的利益受到了一定损失， 但从长远
角度来看， 对于想要借助中国市场
“翻身”的沃尔沃来说，其计划在全
系国产车型上搭载 Drive-E 的想法
“
出师不利”， 已经为沃尔沃在华的
长远发展埋下了隐忧。

尔沃瑞典总部发邮件，但投诉最终

并强行多加 0.5L 的机油至 5.9L，同

样： 通过 VIDA 执行 ECM 升级；

所遭遇的“烧机油”过程与陈女士
如出一辙，不同的是，作为陈女士

都回到了经销商层面。
对沃尔沃品牌
“
钟情”多年的小

时将报警值降至了 3.7L。 ”
在记者的调查过程中，多位维

通过 VIDA 读取油量，并添加油直
至达到 5.9L 的总油量。 注意：加油

所加入的维权群的群主，他了解更
多的技术性问题。经过与其他维权

韩也表示：“
4S 店一开始对我所购
汽车的
‘
烧机油’问题的处理方式同

权车主表示，4S 店确实在未告知
的情况下对 ECM 系统进行了“强

后 忽 略 VIDA 的 读 数 ， 因 为
2014w13 之前生产的车辆最多只

车主经过问题汇总和探讨，何健认
为，沃尔沃厂家通过 4S 店对 ECM

样是加机油， 后来还更换过曲轴通
风箱。 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4S 店

制性”升级，而小韩所说的升级后
的情况，也有车主实验作证。 在这

可读取 5.6L 的油量。
而上述技术专家亦表示， 机

进行升级，不仅未能解决“烧机油”
的问题，反而改变了机油最大容量

就要求进行 ECM 系统升级。 之后，
我却明显感觉到车的动力性能衰减

部分车主看来，这意味着车辆仍在
“烧机油”，但在多加了机油和降低

油消耗量异常属于物理上的问
题， 通常不会通过系统升级的方

和最低报警值，并且导致了动力性

严重，提速感也大不如前，不过 4S

报警值后，却不再“正常”地出现机

式解决。 机油加多了会增加曲轴

能的下降。 显然，这已不是沃尔沃
4S 店就能解决的问题。 而何健也
通过各种方式联系了沃尔沃 （中
国）， 甚至联合其他维权车主向沃

店并不承认这一点。 更令我感到失
望的是，按照车主手册，我们的机油
量原本是在 5.4L，报警值为 4.4L，升
级之后却增加了可容许的机油量，

油报警提示。
在车主向记者出示的相关证
据中，一份似乎是厂家对经销商的
维修意见的资料中确实有如下字

连杆的转动阻力， 使飞溅到气缸
壁上的机油增多， 造成燃烧室积
碳增加，降低发动机功率，增加磨
损，影响排放。

尚待证明的技术纠葛
在“
烧机油”事件中，沃尔沃厂家、经销商和车主各执一词，因此这还需要第三方检测机构出面。

频频亮起的机油警报
自去年 3 月沃尔沃在上海发布了

相比较之下， 陈女士的沃尔
沃 V60 机油消耗量明显高于
普通豪华车的正常范围。

河南车主何健的购车原因及

Drive-E（E 驱智能科技）之后，其部分在
华销售的车型，便陆续搭载了这一全新动

然而，涉及“烧机油”维权的

的说法，并表示不存在动力性能减

在记者问及系统升级原因时，

贵司生产并经中国销售公司销售

经销商对此事的说法却与车主们

退的情况。此外他还表示：“其实很

上述售后服务经理表示类似的免
费升级经常有， 相当于系统优化，

的沃尔沃 Drive-E 新动力 2.0 T5
车型进行公开召回。 其中包括，中

并不是针对“烧机油”问题推出的
解决方案，但对车辆本身也没有明

国 大 陆 销 售 的 沃 尔 沃 S60、V60、
XC60 的 2014 改款 T5 车型、沃尔

显的性能改变。
但据何健表示，今年 5 月沃尔

力总成，而“
烧机油”问题也由此开始频遭
投诉， 并引起了车主各式各样的维权行
动，以获得沃尔沃（中国）的重视。

事实上，对于陈女士而言，对沃
尔沃品牌的失望尤甚于“
烧机油”问
题给其带来的不便。
2014 年 5 月，陈女士在北京海

沃（中国）上海总部曾派人与其沟
通，在让对方给出强制升级系统的

沃 S60、V60、XC60 的 2015 款 T5
车型。 同时，贵司所决定对相关车
辆进行升级 ECM 及增加机油量
的措施，不仅不能使故障现象得到

之沃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购买了一款
2014 款沃尔沃 V60 T5 2.0 智雅版，

法律依据时，对方只是告知已经在
国家质检总局做了修改机油上限

根除， 还导致动力下降和油耗增
加，因此不能接受这一修改做法。

这是第一批搭载 Drive-E 新动力总
成的车型。令她始料未及的是，自己

参数等方面的备案。 此外，对方承
认车辆有问题，但不承认存在“烧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沃尔沃
（中国） 尚未给出令车主满意的答

机油”和降低动力性能的情况。 显
然，此番沟通并没有达成一致。

复，而作为二者“桥梁”的经销商，
其实也在静候着厂家的解决方案。

因此，何健代表部分维权车主
起草了《告厂家书》，他们针对“烧

对此，有业内人士指出，在
“
烧机
油”维权事件中，沃尔沃厂家、经销商

机油”问题对沃尔沃提出了召回要
求。 具体内容如下：依据中国法律
所规定之贵司所应担负的生产及
销售责任，特此呼吁贵司对所有由

和车主始终各执一词，并没有实质上
的深入沟通。 要实现真正的
“
三头对
案”， 应该由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相
关证明，再以此为基础重新论断。

也成为第一批因新动力总成“烧机
油”而维权的车主。

沃尔沃 Drive-E 新动力总成

“之所以选择沃尔沃， 就是因
为喜欢这个品牌，完全是出于对品
牌的信任。 又考虑到所购车型是进
口车，对它各方面的技术和工艺都
比较有信心，所以在选择的时候直
接排除了其他品牌和车型。 ”陈女
士坦言，“结果没想到，这却是最差
的选择。 ”
2014 年 9 月中旬，陈女士的沃
尔沃 V60 第一次出现机油报警提
示，彼时行驶里程为 3000 多公里。
陈女士到 4S 店进行检查， 被告知
问题是车辆出厂时未加够机油所
致，因此解决方式只是单纯地加补
机油。 而同年 11 月，车辆又出现了
同样的情况， 这一次除了加机油
外，4S 店还通过 VIDA （售后车辆
信息与诊断系统）对陈女士的 V60
进行了 ECM（发动机控制模块）升
级。 但在 2015 年 4 月，陈女士的车
再度出现机油报警提示， 而 4S 店

常以 7500~10000 公里的里程为更
换周期， 有些甚至在 15000 公里以
上。 机油消耗量则根据车型、路况、
油品等各不相同， 但基本保养周期
仍在上述范围内。
“
我虽然不懂汽车的技术问题，
但这样的频率远远超过了汽车正常
的机油消耗量。而 4S 店的售后人员
也表示不知道问题出自哪里， 只能
把相关数据上传到总部。 第二次出
现机油报警提示之后， 售后人员说
厂家回复是系统问题， 所以进行了
系统升级。 我当时询问如果以后还
出现同样的情况怎么办，但 4S 店没
有给出任何保障。 ”陈女士表示。 而
在第三次出现同一问题之后， 她意
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加入了一个
针对沃尔沃新动力总成
“烧机油”问

的解决方案除了加机油外，还更换
了油罩。

题的维权群。她发现，受此困扰并一

就此， 一位不愿具名的汽车技
术专家告诉记者， 豪华车的机油通

直在维权的车主大有人在， 且分散
于全国各地。

大相径庭。
“关 于 ECM 的 升 级 是 自 愿

多维权车主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
是有一些车主提出了与问题本身

的，而且我们也会通知到店车主。”
一家外省沃尔沃 4S 店的售后服务

无关的其他诉求，或者对厂家的做
法不认可，这些都不是经销商可以

经理向记者否认了强制系统升级

解决的，但厂家正在积极应对。 ”

令人担忧的品牌形象
无论如何，此次车型出现技术纠葛，都会给正在力推中国市场发展的沃尔沃埋下隐忧。
那样简单。

颇深。 据悉，Drive-E 中的
“E”包含

质疑；而另一方面，“烧机油”现象

总成的车型上市以来，已经过去了
一年多的时间。 多数维权车主与

自首批搭载 Drive-E 新动力

上述技术专家表示：“如果在
多地出现大规模的
‘
烧机油’现象，

了高效动力、电池动力和环保三层
概念，分别应对沃尔沃为这一动力

可能导致车辆怠速不移、 加速无
力、油耗上升等后果，严重者会对

陈女士一样，一面承担着“不敢跑
长途”的担忧，一面期待着沃尔沃

基本就可以排除油品、路况、使用
情况等外部因素，问题很可能就出

总成设定的三个战略阶段，即对传
统发动机车型的改进、搭载于插电

引擎造成难以修复的损伤甚至报
废，同时存在一定的事故隐患，这

（中国）能够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
有问题是正常的， 解决就行
了，沃尔沃应该正视这个问题，即使
在技术上不能很快解决， 至少要给

在车辆的装配或者设计上。 ”
由于维权涉及车辆基本是
2014 年之后购买的， 部分对沃尔
沃品牌了解较深的车主更表示，沃

式混合动力车与纯电动车以及节
能减排、 最终实现零排放的目标。
该技术除了已搭载在 S60、V60 和
XC60 车型上外，下一步还将搭载

些不仅与 Drive-E 的技术革新初
衷相悖， 更可能令沃尔沃一贯的
安全形象蒙尘。
截至记者发稿前，沃尔沃（中

消费者一个说法。 ”陈女士坦言。 而
这一说法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维权

尔沃车型此前并没有“
烧机油”问
题。 这样一来，这一纷争的矛头就

在即将上市的 XC90 车型上。
有行业人士坦言， 搭载

国） 对此次事件给出的回应是：
“
我
们正在与售后部门进行沟通， 之后

车主，他们对沃尔沃品牌仍有信心，
并希望
“
烧机油”事件解决之后，不会

直指去年在中国发布的 Drive-E
新动力总成。

Drive-E 新动力总成的车型在中
国遭遇了“烧机油”问题维权，可

会给予答复。 ”而对于急切想借中
国市场实现
“
复兴”但当前销量却不

作为新战略中的核心组成，沃

谓出师不利， 不仅未能打造这一

断下探的沃尔沃而言，尽快止住日渐

尔沃对 Drive-E 新动力总成寄望

技术的在华形象， 反而令其备受

下滑的市场信心或许才是当务之急。

对这一品牌产生负面影响。
然而，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

定位第二辆车 知豆“非主流营销”能否奏效？
本报记者 朱耘 北京报道

中国车市进入微增长时代
后，无论是汽车产品性能、定位还
是营销策略， 都正悄然掀起一场
变革。
近日，由吉利控股集团、新大洋
机电集团、 金沙江创投基金共同成
立的合资公司——
—知豆电动汽车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知豆公司”）的战
略车型 D2 正式下线，这款 A0 级的
纯电动汽车定位为车主的第二辆

款经典车型连续多年销量不衰，拥
有“广泛适用性”，但现在车市由卖
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窄众细分

市场普及仍存难度

车， 将当下正流行的智能汽车理念
融入其中， 下线当天在天猫商城上
掀起了“
6.23 折”秒杀等系列优惠促

化” 的产品正成为车企产品的新盈
利点。 知豆 D2 的定位足够明确与
细分， 然而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销活动， 用一种全新的营销方式为
D2 促销。
过去不少汽车企业都经历过一

稍有起色的今天，这种“非主流”的
营销方式能否奏效， 正考验着企业
品牌管理者。

记者观察发现， 不少准车主
对 D2 小巧、省电、智能化的特点
感兴趣，短距离单人出行代步，知
豆 D2 基本能够满足需求。 知豆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未来在推广
方面，我们重点还是会布局北京、
广州等限行限购的一线城市，该

为，知豆 D2 的“第二辆车”定位在
一线城市也存在难度。 以北京为
例，现实行摇号购车形式，且同一
名下只允许拥有一辆机动车，未来
或许还将实行
“
有位购车”。 这意味
着车主若想购买知豆 D2， 就必须
放弃汽油车。

消费者青睐。
“事实上， 目前知豆 D2 遇到
的问题， 也是多数新能源汽车遇
到的普遍问题。 尽管国家及地方
补贴力度大， 消费者拿到的实惠
不少，但充电桩布局、续航里程等
老生常谈的问题依然令消费者担

定位也是公司内部经过多次调研
决定的。 ”
上述负责人还表示，二、三线
城市对汽车这类耐用消费品的消
费理念与一线城市有很大的不
同，在二、三线城市人眼中，汽车

一家从事大数据咨询服务的
负责人告诉记者，借助大数据分析
工具显示，北京多数购买新能源汽
车的车主是“两三年摇不上号又急
需用车”的人，用新能源车过渡一
下，当然有少部分人是为了“尝鲜

忧不已。 ”采访中，多位业内人士
均表示， 目前纯电动汽车依然是
传统能源车的有力补充， 类似上
下班这样两点一线的固定线路，
新能源汽车的优势明显。 但远距
离郊游、出租车等领域，传统汽车

仍然是身份的象征。 尽管很多人
对“好车”“豪华车”的概念模糊，

儿”， 而这些人多数拥有另一辆传
统能源车。

仍是主流。
眼下对知豆 D2 而言，多种手

但是看着大、阔气、霸气的车就比
小个子车更有范儿。 而一线城市

的确， 尽管早晚高峰时段，北
京各主要街道上跑的私家车内多

段并用地进行营销，吸引消费者的
注意与喜爱固然重要，但是真正找

由于汽车普及率比较高， 汽车作
为“身份的象征”的功能越来越弱
化，舒适、经济、便捷、个性化等需
求愈发强烈，D2 恰恰符合这方面
的需求。
但另一方面，也有行业人士认

数只有司机一人，但机动车在功能
上还需要满足整个家庭成员出行
的需要，也是 SUV、MPV 等车销量
猛增的原因之一。 像知豆 D2 这种

到有条件买第二辆车且喜爱知豆
D2 的车主更为重要。 此前鲍文光
曾表示，2015 年知豆销量目标是 5
万辆，而知豆 D2 作为公司战略车
型，其销量如何，将决定着知豆今

推广“
微行”理念
著 名 美 国 演 员 Mike 隋 早 在
1993 年就随母亲定居北京，他经常
操着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主持各种脱
口秀节目。 他“吐槽”表示，城市拥

安全便捷经济舒适与智能， 而知
豆 D2 就 是 依 据 这 一 理 念 开 发 而
成的。
《中国经营报》 记者了解到，该

App 遥控开 关 车 门 、 远 程 启 动 空
调，或者通过手机找车；与智能手
机分享“第四屏”， 车内提供免费
WIFI， 除接听电话、 收发短信、微

堵、摇不上号、地铁太挤且不方便等
交通问题一直困扰着他。“
以前还能
骑自行车钻胡同儿， 但现在常有雾
霾天，骑自行车我认为不太健康。 ”
Mike 隋说。
这不仅是 Mike 隋的困扰， 也
是很多一线城市市民的普遍困
扰。 因此知豆汽车总裁鲍文光提
出 了“微 行 ” 理 念 ， 这 种 出 行 方 式
占用社会公共资源少， 同时兼顾

款纯电动汽车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
80 公里，续航里程 180 公里，满足了
目前工信部新能源汽车“双 80”补
贴的基本要求。 鲍文光强调，D2 的
卖点在于它不是传统汽车的替代
者，而是车主的“第二辆车”，高效地
满足单人代步出行。
此外 在 智 能 汽 车 理 念 普 及 的
今天，D2 也在智能化领域进行了
大胆的尝试， 车主可以通过手机

信、导航能基础功能外，还能“玩自
拍”， 满足了不少年轻人对智能终
端产品的主流需求。
D2 下线当天，新东方校长周成
刚、 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主任李克
强等知名人士就成为该车的首批车
主。 同时吉利汽车天猫店、工商银行
电商平台融 e 购、 电动邦网上商城
三大商城也开卖 D2，并推出“
100 辆
D2 限时抢”和
“
6.23 折”秒杀等活动。

仅供 2 人乘坐的微型车，吸引了足
够多的眼球，但在购买量上并不受

年能否完成这一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