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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鲁塞尔生产基地 

启动未来：2018 年秋，奥迪布鲁塞尔生产基地为全球市场独家生产奥迪品牌旗下首款纯电动 SUV。

2018 年 9 月 3 日，奥迪 e-tron*量产正式全面启动。为了生产此款奥迪 e-tron*，奥迪建立了众多技术

中心，无论是电池技术，还是驱动技术都是自主开发。员工们对生产中的很多工序重新进行了规划和实

施。生产基地自 2016年以来已逐步对车身、涂装和总装车间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并建立了自己的电池生

产车间。无人驾驶的零件输送系统以“准时化顺序供货”的方式将电动车的电池运送到装配线上。 

 

布鲁塞尔生产基地的员工们为了该款奥迪电动车共进行了 20 多万个小时的培训，从而为奥迪 e-tron 的

顺利生产打下了完美的基础。布鲁塞尔生产基地是全球首家经过认证的碳中和大批量高端汽车生产企业。

奥迪布鲁塞尔生产基地可以将总装生产中产生的排放全部中和掉。做到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应用可再生能

源，以及环保项目。 

 

2018 年 8 月 1 日，最后一辆第一代奥迪 A1*在布鲁塞尔生产基地下线。自 2010 年 5 月，在布鲁塞尔

共生产了近 91 万辆奥迪 A1。奥迪 A1 的后续车型将在西班牙马托雷利生产。 

 

通过在布鲁塞尔设立生产基地，奥迪成为了唯一一家在欧洲的心脏设立生产基地的的汽车制造商。布鲁

塞尔生产基地与欧洲议会为邻，为奥迪家族战略性重要车型的生产提供了理想的前提条件。奥迪布鲁塞

尔生产基地的成功因素是高素质和经验丰富的员工、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和轨道交通，以及与落户于此

的各机构之间良好的关系。奥迪布鲁塞尔生产基地积极致力于与国际、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管理部门展开

对话。 

 

今年是布鲁塞尔生产基地的 70 年大庆。1949 年 4 月 7 日该基地的第一辆汽车下线。在 70 年的历史

中，奥迪 A1 是奥迪唯独只在这个“欧洲的首都”生产的第一款车型。在奥迪汽车股份公司 2007 年接

手这家企业之前，该生产基地自 1970 年以来曾隶属于大众汽车股份公司，生产过大众汽车集团的不同

车型。在奥迪汽车股份公司接手后，布鲁塞尔生产基地时至今日拥有约 3000 名员工，在奥迪集团内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10 年奥迪 A1 的投产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2011 年，奥迪布鲁塞尔生产基

地的生产扩展到了奥迪 A1 Sportback*车型，2014 年扩展到了奥迪 S1*和奥迪 S1 Sportback*车型。

2012 年，奥迪布鲁塞尔生产基地还生产了限量版的奥迪 A1 quattro 特种车型。 

 

奥迪 e-tron 是奥迪品牌旗下第一款纯电动量产车型。从零加速到 100 公里/小时仅需 5.7 秒，在 WLTP

新标检测下续航里程超过 400 公里，本地排放为零——这款运动型 SUV 集经典高端豪华车的大空间与

舒适性于一身，又能满足日常出行所需的行驶里程，使用户驾驭着电动四轮驱动驶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这款车搭载的两台电机能够输出最高 300 千瓦的功率，匹配电动四轮驱动可为任何路况提供所需的最佳

性能。居家和途中采用统一的充电方式，使这种电动出行舒适且无忧。引领未来、创新性和电动化——

奔向未来的下一步。今年生产基地更将启动奥迪 e-tron Sportback 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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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迪除了与工会进行良好的合作，同时还积极投资于教育事业。例如，奥迪布鲁塞尔生产基地与合作伙

伴学校“GO! TA Halle”和“Don Bosco Woluwé Saint-Pierre”签署了合作教育协议。自 2010 年 6

月以来，奥迪还提供参观生产基地的机会。每年有大约 15000 名参观者近距离体验了奥迪 A1 的生产。

由于针对奥迪 e-tron 要实施改造措施，所以参观活动一度暂停。自 2019 年起生产基地重新开放参观。

感兴趣的人们可以一览奥迪 e-tron 生产的流程。 

 

► 以员工为中心 

目前奥迪布鲁塞尔生产基地拥有 2756 名员工（截至：2018 年 12 月 31 日）。其中 940 名员工来自

于与生产相关的部门，1816 名员工直接从事生产。员工平均年龄 44.7 岁，在奥迪布鲁塞尔生产基地

的平均在职年限为 18.6 年。工作语言包括法语、荷兰语和德语。 

 

在奥迪布鲁塞尔生产基地，员工始终处于核心的位置。这一点体现在基地自有的保健中心上。保健中心

的奥迪体检是为全体员工提供的一个预防保健项目。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和医生积极致力于保持员工的

身体健康，帮助员工及早发现和消除健康隐患。在比利时，奥迪布鲁塞尔生产基地是少数提供此类服务

的企业之一。 

 

奥迪布鲁塞尔生产基地与工会紧密合作。在 2007 年签订的合作意向书（LOI）中，企业领导与工会共

同确定了良好合作的框架条件。一个重要的基石是工作时间账户，这个账户于 2010 年开始在奥迪布鲁

塞尔设立。它为企业及其员工提供了明显更多的灵活性。 

 

“双轨制教育”使两所合作伙伴学校的学生可以在企业中完成部分学业。为此，奥迪布鲁塞尔生产基地

与佛兰德斯语学校“GO! TA Halle”和法语学校“Don Bosco Woluwé Saint-Pierre”展开合作。通过

该项目学生们获得了更多在受教育过程中积累实践经验的机会。该项目的另一个目的是，吸引更多的年

轻人参与到比利时的技术教育中来。 

 

2018 年 12 月奥迪布鲁塞尔生产基地荣获了首都布鲁塞尔地区颁发的“2018 年多元化标签”奖，它由

布鲁塞尔劳动局 2008 年开始颁发，旨在为企业与歧视现象作斗争提供支持。为了获得该“标签”认证

，奥迪布鲁塞尔工厂制定和实施了一个“多元化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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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动车生产之路 

布鲁塞尔生产基地为奥迪的继续增长态势提供了重要的生产能力的保障。奥迪意欲将布鲁塞尔生产基地

继续发展成为奥迪生产网络中的一个重要支柱，因此企业按照奥迪生产体系（APS）对生产过程进行了

优化。其中主要的组成部分是团队工作和持续改进生产过程。为了改进生产过程链，奥迪将外部供应商

和服务商与生产紧密结合起来。缩短生产中的运行时间，降低仓储中的库存量和创造更高的价值是奥迪

布鲁塞尔生产基地追求的目标。 

除了车身、总装和涂装车间外，奥迪布鲁塞尔生产基地还拥有一个现代化的分析和预批量中心（AVZ）。

该中心将生产和技术研发部门结成网络，以确保奥迪 e-tron 的高质量。另外，为了电池电动 SUV 的生

产，布鲁塞尔生产基地还建立了自己的电池生产车间。从而使比利时生产基地成为了奥迪集团电动车的

关键生产基地。 

 

► 物流供货中心“汽车园区” 

高度现代化的物流供货中心“汽车园区”经由一座桥与生产车间相连。它在基础设施方面为布鲁塞尔生

产基地材料供应的高效流程提供了保障。卡车和火车每天将 675 家配套商的 3000 种零部件运送到基地

内。与基地内部物流之间的紧密衔接持续提高了生产效力。 

 

► 可持续发展和环保 

奥迪重视环境保护，并归为企业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不仅适用于技术，也适用于生产过程。

由此，奥迪布鲁塞尔生产基地实行最高水平的环境保护标准。2013 年，生产基地被布鲁塞尔地区评选

为“生态动力企业”，此地区性环保认证每三年颁发一次。布鲁塞尔生产基地同时获得了 3 星的最高评

分。另外，自 2001 年以来，布鲁塞尔生产基地通过了欧盟生态审核（EMAS：生态管理和审核计划）

的认证。奥迪布鲁塞尔生产基地安装了一套占地面积为 37000 平方米的光伏系统设备。奥迪布鲁塞尔

生产基地因而运行着布鲁塞尔最大的光伏设备，每年发电超过 3000 兆瓦时，减少了约 700 吨的二氧化

碳排放。2016 年底，奥迪品牌战胜了强劲的竞争对手脱颖而出，获得了“趋势”周刊颁发的“商业大

奖”。奥迪布鲁塞尔生产基地因而被评选为比利时最环保的企业。按照评委的评语，对于这一决定具有

决定性影响的是奥迪布鲁塞尔生产基地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内实施的关键性的整体方案。奥迪品牌的首款

电动车坚持从一开始就应用碳中和的生产方针生产。对此，奥迪布鲁塞尔生产基地坚持购买绿色电能，

并通过购买沼气能源证书，得以抵消厂房因供暖需求所制造的碳排放。此外还实行针对主要由企业自有

车队产生的排放的补偿项目。经独立专家认证，生产基地的生产完全实现了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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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基地的历史 

1949 年

  

制造首批生产设备，前身“D’Ieteren Frères 厂”的工厂奠基。 

1970 年 建立“大众汽车布鲁塞尔股份公司”。 

2005 年

  

成立“AutoVision 股份公司”作为“汽车园区”的运营商。 

2006 年

 

  

大众汽车股份公司决定将高尔夫车的生产集中在沃尔夫斯堡和摩泽尔。达成

结构重组协议，保住了 2200 个工作岗位。 

2007-2009 年 过渡期：工厂结构重组，由奥迪布鲁塞尔生产基地生产奥迪 A3、大众高尔夫

（至 2007 年夏季）和大众 Polo（至 2009 年 11 月）。 

2009 年

  

奥迪品牌创立 100 周年和布鲁塞尔生产基地创立 60 周年。 

2010 年

  

5 月：奥迪 A1 投产。 

11 月：生产基地第 700 万辆汽车下线。 

2011 年 比利时前国王阿尔贝二世参观生产基地。参观路线开启。 

11 月：奥迪 A1 Sportback 投产。 

2012 年

 

  

奥迪布鲁塞尔生产基地成立 5 周年。 

奥迪 A1 quattro 投产 

签订“双轨制教育”试点项目合作协议 

2013 年 

 

占地 37000 平方米的大型光伏设备试运行，通过可再生发电每年减少大约

14230 吨的碳排放。 

2014 年

  

2 月：奥迪 S1*和奥迪 S1* Sportback 投产。 

10 月：第 50 万辆奥迪 A1*下线，与国王菲利普一世同庆。 

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一世、奥迪布鲁塞尔生产基地领导，以及两所合作伙伴学

校的师生召开“双轨制教育”圆桌会议。 

2016 年 德国联邦总统对比利时进行国事访问：2016 年 3 月 10 日，约阿希姆·高

克总统与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一世在奥迪布鲁塞尔生产基地了解有关未来机动

出行和从 2018 年起在奥迪布鲁塞尔生产的纯电动奥迪车型的情况。 

2017 年 

 

 

 

 

2018 年 

通过采取有效的改造措施，布鲁塞尔基地为奥迪首款纯电动车的量产做好准

备。 

车身车间向南扩建奠基 

奥迪管理董事会承诺要在布鲁塞尔生产基地制造第二款电动车车型。奥迪 A1

的生产从布鲁塞尔转向西班牙马托雷利。 

在布鲁塞尔开始量产奥迪 e-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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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迪布鲁塞尔生产基地荣获布鲁塞尔首都颁发的“2018 年多元化标签”。 

2019 年 奥迪布鲁塞尔连续 4 次获得“最佳雇主”称号。 

菲利普国王参观工厂（奥迪 e-tron 的生产和奥迪布鲁塞尔基地的“双轨制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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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和事实 

奥迪汽车股份公司 

管理董事会主席： 伯蓝·绍特（Abraham Schot） 

管理监事会主席： 赫伯特·迪斯（Herbert Diess） 

员工数（奥迪汽车股份公司）： 61497 人 

员工数（奥迪集团）： 91674 人 

客户交付量： 181 万 2485 辆奥迪品牌汽车 

产量： 187 万 1386 辆 

 （包括兰博基尼和 CKD） 

（截至：2018 年 12 月 31 日） 

奥迪布鲁塞尔股份公司 

成立年份： 1949 年 

总经理： 帕特里克·达瑙（Patrick Danau） 

管理监事会主席： 彼得·克斯勒（Peter Kössler） 

占地面积： 540000 平方米 

员工数： 2756 人 

车型： 奥迪 e-tron 

 奥迪 A1，奥迪 A1 Sportback， 

 奥迪 S1，奥迪 S1 Sportback  

 产量： 66286 辆 

（截至：2018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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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所述的和目前市场上可购买到的车型的燃油消耗数据* 

奥迪 A1 的燃油消耗数据：  

该车型目前不提供—状态：2019 年 3 月 14 日 

 

奥迪 A1 Sportback 的燃油消耗数据： 

综合燃油消耗量： 6 – 4.6 l/100 km；  

综合二氧化碳排放量： 137 – 104 g/km 

奥迪 S1 的燃油消耗数据：  

该车型目前不提供 –状态：2019 年 3 月 14 日 

 

奥迪 S1 Sportback 的燃油消耗数据： 

该车型目前不提供 – 状态：2019 年 3 月 14 日 

 

奥迪 e-tron 的燃油消耗数据： 

综合耗电量：26.2 – 22.6 kWh/100 km (WLTP)；24.6 – 23.7 kWh/100 km (NEFZ) 

综合二氧化碳排放：0 g/km 
 
*燃油消耗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的区间取决于所使用的轮胎/车轮和所选的装备。关于新款轿车的官方燃油消耗

量和官方的二氧化碳当量排放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新款轿车燃油消耗量、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耗电量指南”，该指

南可以在所有售车处、德国汽车信托有限公司（ DAT ）， Hellmuth-Hirth-Str. 1, 73760 Ostfildern-
Scharnhausen，（www.dat.de）免费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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