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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迪英戈尔施塔特生产基地 70 年辉煌历史 

寻踪溯源：位于英戈尔施塔特的这家汽车制造厂以生产 DKW Schnelllaster 起步，逐

步发展成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生产基地 

奥迪在英戈尔施塔特生产基地制造生产汽车已有 70 年的历史。集团的“心脏”就跳动在这座位于多瑙

河畔的巴伐利亚州的大城市：奥迪汽车股份公司的总部就坐落在英戈尔施塔特，并在此运营着奥迪最大

的生产厂。从最初的创意，直到总装出厂如奥迪 Q2、奥迪 A3、奥迪 A4 和奥迪 A5 及其后续车型等的

整个生产过程都在英戈尔施塔特厂完成。大约 44000 名员工在这里携手努力工作，共同打造“突破科

技 启迪未来”。 奥迪也是英戈尔施塔特的经济龙头和最大的雇主。 

 

1949 年汽车联盟股份公司在英戈尔施塔特成立，这家曾位于萨克森州的汽车制造商从此翻开了新的历

史篇章。在市中心昔日英戈尔施塔特要塞的城堡中，汽车联盟公司开始生产备件、摩托车和 DKW 汽车。

正值公司成立 70 周年之际，让我们借助 DKW Schnelllaster 的发展之旅，来一窥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

生产基地——一窥昔日的汽车联盟股份公司在英戈尔施塔特的起步。 

 

奥迪的前身 

1932 年，奥迪汽车公司、霍希汽车公司、漫游者汽车公司和 DKW 蒸汽动力车辆厂在开姆尼茨合并成

立了汽车联盟股份公司。通过该公司在开姆尼茨的成立以及对漫游者汽车部门的收购，汽车联盟股份公

司成为了德国第二大汽车集团。新公司的标志为四个相互交叠的圆环，象征着四家创始企业是不可分割

的统一体。新公司保留了奥迪、DKW、霍希和漫游者四个品牌，而且制定了每个品牌在集团范围内的

具体细分市场：DKW——摩托车和小型轿车，漫游者——中级车，奥迪——高端中级车，霍希——顶

级高端车。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汽车联盟在萨克森州的成功发展戛然而止。1940年，在汽车联盟的最后一批民

用汽车下线之后，完全转型为军备生产。二战结束之后，汽车联盟股份公司被没收，生产设备被苏联占

领军拆除。1948年企业注销了在开姆尼茨市的商业注册。此时，汽车联盟的高级管理人员已经转移到了

巴伐利亚州，并在英戈尔施塔特找到了新的家园。 

在英戈尔施塔特重新开始 

1945 年 12 月 19 日，“汽车联盟零部件供应中心”成立，负责为战前由汽车联盟股份公司生产的、在战

争中幸存下来的汽车提供备件（在西德占领区大约有 6 万辆），这为英戈尔施塔特生产基地设定了最初

的前进方向。1949 年 9 月 3 日，在英戈尔斯塔特与汽车联盟股份公司成立了一家新公司，以延续四环

品牌生生不息的汽车制造传统。新公司以非常低调的方式首先开始生产小型和经济型汽车：搭载其典型

两冲程发动机的 DKW 品牌摩托车和汽车。 

将英戈尔施塔特设为基地，主要原因是其位于巴伐利亚州中心的便利交通条件。此外，英戈尔施塔特市

领导为了地区劳务市场的利益，力主设立供应中心。当然，对于落户于此的决定性因素是要塞基地的百

年军事历史：开阔的场地、众多的营房和炮台等等，可以直接迁入，而且被视为珍贵的遗产。由于新建厂

房缺少资金，公司认为，位于 Schrannenstraße街旧时的军需处，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有许多昔日的军用

建筑物可为企业所用，主要是军械库、粮仓或室内练兵场。由于整个城区内的生产厂非常分散，所以合理

有效的生产流水线几乎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市民们当时称其为“联合钢铁厂”。 

被戴姆勒-奔驰收购 

1958 年 4 月，戴姆勒-奔驰成功收购了汽车联盟公司。鉴于来自国外的竞争日益激烈，对于这家斯图加

特的企业来说，将产品范围扩展到低一级细分市场是非常有意义的。那时，英戈尔施塔特的这家企业只

生产 DKW 摩托车、DKW Schnelllaster 汽车和为联邦国防军开发的 DKW 越野车（M-Wagen 或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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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的 Munga）。汽车联盟公司的整个轿车生产集中在 1950 年开始运营的杜塞尔多夫厂。这种情况逐

渐发生了改变。随着财务状况的改善，1961 年 5 月公司做出决定，杜塞尔多夫生产基地停产，将汽车

联盟公司的汽车生产集中到英戈尔施塔特。扩建英戈尔施塔特生产基地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摩托车需求量

的降低，终于导致 DKW 摩托车于 1958 年秋停产。公司因而拥有富余的劳动力投入到“DKW Junior”小

型轿车的生产中。自 1959 年起，该款车开始在英戈尔施塔特的流水线上生产。1958 年夏，在英戈尔施

塔特城门前远远的艾丁格大街上，在前军事基地的空场上建成了新汽车厂的厂房。 

 

迁出市区 

1959 年夏，公司迁入新工厂，然而市区内的部分建筑仍继续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一座大楼，即

用作档案中心的谷仓于 1997 年才清空。在 1964-1966 年期间，戴姆勒-奔驰分几个阶段将汽车联盟公

司出售给了大众汽车公司——汽车联盟股份公司因而成为了大众汽车股份公司的子公司。自从 1969 年

与 NSU 汽车公司合并以来，该企业更名为奥迪 NSU 汽车联盟股份公司。随着艾丁格大街上工厂厂区的

进一步扩建，随着相关专业部门于 1970 年 12 月开始迁入技术研发的新楼内，市内的旧厂房渐渐失去

了存在的意义。当 1974 年大众与奥迪合并销售业务时，最后留守的部门也离开了市中心。相反，艾丁

格大街上的厂区不断扩大，直至达到今日占地 273 万 7500 平方米的壮观规模。自 1985 年以来，该汽

车公司正式更名为奥迪汽车股份公司，自此公司和产品都以相同的名称命名。在 Schrannenstraße 大街

上，昔日办公楼上的一块牌匾使人忆起了汽车联盟重建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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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KW Schnelllaster 豪华客车 

 

DKW F 800/3 Schnelllaster 豪华客车 

1949 年，DKW Schnelllaster 代表着汽车联盟公司在西德的重新开始。它是汽车联盟公司二战后的第

一款汽车，也是在英戈尔施塔特生产的第一款汽车。以开创性的平头结构设计的 DKW Schnelllaster 以

战前久经考验的 DKW 前驱技术为基础。产自 1950 年的早期的 DKW Schnelllaster 车型 F 89 L，首先

装备了一台两缸二冲程发动机。这款强劲可靠的货车，先是 20 马力，后为 22 马力，采用了不同的车身

改型——从平板货车或厢式车，到畜牧运输车，直至豪华客车。1952年，汽车联盟公司向市场投放了一

款精心改造的车型，该车型具有加长的轮距和新型四挡变速器。1954 年推出了 DKW F 800 车型，装备

有全新开发的、强大的 30 马力纵置式两缸二冲程发动机。在接下来的一年内，还推出了功率更加强大的

三缸二冲程发动机（32马力）。自1955年7月起生产搭载久经考验的三缸发动机的车型DKW F 800/3。

先期车型 F 800/30 在仅 14 个月的生产后就被淘汰了。三缸的 Schnelllaster 也有不同的变型车形式，

例如旅行车和厢式车（至 1962 年）或作为平板货车（至 1960 年）。这款豪华客车的特点主要包括优

质内饰，车身四周环绕着玻璃窗，钢制天窗和醒目的两色油漆。 

在 Schnelllaster 的时代，在英戈尔施塔特还生产了 100 辆

Schnelllaster 电动车，主要销售给电力公司、城市公共服务公司

或电池生产商。DKW 电动车装备有 5 千瓦功率的串联电机。装在

侧面两个电池箱中的铅电池，额定电压为 80 瓦，容量为 200 安

培小时，从而保证了 DKW 电动车最大 80 公里的续航里程。这款

车的最高速度可达 40 公里/小时，主要用于市内短途交通。至今

为止这款车已知的只剩两辆。1960 年，DKW F 800/3 车型的停

产意味着汽车联盟在英戈尔施塔特生产 Schnelllaster 的正式结束。

在 Schnelllaster 时代在这座多瑙河畔城市落下帷幕之前，1962

年曾因为政府部门生产制造，使其拥有了一段短暂的复活期。 

 

 

 

 

 

汽车数据： 

o 制造年份：1956 

o 制造时间：1955-1960/62  

o 产量：449 辆，共 24529 辆 

 

发动机数据： 

o 发动机：三缸二冲程 

o 功率：4.000 U/min 时 32 马力 

o 最高速度：90 km/h 

 

整车数据： 

o 尺寸：4190 x 1684 x 1900 mm 

o 空车重量：125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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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钢铁厂”的布置图（资料状态：1951-1954 年） 

 

 

 

咨询联系人： 

 

生产基地公关部  

Christina Floss  

电话：+49 841 89-38230  

电邮：christina.floss@aud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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