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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类别：润滑油 

2014 年 2 月 17 日 

在 2014 中国广州国际汽车改装及服务业展览会 (AAIFT) 上，

备驰 发布了面向豪华车型细分市场的新型德国原装合成机油产

品线。 

全新包装和改良节油配方 

 备驰发布了面向多个豪华车型细分市场的新型产品线。 

 在华南和华中设立分销商，以满足德国豪华车型细分市场的需求 

 备驰首次参展 2014 中国广州国际汽车改装及服务业展览会 (AAIFT)，在 3.2 

展厅 325301 展台展出全新的节能配方 

中国广州。备驰是物理学家 Boris Tatievski 先生 15 年前创立的工业科技油液品牌，

其将于 2014 中国广州国际汽车改装及服务业展览会 (AAIFT) 介绍公司国际业务持续

拓展的强劲表现。目前，公司已在华南和华中设立了分销商。备驰此次参加 AAIFT，

旨在为拓展中国其他区域招募区域分销商。 

发布新产品设计 

备驰将在 2014 中国广州国际汽车改装及服务业展览会 (AAIFT) 上推出面向中国市场

的新型产品线。BIZOL 首席营销官 马洲 (Marcello Assandri) 透露：“全新包装和

改良机油配方专为富裕的中国城市中产阶层而设计”。 

“我们十分高兴第一次参展 2014 中国广州国际汽车改装及服务业展览会 (AAIFT)，

继续体现我们对中国市场的承诺。2014 年，公司的发展重点将是在中国拓展分销商。” 

备驰首席执行官 Boris Tatievski 表示。 

BIZOL Green Oil 在城市交通拥堵环境中确保发动机安全 

在 AAITF，备驰将展示 Green Oil，这是一款针对在城市交通拥堵环境中运行的车辆

研发的机油。到 2025 年，全球 25% 的人口约 20 亿人将居住在 600 座大城市。每

年将有 6500 万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而道路上运行的机动车数量将从 10 亿翻倍增

至 20 亿辆。城市交通拥挤程度呈不断上升趋势，逐渐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及人们生

活质量等各个方面。目前中国的许多城市已面临日趋拥堵的交通问题以及恶劣的空气

质量问题。  

 

城市化的进展加速了交通状况的恶化，大量机动车将会在交通拥堵状况下行驶。行驶

在拥堵街道上的车辆发动机的空转状态将增加 30%，这不但会缩短润滑油的使用寿命，

同时也提高了因发动机部件失效而产生机器故障的可能性。BIZOL Green Oil 独特创

新的添加配方，能够有效促使发动机在拥挤的交通中处于最佳的润滑状态，避免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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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油粘稠度失效引发的故障，在各种特殊状况下为发动机提供最佳的抗磨保护。因此，

BIZOL Green Oil 从技术上、经济上和情绪上呵护着驾驶者的安全。 

 

2014 年，BIZOL Green Oil 已在五大洲广泛销售，同时该特殊机油的需求量也在稳步

增长。 

展会亮点: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制的节油型润滑油 

备驰 将于 2014 中国广州国际汽车改装及服务业展览会 (AAIFT) 3.2 展厅 325301 

展台恭迎各位莅临。下列适用于中国市场德国豪华车型的三种节油型产品为备驰 在此

次展会上的重点推介产品： 

 

BIZOL Green Oil 10W-40 

有效提高城市交通中的人身安全 
 

该高科技原装合成机油在各种拥挤的城市交通中为发动机提供卓越的抗腐蚀和润滑功

能，以确保发动机的安全运转。   

益处: 

 独特的添加剂配方 

 在城市交通中确保发动机安全  

 完美的发动机保护 

 

BIZOL Protect 5W-40 

提供最佳发动机保护并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 
  
该低摩优质机油采用先进的氢化裂解技术，提供卓越的性能，且一年四季均可使用。   

益处: 

 最佳基础油和添加剂 

 最佳发动机保护配方 

 显著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 

 

BIZOL Technology 5W-30 C2 

适用于现代汽车的卓越节油配方。 

该先进的氢化裂解机油根据 ACEA 和 API SN/CF 标准为韩系车和日系车 OEM 而研发。 

益处: 

 卓越的现代合成基础油和添加剂 

 卓越的节油配方  

 降低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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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备驰 

备驰 是一家新型的工业科技油液制造公司。备驰品牌代表着德国产品在全球六大细分

市场（乘用车客车、大型客车和卡车、摩托车、船艇业、家用电动工具以及工业用油）

中一贯的品质保证。在过去几年，备驰 成功扩大了其全球分销网络，不久将扩展至  

100 多个市场。备驰与市场的独家代理建立合作关系并为其提供个性化的销售和营销

支持，引入适合当地市场的产品并以灵活创新的模式满足客户的需求。通过其高品质

的产品，备驰以积极应对全球交通拥堵难题的挑战来不断提高交通参与者的安全程度。  

 

备驰 于 1998 年创立于德国柏林，聚集各路人才，传承创立者的热情和备驰的赢家文

化而蓬勃发展。备驰品牌为创始人 Boris Tatievski 先生全资拥有，控股公司  Bita 

Trading GmbH 掌控其管理权。 

更多关于备驰的介绍敬请浏览网页： 

www.beichi.cn 

www.备驰.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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