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油消耗耗和机油损失

|

建 议 和 信 息

务
服

机油消耗
以及机油损失

1

我
将带给你们
KOLBENSCHMIDT、 PIERBURG 和
TRW ENGINE COMPONENTS的力量!

梅施发动机贸易集团
质量和一站式采购服务。
梅施发动机贸易集团系Kolbenschmidt Pierburg 股份公司全球配件市场的
股份公司全球配件市场的销售机构。
它是 发动机部件和备件生产商的先锋，拥有 KOLBENSCHMIDT, PIERBURG 和 TRW Engine
Components等知名品牌。 可向客户提供全方位的 发动机部件一体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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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和减少有害气体装置等系统解决方案中，以及油泵、水泵和真空泵，活塞。发动机和滑动
轴承上。 Kolbenschmidt Pierburg集团的产品 可满足汽车行业的各项高标准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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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该手册中的所有信息均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和汇总。 尽管如此，这些信息可
能仍然存在某些未知的错误、纰漏、翻译错误或者在此期间已经发生了变
更。 因此不能对提供的信息的正确性、完整性或者质量给予任何保证或者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如非我方蓄意或重大过失，我方不承担任何损害赔偿
责任，特别是不承担因使用或者错误使用 本手册中的信息或不完整或错误
的信息产生的物质损害或非物质损害。
相应的，我们也不承担因发动机维修人员或技术人员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
维修技能所造成的损失。
此处所述的技术方法和维修指南用于第几代发动机，目前不可预知，发动机
维修人员或修理车间须对其进行单独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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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一般机油损耗
——如绝大多数驾车人所知，发动机为维持长
以大型货车为计算示例

期和健康的使用寿命需要机油。 但是，人们
却经常忽视定期检查油位的重要性。 经常是
当量油计干涸时，才会想到机油消耗的问题。

一辆大型货车每驾驶 100 km需要消耗
大约 40 升燃油.
每 1000 km 则最多消耗 400 升燃油。

为了详细探究缺油的原因，首先必须清楚地定
义一些概念。 通常人们总是对机油损耗进行
泛泛而谈。 但是，修理厂在缺油时有必要
区分机油损失和真正的机油消耗。

0,25 % 400 升燃油
机油消耗为1升。
0,5 % 400 升燃油
机油消耗为2升。

专业 人士 将到达燃烧室并在其中燃烧或焦
化的机油量称为机油消耗。
如果 发动机因 密封不严而耗油，就存在机
油损失。
以私人小汽车为计算示例
一辆汽车每驾驶 100 km需要消耗
大约 8 升燃油。
每行驶1000公里需要消耗80升
燃油。
0,1 % 80 升燃油
的机油消耗为0.08 升。
0,5 % 80 升燃油
机油消耗为0.4升。

1.1
何时机油消耗过高？
何时机油消耗过高，根据实际情况和各国国
情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出于上述原因，那种
广泛流传的认为或者期待发动机不消耗或者
不应该消耗机油的观点原则上是错误的。

如果发动机生产商方面未对机油消耗

而且需要指明一点，磨合阶段过后机油消耗

作出 确切说明，则大型货车的机油消耗量为

量为最低并且油耗在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期间

实际燃油消耗的0,25 %至0,5 %。

在增加。 因此，最低值实际上是为新发动机
设定 而最大值则为已超过 2/3 使用寿命的

而私人小汽车发动机的机油消耗介于燃油消

发动机设定。 对于部分修理过的发动机（例

耗的0.1 % 至 0.5 %之间。

如更换活塞或者更换活塞环）也不能指望其
油耗可能会低于最大值。 最经常发生的往往

一般而言，柴油机发动机消耗的机油量
各发动机生产商为其生产的每个发动机的机
油消耗设定了标准值或极限值。 如果您推测
机油消耗有所提高，则这可为各发动机生产商
在设定标准值或极限值时提供经验。 服务
手册和使用说明书在许多情况下也包含发动
机机油消耗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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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反的 情况。 发动机的所有部分均匀

大于汽油发动机。 带涡轮增压器的发动机由

受到磨损。 如果仅对10 % 的发动机进行了

于涡轮增压器需要润滑因此比不带涡轮增压

更 新，则人们通过部分修理希望达到的改

器的发动机消耗更多的机油。

善，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也仅达10 %。

机油的主功能 | 2
内燃机的最重要的能源之一是机油。 缺乏机
油就无法维持发动机的正常运转。 故而，下
面将对发动机机油的四个最重要的功能进行
阐述。
润滑
机油的作用在于减少机械面之间的摩擦。 在
发动机运转的时候，通过在转动的发动机组
件表面之间形成润滑油膜而发生作用。 这种
润滑油膜可以大大减小摩擦。 摩擦力变小意
味着 减少了磨损和降低了热量发散。 组件
的寿命因此也成倍增长。
从而避免了如活塞损耗或轴承磨损等损失，
并降低了燃油消耗。

冷却
在冷发动的状态下，活塞在几秒钟之后就达
到了发动温度。
至整个发动机缸体达到发动温度，
根据外界温度、发动机型号和驾驶方式的不
同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为促使发动机保持其
运转温度并不会过热，必须对其进行冷却。
通风和水这两种冷却途径可以解决这一问
题。 不过，机油特别是发动机内部的机油也
承担了一大部分冷却功能。 现代发动机的活
塞装有冷却管，机油经由喷嘴流入该管。 通
过这种方式，活塞头额外得到冷却。

避免腐蚀 并避免泥浆沉积此外，发动机机
油还承担着避免腐蚀与阻止泥浆沉积的功
能。 燃烧会产生侵蚀性的物质，润滑油可以
对它们进行中和。 燃烧残余物和异物（例如
检查过程中打开发动机后可能进入了异物）
也可以由机油带入机油过滤器，并在那里进行
过滤并流回油箱。 为了保证油流充分和清洗
功能正常，使用高质量的符合汽车生产商的
规定的机油是非常重要的。
总之，发动机机油承担着各种各样的功能。
对此应当注意保证在发动机中总是存在充足
的机油，因为一方面发动机运转需要机油，另
一方面由于密封不够可能也存在漏油现象。

重要的是：机油的粘滞性 在低温状态不应太
高，以便使冷却的发动机能正常发动。 另一
方面，机油在高温状态也不能变成稀液状，否
则的话油膜可能会撕裂从而不能发挥润滑的
效用。 活塞环和气缸套之间的油膜的另外一
个功能是使得燃烧室相对曲轴箱能更好得到
密封。

8
7
6
1 冲洗喷嘴
2 连杆轴承
3 曲轴
4 油压警报开关
5 主分油管
6 通向涡轮增压器的润滑油管
7 凸轮轴轴套
8 涡轮轴轴套
9 机油过滤器的过压阀
10 机油过滤器
11 油压调节阀
12 分流阀
13 油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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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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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压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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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3

无压力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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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机油消耗，由于...
3.1
…涡轮增压器内
轴间隙过大
涡轮增压器内的滑动轴承磨损，其产生的轴
承间隙可导致涡轮密封不能精确密封。 发动
机油被抽出并在燃烧室燃烧。
涡轮增压器的轴承在运转时承受很高的负
荷。 通常情况下，产生磨损的原因在于发动
机里数过高、发动机机油不纯净或不合适或
者润滑不正常。

图. 4

3.2
…涡轮增压器内的回油管路
堵塞
若涡轮增压器通向发动机缸体的回油管路过
热，机油会在管路中结焦。 产生过热的原因
可能是机油的质量不过关或发动机的整个冷
却系统不好。 回油管路积炭阻碍机油在无压
力状态下流回油箱。 由此产生的高油压导致
涡轮增压器的涡轮轴瓦处漏油。 进入吸管部
分的机油和吸入的气体一并被吸入燃烧室并
被燃烧。

过热的原因也常常是因为机油循环管道错误
安装所致，例如离排气管弯头太近。 同样，
未隔离的导管或者错误安装的隔离板都可能
导致过热。

重要提示：
在修理发动机或者更换增压器时，始终应当
检查机油供应的状态和涡轮增压器的回油管
路的状态，并在必要时更换导管。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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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喷油泵
磨损引起
一般来讲，通过发动机的机油循环对直列喷
油泵的活动部件进行润滑。
在喷油泵元件磨损的情况下，当喷油泵活塞向
下运动时气缸和活塞之间的发动机机油会流
经喷油泵元件工作室。 发动机机油在此与柴
油燃油混合，并经由喷射过程到达燃烧室，在
那里进行燃烧。

重要提示：
在发动机维修工作中 由于带直列喷油泵的
柴油发动机 的机油消耗非常高，因此应当始
终注意检查直列喷油泵。 这通常通过在泵
试验台上对拆卸过的喷油泵进行检查来实
现。

图. 6

3.4
…进气系统不严密
吸入的空气经过 长长的途径进入到燃烧
室。 中间经过许多连接部位，均由垫片或者
橡皮管进行密封。 如果它们透气和/或不密
封，则在此部位就吸入了未过滤的含污物的
空气，并且这些空气到达了燃烧室。 如果未
使用空气滤清器或者使用了受损的或不合适
的空气滤清器进行了不充分的空气过滤过
程，则也产生同样的后果。
以这种方式进入到气缸的污物很快就导致了
混合摩擦，并因而导致气缸表面、活塞和活塞
环的更大磨损。 其结果就是机油消耗增加。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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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机油消耗，由于...
3.5
…气门油封和气门导管
的磨损
气门油封的功能是 在入口和出口处阻止机油
进入气门导管。 当气门和气门导管之间的间
隙过大时，或在安装时损坏了气门油封，在此
处会漏出更多的机油。 机油通过这种方式
进入吸入或者排气管道并被燃耗或者排放。

建议： 在每次维修时均有必要更换垫
片，因为垫片由于长时间运转会受到
磨损或因材料老化而变硬。 对此请注
意我们的工具目录中规定的气门油封
的安装工具和气门导管的清洗工具组
件。

图. 8

3.6
…气缸盖
安装过程中的错误
未正确安装 气缸盖可能产生部件扭曲的后
果，若在燃烧室部位发生扭曲可能导致机油
循环部件不密封。 如此一来，在外部无法察
觉气缸垫有机油损失的状况下，机油经机油
供应管道进入到燃烧室并在那里被燃烧。

建议： 为了避免组件发生扭曲，必须
遵守拧紧规范，例如拧紧顺序、扭力矩
和拧紧角度等等。 您可在汽车制造商
的维修手册、垫片供应商的附带说明
或者我们关于气门&附件/凸轮轴/气
缸盖的目录清单中找到此类说明。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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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发动机罩内
的过压
所有的发动机均产生“窜气”。 “窜气”系
指燃烧后的气体，它因燃烧产生的高压经由活
塞环被挤压到曲轴箱。
如果由于活塞、活塞环或者气门的磨损而产生
了较高窜气，则可能会在曲轴箱产生高压，以
至于整个发动机内的机油均被挤压通过垫
片。 以气门油封为例，在较高的过压状态会
大大加重它的负载。 其后果是：更多的机油
沿着气门导管被挤压到排气管或进气管。 机
油消耗增加！ 在发动机完好无损的情况下，
发生因“窜气”导致曲轴箱内压力增高的现象
也可能是因为曲轴箱的通风气门受损的原因
导致。

高“窜气”量也可能导致曲轴箱内产生油雾。
由于高排放的“窜气”量，增多的油雾会从曲
轴箱的通风管道进入到进气管。 如此一来，
机油会进入到燃烧室并在此燃烧。

建议： 在最终装配之前始终检查曲轴
箱的通风系统，使其处于清洁与功能
完好的状态。

图. 10

3.8
…油位过高
油位过高，曲轴更多的浸入机油中而产生了更
多的油雾。 如果使用了不合适、不纯净的机
油或者旧油，则发动机运转时可能会产生机
油泡沫。 这些泡沫与“窜气”以及逐渐增多
的油雾一起从发动机的通风系统进入到了进
气管。 如果未装有任何油分离器，机油就会
进入到燃烧室并在此燃烧。 即使安装了复
杂的油分离系统的发动机也可能因机油泡沫
增加而使整个系统失效。

图. 11

机油消耗耗和机油损失

|

9

3 | 机油消耗，由于...
3.9
…燃烧不正常 以及燃油溢
流
在由于燃油过盈导致燃烧不正常情况下，燃烧
室中残留有未燃烧的燃油。 如果这些残留沉
积在气缸壁内，就会产生混合摩擦。 从而导
致活塞、活塞环以及汽缸工作面快速磨损且磨
损幅度比较大。

对于汽油发动机，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可
能如下:
• 混合物过浓
• 涡轮增压器受损
• 点火时间错误
• 点火系统发生故障
对于柴油发动机，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如
下：
• 喷油嘴损坏或不密封
• 喷射初始错误
• 涡轮增压器损坏
• 活塞凸出量错误
• 喷油泵损坏

图. 12

3.10
…活塞突出量
错误
如果活塞凸出量在 检修之后仍然未在发动机
生产商规定的误差值范围内，活塞在活塞凸出
量过大的情况下可能会撞击气缸盖。 因此
在曲轴传动时会产生过高的负荷。 这可能导
致曲轴、活塞和连杆受损。
此外，对于柴油发动机而言，撞击还使得喷嘴
处于震动状态。 由此产生的颤动对喷嘴上的
喷嘴针产生影响，它因颤动而无法完全关
闭。 这致使在真正的喷射过程之后仍会有
额外的燃油进入到燃烧室，并引起燃烧故
障。 此外，未燃烧的燃油沉积在气缸壁上并
损坏了润滑油膜，这可能导致活塞、活塞环和
气缸工作面产生较大的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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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油消耗和机油损失

重要提示：
依照我们的目录中关于“活塞/气缸/安装”这
一章的规定对活塞凸出量进行检修。 请注
意：在达到运转温度之前不仅活塞的直径而
且活塞的高度都会发生膨胀。 因此，在安装
后通过转动曲轴来检查活塞的自由移动并不
能为判断活塞凸出量是否在规范内提供太多
信息。
因此，请在安装时力求使数值接近公差下
限。 随着时间的推移，活塞体的油碳和其他
沉积物可能会改变上方死点的隙间宽度。

图. 13

机油消耗，由于... | 3

3.11
…未定期维护

建议： 建议依照生产商的规定对发动
机
进行维护。

如果未遵守生产商规定的维修期限，就会有
长期积累的老化的和不纯净的机油留存在发
动机内。 这会消减润滑效果，并增加了不必
要的磨损风险。
除了遵守定期更换机油的规定之外，在维护的
时候对主要的设定值和检测值进行检测并进
行必要的纠正，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可增
加使用寿命并为发动机理想运转创造前提。

图. 14

3.12
…使用了劣质
发动机机油
倘若使用了不合适或者 劣质的发动机机油，
将不能保证发动机在所有的状态都能正常运
转。 例如在冷启动或者在高温启动的情况增
加了发动机的磨损。
机油应当符合汽车制造商的规定。 如果机油
不具备重要的特性，例如缺少或者含有错误
的添加剂，就会增加磨损的风险从而提高了发
动机提前受损的危险。
使用正确的发动机生产商许可的发动机机油
则会大大减少磨损并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
命。

图. 15

机油消耗耗和机油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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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缸套扭曲
在干式缸套上显现出部分带有高亮度的不平
坦接触面 ，这表明发生了气缸扭曲(参见 图.
16)。
气缸内或气缸外壁的承重部位不均匀和有斑
点，也总是意味着缸套扭曲。 活塞环在气缸
发生扭曲的情况下无法正常对机油和燃烧气
体进行密封隔离。 这意味着，扭曲部位的活
塞环无法阻止机油渗透，它们随后进入到燃
烧室并在此燃烧。 同时经由活塞环涌入的
燃烧气体也会提高曲轴箱内的压力。 这种过
压导致密封部位产生机油损耗，以及进气气
门导管处发生机油漏损（参见第3.7章和第4.3
章）。

原因：
• 气缸盖螺栓
拧的不均匀、错误
• 冷却系统内
有沉积或污物
• 缸体不平/气缸盖
配合面不平
• 气缸盖螺栓的螺纹
不干净或扭曲
• 气缸盖垫不合适
• 缸肩处缺陷
• 接触腐蚀（摩擦生锈）

图. 16

3.14
…在钻孔和珩磨
过程中出现的加工错误
因错误加工气缸表面，将会使得活塞环和摩
擦面 之间无法产生机油膜（机油膜厚度
1–3µm）。 活塞环与摩擦面的直接接触将造
成极高的磨损。 活塞环的高摩擦会产生额外
的热量，而无法将活塞热量传输到发动机缸
体。 珩磨角度、粗糙度和石墨暴露率对表面
处理的质量有重要影响（见下页）。

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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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过低的
石墨暴露率
对于灰铸钢发动机缸体，影响机油膜形成以
及气缸摩擦面的紧急运转特征的一个重要因
素就是石墨管的暴露率。 在至少20%的暴露
率的情况下，完美的加工表面使机油在侧面凹
槽和石墨管中聚集，借此可使得机油膜承受高
负载并极大地改善紧急运转特征。

随着金属涂覆层的形成,石墨管会在珩磨过程
中或因细切屑而封闭(图A)。 机油将无法储
存。 只有在运转中通过活塞环的高磨损才能
除去这层物质。 在一定时间后，气缸表面的
特征恢复正常，但是活塞环已经磨损了。 正
是由于这种原因的存在，所以在磨合阶段后
发动机的机油消耗不会降低，反而会上升。
尽管这一原因并非发生在活塞环上，但是安装
一个新的活塞环将改善运转和润滑状况，机
油消耗问题也会被解决。

在解决这个问题时珩磨刷可以提供帮助。 因
此，在处理气缸表面时珩磨刷应当是最后一
道工序。 刷子由带硅晶的尼龙纤维制成。
无需改动尺寸，清刷过程就会对表面的凹槽进
行清洁、清除阻塞石墨管的削屑，并通过磨平
棱角而 使表面平坦（图B）。 因此清刷技术
会使得表面更加适宜运行，从一开始就促进了
机油膜的形成和持续。

建议： 为了能更好地对结果进行分
析，在分担一定费用的情况下我们向
发动机大修人员提供专业的服务。 我
们将分析气缸内壁截面的珩磨角度、
粗糙度和石墨暴露率。 由此制作的证
书因此会说明已经达到的质量以及哪
些过程还可以优化。

暴露的石墨管能像海绵一样储存发动机机油，
并在需要时将其再次释放出来。 如果在珩磨
时使用了不带尖角的珩磨石或者在压力过高
的状态进行工作，就会在气缸表面形成金属
涂覆层。

A

B

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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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连杆 弯曲/扭曲
连杆对 活塞的运转产生最持续的影响。 因
弯曲或扭曲而造成的定向误差将造成活塞在
发动机纵轴上做摇摆不定运动，这反过来又
会使连杆敲击气缸。 机油会从活塞运动产
生的裂缝中渗出并进入燃烧室。 在最坏情况
下活塞运动会产生泵效应， 其将更多的油
推到上面。

重要提示：
在活塞受损后无论如何都应当
检查连杆的尺寸稳定性和校正误差。

图. 19

3.17
…活塞环断裂/
卡住/错误
装配
由于负担多项任务活塞环是决定发动机功能
的重要组件。 活塞环的主要任务是封闭隔离
曲轴箱和燃烧室。 若装配误差妨碍了活塞环
的正常功能，则活塞环将无法或者只能在有限
范围内发挥密封功能。 机油将无法象应该的
那样从气缸壁上被刮去，并进入燃烧室以及在
那里进行燃烧。

原因：
• 活塞环断裂
• 活塞环被卡住
• 活塞环被错误安装
(顶部标志永远朝上)
• 在安装时过度拉伸
• 错误安装机油环
(例如： 由三部分组成的机油环）

注意:
只能用安装钳安装
活塞环。

如果额外出现燃烧故障并因此导致机油稀
释，那么机油的粘滞性和 润滑作用将被降
低。 由此会额外造成更高的磨损和机油消
耗。

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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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密封胶错误、过多 或者
遗忘
密封物质属于 发动机中常常不引人注意的结
构元件。 但是，如果它们不能正常工作，将
会危及整个系统。
在现代的发动机中，密封胶 负责不同系统的
密封，既针对外部密封也让内部系统间彼此
相互密封。 为了这种目的，必须在不同组件
的配合面上涂上密封胶。

密封胶必须经常承受高压。 因此过多地
涂抹密封胶同样会造成泄漏。
此外，从发动机室配合面挤压出来的
密封胶残留可能污染或者阻塞机油循环或水
循环。 由于这种原因，一些现代的密封胶进
入机油循环后会自行溶解。

注意:
在使用密封胶时必须保持温度稳定
和使用范围与各使用目的相吻合。

图. 21

4.2
…配合面上的异物被忽略
垫片与部件之间的异物有碍于正确安装。 甚
至有可能导致部件的扭曲。 但是因平坦垫片
表面压力减小而产生泄漏的危险更高。
如果密封胶涂在不清洁的，例如有油污的表
面上，则可能因为由此造成的不紧密的连接
而使得机油在这个部位溢出。 如果没有完全
清除陈旧的密封物质的残留物，可能导致同样
的故障发生。

图. 22

建议： 被忽略的异物属于最常发生的、最令人讨厌的故障。 因此在组装之前，请特
别仔细地清洗所有重要部件（气缸盖、机油盘、阀门盖……）。
在涂上密封物质前或者在使用纸垫片时，通常必须用溶剂（稀释、制动器净化剂）对配
合面进行清洗。

机油消耗耗和机油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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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径向油封泄漏
径向油封含有
一个塑料制成的高承载套筒,其中含有防腐蚀
的不锈钢弹簧。
该外壳由人工合成材料制成，中间嵌入一个由
防腐不锈钢制成的弹簧。 这个弹簧确保了高
强度的、持久的弹性，并调节密封唇口的冷溶
液和磨损以及产生预定的密封力。 为了保障
径向油封的功能，必须正确安装弹簧。

对于轴密封圈的密封单元同样具有决定意义
的是在其中运转的轴的特性。 如果它敲打密
封圈的摩擦面或在其上留下运转痕迹，那么
垫片弹簧的预应力就无法良好地封闭橡胶唇
口。 在这种情况下，曲轴的密封圈工作面可
以装设一个轴保护管套。
这种形式的油封一般无法承受过高的压力。
如此一来，曲轴箱中的高压也会施加压力于径
向油封，并且在有些情况下会造成泄漏。

图. 23

4.4
在配合面上的
表面故障
若组件的表面有缺陷甚至被扭曲，也就说是
不平坦或者不水平，密封垫片则不再能进行密
封。
有缺陷的配合面会造成在拧紧组件后密封垫
片和配合面之间产生裂缝，例如机油或者冷
却剂则会从此处渗入或溢出燃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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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 通过直尺检测表面
并在必要情况下对组件
进行重新加工
• 注意生产商规定的
气缸盖和气缸体的
的最小厚度。
• 注意气缸盖密封垫片的
规定厚度。
(活塞凸出量
• 检查粗糙度——密封垫片的正确
运行尤其依赖于表面
的粗糙度。

图. 24

机油损失，由于... | 4

4.5
…真空泵受损
真空泵中 受损的隔膜可能导致机油渗入真空
系统。 这些机油残留在真空系统中，并会造
成部件失灵。

图. 25

4.6
…油压过高
如果油压过高，则配合面可能无法承受该压
力。
油压过高的原因有
多种：
• 机油管和机油过滤器
因污染可能堵塞
• 损坏的机油止回阀或者油压控制阀门
可能阻碍
机油循环
• 未安装溢流阀的机油滤清器阻塞
• 由于使用错误的组件
造成机油循环中发生故障，
例如错误的止回阀
或者管道
• 使用错误的机油

图. 26

机油消耗耗和机油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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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处时代的成熟的、现代化的发动机使很
多人得出结论认为，磨合阶段更多是旧时代的
遗物。 但是直至今天，在很多新型车辆的操
作说明中也还存在磨合阶段的驾驶规定——
请注意这里使用了规定这一字眼，而不是建
议。
一台完好的发动机的最初行驶的里程对机油
消耗的发展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这
个阶段，轴承和轴因在低轴承间隙、高转速
和/或强负荷的状态下运转而存在风险。 传
输（来回运转）组件（例如活塞、活塞环）以及
气缸套都属于敏感的发动机部件。 由于现代
材料的抗磨损能力越来越高，因此部件之间
需要一定的时间以彼此相互适应。
一个经验性的基本原则告诉我们，人们至少
应该小心翼翼地对待一台新发动机的最初
1000公里行驶里程。 人们应当根据发动机保
修建议确保全新的发动机有一个更长的“呵
护期间”。 完美平滑的表面与更新的组件之
间也需要一个更长的磨合阶段，以便彼此适
应。 实践经验显示，500公里的行驶里程是
首次更换机油和过滤器的最佳时刻。 最初用
特殊磨合油运行的的发动机在这个行驶里程
时要转换成由生产者推荐的多功能用油来驱
动。

图. 27

积累的污染物、削屑或者密封胶残渣将从机
油循环中被清除。 在大约5000公里的行驶
里程时进行第二次换油，以此结束了磨合阶
段。 此后，应当重新适用各生产商在说明中
规定的通常的维修期间。

图.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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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磨合阶段，应当以中等转速驱动发动机，不
能达到最大负荷。 为了保障良好的机油供
给，要避免低转速。 在高转速范围内，可能
因为活塞环尚未良好封闭而造成高机油消
耗。 为了让活塞环因完美平滑的表面更容易
度过磨合阶段，我们向您推荐镗缸珩磨或者
最好使用所谓的镗缸刷（第3.15章）。

技术传递

您可直接获得我们的项目...

www.ms-motor-service.com
培训项目
直接从生产商处获得专业知识！
每年约有4500位机械师和技工从我们的培训
和讲座中获益，授课地点遍布全球，或在我们位于
Dormagen（德国）的培训中心。

技术信息
信息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
您可通过产品信息、服务信息、
“服务建议和
信息”手册以及海报和宣传板获得有关技术的最新信息。

新闻
一手资讯！
最新课题、信息、通知、产品更新以及新闻快报。

产品目录、CD、技术资料
安全快速！
通过我们的产品目录CD和印刷品您总是能找到适合您机动车的部件。

在线商店
更新及时！
更快速的获得最新产品信息和所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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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运动的世界！

总部：
梅施发动机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Wilhelm-Maybach-Straße 14-18
74196 Neuenstadt, 德国
www.ms-motor-service.com

MS Motor Service Asia Paciﬁc Co., Ltd
梅施汽车零部件(上海)有限公司

发动机服务伙伴：

Section E, Building 28, No. 500 East Fu Te
2nd Road, Shanghai Waigaoqiao Free
Trade Zone, 200131, P.R. China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富特东二路500号28号厂房
E部位邮编200131
Phone (电话) +86-21-50461928
Fax (传真)
+86-21-50463362
info@kspg-china.com
www.ms-motor-service.cn
KOLBENSCHMIDT PIERBUR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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