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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车主们对“三分修，七分养”耳熟能详，却很少注意到是谁提出这样的
养护理念。据了解，麦特集团的盖方总裁通过对全球养护理念的深入考察后，结合我国汽
车保养和使用的现状，前瞻性地提出了此理念并于1997年将“威力狮”品牌引入中国，至
今已有17年。
“威力狮”在行业里有很多次第一，比如第一次提出汽车养护、综合汽车养
护、绿色汽车养护的理念，第一次在中国提出深化保养的理念、全国首家获得交通部CCPC
交通产品认证，全国唯一同时与八大主机厂OEM合作品牌等，在业内享有盛誉。针对汽车
秋冬换季养护方面，
“威力狮”会给出怎样的权威意见呢？本刊记者近日采访了麦特汽车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威力狮事业部副总经理曹黎宁先生和北京威力狮技术支持曹东方先生，
为大家讲解汽车换季养护需要注意的事项。

“威力狮”支招换季养护
◆文∕本刊记者 文二霞

换季养护注意事项

麦特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威力狮事业部副总经理曹黎宁

系统造成腐蚀，导致水箱、暖风水箱当中的

容易出现耗油、怠速不稳等现象，这时要考

据曹东方介绍，换季养护主要注意以下

一些重要零部件损坏。针对这个实际情况，

虑喷油是否完善，节气门进气道是否关闭不

事项：选用合适气候特点的机油；在更换新

“威力狮”研发的清洗产品，在更换防冻液

严等问题。”

机油时发动机内部的清洗；根据车况选用适

之前清洗冷却系统，去除系统中的污垢，并

宜的汽车养护产品；给汽车的燃油系统的积

在更换完防冻液后加入冷却系统保护剂，在

炭进行一次清洗，使汽车在冬季启动时更加

冷却系统内部形成一个保护膜。防冻液最好

就换季养护特点而言，
“威力狮”有润

顺畅；在更换防冻液时，一定要把冷却系统

每年更换一次，因为防冻液在一年四季当中

滑系统深化养护产品、燃油系统深化养护产

清洗干净再加入新的防冻液，否则新的防冻

要不断的经过高温和低温的变化，这种变化

品、冷却系统深化养护产品、手动变速器深

液会被冷却系统内的污垢所污染，最好就是

是影响防冻液衰变的一个原因，如果没有保

化养护产品、空调系统深化养护产品、车身

在换完防冻液后加一些保护剂或止漏剂，这

护膜，防冻液在衰变过程当中所产生的酸性

保护养护产品等。

样能使爱车更加安全的过冬。驾驶手动变速

物质很容易对系统进行腐蚀，加入保护剂以

器车辆的车主，入冬之前选择好适宜气候状

后就能安全使用。

换季养护产品及功能

润滑系统深化养护产品主要是清洗发
动机内部油泥和金属屑，提升润滑油品质延

况的变速器油，对车身也要逐步保养如车身

在美国，汽车发动机排在第二位的故障

长保养周期公里数，在发动机关键运行部位

橡胶件和车锁车门铰链以及蓄电池桩头等。

就是冷却系统故障，
“威力狮”针对换季养

形成抗磨保护膜，降低发动机在冷启动状态

汽修技师和车主在换季养护时的误区

护和车辆特点研发了冷启动改善剂和止漏

下的磨损，消除冷启动时液压气门顶杆产生

有：防冻液没有水垢不需要清洗、更换机油

保护剂，使用简单方便，降低维修费用，提

的噪音，改善发动机汽缸的密封性使发动机

时没有必要加入清洗剂，认为靠重力自行泄

高维修效率。

在冬季冷车启动时容易启动。

油可以将发动机内的废旧机油放干净、燃油

曹黎宁补充说：
“止漏保护剂很神奇，

燃油系统深化养护产品主要消除发动

系统清洗拆下来比免拆清洗更有效、空调系

我们做过一个模拟实验，比如找一个矿泉水

机内部 (节气门、进气 道、进气 歧 管、喷 油

统的清洗只有夏季才有必要，在冬季没有必

瓶，捅一个大洞，水流的很快，把产品挤进

嘴、活塞顶部)积炭，提升发动机的动力并降

要清洗、认为车身橡胶件和车锁及车门铰链

去挤压立即就堵住了水流，而且它是植物性

低燃油消耗，乳化燃油内的水分保证发动机

没有养护的必要等。

纤维，这些东西对车辆本身没有任何阻碍。

正常工作，在电子汽油泵的内部形成保护膜

冬季更换防冻液是所有汽车的使用者

再轻微的渗漏，也会逐渐扩大，当达到一定

延长电子汽油泵的使用寿命，使车辆在寒冷

都知道的保养知识，关于无水防冻液，有些

温度加入止漏保护剂之后，形成一定的保护

状态下启动更加顺利。

车主在认识 方面 存 在一 些 误区，比如认为

膜，修补渗漏的，使车主安全使用。冷启动

冷却系统深化养护产品主要清洗防冻

不必清洗。防冻液在长期使用后会逐渐失

改善剂在冬季是一款非常好的产品。南方还

液长时间使用所产生的酸性污垢，清洗完毕

效，在失效后产生一种酸性的垢质，具有腐

不太明显，在北方温度到了一定程度，混合

后在冷却系统中形成保护膜，防止防冻液在

蚀性。它不是水垢，这样的污垢会对水循环

汽过浓或过稀、积炭又特严重的情况下汽车

逐渐变质时对循环水道和主要零部件的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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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延长冷却系统的使用寿命，在冷却系统

曹黎宁表示，
“威力狮”一直在致力于

在首位，开始为4S店、技师、前台主管等做

发生轻微渗漏的时候，对冷却系统具有一定

环保的概念，产品对节能减排都有很好的效

培 训，让他们接受“三分修，七 分养”的理

止漏作用。

果，只是针对性不同，有的是提升动力，有的

念等，这是从技术层面做相关的服务，从某

手动变速器深化养护产品具有以下功

是提高燃油值，有的侧重清洗效果，有的改

种程度上来讲，竞争产品在推动“威力狮”

能：提高手动变速器油品质，在冬季凉车运

变燃油状况等。比如针对油品不好，有专门

的发展。第三个阶段，给合作伙伴分析利润

行的时候使驾驶员在换挡时更加顺畅；在手

的油品改善剂，提高燃烧充分性，提升燃油

点，帮助他们提高销量，比如“威力狮”提供

动变速器内部齿轮的啮合面和同步器形成

品质。17年来，产品一直很稳定，品质有保

市场季度报表、单车养护产值，养护产值对

保护膜降低磨损，延长手动变速器的使用寿

障，服务培训使用流程要求很高。

售后的明确率、单车着床率等概念。差异化

命；降低手动变速器使用时的噪音，使车辆

“威力狮”的燃油系统养护产品以 及

程度比较强，需要差异化的服务，服务变成

行驶更加安静；恢复手动变速器各部有油封

三元催化系统养护产品，就是针对降低汽车

惯式，然后从项目上获得利润。第四个阶段

的橡胶弹性，杜绝漏油现象发生同时也提高

尾气排放，提高汽车的经济性的要求来研发

是二代设备。行业里出现很多吸引人眼球的

手动变速器的密封性，延长更换变速器油的

的。首先“威力狮”的燃油系统养护产品是

东西，多家企业在设备方面下工夫，曾起到

保养周期公里数。

通过软化、分解、燃烧的方式对发动机内部

一定作用，给车主的满意度较高。
“威力狮”

空调系统深化养护产品清除空调系统

的积炭进行清理，将发动机内部的积炭清洗

更追求精致和使用效果，高端而不是夸张，

中有机腐蚀物所造成异味，分解车内塑料零

干净可以使发动机的燃烧更加充分从而提高

比 如 燃 油系 统 就有 了内窥 镜 设 备，“威 力

件在冬季开暖风时所释放出的甲醛，附着在

动力降低油耗。在针对劣质汽油所造成的污

狮”内部叫“先检测后保养”。这套设备具备

风道内持续的对空气中的有害病菌进行清

染上，汽油添加剂可以使劣质汽油能够在发

了很多先进的理念，比如远程传输，跟前台

除，使冬季车厢内保持良好的空气质量。

动机内充分燃烧从而减少劣质汽油所造成

之间可以做图片交换，通过无线传输，更直

车身保护养护产品对车身各部的橡胶

的PM2.5排放污染。三元催化器的工作原

观地看到检测结果。从另外一个角度，
“威

零件(天窗滑轨、电动玻璃滑槽、雨刷片)进行

理是靠三元催化器内部蜂窝状管道内的活

力狮”还解决了合作伙伴的人员问题，因为

保护使其在冬季寒冷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优

性物质，来吸附发动机排放出的有害物质以

4S店人员流失的也很厉害。

良的工作状态；对车身各部铰链和门锁形成

达到净化排气的功能。但是三元催化器内的

现在养 护行业存 在很多差异化 的东

抗腐蚀的润滑保护膜，避免车辆在冬季因为

活性物质是比较容易失效的，原因是现在所

西，应该把养护品牌、产品设备，消费者心

洗车或雨雪天气造成的门锁和车门被冻结的

使用的润滑油中的抗磨添加剂主要是由含

理，帮助合作伙伴的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放

现象发生；可以在车辆线束的各链接点处形

磷和含硫化学物质组成，在发动机工作时它

到一起，
“威力狮”在这方面很有优势。无

成保护膜避免有锈蚀产生使电信号的传导更

会因为高温而汽化并随着EGR再循环系统

论市场推广模式还是相关服务一直都把车

加准确，避免因为电阻过高造成线路自燃的

进入燃烧室从而进入三元催化器，磷和硫这

主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考虑到合作伙伴

情况发生；在蓄电池桩头形成保护膜，提高

两种化学物质长期的积累就会使三元催化

的利润。

导电性防止蓄电池桩头被蓄电池液腐蚀。

器内的活性物质逐渐失效，从而使发动机排

“我们苦心经营‘威力狮’17年，全身

曹黎宁说：
“‘超市类产品’车主可以按

放超标。“威力狮”针对这一现象研发出了

心地投入希望把这个市场做好，不只是拿来

照说明来操作，我们的产品好比‘处方药’，

三元催化器深化养护产品，它能使三元催化

它盈利，尽管企业肯定要去赚钱和发展，但

95%以上的产品，车主都不能自己来添加，

器内部的活性物质在磷硫中毒的情况下，恢

是我们把它当成一个事业在做。”

因为会有操作技术上的安全隐患。每年大概

复活性物质功能，使发动机的尾气排放达到

仅有1%左右的车辆按照养护产品的操作说

标准。

明来保养。我们也发出过说明，但技师们操
作时很容易忽略这些说明。我们把二代设备
改进，也跟此有关系，如果不按说明进行则
无法进入下一步操作。”

面对雾霾须节能减排

行业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会达到一个
相对平稳 的状 态，美国是 经 历了10 0多年
的汽车发展，但是在中国实质上是近10年

深化养护行业的发展

发 展 的 比 较 快 一 些，2 0 0 2 年 国内开 始 有

在谈到汽车深化养护行业发展的时候，

了第一家4S店，从那时汽车保有量也开始

曹黎宁认为深化养护行业的发展经历了以

翻番的猛增，在这种情况下，行业里的很多

下四个阶段：

人 对产品了解并不是 很 透彻，更不用说 车

第一 个阶段 是 从国外引进 产品，因为

主。企业要做 的就是既要保证行业 现有的

当前，多省市重拳整治大气污染，对汽

国外的产品是相对成熟的，而且标 准 更 严

一种发展状 况，又要 探求一 个更好的发展

车尾气排放有所要求，在帮助汽车节能减排

格、品质有保证。第二个阶段是有竞品的阶

模式，让 终端车主真正的体会到养 护产品

方面，
“威力狮”有哪些对应的产品和举措？

段，有了竞 争产品，“威力狮”就 把服 务放

的好处。

2013/12· 汽车维修与保养

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