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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登记表 

发动机

信息 

发动机编号 □□□□□□□□ 
发票号码 

 

发动机型号   

用 户 信

息 

用户名称/姓名 
 

车辆/设

备信息 

车辆/设备型号 
 

详细地址  生产厂家  

通讯电话  购车/设备日期*  

车辆/设备类型（请在相符的□中打√）：□货车   □自卸车   □牵引车   □公路用客车   □城市公交   □

皮卡   □SUV   □装载机   □挖掘机   □压路机    □叉车   □空压机   □发电机组    □拖泵    □

收割机    □拖拉机    □插秧机    □其它 (请注明_________ ) 

经销商单位名称： 

 

经销商联系电话： 

 

经销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由经销单位填写并盖章，作为保用凭证之一； 

     



 

敬  告  用  户  书 

尊敬的一汽解放大柴公司用户:     感谢您选用我公司生产的再制造发动机产品！

请阅读并注意本手册的内容，您将避免事故，得

到制造商的保用，并拥有一台功能齐全、性能良好、

价格低廉的再制造发动机。 

根据一汽解放大柴公司与相关整车/设备厂共同

商定的供货规范而专门生产出来的发动机，只能适用

于某一专门用途，超出这种范围使用就是与供货规范

相违背，用户必须单独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并负责

一切费用。 

按照最初的用途使用本产品，同时必须在厂家规

定的工况下进行使用、维护和保养。只有受过培训的

人员才能使用、维护和保养发动机，以免造成不必要

的损失。 

一定要遵守打在发动机上的防止事故的规定以及

其它公认的安全技术规定和工业医学规定。 

对擅自改动发动机而引起的一切后果，制造厂家

概不负责。使用之前，请阅读本手册，并遵照规定使

用保养。如果您有什么疑问，我公司非常愿意提供帮

助！  

 

您真诚的伙伴 

 

一汽解放大连柴油机有限公司（简称一汽解放大柴） 

2018年 10月

 



 

 

目       录 

一、用户指南 ……………………………………………………………………………2 

二、一汽解放大柴公司再发动机保用服务标准…………………………………………4 

三、发动机保养规定 ……………………………………………………………………9 

四、定期保养记录表……………………………………………………………………11 

五、保修记录表…………………………………………………………………………12 

六、一汽解放大柴公司服务、备品网点 ………………………………………………13 

 

 

 

1 



 

一、用户指南 

1、为使您使用我公司产品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同时又能充分享受应有的权益，在使用产品之前请认真细读本

手册，按手册规定正确地使用和保养发动机。 

2、选用一汽解放大柴再制造公司发动机的用户，凡遵守我公司规定，并达到要求者，享有一定的保用服务的

权力。 

3、选用一汽解放大柴公司发再制造发动机必须用作我公司同型号的正常发动机产品配套的汽车/设备的更换产

品，用户不得自行改装产品用途，因改装而导致发动机损坏的，一汽解放大柴公司不负保用责任。 

4、再制造发动机对车辆/设备作原发动机更换时，应由掌握这方面技术的专业人员进行，参考一汽解放大柴公

司《发动机/柴油机使用维护手册》以确保改装配套的合理性。 

5、用一汽解放大柴改装后的车辆/设备行驶 10000 公里/250 小时应到就近的服务站做定期保养直至超出保用

期。用户切记按以上要求去做，以免失去享用保用服务的权利，否则只能提供有偿服务。超出保用期限的发动机强

烈建议参照保用期内的保养期限和要求保养。 

6、按一汽解放大柴公司《发动机/柴油机使用维护手册》正常使用时，若发动机因质量问题出现故障时，应立

即停机，联系就近的一汽解放大柴公司授权的服务站进行保用服务，避免机器带病工作而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 

7、选用备件和机油请到一汽解放大柴公司备品中心、备品代理商处购买，一汽解放大柴公司备件统一包装、

统一标识、统一防伪，请拨打防伪电话 95105600，以防社会伪劣备件的侵害。 

8、对一汽解放大柴公司服务有何意见和建议，请拨打客户服务中心热线 4008179777。 

9、用户使用一汽解放大柴公司再制造发动机在保用期内，发动机出现故障，必须到一汽解放大柴公司认可的

服务站进行检查。查明原因后，进行修复使用。不得以任何理由私自修理或到非一汽解放大柴公司认可的服务站修

理。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用户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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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用户不得拒绝一汽解放大柴公司所属服务站人员或一汽解放大柴公司服务人员对故障发动机进行检查、维

修。否则，即被视为用户主动放弃保用权利，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用户承担。 

11、用户应严格按《发动机/柴油机使用维护手册》的有关规定进行维护、保养发动机。尤其是在条件恶劣：

如风沙大、粉尘多、坡路繁杂负荷重等情况和地区作业时，更应加强保养。应视具体情况适当缩短保养里程和工作

时间，否则，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用户承担。 

12、对发动机产生的故障，经分析判断确属再制造产品质量问题造成的，一汽解放大柴公司将确保其使用再制

造件修复使用。对此，一汽解放大柴公司只承担其直接损失，对于间接损失和其他连带损失部分由用户承担。 

13、本保用服务手册的最终解释权归一汽解放大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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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汽解放大柴公司再制造发动机保用服务标准 

1、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1.1 定义 

1.1.1 保用 

指产品在厂家规定的使用条件和期限内，对产品因制造、装配及材料等质量问题，造成各类故障或损坏的零部

件(丧失使用功能)无偿为用户发动机维修或更换相应件，以确保用户正常使用。 

1.1.2 不保用 

产品不按规定的使用条件或超出规定的保用期限,一汽解放大柴公司不给予保用。 

1.1.3 故障 

产品在规定的条件和规定的时间内丧失规定功能的事件。 

1.2 主题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一汽解放大柴公司生产的系列再制造柴油/发动机实施保用服务范围的依据。 

1.3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为一汽解放大柴公司匹配的汽车/设备更换一汽解放大柴生产的系列再制造柴油/发动机单机。 

2、保用服务范畴 

2.1 保用原则 

2.1.1 凡一汽解放大柴公司生产的系列再制造发动机，在一汽解放大柴公司规定的保用期限内，用户在严格按产品

有关文件(《产品保用服务手册》、《驾驶员手册》及《发动机/柴油机使用维护手册》规定进行使用的前提下，由

于产品因制造、装配和材料等质量问题而引发的各类故障或零部件损坏，经一汽解放大柴公司服务站鉴定，确属本

厂责任，给予保用服务，但一汽解放大柴公司与服务站不承担其他间接损失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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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其他情况应坚持以修为主的原则，不能修的则更换相应的再制造零部件。同一零部件发生同一故障，两次修

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可以更换故障件总成。 

2.1.3 保用期不包含维修所占用的时间，当维修所占用时，保用期应顺延。 

2.1.4 保用时，不论更换任何再制造零部件或再制造发动机总成，保用期限在原车/设备里程（或时间）上累加。 

2.1.5 在保用期内零部件因质量问题发生故障，造成其他相关件损坏，则对应赔偿。 

2.2 保用期限 

序号 类型 零件名称 保用期限 

1 重要件 缸体、缸盖、曲轴、凸轮轴、连杆 6个月 

2 一般件 除重要件、易损件、保养件外的其它件 3个月 

3 易损件 电器类、制动类、密封类、胶管类、皮带、风扇、喷油器和喷油泵偶件 1个月 

4 保养件 柴、机油滤等 不保 

3 、不予保用服务范畴 

3.1 未按定期保养规定里程（小时数）到服务站保养的发动机。 

3.2 汽车下坡时因操作不当造成发动机倒拖的，一汽解放大柴公司不负责任。 

3.3 不严格按照《发动机/柴油机使用维护手册》中规定正确使用。如：超负荷（超载）、超速、不规范操作等引起

坏的零部件。 

3.4 没有本《再制造发动机保用服务手册》。 

3.5 不合适或不正确使用，疏于维护或不正确地维护，不当地安装，不合理的安装基础，化学反应，电化学反应，

过高电压等原因引起的故障。 

3.6 不按规定使用，更换燃油、润滑油、冷却液、润滑脂造成损坏的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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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不按维护手册规定进行技术调整而引起各类故障造成的损坏件。 

3.8 汽车/设备运行中出现各种异响及其他故障，不及时停车/设备检查、排除而强行继续行驶造成的直接损坏件，

扩大部分的相关损坏件。 

3.9 未经本厂有关部门允许，擅自改动原车/设备型号或改装附件的发动机。 

3.10用户自行换件，维修改变原发动机技术条件的发动机。 

3.11因缺冷却液或机油而造成发动机过热引起的拉缸，、烧瓦等。 

3.12 公路、铁路发送车/设备时，途中因人为造成的产品覆盖件表面磕碰、划伤、变形、损坏、丢失等缺陷，由发

运部门承担责任。 

3.13汽车/设备肇事后，用户单方处理，未经一汽解放大柴公司认证质量责任的发动机。 

3.14汽车/设备改装或经销过程中零部件丢失、损坏，由相关责任单位赔偿。 

3.15库存发动机（整车/设备、二、三、四类底盘）因管理不当，造成锈蚀、丢失或损坏，由库管单位承担责任。 

3.16改装厂改装部分出现质量问题，由改装厂承担责任，特殊情况如发生意见纠纷时，一汽解放大柴公司出面协商

解决。 

3.17维修发动机时，装用非原厂配件或未经本厂认可的配件而导致损坏的零部件。 

3.18自然磨损属正常现象，不属于故障。 

3.19因空滤保养不当引起的故障，一汽解放大柴公司不负责任。 

本标准的最终解释权归一汽解放大连柴油机有限公司。 

4、不被认可的保用索赔实例 

4.1 不被认可的保用索赔实例－－I 

   柴油机保用服务适用于我公司所提供的任何产品以及这些产品的任何故障、缺陷。但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缺陷、

损坏、故障、维修和服务将不被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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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遵循《柴油机/发动机使用维护手册》的要求。 

    ●没有经过一汽解放大连柴油机有限公司认可的改进或召回。 

    ●日常的维护，正常的磨损，维修服务中应用户要求所使用的柴油滤芯、机油滤芯、润滑油、润滑脂、皮带、

汽缸盖罩盖垫等常用备件。 

    ●错误使用或不正确的操作。 

    ●不合理的操作：例如在冷却系统堵塞，机油位过低，报警装置报警等情况下继续工作。 

    ●非一汽解放大连柴油机有限公司授权的服务工程师所做的维修，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故障不被一汽解放大柴公

司认可。 

    ●一汽解放大连柴油机有限公司不承担维修或停工期内的生产损失和租用费用。 

    ●非一汽解放大连柴油机有限公司加装的零部件。 

●使用非一汽解放大连柴油机有限公司零部件所造成的故障。 

    ●不按规定使用润滑油、柴油及冷却液（强烈要求使用一汽解放大柴公司专用机油）。 

4.2 不被认可的保用索赔实例－－II 

有些故障并不是由于产品质量所引起的,我公司对此不负有任何免费维修的责任。 

在排除故障期间，如果发现故障原因与下表所列的一种或几种相同或相近，我公司不承担相关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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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现象 可能的排除结果，可能的原因（非产品质量原因） 

发动机不能启动 油箱内没有燃油 

飞轮齿圈损坏 发动机运转中起动 

怠速过低/过高 怠速调整螺丝未做调整 

缺缸 喷油器堵塞；燃油脏；没装滤芯；没按时更换滤芯 

怠速时发动机转速波动 发动机基本负载由于添加外部设备而改变 

风扇不工作 风扇皮带断；正常磨损 

发动机冒烟 喷油器堵塞；燃油脏；气门间隙调整不当 

机油放油阀漏油 铜垫片损坏；换油时没换垫片 

机油滤芯破裂 机油脏；非一汽解放大柴公司原装滤芯 

曲轴轴承卡死（抱瓦、烧

瓦） 

由于发动机超出允许的倾斜角度而造成的机油不足；没有按要求使用机油；没有定

期保养等 

输出功率不足 变速箱和其他液压设备消耗了太多的功率 

拉缸 喷油提前角调整不当；由擅自改动发动机而造成的过热；废气被发动机重新吸入；

违规安装 

烧机油 长时间低负荷操作；发动机未磨合；空气滤芯维护不当造成的缸套早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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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动机保养规定 

    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工作的可靠性和使用的经济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动机的正确使用和保养。为此，对

一汽解放大柴公司生产的再制造发动机必须实施强制性保养。定期（每间隔万公里/250小时）强制保养工作由一汽

解放大柴公司各服务站实施，对于没有按要求强制保养的发动机不给于保用。具体规定如下： 

1、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一汽解放大柴公司再制造发动机单机的保养服务指导。 

2、保养办法和要求： 

2.1 保养作业内容及要求详见 4。 

2.2 每次保养作业结束后，由服务站在本《再制造发动机保用服务手册》中的“定期保养记录表”上加盖服务站业

务章，用户签字认可，作为日后保用服务的依据。 

3、保养费用：  

3.1 保养费用全部由用户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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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动机保养作业内容： 

间隔 保养项目 

日保养 1、 检查油底壳中机油面高度。 

2、 检查水箱冷却液高度。 

3、 检查柴油机冷却液、油及气路连接处的密封性。 

4、 检查各紧固件螺栓是否松动。 

万公里/250 小时定期保养（每运行 250 小时或每行

驶 10000 公里，以先到为准） 

1、 同日保养。 

2、 检查风扇皮带的张紧度。 

3、 检查、清洗冷却系统。 

4、 更换机油、机油滤芯。 

5、 更换或清洗燃油滤清器。 

6、 更换或清洗空气滤清器。 

7、 检查报警系统。 

8、 检查并调整气门间隙。 

9、 清洗柴油箱和柴油管路。 

冬季技术保养（在温度低于 5℃时，柴油机的使用

必须给予特别维护） 

1、 必须使用冬季机油和燃油。 

2、 检查冷却系统防冻液是否充足。 

备注：发动机在工作环境恶劣的地区使用，必须缩短定期保养周期到一半(如:农用发动机定期保养周期减半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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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定期保养记录表 

1 万公里/250 小时  2 万公里/500 小时  3 万公里/750 小时 

里程/小时:               里程/小时:              里程/小时: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服务站经办人:          _  服务站经办人:          _  服务站经办人:          _ 

(服务站业务章)  (服务站业务章)  (服务站业务章) 

用户签字:              _  用户签字:              _  用户签字:              _ 

     

4 万公里/1000 小时  5 万公里/1250 小时  6 万公里/1500 小时 

里程/小时:               里程/小时:              里程/小时: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服务站经办人:          _  服务站经办人:          _  服务站经办人:          _ 

(服务站业务章)  (服务站业务章)  (服务站业务章) 

用户签字:              _  用户签字:              _  用户签字:              _ 

注：此表由服务站及用户填写，服务站盖章，作为保用凭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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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修记录表 

序

号 

保修日期

（年月日） 

行驶里程/

运行时间 
维修内容 服务站 

1    

 

（服务站业务章） 

 

    鉴定员签字： 

2    

 

（服务站业务章） 

 

    鉴定员签字： 

3    

 

（服务站业务章） 

 

    鉴定员签字： 

12 



 

六、一汽解放大柴公司服务、备品网点 

一汽解放大柴公司服务、备品网络点可查询 http://www.deutzdalian.com，也可致电 4008179777 或 0411-39200932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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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中国·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中路 117 号 

                                              服务热线：  4008179777 

                                                服务室电话：0411-39200932 

                                                服务室传真：0411-39200931 

                                                备品室电话：0411-39200890 

                                                备品室传真：0411-39200980               

                                                     网址：http://www. fawdd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