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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发动机的操作者在发动机的使用过程中必须承担维护和保养好发动机的责任，以使康明斯柴
油机为您提供最好的服务。

概述：
概述：以下适用于所有用途的发动机
以下适用于所有用途的发动机

新发动机起动前的说明

----

1.加注燃油系统

A．向燃油滤清器中加注清洁的柴油，柴油规格应符合国家标准。
B．检查进油管路的密封性。
C．检查并加注燃油箱。

2. 加注润滑系统

A. 从增压器上卸下机油进油管，用 50~60 毫升干净润滑油润滑增压器轴承，再装回机油进
油管。
B．向曲轴箱中加注机油至油尺上的低（L）和高位（H）之间。机油盘或发动机必须使用原
配的机油尺。

3. 检查空气管路连接

检查通往空气压缩机和空气设备（如装有）以及进排气系统密封性，所有的卡箍、接头都要
紧固。
4. 检查并加注冷却液

．卸下散热器或热交换器盖，检查发动机冷却液液位。如需要予以添加。
B．检视冷却液的渗漏清况；打开 DCA 水清器的截流阀（从 OFF 位置转向 ON 位置）

A

新发动机的走合

---

康明斯发动机在出厂发运前已在测功器上进行了试运转，因而可以直接投入使用。但如果操
作者在最初的 100 工作小时内按下列条件操作，则可获得最长的使用寿命。
1．尽可能长时间地让发动机在 3/4 油门负荷范围以下工作。
2．避免发动机长时间怠速运转或在最大马力下工作超过 5 分钟。
3．养成操作时密切注视发动机仪表的习惯，如果机油温度达到 121℃或冷却液温度超过
88℃时应关小油门。
4．在走合期间内，每 10 小时检查一次机油油面。

维护和保养要求

进气系统
——必须确保进气系统清洁干净
——检查进气系统是否有漏气的可能性
——定期检查管路和卡箍有无损坏和松动
——根据环境灰尘污染状况和进气阻力指示器的指示保养空气滤芯，检查空气滤芯橡胶密封
圈和滤纸，保证其处于最佳状态
——如果使用压缩空气清扫空气滤芯，必须由内向外吹扫，压缩空气压力不要超过 500KPa，
以免损坏滤芯，滤清器清洁次数超过 5 次必须予以更换。
★危险！灰尘进入会损坏您的发动机！

润滑系统
——机油推荐
当环境温度高于--15°C 时，使用 SAE15W40，API CF4 以上级别的机油；当气温在--20
°C 至--15°C 之间时使用 SAE10W30，API CF4 以上级别的机油。当气温在--25°C 至--20
°C 之间时使用 SAE5W30，API CF4 以上级别的机油。当气温在--40°C 至--25°C 之间时
使用 SAE 0W30，API CF4 以上级别的机油。
——每天起动发动机前，必须检查机油液位，机油低于机油尺上的 L 刻度时必须予以补充
——每 250 小时更换机油滤清器，更换机油滤清器时必须灌满清洁的机油
——每 250 小时更换机油，更换机油时注意检查放油螺塞的磁芯，如吸附有大量的金属，请
停止使用发动机并联系重庆康明斯服务网络
——更换机油和滤清器时，要在热机状态下进行，当心不要让脏物进入润滑系统
——只使用康明斯公司认可的弗列加滤清器
燃油系统
——根据环境温度条件选用高质量的优质轻柴油
——每日停机后应在热态放掉油水分离器中的水和沉淀物
——每 250 小时必须更换燃油滤清器，更换燃油滤清器时必须灌满清洁的燃油
——只使用康明斯公司认可的弗列加滤清器，不要使用低质量非康明斯滤清器，否则将可能
造成燃油泵和喷油器的严重故障
——更换滤清器时注意不要让脏物进入燃油系统
——定期检查燃油箱，一旦发现油箱脏马上清洗
冷却系统
——危险：当发动机还热时，不要打开散热器盖，以免造成人身伤害
——每日起动发动机前，检查冷却液液位
——每 250 小时更换水滤清器
——如果环境温度低于 4°C 时，必须使用重庆康明斯推荐的冷却（防冻）液（已配比好），
该冷却液能在--40°C 以上的环境下使用，并且能够连续使用 1 年
——将冷却液加注至水箱或膨胀水箱注水口颈部为止
——发动机使用过程中水箱压力密封状况应保持良好，冷却系统应保证没有泄漏，否则冷却
液的沸点会降低，影响冷却系统的性能
——冷却液中必须含有适量的 DCA 以防止缸套气蚀和冷却系统的腐蚀和积垢

操作人员

正常起动要求
 起动马达每次运转不能超过 30 秒，再次起动时应等待 2 分钟
 起动后 15 秒内机油压力应达到 70kpa，否则，立即停机检查
 起动后怠速运行 3-5 分钟后才能加负荷，否则，轴瓦等零部件会出现瞬间供油不足而造
成过度磨损
 怠速不宜超过 10 分钟，长时间怠速会造成增压器漏油、缸内积碳、零部件磨损加剧等
 发动机水温不要低于 60°C，否则燃油会通过气缸内壁进入曲轴箱而稀释润滑油，可通
过提高转速来使水温升高
 冬天起动后先保持怠速直到水温表指针转动或 10 分钟后进入运行，注意观察水温表和
机油压力表的变化。冬天使用辅助起动液时一定要精确计量。
运行要求
 发动机运行中要经常观察仪表，以确认发动机水温不低于 60°C 且不高于设定报警温
度，在怠速时机油压力应大于规范值（M11 为 83KPa，KT19 为 138KPa，NT 为 103KPa）
 如果发动机过热，应降低负荷运行，降低负荷运行一段时间还过热，则应停车检查
 运行中密切注意发动机下列情况的变化。如任一项突然变化，很可能是故障的预兆，请
及时检查修理
□ 发动机熄火或缺火
□ 异常振动
□ 发动机有异常的噪音
□ 发动机工作压力、温度突然变化
□ 发动机排气烟度太大
□ 发动机功率下降
□ 机油消耗量增加
□ 燃油消耗量增加
□ 燃油、机油或冷却液泄漏
停机要求
● 关闭发动机之前，应怠速运行 3-5 分钟，否则容易损坏增压器、活塞、气缸及其它零部
件
发动机运行范围
● 发动机低于最大扭矩转速时，全油门运行不应超过 30 秒。否则会缩短发动机的寿命并可
能产生发动机严重损伤，康明斯发动机设计为在最大扭矩转速点以上工作最佳，因此建
议在这个范围运转发动机
● 在任何情况下或环境中发动机都不要超过最高空车转速（发动机空载且油门全开时的转
速）运转。
● 汽车下陡坡时必须使用发动机与变速箱及制动器的结合来控制车速及发动机转速
★ 危险！ 汽车下坡时不能空挡滑行，否则可能会导致车毁人亡！
★ 危险！ 汽车下坡时不能关闭发动机的燃油电磁阀，否则可能会导致发动机机械故障！

日常检查
● 检查机油尺的油面应在 H 和 L 之间。若低于 L，必须补充机油后才能运转发动机。
● 每天排放燃油滤清器中的水和杂质
● 每天检查风扇有无裂纹、变形或铆钉松动，否则应更换风扇。决不能通过盘动风扇叶片

的方法盘转发动机。
● 每天检查皮带是否松紧合适，油脂不要落在皮带上。皮带可以有小裂纹存在，但有交叉
裂纹、撕裂或掉屑时就应更换，皮带表面呈现光亮表明皮带打滑应予调整。
● 检查进气管路各卡箍是否牢靠，软管连接处是否漏气。若有，应立即修复。
● 检查冷却液液位时，冷却液温度必须低于 50℃。切勿在高温时打开水箱盖，以免造成人
身伤害，也不能在高温时补充冷却液，以防铸件产生裂纹。加注冷却液到加水口的颈部
为止。
● 检查电瓶外观有无污垢，及接头有无松动和锈蚀
● 如果是船用发动机，还应检查海水滤网
警告！ 不能向冷却系统中添加任何其它的防锈剂、除垢剂和密封剂等，否则将可能导致发动机故障！
维护保养人员

每周的保养内容（
每周的保养内容（包含每天的保养内容）


发动机进气阻力的最大值为 635mmH O，可通过右
图阻力指示器判别空气阻力。当红色标志（2）升到
窗口（1）时应保养或更换滤芯。然后，将（3）处
的按钮按下使指示器标志（2）复位
2

● 干式空滤器中的纸质滤芯（6）可用压力不高于 500KPa

的压缩空气由内向外吹扫。吹扫时喷嘴不能离纸太近。
5 次吹扫的滤芯必须要更换。如滤芯有孔、开裂、密封
件松或有压痕和其它能导致空气旁通时必须更换滤芯。
● 如果装有空气压缩机，应每周排放储气罐中的湿气

★ 未装回芯子时，不能起动发动机。拆装滤芯时要小心以免损伤滤芯

运行 250 小时、
小时、16000 公里或 6 个月的保养内容
此项保养项目除进行每日和每周保养的全部内容外，还包括以下内容：
更换燃油滤清器
 拆下滤芯，按图示方向拧下滤芯并取下内圈
螺纹上的密封圈和外圆上的大密封圈。




用干净的绸布擦干净滤清器座上安装滤清器的表面
● 选用弗列加公司生产的带油水分离功能的燃油滤
芯换上。在密封面涂抹少量的机油，并将滤清器
加满清洁的燃油

装上滤芯，如图示方向拧紧，当密封圈接触到座
子后再拧 1/2 到 3/4 圈。拧得太紧会损伤螺纹和
芯子

更换机油和机油滤清器
 发动机运转至水温到 60℃，停机取下机油
盘底部的放油螺塞放掉机油。
★尽量不要用两侧的螺塞放油，这样放不完全。不要延长机油更换周期，否则发动机寿命受影响。

● 拆下机油滤清器，擦净滤清器座下面，在新滤清器里灌满新的机油。安装方式跟燃油滤

清器的方式一样
● 擦干放油螺塞并装回机油盘，注入新的机油直到正确的位置，即机油油面位于机油尺的 H
和 L 标记之间。
● 起动发动机运转，检查有无泄漏，密切注意机油压力在 15 秒内达到正常位置。停机约 10
分钟再检查机油油面是否在机油尺上的 H 和 L 标志之间
检查或更换曲轴箱呼吸器
检查或更换曲轴箱呼吸器

拆解呼吸器，在规定的洗涤溶剂中清洗所有金属件和橡胶件。然后用压缩空气彻底吹干。检
查橡胶密封垫，必要时更换之。检查本体和盖子，看有无碎裂、碰瘪和破损；丢掉不能用的零件。

检查热交换器锌塞

拆下并检查热交换器或船用齿轮箱冷却器上的锌塞，如果锌极损失到其直径和长度小于原
来的 1/2 时，则应更换新的。

运行 1500 小时或 1 年的保养内容

此项目保养内容除包含 250 小时保养的项目外，还包含以下内容：
● 调整气门间隙和喷油器行程（或力矩）
● 增压器安装螺母的力矩
● 发动机安装螺栓的力矩
● 百叶窗和温控风扇
● 检查水泵，并清洗水泵的滴水孔
● 更换发动机冷却液
运行 4500 小时或 2 年的保养内容

此项保养项目除进行 1500 小时保养的全部内容外，还包括以下内容：
● 清洗并重新标定燃油泵和喷油器

● 检查或更换水泵
● 检查或更换增压器和减振器
● 检查或更换空气压缩机
● 检查曲轴轴向间隙
● 检查风扇张紧轮及风扇轮毂，加注润滑脂
● 清洗冷却系统，并更换冷却液

以上我们向您介绍了康明斯发动机使用保养及维护的一般方法，希望能帮助您正确使用
和保养好发动机。预防性的维护保养可以用最少量的资金保证发动机持续高效地运转，从而
来创造巨大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