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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刊規格：菊 8 開‧128 頁‧黑∕白精印‧騎馬釘。 

 包括 2007～2020 年 4∕5∕6 期環保車種，共 20 大歐日品牌重卡車及大巴

士 7.5～6.5 噸。 

 完全依據各歐日重卡原廠認證及國際規範，推薦適用 美孚 Delvac 商用

車全系列油品，美孚 Delvac 確實有效保護各種昂貴後處理系統（ATS：

After Treatment System）：DPF 黑煙過濾器、SCR 尿素還原系統、EGR

廢氣再循環系統、CUC 尾氣淨化催化觸媒器、VGT 電子可變渦輪增壓機等

昂貴 ATS 總成，並有效延長其使用壽命。 

 請務必依據公定容量 “全額交換”，例如日野 13 公升引擎一顁要換夠 34 公

升，如果沒有完全更換，例如只換 24 公升，則引擎內還有 10 公升舊機油，

新舊機油互混，很容易損壞新式環保引擎的汽缸及活塞等機件，嚴重時甚

至導致整個引擎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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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表詳列一部售價上千萬，甚至高達 2,000 萬的重卡，每次保養所必須更

換之 “保養油品” 及 “耗材”，如機油芯×2、柴油芯×2、尿素芯×2、MT 濾

芯等，不會漏掉任何商機且增加卡巴車主滿意度。 

 每部重卡行駛、載重條件不一，但宜依原廠公告之保養里程∕時隔進行各

種定保及更換耗材，較具公信力，減少爭議性。 

 重卡有很多特刊的 “保養油品”，例如：有些手排變速箱、減速器等，原廠

指定使用 “機油”，不可以隨意更換其它規格油品，尤其是 “紙上規格” 油

品。 

 歐洲重卡宣稱的 “自排變速箱”，很可能是氣壓控制換檔的 “手排變速箱”，

即俗稱的 “AMT 自手排”，不是真的 “自排”，它是使用 “齒輪油”，不是 ATF，

更換前查清楚 AT∕AMT 上的 “銘牌”，並對照本手冊推薦油品。 

 以實際重卡車及巴士錄製影片，介紹 美孚 Delvac 正確使用及其保修技

巧，隨時提供 Mobil 客戶與原廠同步的技術支援及資訊，請觀看 “松祿

YouTube” 或洽 美孚 Delvac 商用車經銷商業務代表。 

 美孚 Delvac 商用車保養廠日活動技術訓練課程（活動精彩剪影請看松祿

YouTube），提供創造不同於原廠的獨門保修技巧，並以 美孚 Delvac 卓

越的性能，提升獨立重卡保修廠之保修營運及盈利能力。 

 介紹符合各種最新 6～16 速手排、自手排、自動變速箱嚴苛認證要求的美

孚 ATF 和齒輪油，及正確的換油和自我學習，確保傳動系統高效率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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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符合原廠及國際規範之美孚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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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孚 Delvac 商用車 

保養廠日活動 Works-Shop Day 

技術訓練課程大綱 

一. 日野 H300 及 H500 DPF 車輛使用美孚 Delvac 發揮極致馬力與性能秘技 

1. DPF 配備車：三段式油尺 

2. 美孚 Delvac 保護並延長引擎、DPF 及 SCR 壽命 

可以為  您解決問題 

？ 行駛一段時間後，機油愈來愈多 

？ 使用非 Low-saps 機油，忽然無法行駛、曲軸咬住、大修實例 

？ 大量排出黑煙、白煙、藍煙 

？ 大量吃機油 

 

 

二. 日野黑煙過濾器 DPF 保養重點 

1. DPF 的操作      5. 車上清洗黑煙過濾器 

2. DPF 黑煙過濾器再生模式   6. 黑煙過濾器 DPF 獨門拆下清洗技巧 

3. 碳微粒過濾器 DPF 手動強迫再生  7. 使用非 Low-saps 造成 DPF 之損壞 

4. DPF 碳微粒過濾器（黑煙過濾器）保養注意事項 

可以為  您解決問題 

？ 拆清 DPF 或換完機油 DPF 及引擎警告燈一再亮燈、無法消燈 

？ 轉速一直偏高一直降不下來、噪音很大 

？ 故障碼一再指示 DPF 頻頻再生 

？ 如何快速判定 DPF 好壞、堵塞、是否可再使用 

？ 大掃除後，無法手動再生，如何免專儀自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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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H700 SCR 選擇性觸媒還原系統保養 

1. 尿素及 SCR 系統操作 

2. SCR 尿素表及故障徵兆快速判定 

3. SCR 系統定期保養 

4. SCR 系統保養重點 

5. SCR 選擇性還原觸媒器故障案例 

可以為  您解決問題 

？ 未使用 Low-saps 機油引起 SCR 損壞 

？ 尿素愈吃愈多、不吃尿、尿素泵一再燒毀 

？ 保養方法不對，造成 SCR 系統損壞 

？ 如何進行 SCR 系統大保養、大掃除 

？ 保養後 SCR 警告燈一再亮燈 

？ 沒有定期更換三芯的後果 

 

 

四. 經典故障案例 

1. 珍貴的實際故障零件與總成，如：燒毀的 DPF，由經驗豐富的卡車講師現場與 

您互動及解說親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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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孚 Delvac 商用車 

保養廠日活動 Works-Shop Day 

技術訓練課程大綱 

一. 車載電腦 OBD-Ⅱ自診及保養歸零 

1. HINO∕FUSO∕賓士∕DAF∕VOLVO 等 MID 介紹 

2. MID 行車資訊顯示模式及基本設定 

3. MID 引擎定期保養 MAINTENANCE 1 工單 

4. MID 底盤定期保養 MAINTENANCE 2 工單 

5. 多功資訊顯示器 MID 保養清單∕保養訊息∕保養歸零 

6. 免專用機 CRDI 共軌電腦自我診斷與歸零 

可以為  您解決問題 

？ 日野、FUSO 及歐洲六大品牌重卡都有車載電腦 

？ 真的能夠免專用機自診叫閃碼及歸零 

？ 保養後手動歸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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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壓共軌柴油系統 CRDI 保養重點 

1. 柴油濾清器更換  6. 高壓油泵自我學習（初始化） 

2. 排放燃油系統之水份及空氣  7. 噴油嘴檢查與波形 

3. 燃油系統檢查 8. 高壓油泵檢測 

4. 高壓油泵及高壓管路之保養  9. 油壓及回油量測 

5. 高壓油泵安裝與正時校正 10. 共軌洩壓閥控制 

可以為  您解決問題 

？ 昂貴的噴油嘴、高壓油泵，無法判定好壞，不敢冒然更換 

？ 故障碼指向油壓太高、太低，卻無電系故障，如何處理 

？ 洩壓閥好壞快速判定方法 

？ 油箱內柴油有黑污 

 

 

三. 美孚 Delvac 齒輪油於 AMT 自手排應用實例 

1. 自手排變速箱齒輪油更換 

2. 自手排變速箱齒輪油保養訊息歸零設定 

3. 自手排離合器油更換 

4. 自手排變速箱損壞案例 

5. 自手排離合器油保養訊息歸零設定 

6. 自手排自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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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GR 廢氣再循環系統 

1. 清理進氣系統，柴油車恢復馬力秘技 

2. EGR 及 EGR 冷卻器清理 

3. 清潔缸內積碳關鍵秘技 

4. PCV 及管路除碳 

5. 排氣系統之除碳 

可以為  您解決問題 

？ 每 5～8 萬公里大掃除秘技大公開 

 

 

五. 可變幾何（VGT）渦輪增壓器的保養重點 

1. VGT 之操作       

2. 如何快速判斷 VGT 渦輪增壓器是否故障 

3. 渦輪增壓壓力檢查     

4. 渦輪增壓操作馬達連桿檢查  7. 電子式 VGT 可變渦輪增壓器卸下清洗 

5. VGT 渦輪增壓器基本設定  8. VGT 渦輪增壓器故障排除重點 

6. 渦輪增壓器車上清洗   9. 中間冷卻器保養 

可以為  您解決問題 

？ 保養後產生尖銳噪音 

？ 換油後，賠上一個渦輪增壓機，軸心斷裂 

？ 使用自製 LED 檢查電子式 VGT 可變渦輪增壓器 

？ 為何 5 萬公里渦輪增壓器燒掉 

？ 明明叫出增壓壓力不足、太大，卻是找不到電系有任何故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