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润华一汽奔腾·山东润泓 4S 店：润华奔
腾金秋服务节开始啦！12 月 10 日前，到店即
可享受 26 项免费检测！预约有礼！更有 4G
U盘等你拿！详情咨询：87299835

济南明星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来店客户车辆均可进行车辆电瓶/轮胎/防冻
液/ 暖风系统免费检测活动。详情咨询：
87517799

广汽丰田东岳领秀店：本月特举办：1 .
凡进店既享受免费的换季 28 项检查。2 . 免
费暖风系统检测。3. 保养提前一天预约工时
费尊享8.5 折优惠。详情咨询：87170808

天津一汽山东有限公司：即日起我公司
举办冬季养护免费检查活动，确保您的爱车安
全过冬，请及时检查刹车系统，更换防冻液、洗
涤液等冬季养护产品。详情咨询：87980547

济南德辉进口大众 4S 店：10 月 15 日—
11 月 30 日，为正规渠道购买的大众进口汽
车开展换季免费检测36 项的活动，并有精
美礼品赠送。详情咨询：83153859

齐鲁宝源长城汽车旗舰店：客户到店可
享受暖风系统免费检查。详情咨询88987766

山东新巨克莱斯勒/ 吉普/ 道奇 4S 店：

2010 冬季客户关爱活动，免费车辆安全检查，
更换防冻液工时免费，并赠送精美礼品。详情
咨询：87517788

一汽—大众山东首佳 4S 店：冬季送温
暖，来店即享受冬季免费检测活动。详情咨
询：88279958

济南东岳大舜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
进厂车辆15 项免费检测，维修保养工时7 折
优惠，深度养护发动机免工时费，更换防冻液
免工时费。详情咨询：82765169

山东长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冬季温情
关怀免费检测活动”开始了，即日起至 12 月
31 日到站，可享受底盘、制动、暖风、灯光、防
冻液等多项免费检测，还有礼品赠送。详情咨
询： 85667111

山东利航风行汽车 4S 店/黄海汽车服务
站：11 月 5 日—30 日，进站车辆可享受五大
系统免费检测活动且更换防冻液免工时费
用。详情咨询：85609955

济南广森源长安马自达汽车 4S 店：进店
即享 1 8 项免费检测服务。详情咨询：
89008200

山东省智一汽奔腾 4S 店：10 月 25 日—
12 月 10 日，期间为一汽奔腾举行大型的秋
服务月活动，进店就可免费空调、防冻液等免
费检查，让您的爱车在秋冬季节无后顾之后，
到店并有好礼相送。详情咨询：82034385

润华一汽丰田·润华丰田 4S 店：只需188
元即可享受“终身免费充氮气”的特惠活动；
老客户预约保养，工时费7 折优惠；11 月 15
日— 12 月 31 日，老客户到店更换纯牌机油
立减 50 元，还有 20 台 ipad 和 400 台 itouch
幸运大礼。详情咨询：87297880

济南明星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免工时费更换防冻液；免工时费更换电瓶；
免工时费清洗空调系统，做项目之一送玻璃
水一瓶，自费喷漆工时费 8 折优惠，全车喷
漆额外赠送全车封釉一次。详情咨询：
87517799

齐鲁宝源长城汽车旗舰店：时令性及部
分常用配件可享受材料费 9 折、工时费 8 折
的超值优惠。详情咨询88987766

济南快爱特进口铃木/长安铃木 4S 店：
车辆维修保养预约享受8 折优惠，养护产品
9 折优惠。详情咨询：67800555

济南广森源长安马自达汽车 4S 店：四轮
定位半价，原价180 元，现价90 元；免费四轮
充氮气；原厂养护产品打折优惠。详情咨询：
89008205

山东龙昌昌河·昌河铃木 4S 店：6 月 5
日—12 月 31 日，昌河汽车、昌河铃木系列车
型，在1 年或行驶里程3 万公里内(先达到者
为止)正常使用状态下因产品质量产生的任
何故障和问题，均可享受免费维修。详情咨
询：88957103

润华通用雪佛兰·山东润艺 4S 店：缤纷
十一月，推出雪佛兰特惠装具套餐。让您买车
更实惠，多选择、低价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详
情咨询：87297866

济南明星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1 月6日—30日，精品买一送一。详情咨询：
87515799

济南广森源长安马自达汽车 4S 店：长安
马自达全车系精品优惠中，原车真皮座椅、挡
泥板、雨刮片、脚垫、尾翼、GPS 导航仪、全部
8 折销售。详情咨询：89008200

济南东岳大舜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
中华、瑞麒、威麟客户到我公司续保可获赠齐
鲁晚报或生活日报全年报纸一份。详情咨询：
82765169

润华通用雪佛兰·山东润艺 4S 店：任何车
型置换新车，到店均可免费享受国家级评估师
专业评估；另外，置换雪佛兰新车，置换价的基
础上增值1000元。详情咨询：87297866

济南明星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1 月 6 日— 30 日，二手车有效评估客户均
赠送精美礼品一份；二手车置换成功送3000
会员积分，并可参加车友会积分兑奖活动；二
手车置换成功还可获赠双重大礼。如果是本
品牌置换成功，可加入一汽丰田AAA 俱乐
部，享受超值礼包。详情咨询：15153181169

一汽—大众山东首佳 4S 店：全系车可进
行二手车置换，同时享受装具套餐免费赠送。
详情咨询：86167777

济南明星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1 月 15 日—12 月 31 日，实施定期保养，购
买指定型号纯牌机油，立减50 元！更有20 台
时尚 ipad、400 台潮流 iTouch，等你来赢！详
情咨询：87517799

齐鲁宝源长城汽车旗舰店：凡在活动期
间进站自费保养更换机油的用户，将获赠机
油滤芯一个；参加保养知识竞猜活动，另有油
卡等精美礼品赠送。详情咨询88987766

润华通用别克·山东润通 4S 店：润通感恩
节，好礼兑兑碰！山东润通别克维修站车友俱乐
部，11月25日开始积分兑换啦！保养、工时加抽
奖，悉心关怀您的爱车。详情咨询：87299992

济南明星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1 月 27 日，诚邀新老客户到店，我们将开展
“爱心课题”为大家介绍汽车养护的有关知
识，赠送精美礼品并可以参加抽奖活动；还专
为订车客户举办“月末抽大奖”的活动，奖品
价值不菲。详情咨询：0531-87513299

济南华泰路虎 4S 店：针对山东路虎车主
俱乐部成员开展关爱活动，提供发动机、冷却
系统、空调系统、轮胎及电器线路养护服务，
原厂精品附件特惠促销也在进行中。详情咨
询：88966922

山东惠骋福特 4S 店：老客户介绍新客户
到店维修保养，送老客户A 级保养一次。详
情咨询：87052898

山东顺骋福特 4S 店：11
月 5日—30 日，预约客户，赠
送玻璃水一瓶。详情咨询：
88819999

（整理/王景瑶）

冬季选用机油的黏度应尽可能小些，
但必须根据气温和汽车级别来确定。中高
级轿车的机油一定要依据厂家资料来选
择，不可随意选用。 5W/40 的机油比
15W/40 的机油在低温下黏度更低，相比
之下更容易在冷启动的瞬间为发动机提供
保护。如果选择的机油黏度过高，会使发
动机冷起动产生困难，冷启动磨损加剧。

通常在北方，冬季使用 10W/40 就可满足
使用要求。

目前市场上的车辆绝大部分发动机都
已经是电子燃油喷射控制，汽缸的工作原
理是先喷油再点火，在低速行驶时由于燃
烧不充分，喷出的汽油却无法被回收，只
能贴附在进气门和燃烧室壁上，汽油很容
易挥发，但汽油中的蜡和胶质物却留了下

来，长此以往蜡和胶质物越积越厚，反复
受热后变硬就形成了积碳，由于长期使用
低质的汽油、机油，保养周期不规律以及
低速行驶都是造成积碳的主要原因。

最后建议车友们用原厂机油，因为每
个发动机生产厂家的发动机制造工艺不
同，厂家指定的机油是通过 N 次试验才
选定的。

勿忘检查机油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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