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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使用维护说明书描述了该车型车辆在当前范围的
配置、功能及操作的一般通用信息，但用户车辆的
实际配置和功能等信息以具体交付时的为准。
本公司将持续对各种车型进行改进，各车型在外
形、配置、功能和结构设计等方面也可能随时会
发生变化，故本公司有权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
内对本说明书有关版本进行更改、补充，若用户
对此有疑义请及时拨打上汽大众客户服务热线
400-820-1111予以咨询。

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不得复制、翻译或摘录本使用
维护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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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

表示必须立即停车。

表示参阅该章节内或相应页面中的“提示”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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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上汽大众斯柯达销售商配备有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为本车提供售后服务

上汽大众斯柯达销售商备有现代化的专用工具和设
备、拥有受过良好培训的专业技术人员，并有全面
的零配件供货品种可供调用。

所有上汽大众斯柯达销售商都按照先进的、经过上
汽大众检验的规范工作。这些规范中还包括保养指
示内容，按照这些保养指示及时进行必要的保养，
即可使本车保值。此外，它对本车的交通安全性和
运行安全性提供有效保障。

为能确定必须进行哪些工作，每项保养之前都要先
进行诊断。然后告知您要进行的作业范围、价格以
及预计完成期限，并得到您的签字确认许可。

上汽大众已经在维护本车及保证工作质量方面做了
最好的准备。欢迎您前往上汽大众斯柯达销售商进
行维护和保养。 

安全注意事项

诸如轮胎、发动机机油、火花塞和蓄电池等所有车
用油液和易损件均在不断开发更新之中。建议由本
公司特许经销商更换车用油液和易损件，因本公司
特许经销商掌握车用油液和易损件的最新发展动
态。为使您的汽车始终保持良好的状态，建议到本
公司特许经销商处更换车用油液和易损件。

警告

如不按规定保养汽车或根本不保养汽车，则可能
导致汽车在行驶途中抛锚，并引发事故，严重时
可能致伤人员！

● 务必按《使用维护说明书》的规定定期保养汽
车。

● 务必按本车使用说明书的说明使用汽车。

提示

务必按系统功能添加品种及规格均正确的车用油
液！注意切勿加错车用油液，否则，势必引发功能
故障，损坏发动机！

提示

使用了不符合标准或规定要求的油料或燃料、以非
法方式使用、使用不当或滥用（如用于货运，用作
赛车、试验用车等）所造成的损坏、损失也不属于
质量担保范围，即使在质量担保期内。

泄漏的车用油液对环境有污染。必须及时清除
泄漏的车用油液，并按环境保护法规正确收集

和处理废弃的车用油液。

正确保养汽车不仅可使汽车保持良好的状态，
并可使汽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因此，务必按

《使用维护说明书》的规定按时保养汽车。 

保养手册的重要性

本手册规定了汽车的定期保养周期和保养项目，请
您务必按规定保养您的汽车。

基于本手册的上述重要性，请随车携带本手册。

如将汽车转售他人，请务必将本手册转交新车主。

上汽大众斯柯达销售商时刻准备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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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周期

一般说明

如何确定本车何时须进行保养？

● 组合仪表以及信息娱乐系统可显示车辆的保养周
期⇒ 手册使用维护说明书。

车辆使用条件的相关说明

保养周期是根据汽车的正常行驶条件制定的，如在
恶劣条件下使用汽车，则需在常规保养之间须增加
若干保养项目的保养次数，或缩短保养周期。

以下情况属于恶劣条件：

● 使用含硫燃油

● 经常短途行驶

● 发动机长时间怠速运转（如出租车）

● 在高尘地区或环境下行驶

● 走走停停为主的行驶模式（如市区行车）

● 长时间在寒冷气候下行驶，等

在恶劣条件下使用汽车，需增加下列部件的保养
频次：

● 粉尘及花粉过滤器

● 空气滤清器

● 发动机机油等

保养范围

上汽大众斯柯达销售商的服务人员将根据您的汽车
使用条件建议您保养频次及保养项目（例如检查照
明或制动装置），以保证汽车的使用安全性和交通
安全性。

下述章节列出了基础保养和专业保养，所列保养项
目仅适用于本书印刷时的车辆技术状态。基于技术
升级等原因，本公司可能会对保养项目作相应修
订，本公司特许经销商将会告知您需实施的保养项
目。

车辆保养的费用取决于汽车车型及装备，上汽大众
斯柯达销售商会告知您实际所需的保养工时费和材
料费。 

保养周期

保养种类 保养周期

首次保养
自购车之日起一年内（以购车发票为准），首次行驶

里程达 5000 公里⇒ 手册首次免费保养凭证

常规保养
车辆行驶到 10000 公里或首保后 1 年以及后续每

10000 公里或每 1 年定期保养

更换制动液
首次 3 年后续每 2 年

（建议使用本公司原装制动液)⇒ 

发动机机油规格⇒ 手册使用说明书

警告

若制动液使用时间过长，频繁制动时可能使制动
系统内产生气阻，严重恶化制动效果和行驶安全
性。

警告

● 仅允许使用原厂推荐的新制动液⇒ 手册使用说
明书。

● 必须按规定时间进行制动液更换，否则，可能
引发事故！

除基础保养/常规保养外，根据行驶时间/里程
汽车还需若干专业保养⇒ 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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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售后服务项目

上汽大众原装零件

上汽大众原装零件是专为本车设计，并特别在安全
方面经上汽大众认可。原装零件在规格、尺寸精度
和材料方面均严格符合规定。因此，建议使用上汽
大众原装零件。上汽大众不对非原装零件的可靠
性、安全性和适用性负责。

上汽大众斯柯达销售商为上汽大众原装零件提供质
量担保。应妥善保存上汽大众斯柯达销售商出具的
发票，用以证明质量担保服务的起始日期。

详细信息请咨询上汽大众斯柯达销售商。 

上汽大众原装附件

建议在本车上使用上汽大众原装附件。

如果想为本车装备附件，应注意下列事项：

建议在本车上使用上汽大众原装附件。上汽大众对
这些附件的可靠性、安全性和适用性已进行认可。
上汽大众不对非原装附件的可靠性、安全性和适用
性负责。

上汽大众斯柯达销售商为上汽大众原装附件提供保
修。应妥善保存上汽大众斯柯达销售商出具的发
票，用以证明保修服务的起始日期。

详细信息请咨询上汽大众斯柯达销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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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项目

保养项目

基础保养 项目 周期

换油服务
发动机机油：更换。如拆卸油底壳螺栓，必须按照要求更换放油螺栓和垫片

首次保
养：
5000 公
里/1 年 常规保

养：
10000
公里/
首保后
1年以
及后续
每
10000
公里/1
年

发动机机油滤芯：更换

检测服务

喇叭：检查功能

顶篷内灯、行李箱灯：检查功能

行车安全灯：检查近光灯、远光灯、转向灯、前后雾灯、警示灯功能、倒车
灯、车牌灯、制动灯、驻车灯、弯道行车灯功能、辅助行车灯功能

自诊断：用 VAS 诊断设备读取并清除控制器故障信息

前风窗玻璃雨水槽：清洁

冷却系统：检查冷却液液位和冰点，必要时补充原装冷却液

风窗清洗液：检查冰点，如有必要进行添加

制动液液位：检查，必要时补充

空气滤清器：清洁罩壳和滤芯

蓄电池：使用专用检测仪检测蓄电池状况，检查正、负极连接状态

发动机及发动机舱内部件：检查是否泄漏和损坏

变速箱 / 传动轴护套：检查是否泄漏和损坏，连接是否牢固

主销球头防尘套、下摆臂轴承、连接杆及稳定杆支座：检查是否损坏

转向横拉杆球头：检查间隙及防尘套，连接是否牢固

制动系统：检查制动液管路、制动系统零部件是否泄漏和损坏

排气系统：检查是否泄漏、固定是否牢靠、是否有损坏情况

车身底部：检查底部管路是否干涉、底部饰板、闷盖及保护层是否损坏

前后部螺旋弹簧、前部防尘罩和后部止动缓冲器：检查是否损坏

轮胎/轮毂（包括备胎）：检查轮胎磨损情况，必要时进行轮胎换位，同时
校正轮胎气压 （若配备胎压报警功能，在校正轮胎气压后，必须进行标
定）

车轮固定螺栓：检查并按规定扭矩紧固

安全气囊和安全带：检查外表是否受损，检查安全带功能  

楔形皮带：检查，必要时更换

雨刮器 / 清洗装置：检查雨刮片止位、雨刮和清洗装置功能，必要时调
整；检查并清洁雨刮片，必要时更换

发动机舱盖锁扣：润滑

车门限位器：润滑

制动摩擦片厚度、制动盘状态：检查，必要时更换

前大灯：检查灯光照射位置，必要时调整

保养周期显示器：复位

试车：性能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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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项目

专业保养 项目 周期

更换服务

灰尘及花粉过滤器：清洁罩壳并更换滤芯 每 10000 公里 / 1 年（建
议）

空气滤清器：清洁罩壳并更换滤芯 每 20000 公里 / 2 年

火花塞：更换 每 30000 公里

6 档自动变速箱 09G ATF 油：更换
每 60000 公里

燃油滤清器：更换

楔形皮带：更换 每 100000 公里

制动液：更换 首次 3 年后续每 2 年

检测服务

活动天窗：检查功能、清洁导轨，涂敷专用油脂
每 10000 公里 / 1 年

活动天窗排水功能：检查，必要时清洁

正时齿形皮带：检查状态，必要时更换 首次在 90000 公里
后续每 30000 公里水泵齿形皮带：检查状态，必要时更换

说明：  

首次保养要求新车行驶里程达到 5000 公里或行驶时间达到 1 年时进行保养。

常规保养要求车辆行驶到 10000 公里或首保完成后 1 年以及后续行驶每 10000 公里 / 每 1 年进行保
养。

在保养项目表格的“周期”列显示中，如仅标有行驶里程要求，周期以行驶里程为准；如同时标有行驶里
程和行驶时间要求，周期则以两者先到的为准。

1）本表格的保养内容适用的车型有：上汽大众生产的全新晶锐（New Fabia）1.4L / 1.6L（EA211）发动
机车型。保养项目需根据车型的不同配置进行选择。

2）本表格的保养内容和周期是根据汽车在正常行驶情况下制定的。对于使用条件比较恶劣的车辆，特别是
经常停车/启动、发动机长时间怠速运转以及常在低温或高原环境下使用的车辆，应经常检查机油液面，并
建议每 5000 公里更换机油和机油滤清器。

3）在灰尘较大环境里行驶的车辆，应缩短空气滤清器滤芯、空调系统花粉过滤器和活动天窗的保养间隔
（如每 5000 公里更换）。注：花粉过滤器滤芯脏污将影响空调制冷效果，请注意检查并及时更换。

4）本表格的保养内容将根据车辆技术状态变化进行调整，请以最新版本为准。 

6

www.inhauto.com


	
	概述
	
	上汽大众斯柯达销售商配备有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为本车提供售后服务
	安全注意事项
	保养手册的重要性


	保养周期
	
	一般说明
	保养周期


	其他售后服务项目
	
	上汽大众原装零件
	上汽大众原装附件


	保养项目
	
	保养项目
	保养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