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多再生剂
常见问题答疑





再生过程

今天摩擦表面再生技术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对此项
技术的描写也已载入摩擦学教科书。高品质、可靠
及有效的，含有再生剂的哈多产品现已可以在世界
各地的商店货架上找到。

再生剂的效果被35个国家
验证并证书认可，其中包
括TÜV认证证书。

在本册中我们着重讲解再生恢复这一奇特现象，并
对使用再生剂时产生的常见问题做出解答。我们
邀请您一起找出含有再生剂的产品对您的汽车有
哪些好处，并希望您会找到所有使您感兴趣的问
题的答案。

节能、节源保护及机车、机械
修复技术。哈多专利。受全
世界主要国家专利保护。

（由拉丁语VITA——生命而来）



作用机理

金属陶瓷层特性
从外表上看它像是玻璃样光滑的表面。从物理结构
上看它是一种被碳化物和碳增强了的金属。此外，
碳的含量在表面层达到最大化，甚至将表面层变得
像金刚石膜一般。这样，再生过程的结果就达到了
完美的固化效果，经再生处理过后的机械保证具有
在相对柔软均匀基础上的超硬表面层。

在摩擦区域负荷的
作用下会造成部件
表面层的破坏。 
金属原子从部件
表面层脱离然后
进入到润滑介质
中。在超负荷作
用下，脱离的可
能是一整块原子
集团 （磨粒）。
到更换期的机油中
最多含有不超过 
3克金属，如果金
属损失超过60克，
这对发动机来说已
经是无法补偿的了。
磨损使发动机动力
减弱、缸压下降、
噪音及CO、CH 排
放量明显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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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将再生剂
添加于润滑油中，
它会与润 滑油一起
到达摩擦副，在那
里它将 起到使新保
护层增长的 催化剂
作用。再生剂促成
表面层吸收 碳的过
程，这样结果上就
生成了金 属碳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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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阶段，由于保
护层在 金属中的扩
散，在摩损处各 深
度将形成异常坚固的
具有 独特特性的梯
度保护层。

再生剂 —
种促使在摩擦
表面生成新的
保护层的物质

新的极坚固的保护层
的形成在碳化物 和
润滑介质中从工作部
件表面流 失的金属
微粒的参与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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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再生剂后没使用再生剂时

金属碳化物原子集团

部件表面原子集团

纳米显微硬度 200 – 300 kg/mm2 650 –750 kg/mm2

粗糙度 0,9 – 2,1 μm 0,06 μm
超滑

耐腐蚀性 低 高



再生剂——治疗磨损及老化
的良药。

后继效果

什么是车用再生剂？将它必做是药看来最适当不过。
汽车“生病”时（噪音，浓烟，机油、燃油耗量过
高，缸压及动力下降等等）再生剂能将其“治愈”。
但是众所周知，最好还是别生病。这时再生剂也能
起作用充当预防剂的作用。它能修复部件，保护汽
车使之在将来使用过程中不发生大的麻烦。

再生过程结束后不管在润滑介质中还有无再生剂，
新生成的保护层保证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

通过如下试验新保护层独特的特性被很明显的展
现出来。甚至换过10次油后（每个换油周期为1万
千米）工作表面的划伤仍可被遮盖（长出新层），
这个惊人效应的出现是由保护层的再生属性所促
成的（内部压缩压力的积聚潜能）。

将其比作药品并非偶然。毕竟在1999年在哈多化工集团将其
设置为专业术语后，众多抗衰老、医疗、美容公司也开始了
广泛使用这一名称。

添加再生剂前

深度0.1mm以下的划痕消失 气缸体内表面平滑的金
属陶瓷层清晰可见

添加再生剂后



椭圆形磨损

气缸组

补偿磨损由于摩擦所形成的椭圆形区域 

修复缸壁磨损

恢复至其原始出厂
几何形状

金属陶瓷层



无机油行驶

如前所述，再生过程结束后新生成的保护层具有独
一无二的坚固特性。 
它的目的是确保在过载情况下保护部件。直观的实
验显示了其坚固性。在不同的时间内完成再生过程
的汽车曾受到无机油行驶这一严峻的考验。他们的
总里程数大于5000公里。该实验有效地演示了经过
再生过程处理后发动机所获得的潜力。

传动系统噪音

换档时变速箱杂声、噪音及换档异常，这是相互间
连接的齿轮牙的磨损。再生剂补偿磨损，在齿轮牙
上生成保护层，彻底消除令人不快的噪音和振动。



枪械

枪身遭到严重磨损，一次一次子弹穿越枪身时从内
部带走些许金属颗粒。100发子弹后，枪身已不具有
原品质及安全特性。添加再生剂后，枪械几乎就在
你的注视下恢复改善（打几发子弹就可）。因为在
射击时拥有适合再生过程启动的极佳条件：极高的
速度和各接触表面间极大的摩擦力。保护层直接在
子弹与枪身间的磨损处（膛线）表面形成，恢复其
原始几何形状。添加再生剂后一项有力的证据为射
击密集度瞬间提高！

修复枪膛壁

使用再生剂后射击密集度提高使用再生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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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5 mm
金属碳化物

金属碳化物
在金属中的扩散

0,3 – 0,5 mm

切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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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机油滤清器

再生剂颗粒

再生剂颗粒穿
越过滤介质

过滤网



何谓保证对您爱车的发动
机提供10万千米可靠的防
护？

意思就是说在我们提供的保
证期内，在正常行驶状况下，
发动机部件表面不会受到损
坏。比方说，如果在9万9千千米时您的气缸内
部出现了划痕，那么凭借再生剂强大的再生性能，
划痕会被自动“填平”！

什么时候该使用再生剂？

再生剂可用在汽车使用期的任何阶段，而且总能
有效。主要是需要部件能处于工作状态。在理想
状态下，应该在新车磨合期时就使用再生剂。

珩磨的作用是为提供给
部件间相对安全的磨合
及在缸壁上保留机油。

使用再生剂后会给气
缸壁上的珩磨造成什
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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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用在自己的新车上，但是我的车有质保…

我们特别强调在新车磨合期时对发动机的保养最
重要！毕竟再生剂的添加会更 有效的促使发动
机各部件之间协调配合。而且在添加了再生剂后，
磨合期会变的更短，更有效，并且更温和。金属
几乎不被“刨掉”。

6

磨合相对较强烈
区域的珩磨形变

珩磨不变区



这么说，汽车里完全可以不用添加润滑油了？

无机油行驶——这只是一种能表明金属陶瓷层具
有独特特性的展示方式。

再生剂并不是为机车无机油行驶所设计的产品，其
用途是为提高汽车部件可靠性及增加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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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再生剂后能效果能维持多久？

实践证明，金属陶瓷保护层在10万千米行程后仍
然存在。此行程结束后需进行第二次再生过程。
为使再造后的部件表层始终具有较高特性，建议
每次更换机油时使用含有原子态再生剂的哈多原
子态润滑油（XADO Atomic Oil）或是含再生剂
的哈多金属调节剂（A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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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剂添加于何种机油中效果好：老油、新油、
合成机油还是矿物机油？

这个没有区别，再生剂与所有种类机油兼容，不
与其参加任何化学反应，不改变机油的粘度等其
他物理化学及使用特性。再生剂只是借助润滑油
到达部件磨损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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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第二车主，不清楚原来他们在发动机里面
加过什么，我可以使用哈多产品吗？

就算是曾经在发动机里添加过其他添加剂，这也
不会实质性影响再生剂的效果。

13

再生剂使磨合相对较强烈区域的珩磨形变（气缸
活塞组上死点位置）并且不改变不负载区。

如果需要长时间放置汽车，添加物会不会沉到
底盘底部，会不会不起作用？ 

别担心，不会的。添加再生剂后发动机必须怠速
运转2－5分钟，在这段时间内，再生剂可完全溶
解于润滑油中，不受以后任何使用中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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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检时发现汽车尾气中有害气 
体排放量过高、、、

尾气中有害气体含量过高的原因有：所使汽油质
量的好坏、燃油装置的设置及使用等。但最常见
的原因还是因为发动机部件受磨损。再生剂在这
种情况下当然有效，使用再生剂后有害气体的排
量成十倍下降，个别参数甚至降低到百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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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再生剂后为什么会节约燃油？

对于有一定行程的车辆来说，燃油节约的实现建
立在补偿发动机磨损及恢复其出厂工作尺寸上。对
于新机来说，靠优化各部件间配合及降低在摩擦
中的损失来实现。

17

润滑油消耗过大，此种情况再生剂能解决吗？

润滑油消耗过大的原因更多：气缸活塞组部件受
损、活塞环断裂或积炭过多、阀门密封故障、润
滑油泄露等。如果问题出现在磨损领域，那么再
生剂就肯定能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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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速时油压灯亮起， 
这种情况再生剂能帮上忙吗？

油压降低的原因有很多：从传感器平衡失调到油
泵、曲轴轴承的损坏等。如果不是100%的损坏，
再生剂肯定能帮上忙。

15

我如何在自己的汽车上感受到添加再生剂后所
带来的效果？

使用再生剂后的50－100千米即能感觉出发动机
状况的改善。客观讲，驾乘人员将感受到发动机
动力、加速度、操控性能的提升，发动机运行时
声音也有所改变。

这些改观就是再生剂的恢复作用。首先提高及均
衡各气缸缸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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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发动机处于临界状态再生剂仍能发挥自己的
恢复特性。但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能完全恢复
发动机工作参数到出厂水平。

缸压和机油耗量是衡量发动机工作能力的基准。
如果缸压比正常值低20－25%，各气缸内缸压差
大于1.5个单位并且/或是机油耗量大于燃料耗量
的0.4－0.6%，那么说明发动机已处于临界状态。

发动机临界状态举例：

1. 发动机内缸压正常值为14个单位。如果任何一个或几个气

缸中缸压为10.5或更低或是缸压分别为11和13；

2. 或是100千米油耗为10升的发动机其在100千米行程中机
油耗量大于等于800毫升； 

亦或发动机100%磨损（部件损坏）这些都说明发
动机已处于临界状态。

这么说再生剂对任何发动机都有效？

任何类型发动机都应该进行再生处理：汽油型，
液化天然气型（LPG），柴油型，生物燃料型，包
括加强型，直喷型，多气门及涡轮增压型等。
要形成金属陶瓷保护涂层的发动机必须处于能运
转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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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使用缸体修复再生剂？不是有发动机
专用再生剂吗？

缸体修复再生剂凝胶直接用于缸壁表面可消除椭
圆度及消除划痕或者拉毛深度在0.1mm之内的缺
陷。 以往在汽修厂的使用经验告诉我们，用于传
统的发动机大修此产品也是有效的。完全组装修
好的发动机前，在其气缸活塞组及分气装置曲轴
轴承上以一定比例将再生剂及机油混合涂抹，这
样再生剂可确保更有效的磨合及修复修理时的误
差并可大幅提高其资源。

21



再生剂不会损坏涡轮吧？

再生剂保护涡轮并延长其寿命。结构上涡轮是这
样的构造，其轴承上几乎在其所有工作状态时始
终被涂有一层相对较厚的油层（液动态涂层）。
轴承的磨损主要在点火及熄火时发生，这时的涂
层会被断开。再生剂正是在这些时刻起作用，它
在轴承表面生成保护层，以此延长其使用寿命。

23

柴油发动机再生剂和柴油高压油泵再生剂是否
需要分开使用还是同时使用佳？

以往的使用经验告诉我们，最好同时添加。毕竟
同时添加后不仅仅是发动机状况改善（动力提升）
，高压油泵也得以改善。油压提升、燃料雾化效
果得以改良，相应的带来燃油的节约。这样两种
产品的效果得以相辅相成。

22

我的燃油喷射系统是«Common Rail»的。我的
是柴油发动机（CRDi）。你们对此种类型的发
动机进行过添加试验吗？

是的，对再生剂定期进行在不同高压油泵上的测
试以得出整体解决方案。现代化 柴油资源供给
系统像«Common Rail», «Pumpe-Düse»（喷油泵）
等，为了构造高压环境常使用柱塞泵，但柱塞和
套管易受磨损。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限制规定不能
在这类系统中使用再生剂，并且在柱塞上生成的
防护层可以抵抗低质量燃料带来的损害（含机械

24

Journal b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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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变速箱CVT可以无级变速具有随意特性。 
使用再生剂管用吗？

是的，管用。CVT最薄弱的地方在多楔皮带与滑轮
接触面上，而再生剂正能保护这个结点。

除此，再生剂还保护其他金属部件：齿轮，轴承
及联接件。

30

我的摩托艇上是单独润滑系统。我应该往哪里
添加凝胶：加在润滑油里还是燃料里？ 

对摩托系我们有专门的再生剂凝胶。对于四冲程
摩托系再生剂直接添加于发动机润滑系统中。

二冲程摩托艇有单独和一
体型润滑系统。

对单独润滑系统的二冲程
发动机，再生剂可直接添
加于摩托艇的机油箱。对
一体型发动机，先将再生
剂溶于少量润滑油中，然
后直接加入油箱即可。

31

在添加了用于自动变速箱的液体的手自一体箱
中要添加哪款再生剂？

在现代手动变速箱中，以一种添加于自动变速箱
中的液体代替润滑油，建议使用手动变速器、差
速器和分动器专用再生剂凝胶。

28

再生剂会不会对摩擦离合器的自锁差速器有害？

不会。可以放心在带自锁差速器的后桥上使用。该
装置的设计原理是这样的，摩擦离合器的扭矩是
通过机油传递，这决定于机油的粘度。而再生剂
不会改变机油的粘度。

29



轴承噪音应用哪种再生剂？

哈多还生产添加了再生剂的润滑脂。为了正确选
择润滑脂，先得知道部件的磨损程度。

保护型润滑脂用于新部件或是磨损小于
10%的部件，可用作所有其他类型润滑
脂的替代品。

恢复型润滑脂含有更多的有效成分，
所以它不仅仅能对部件磨损表面进行
保护，而且还能恢复其几何尺寸。在
受损程度低于50%的部件上使用。 

修理型润滑脂 修复部件80%的磨损。您
还可根据需要选择所需的包装及数量

 （反光铝箔塑料袋；塑料管；气雾剂
罐）  

32

wear
compensation

wear
compensation

wear
compensation

1 Stage一步到位再生剂和其他发动机再生剂的
区别是什么？

—步到位——再生剂生产线上最强大的产品. 其优
势及跟其他发动机再生剂的区别为： 见效快（高
速修复受损表面），万用和一步到位特性.

33



我应该选用哪种产品添加：纸板装（3支）经
典型，一步到位1 Stage还是含再生剂的金属
调节剂Maximum？ 

每种产品都有自己的优势。

34

金属调节剂的不同点在
于它还能加强润滑膜并
且提高机油润滑性能。

方便（一步完成），见
效快及对发动机机型及
其新旧的万用性——这
些都是一步到位1 Stage
的优势。

纸板装（3支）经典型再
生剂有其价格及3阶段添
加的经济性。

见效快。一步到位的全新完美配方快速使您爱车的
发动机在1000千米行程中得到完全的修 复及绝对
的保护，并且保证对其提供10万千米可靠的防护。

万用性。产品不仅可以用在汽油发 动机上，用在
任何结构、任何马力的柴油机上同样有绝佳效果。
产品的万用性还 体现在对已存在不同磨损度的发
动机上，从新车到旧车都适用。

一步到位特性。再生过程一步到位，大大节约时
间、简化流程。

1 Stage一步到位对于重视舒适，快速和可靠效果
的购买者是个绝佳的选择。 



所有产品共同的及最关键的特点在于都具有再生
剂的效果，即修复及保护发动机。

好的合成机油中已经含有了所有必须的添加剂。

消费群体只说他们自己想听到的。生产商都想降
低产品生产成本，这对润滑油生产商来说也不例
外。几包添加剂添加其中勉强能满足最低需求标
准，丝毫不多。

35

汽车生产商不建议添加额外的添加剂。

现代化汽车是设计理念与技术的结晶。但是频
繁的更新换代需要自身条件——部件最低的耐用
性。除此他们对我们的道路及燃料品质等也没有
考虑进去。我们再次强调：再生剂提高汽车资源，
提高部件额外的耐用及可靠性，充当额外保护的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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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剂由无毒害？

没有。所有产品都有可应用于食
品工业的卫生许可及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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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ly 
conscious

产品上RF标记的含义是什么？

为了帮助消费者弄清哈多再
生剂线上的产品，我们特别
引入了 RF（再生因子系数）
的概念：即再生处理的相对
系数或因子数。这是个反映对发动机修复及预防
再受损处理效果的相对参数。为了使发动机可靠
及高效运转，此值为100时最优。（百分数即100%
）当此值为100时说明，经过再生剂一步到位处 
理后，汽车发动机已完成了一整个再生处理周期，
并且保证在10 万千米行程中不受再磨损。您可以
使用标有任何RF系数的产品开始您的再生处理周
期，一个一个直到100%完成周期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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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talization Fac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