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rcury Marine China 水星海事中国 – 技术服务部  【上述文件所有信息是受版权保护，水星公司保留最终解释权，2019 年 8 月】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亭融街 9 号          ∕        电话：400-928-8088        ∕        传真：0512-69567800         ∕         邮编：215122 

过季存储或长期存储 

 
舷外机存储 
 

存放前的准备工作 

准备存储舷外机时主要考虑问题是防锈、防腐和防止截留水冻结导致的损坏。应遵守下列存储程

序，以准备舷外机过季存储或长期存储（两个月或更长）。 

注意：没有充足的冷却水，发动机、水泵和其他组件将过热和损坏。运行期间向进水口提供足够

的水。 
 

燃油系统 

重要提示： 含醇汽油（乙醇或甲醇）可能导致存储期间结冰，可能损坏燃油系统。如果使用含醇

汽油，建议尽可能排空燃油箱、远距离燃油管路和发动机燃油系统中剩余的汽油。 

 

重要提示：配备了封闭的燃油系统的舷外机，其燃油系统（非燃油箱）内的燃油在正常存储期内

将保持稳定，无需添加燃油添加剂 

 

将处理过的（稳定后的）燃油注入燃油箱和发动机燃油系统，防止形成清漆和胶凝物质。遵守下

列说明。 

o 便携式燃油箱 ——向燃油箱中注入需要数量的汽油稳定剂（按照稳定剂容器上的使用说

明），前后摇动燃油箱，使稳定剂与燃油混合。 

o 固定式燃油箱 ——将所需量的 Quickstor 燃油稳定剂（遵守容器上的说明）倒入单独的容器，

将其与大约 1L 的汽油混合。将该混合物倒入燃油箱中。 

o 拆下燃油过滤器的积水观察杯，把杯中的液体倒入适当容器，向燃油过滤器积水观测杯中注入

3ml（1/2 茶匙）汽油稳定剂，然后重新装好。 

o 把舷外机放入水中或接上冲洗附件，输入冷却水循环流动。开动发动机运转 15 分钟，使处理

过的燃油充满整个发动机燃油系统。 
 

保护外部舷外机部件 

o 修补所有油漆裂痕。联系经销商获得修补用漆。 

o 在外部金属表面（防腐阳极除外）上涂上 Quicksilver 或纯正的 Mercury 防腐润滑剂 
 

保护内部发动机组件 

重要提示：关于正确的火花塞拆除程序，请参见《用户手册》中火花塞检查和更换。 

o 拆卸火花塞。 

o 向各个火花塞孔喷涂约 30 ml 的存储密封防锈剂 

o 启动按键/按钮启动开关，在一个启动周期内盘动发动机，让存储密封剂分布至各气缸。 

o 安装火花塞 

齿轮箱 

o 排掉并重新加注齿轮油，请参见《用户手册》中齿轮箱润滑部分 
 

存放时舷外机的放置状态 

舷外机应竖立放置（与地面垂直）存放，便于水从舷外机排出。 

重要提示：如舷外机成翘起状态存放，在气温降至冰点以下时积存的冷却水，或经螺旋桨上的排

气孔流入齿轮箱的雨水，将会结冰而损坏舷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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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季存储或长期存储（续） 

 
舷外机存储（续） 
 

电瓶储存 

o 按照电瓶生产商的说明进行储存和充电。 

o 从艇上拆下电瓶，检查液面高度。视需要进行充电。 

o 将电瓶储存在阴凉干燥的地方。 

o 在储存期间，定期检查液面高度并给电瓶充电。 

 
 

QSD 柴油机寒冷天气、季节性和长期存放 
 

寒冷天气（冰点温度），季节性存放和长期存放 

重要说明：水星公司强烈建议，这项服务由该公司授权的修理机构进行。冰冻造成的损坏不在水

星公司有限保修范围之列。 

注意 

聚集在冷却系统的海水可导致腐蚀或冰冻危害。在航行后或冬季存放前应排空这些水。如果船艇在

水中，重新起动发动机前务必保持进水阀关闭，以防止海水流回冷却系统。若船艇没有配备进水

阀，则须断开进水软管并堵塞入口。 

注：作为一项预防措施，在钥匙开关或方向盘上面附上一个标签，以提醒驾船人在起动发动机

前，打开进水阀或螺塞，并重新连接进水软管。 

 

如果您的船艇不使用，应该考虑进行存放。须遵守一些防范措施和程序，以防止在存放期间，发

动机经受冰冻、腐蚀或二者共同带来的损害。 

 

当聚集在海水冷却系统中的水发生冰冻时，可能会引起冰冻损坏。例如：船艇运转后，暴露在冰

点温度的时间即使很短，也可能造成冰冻损坏。 

 

腐蚀损坏是指由咸水、污水或含有大量矿物质的水集聚在海水冷却系统中造成的损坏。哪怕是很

短的时间，咸水都不能残留于发动机冷却系统，每次出航后，应该排空并清洗海水冷却系统。 

寒冷天气运转，是指在可能存在冰点温度的条件下驾驶船艇。同样，寒冷天气（冰点温度）存

放，是指船艇在冰点温度下不运转发动机。在这些情况下，运转结束后，必须立即完全排空冷却

系统的积水。 

 

季节性存放是指船艇一个月或更长时间的停航。存放时间的长短因该船艇存放的地理位置不同而

异。 

季节性存放的预防措施包括当船艇比短暂的寒冷天气（冰点温度）存放时间更长时需要履行寒冷

天气存放的所有步骤以及其它一些辅助措施。 

 

长期存放，意味着存放时间可能持续几个季节或者更长时间。长期存放的预防措施和程序，包括

对寒冷天气（冰点温度）存放和季节性存放，在加上一些额外的程序等的所有步骤。根据您所要

求存放的时间选择合适的存放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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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季存储或长期存储 

 
QSD 柴油机寒冷天气、季节性和长期存放（续） 
 

寒冷天气（冰点温度）存放 

注意 

聚集在冷却系统的海水可导致腐蚀或冰冻危害。在航行后或者在寒冷天气下进行任何时间的存放

前，应该排空冷却系统的积水。如果船艇在水中，重新起动发动机前，需保持进水阀关闭，以防止

水倒流进入冷却系统。若船艇没有配备进水阀，则须断开进水软管并堵塞入口。 

注：作为一项预防措施，在钥匙开关或方向盘上面附上一个标签，以提醒驾船人在起动发动机

前，打开进水阀或螺塞，并重新连接进水软管。 

1. 请认真阅读并执行排空海水冷却系统的所有预防措施。 

2. 在方向盘上面附上一个警示标签，以提醒驾艇者在运转船艇前，打开并连接进水软管或打开进

水阀（若装备）。 

3. 使用丙烯乙二醇防冻液和自来水相混合的冷却液注满海水冷却系统，提供额外的防冻防腐保

护。请参见本部分中的季节性存放说明。 

 

对发动机进行季节性存放或长期存放的准备工作 

注意 

冷却水不足时，发动机、水泵和其它部件将会过热并受到损坏。在运转过程中，应向进水口提供充

足的冷却水。 

重要说明：若该艇已从水中移出，则在起动发动机前应向进水软管供水。务必遵循冲洗海水系统

中提及的所有警示和冲洗附加步骤。 

1. 向艇艉传动装置的进水孔和发动机的海水泵进水口提供冷却水。 

2. 起动发动机，直到发动机运转到正常工作温度。 

3. 关闭发动机。 

4. 更换发动机机油和过滤器。 

5. 起动发动机，运行约 15 分钟。检查是否漏油。 

6. 冲洗海水冷却系统。 

 

季节性存放说明 

1. 务必阅读“对发动机进行季节性存放或长期存放的准备工作”章节中的所有预防措施，并遵循

所有步骤。 

2. 请认真阅读并执行排空海水冷却系统的所有预防措施。 

注意 

聚集在冷却系统的海水可导致腐蚀或冰冻危害。在航行后或者在寒冷天气下进行任何时间的存放

前，应该排空冷却系统的积水。如果船艇在水中，重新起动发动机前，需保持进水阀关闭，以防止

水倒流进入冷却系统。若船艇没有配备进水阀，则须断开进水软管并堵塞入口。 

重要说明：水星机公司建议在寒冷天气（冰点温度）存放、季节性存放或长期存放时，在冷却系

统海水水道部分中使用丙烯乙二醇防冻液。确保丙烯乙二醇防冻液中含有防锈剂，并推荐在船用

发动机上使用。务必遵循丙烯乙二醇厂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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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季存储或长期存储 

 
QSD 柴油机寒冷天气、季节性和长期存放（续） 
 

1. 向水箱内加注约 5.6 公升（6 美国夸脱）的丙烯乙二醇防冻液和自来水的混合液，对寒冷天气

或长期存放期间的发动机在最低的温度进行保护。 

2. 如果该船艇位于水中，关闭进水阀或断开并堵塞船体侧的进水软管。 

3. 从海水泵处断开进水软管。必要条件下，使用一个接头，临时连接适当长度的软管通入水泵，

软管另一端放入盛装丙烯乙二醇防冻液和自来水混合液的容器中。 

 

典型 

a - 海水泵 c - 装有丙烯乙二醇防冻液和自来水的容器 

b - 临时软管  

注：将丙烯乙二醇排放到外界中可能会受到法律限制。处置丙烯乙二醇时，应依据联邦、州和地

方法律法规。 

1. 若船艇已上岸，则必须使用合适的水管接头，让冷却水进入艇艉传动装置。 

2. 起动发动机并使其怠速运转，直至混合防冻液已泵入发动机海水冷却系统。 

3. 关闭发动机。 

4. 从海水泵上拆除临时软管。 

5. 清洗发动机外部，进行必要的刷漆和喷漆。漆晾干后，在发动机外部还须涂上指定的防锈油或

其它防锈材料。 

6. 应该联系您的水星公司授权维修机构，依据维修计划，执行所有检查、检修、润滑、更换各种

工作液。 

注意 

存放时将艇艉传动装置置于较高位置时，当以后将船放入水中重新使用时可能导致万向架波纹管

损坏。因此需要配备一套波纹管组件及存放时将艇艉传动装置置于最低位置。 

1. 对于艇艉传动装置，将艇艉传动装置放在最低位置。 

2. 按照电瓶制造商的维护保养说明书，进行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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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季存储或长期存储 

 
QSD 柴油机寒冷天气、季节性和长期存放（续） 
 
长期存放说明 

重要说明：水星公司强烈建议，这项服务由水星授权的修理机构进行。 

1. 务必阅读“对发动机进行季节性存放或长期存放的准备工作”章节中的所有预防措施，并遵循

所有步骤。 

2. 务必阅读排空冷却水系统积水中提及的所有预防措施，并履行所有步骤。 

3. 务必阅读季节性存放说明中提及的所有预防措施，并履行所有步骤。 

4. 重要说明：若将其长期暴露在太阳光直射环境下，则可能破水泵叶轮材料。 

5. 拆下水泵叶轮，并远离阳光照射存放。参见水星公司授权维修机构的其它信息和服务。 

6. 在仪表板和发动机舱放置一个警示标签，以提醒未安装海水泵，不能运转发动机。 
 

电瓶 

应按照电瓶厂商提供的说明来进行存放。 
 

重新调试 

注：将丙烯乙二醇排放到外界中可能会受到法律限制。应按照当地的法律法规，对丙烯乙二醇进

行收集和处置。 

1. 已长期存放的发动机再次使用前，请咨询水星公司授权维修机构，若水泵叶轮已拆下存放，则

将其重新安装 

2. 当发动机准备进行寒冷天气（冰点温度）、季节性或长期存放时，参见排空海水系统，并将丙

烯乙二醇排放到适当的容器中。 

3. 务必确保冷却系统的所有软管状况良好、连接正确并已使用夹箍夹紧。检查所有排水阀和排水

螺塞是否已紧固安装。 

4. 检查所有传动皮带。 

5. 除了发动机需要定期保养的项目，还需按照年度维护计划，逐项完成全车润滑和维护。 

6. 用干净的柴油注满燃油箱。不可使用旧燃油。检查油管的综合情况并察看是否有连接处泄漏。 

7. 更换油水过滤器或过滤器（某些发动机可能有多个）。 

小心 

若电瓶电缆断开或连接的顺序不正确，则可能会导致触电或损坏电气系统。断开时务必首先断开电

瓶负极 (-) 电缆，安装时则最后连接负极。 

1. 安装一个充足电的电瓶。清洁电瓶电缆夹和极柱。重新连接电缆。连接时将各个电缆夹固定。

对电瓶极柱进行防腐喷涂，以帮助延缓腐蚀。 

2. 按照操作图中的起动步骤列表，进行所有的检查。见水上航行部分。 

注意 

冷却水不足时，发动机、水泵和其它部件将会过热并受到损坏。在运转过程中，应向进水口提供充

足的冷却水。 

1. 向发动机及艇艉传动装置的进水口供给冷却水。 

2. 起动发动机，并密切观察仪表。确保所有系统运作正常。 

3. 仔细检查发动机是否有燃油、机油、工作液、水和废气泄漏。 

4. 检查操舵系统、换挡和油门控制是否正确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