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滤清器的十大误区

曼牌滤清器揭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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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了解真相了

10个最广泛传播的关于滤清器的误区以及它们背后的故事。

我们并不清楚雪人或者海怪是否真的存在过。 
但是我们确实了解滤清器，而且事实上，了解

的非常多。70多年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

基于事实，所以我们经常好奇为什么一些关于

空气滤清器、机油滤清器和空调滤清器的误区

能够保持的如此根深蒂固。

我们现在就要一次性消除全部的误区。因为其

中的一些可能不仅仅会让你花去大量金钱，甚

至可能让你的处境岌岌可危。例如，相当多的

故障、发动机损坏和车辆火灾本来是可以通过

使用正确的滤清器避免的。曼牌滤清器现在列

出10个最常见的误区并且一一澄清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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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X

误区 1

便宜的滤清器和昂贵的滤清器使用的滤纸是一

样的。归根究底，目前世界上生产滤纸的厂商

也就那么几家。

错!真相是:
生产滤纸的厂商数量确实不多. 但是滤纸的来源完全不能够说明它的质量——更不能够说明滤清

器的过滤性能。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会显著的影响滤清器滤材的质量：

• 滤材的浸渍工艺

• 通过使用活性碳或纳米纤维实现优化改进

• 在纸浆中加入的合成纤维的种类和数量

• 在生产中增加的合成原料的构成

• 干燥时间和温度

• 生产工艺（折纸，加工温度等）

不论是针对何种应用，曼牌滤清器总是从非常广泛的范围中选择最合适的滤材。而一些竞争对手

往往只是使用非常有限的标准滤纸。



5

根本没有
所谓的标
准滤纸！

曼牌滤清器——用使用效果说话的滤材

曼牌滤清器研发特殊的高性能滤材，包含了所

有必要的特性。然而，生产廉价滤清器的厂

商，仅仅使用最简单的滤材。 

但是即使它们也使用相同的滤纸，仍然会在制

作工艺上存在巨大的区别。单独的黑色橡胶并

不能成为一条好轮胎。 

由应用决定滤材

无论我们是在谈论纸板箱，手帕纸或者砂

纸——一家供应纸的工厂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

和质量要求提供广泛的选择空间。所以如果一

家廉价滤清器的生产厂商与曼牌滤清器选择同

样的纸张供应商，并不代表他们也使用相同质

量的纸张。

简而言之：有时廉价的产品所使用的滤纸就像

你用砂纸擦鼻涕一样——以最终你的鼻子变得

鲜血淋漓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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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X

误区 2

曼牌滤清器售价较高，是因为生产过程既复杂

又昂贵。在低工资水平国家生产的滤清器便宜

很多而且东西几乎一样好。

错!真相是:
让一个滤清器价格高的因素根本不是工资成本。更多的情况下昂贵的原材料才是价格升高的原

因。但是如果没有优质的原材料，没人能造出高效的滤清器 — 无论他的薪水有多高。

相对于专业化程度较低的生产商生产的产品，曼牌滤清器的生产非常的高效。

• 极高的自动化水平

• 较低比例的手工劳作

• 原材料（不锈钢，密封件，过滤材料）占到滤清器总成本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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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牌滤清器——品质的保证

极高的自动化水平和较低比例的手工劳作可以

使生产成本达到低工资水平国家的标准。所

以，制作成本比曼牌滤清器低的滤清器的唯一

途径只可能是使用低端的材料和过时的技术。

用科技说话！

每秒制造16个滤清器

曼胡默尔在德国的马尔克尔科芬拥有世界上最

大的滤清器工厂。那里每天大约可以生产520
，000个滤清器 - 由此可以推算出每秒钟可以

制造16个滤清器。这一切都归功于高度的自

动化水平和极少的员工。那些谈论过高的工资

成本的人对这里根本就一无所知。

简而言之：对于曼牌滤清器，相同的卓越的生

产标准适用于世界各地。极高的自动化水平保

证了一贯的高品质和最低的工资成本。

这恰恰是许多以各种各样的滤清器品牌向市场

推出低价位滤清器的制造商所使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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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X

误区 3
曼牌滤清器和廉价滤清器使用的技术是一样

的。廉价滤清器比较便宜是因为它们不怎么做

广告。

错!真相是:
滤清器的生产工艺不只是折纸和简单的零部件拼凑。即便是这样，这种说法也是极端片面的。在

滤清器生产过程中存在巨大的差异。符合主机标准的曼牌滤清器的主要特点有：

• 通过与汽车制造商多年合作而积累的最强大的研发能力

• 最新标准认证的生产技术

• 为不同应用能够实现最优化效果所采用的高品质材料

• 根据主机标准和国际规范采用最新的测试方法

• 在生产的全过程中实现持续地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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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牌滤清器——永不妥协

优质品牌曼牌滤清器持续地投资于测试标准的

持续改进和生产工艺的不断发展。这种投入终

有回报并且体现在与廉价产品本质的不同上。

曼牌滤清器为您和您的乘客提供最好的质量和

最佳的保护。这一切和广告预算毫无联系。

广告不是万能的

如果因为两个产品使用了同样的技术就非要说

这两个产品的质量是一样的，那是非常荒谬

的。例如，制作任何机械手表的功能性原理都

是一样的。但是没有人会否认的事实是手表可

以有相当大的差距，不仅在外观上，更在品质

和性能上。

简而言之：手表之间是不一样的，滤清器之间

也是有差距的。即使是世界上最高的广告预算

也不会让一块通过平价超市售卖的廉价塑料手

表成为收藏家的藏品。

质量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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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X

误区 4

不同于机油滤清器，空气滤清器的质量不是个

问题——他们几乎都是相同的并且对于车辆的

运行来说不怎么重要。你选择低端价位的产品

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错!真相是:
机油滤清器通常情况下被重视。但是，空气滤清器的重要性在现代汽车中大大增加。您为什么要

在这里省那么点小钱呢？

• 现代发动机正变得越来越有效率并且随之对空气滤清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随着通过空气滤清器的空气流量增加，滤清器所要承受的负荷以及空气滤清器的重要性相应的

 提升

• 一个高效的空气滤清器是使燃料最充分燃烧的基础

• 如果水进入空气滤清器壳体（比如，由于下大雨），廉价滤清器就不能够保证继续发挥应有的

 作用，这样会导致发动机效率的大幅下降

• 阻燃浸渍工艺可以保护发动机和乘客

进水之后的空气滤清器滤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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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牌滤清器保护您的零部件

内燃机引擎模块上使用的技术和材料变得越来

越灵敏。如果使用低效率的空气滤清器，气缸

外的硬表面涂层会被未过滤掉的颗粒攻击并且

由此开始非常迅速的磨损过程。对于现代发动

机来说只有一个解决方案 – 使用新的气缸替

换掉原来的气缸。源自曼牌滤清器的高品质空

气滤清器将会永久的保护您宝贵的发动机。

不要孤注一掷

有些时候，高质量需要更高的价钱。但是与一个价值达到几万元的新的发动机气缸成本相比，曼

牌滤清器的空气滤清器的成本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且即使更换一个被堵塞的空气流量计的费用

也高于高品质空气滤清器价格的数倍。

简而言之；任何拨错了算盘的行为都会让您在最后付出更多。没有人可以通过买便宜滤清器省出

一个发动机气缸的钱。

贴身保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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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X

误区 5

如果我不打算长期的持有我的车辆，我不需要

购买曼牌滤清器的空气滤清器，它比起同类的

廉价产品来说贵多了。

错!真相是:
成本和风险对于驾驶者和车辆在任何时候都普遍存在，虽然风险可能仅存在于短时间内。即使你

想在短时间内卖出你的车，也请避免使用廉价的滤清器：

• 廉价的空气滤清器可能会损害空气流量传感器，这样很快会导致相当大的功率损耗和进气系统

 的故障

• 由于脆性和匹配度不佳廉价的材料可能导致泄露。随之带来的结果可能是：不正确的信息被传

 送到车载电子系统，带来相当大的损害和成本。

• 阻燃性缺失的危险：香烟烟头的余烬接触到过滤介质可能会引发火灾

滤材在DIN阻燃材料测试中：



13

曼牌滤清器——绝不鼠目寸光

不论您打算将车辆使用多久，曼牌滤清器之空

气滤清器会保护您的发动机，您的车以及和您

本人。它是保证完美的空气燃料比例和完好、

有效率的发动机的基础。通过阻燃浸渍工艺，

曼牌滤清器之空气滤清器能够降低发动机舱发

生火灾的危险。也许您通过使用廉价滤清器带

来了微小的成本节约，但是，这样可能会导致

重大的损失和更为高昂的成本。

永远不要降低安全系数来节约开支

假设您必须要定期更换您的安全气囊。您会选

择一个便宜但是质量差的型号然后祈祷任何事

情都不会发生吗？当然不会。

简而言之：即使您不打算长期持有您的车辆，

您也应该从安全角度出发不要去承担不必要的

风险。

安全第一！



误区 6

乘用车空气滤清器并不需要在每次车辆检验的

时候被更换。只需要擦干净或者通过压缩空气

吹吹它就可以让它恢复功能了。

错!真相是:
在车辆使用的过程中空气滤清器会持续承受80度的高温负荷，有时甚至高峰温度负荷会高达100
度。即使是最优质的材料也会老化和疲劳。另外，任何企图清洁空气滤清器的尝试都有可能对滤

清器造成损害：

• 清洁过程中的机械压力可能导致褶皱的破裂——这就意味着过滤作用的终结

• 高压空气的压力可能会破坏滤纸的结构，从而使容灰量减少

• 灰尘颗粒可以通过破损的褶皱和被破坏的结构进入发动机

• 容灰量的降低相应的会降低使用寿命

使用无纺布制作的空气滤清器的褶皱和结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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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牌滤清器——路遥知马力

曼牌滤清器之空气滤清器使用了当今最先进的

滤材，可以达到比市场上的任何同类产品高得

多的过滤效率。所以你可以确定的是，即使是

最先进的发动机也可以始终得到最好的保护。

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即使在恶劣的环境条件

下也可以达到更长的使用寿命并且大大的延长

保养周期。

仅仅比冷咖啡强一点

这种清洁方式会堵塞任何滤清器使其毫无作

用，因为这样会破坏过滤介质。这就像你从咖

啡机里取出已经使用过的咖啡滤纸，倒出里边

的残渣并且用水大力清洗后，还期待能够使用

它做出高质量的咖啡一样。因为必然会作用在

滤纸上的压力，你很可能会收获一个非常糟糕

的惊喜——滤纸可能已经裂开了。

简而言之：通过清洗或者使用压缩空气吹空气

滤清器也许可以使它看起来稍微好一些，但是

不可能让它继续拥有高品质。

隐形凶手：
压缩空气！



16

全新的空调滤

清器无纺布细

菌培养结果

被清洗过的空

调滤清器无纺

布细菌培养结

果

误区 7

并不需要购买一个新的空调滤清器，你需要做

的只是把旧的刷干净就好了。

错!真相是:
如果你用水刷洗空调滤清器，它看起来会干净些，但是一些微小的颗粒，比如花粉、真菌或者霉

菌孢子是不会被简单地刷下来的。这个清洁的过程有可能事实上使它们从滤清器表面松开并且让

它们在通风系统被再一次启动时进入车厢内。其他的一些问题也经常出现：

• 车窗起雾（冬天结冰），因为清洗后滤清器后残留的水分可能进入车厢

• 在潮湿天气中窗户经常性的起雾，因为滤材中残留的颗粒不能够使新鲜空气自由的通过

• 降低冷却效果，因为残留的灰尘颗粒会堵塞空调系统的气流流向车厢内

• 花粉，灰尘和污物颗粒无法再被吸收隔离，因为静电电荷由于清洗而不复存在

聚焦空调滤清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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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牌滤清器——车厢的忠诚卫士

来自于曼牌滤清器高质量的空调滤清器几乎可

以100%的过滤直径小于0.5微米的颗粒，因为

它携带静电电荷并且含有特殊的多层过滤介

质。它们必须由纯合成材料构成，才能吸收空

气中的湿气。

会有人认为使用海绵和刷子快速清洁之后一个

旧的床垫能够像新床垫一样继续提供未来10
年的优质服务吗？这样做也许可以看起来焕然

一新，但是对于卫生状况和功能性来说是毫无

帮助的。

简而言之：您不应该用您的健康来做实验。另

外从主动安全驾驶的角度出发也值得您在每年

或者每15,000公里定期更换空调滤清器。

无法进入！

甚至连去污剂都不会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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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X

误区 8

只要尺寸和螺纹匹配，机油滤清器是可以互相

代替的。因此，你不必努力去根据相应的零件

号购买滤清器。

错!真相是:
即使滤清器的尺寸是正确的，这并不表示它就是好的选择。从外表上，黑色的罐体可能会让你对

你正在买的东西有信心，但是只有高品质的机油滤清器能够提供最佳的保护。曼牌滤清器为几乎

每一种型号的轿车或货车提供最佳的滤清器。内涵决定一切：

• 过滤材料必须适用于发动机和应用

• 只有型号正确，符合应用的滤清器才能保持到下一次保养周期到来前持续的分离出有害颗粒。

• 根据不同型号的发动机，滤清器需要不同数量的阀以获得避免发动机磨损的最佳保护效果。不

 仅是阀的数量很重要，正确的设计值也相当重要，例如阀门开闭的压力等。

• 得益于坚固的螺纹端盖，可靠地密封性和耐压性，防腐蚀的外壳，曼牌滤清器可以提供最佳的

 稳定性和密封性。

让我们看看滤清器的“内涵”：优质机油滤清器的内心世界和廉价产品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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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仅仅因为盒子长得一样而购买药片吗?”

……或者是

根据它的成

份？

曼牌滤清器——总是恰到好处

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曼牌滤清器满足汽车制造

商的对规格的苛刻要求 – 但是这绝不是售后市

场的普遍情况。在曼牌滤清器，你不仅可以找

到尺寸适合的滤清器，同时也找到了对于每种

发动机和机型以及几乎每一种应用的正确解决

方案。曼牌滤清器不提供不出色的解决方案。

非比寻常

的内涵！

滤清器和药片一样：它们的尺寸根本无法说明它们的效果——内涵决定一切。 对于滤清器来说，

取决于它的组件是否具有正确的功能，比如滤纸的选材等，而这一切是无法从外观看出来的。一

个滤清器到底好不好只能在它被使用时显示出来。

简而言之：内涵决定一切

内涵决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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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X

误区 9

如果你使用一个廉价的滤清器并且以两倍的更

换频率更换它，则效果跟使用一个比较贵的滤

清器是一样的。

错!真相是:
如果你认为在短期内，廉价滤清器可跟贵的滤清器一样好用那么很遗憾，我们不得不让你失望

了。因为廉价滤清器从来不会得到与优质滤清器同样的效果——根本不可能。而且更加糟糕的

是，一个廉价滤清器隐含着一系列的风险：

• 可能存在泄露——例如：通过滤材或者旁通阀

• 较低的分离效率

• 耐用度的不稳定性

• 使用与车辆不兼容的材料——例如纤维滤纸在遇到机油中的活跃成份时发生脆化反应

机油滤清器所使用滤材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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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牌滤清器节约金钱，时间——和紧绷着的神经

内涵决定一切——应该在第8个误区中已经解

释清楚了。只有高品质的滤清器才能够真正的

从一开始就保护发动机。通过使用曼牌滤清器

高品质产品，你甚至可以节约金钱 – 更别说时

间和紧绷着的神经了。为什么你要向可靠性、

保护性以及功能性妥协，最终你甚至可能还要

付出的更多?

您是否估算过更换滤清器的成本？这里的重点

是“更换”，因为往往在购买滤清器的时候这

个费用是没有包含在内的。通常情况下，快修

店的人工成本比材料成本高得多——更别说万

一需要备用车和您的时间成本了。

简而言之：尽管基于以上的事实，当然您还是

可以通过使用两个廉价滤清器来度过一个保养

周期。但是，在核算成本的时候，您应该不仅

考虑到滤清器的成本，更应该考虑两次更换滤

清器的成本。应该可以肯定曼牌滤清器的高品

质产品最终还是会取得更高的性价比，对吗？

做个数学计算就会发现

这根本不
会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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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 10

更换滤清器后机油压力指示灯熄灭的越快，滤

清器就越好。

错!真相是:
通常情况下, 只有一个原因会使机油压力指示灯瞬间亮起，随后又再次熄灭：只有当更换滤清器

后，滤清器有一瞬间是空的。但是你完全不需要使用秒表来测量它，因为所花的时间跟滤清器的

质量毫无关系。只有当机油压力指示灯不再熄灭时这种延时才是危险的 – 因为这样表明机油压力

过低。除了低油位或者有缺陷的油泵的因素，这个问题也有可能是由滤清器引起的：

• 因为使用了错误的或者质量差的滤清器而导致流动阻力过高

• 超过保养周期没有更换滤清器导致滤清器内的灰尘已经饱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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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牌滤清器——安全的可靠保证

使用曼牌滤清器的优质产品，您可以确认的

是，即使机油压力指示灯持续亮起，您的机油

滤清器是毫无过错的。因为它们符合主机规范

要求并且确保在任何时候都有最佳的功能。另

外，曼牌滤清器的优质产品拥有精确运作的旁

通阀，可以适应发动机的要求始终在对的时间

打开和关闭。廉价的滤清器上的旁通阀往往是

粗制滥造的，或者永久性打开或者永久性的闭

合，不能够提供任何可比的过滤表现。而且非

常不幸的是，没有任何警示灯会告诉你这些。

如果你在安装一个机油滤清器的时候没有装滤

芯，机油压力指示灯会瞬间亮起 – 因为机油

流动阻力达到最小，尽管，这些机油肯定是未

经过滤的。这就说明了一切。就像是如果一个

智能手机开机特别快，你不能够得出结论说这

个手机用来打电话一定特别好使一样。

简而言之：因此，不能够通过警示灯熄灭的时

间快慢总结出所使用的滤清器质量的好坏。

不是时间问题

为了更
好的驾

乘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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