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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发电齿轮箱润滑要求与特点
齿轮箱是风力发电机的主要润滑部位，用油量占风力发

电机用油量的3/4左右。

齿轮箱属于闭式齿轮传动类型，高低转速并存，负荷

高，并伴有振动负荷和冲击负荷，多采用油池飞溅式润滑

或压力强制循环润滑。而主齿轮箱又是齿轮与轴承共用一个

润滑系统，二者的材质（钢-铜）不同，对油品的感受性不

同。另外，我国风力发电机多安装在新疆、内蒙古、甘肃及

沿海等地区，这些地区温差大、湿度大、风沙大，并且设

备维修不便。因此，风电齿轮箱用油的特性就要兼顾对不

同材质的润滑保护功效，同时要满足风电场运营的气候环

境的需求。

为适应这种苛刻的工况环境，就要求风电齿轮油除了具

有良好的极压抗磨性能、抗氧化性能、抗乳化性能、粘温性

能、低温性能和较长的使用寿命外，同时还必须具有独特的

抗微点蚀性能、对轴承以优异的保护性能、极好的抗擦伤性

和橡胶及密封件的适应性等。

知 识 窗

主轴轴承

长城 BLC-C 润滑脂 2T 号 
采用复合皂稠化精制合成基础油，加有抗氧、 防锈、抗磨损等添加剂制成，可保

证使用工况苛刻条件下的双馈型风机、直驱型风机、混合型风机的主轴轴承部位的润

滑保护需要。

性能特点

◎ 具有优良的机械安定性和高低温性能；

◎ 具有优良的极压抗磨性能和突出的抗微动磨损性能；

◎ 良好的长寿命，保证较长的润滑周期；

◎ 良好的抗水淋性和防锈性，适用于苛刻工况下的润滑部位。

适用范围

◎ 适用于电力、冶金、工程机械等行业高负荷设备的润滑；

◎ 特别适用在极端苛刻条件下对风电设备的主轴轴承润滑保护；

◎ 使用温度：-40℃～180℃。

发电机、减速机轴承

长城 BLC-C 润滑脂2号 
采用复合皂稠化精制合成基础油，加有抗氧、防锈、抗磨损等添加剂制成，

独特的长寿命性能， 保证直驱型、双馈型、混合型风机的发电机轴承、 减速机

电机轴承长久润滑保护。

性能特点

◎ 具有优良的机械安定性和高低温性能；

◎ 良好的抗水淋性和防锈性；

◎ 良好的长寿命，保证电机的长时间有效工作；

◎ 具有优良的极压抗磨性能和突出的抗微动磨损性能。

适用范围

◎ 适用于风机发电机轴承、风机减速机电机轴承等电机轴承；

◎ 使用温度：-40～180℃。

偏航、变桨开式齿圈

长城 7420D 重负荷齿轮润滑脂 
采用皂基稠化剂稠化高黏度合成油 ，并加有多种高效添加剂精制而成的高低

温润滑脂。

性能特点

◎ 优异的粘附性，基础油黏度高，油膜厚度大，粘附力强，为齿轮提供极好

的润滑性能；

◎ 优异的极压抗磨性能，满足重负荷下运转齿轮的润滑；

◎ 优异的抗冲击负荷性能，含固体润滑剂，满足有冲击负荷下齿轮的润滑；

◎ 优良的低温性，保证齿轮在低温下正常润滑；

◎ 优异的防锈性能，确保在潮湿环境下对齿轮的润滑和防护；

◎ 优良的抗盐雾性能，确保在盐雾环境下对齿轮的润滑和防护。

偏航轴承、变桨轴承

长城 BLC-G 润滑脂 
采用复合皂稠化优质合成基础油并精选添加剂配方经特殊工艺制成，具有优

良的高低温性、防锈性、极压抗磨性、抗氧化性，独特的抗微动磨损性能，适用

于对高低温、极压性和磨损方面有较高要求的轴承润滑部位。 

性能特点

◎ 具有优良的抗磨 、极压性能，能够满足高负荷条件的需求；

◎ 具有优良的黏附性能，能够较好地黏附在润滑表面形成润滑膜；

◎ 具有优良的高低温性能，能够满足高温润滑性及低温泵送的要求；

◎ 具有优良的防锈性能，能够对润滑表面起到保护作用；

◎ 具有独特显著的抗微动磨损性能，全面覆盖风电机组主轴轴承、偏航轴

承、变桨轴承的润滑。

适用范围

◎ 适用于风电机组 主轴轴承、偏航轴承、变桨轴承的全面高效润滑，可以

集中供脂或手工涂抹；

◎ 使用温度：-40℃～ 180℃。

◎ 润滑部位：主轴轴承

◎ 润滑油品：长城BLC-C润滑脂2T号

◎ 试验时间：2010年

试验效果：750kW风机主轴承上取得

较好的应用效果，得到用户认可。

◎ 润滑部位：主轴轴承 

◎ 润滑油品：长城BLC-G润滑脂 

◎ 监测周期：2015年9月至今 

试验效果：通过元素分析、Fe元素低于切换前50%，磨损有所缓解，温升实

时监控数据分析，温升有相应地降低，可满足主轴轴承正常运行。

◎ 润滑部位：主轴轴承

◎ 润滑油品：长城BLC-C润滑脂2T号

◎ 监测周期：2015年6月至今

试验效果：试验至今，油品本身理化性质保持

正常，主轴轴承运转良好。

山东省栖霞市某风电场—750kW风机试验

吉林某风电场—1.5MW双馈型明阳风电机组 新疆某风电场—1.5MW直驱型金风风电机组

应用案例

应用案例

上接三版

冷却系统

长城 YF 系列有机型发动机冷却液 
采用国际先进 OAT 技术，是一款高效、长寿命、环保型、多功能有机型冷却液，

适用于各种轿车、卡车、 工程机械及工业水冷系统。

性能特点

◎ 有机酸盐抑制剂在发动机金属表 面形成一层致密而稳定的化学吸附膜（呈灰 

～黑色），这种膜与无机盐抑制剂在金属表面所形成的保护膜不同的是，它不仅

不会在使用过程中消耗掉 ，而且还可减少铝质裂隙腐蚀和铸铁气蚀损害，延长发

动机部件使用寿命，为冷却系统提供长期的防腐蚀保护；

◎ 抗硬水能力很强，不易产生水垢及硅酸盐凝胶状沉淀；

◎ 高温下仍有优异的导热性和极好的保护性；

◎ 对橡胶管和密封材料无害，提高水泵及密封件的使用寿命；

◎ 可以长年贮存，贮存稳定性极佳；

◎ 通用性出众，适合使用在采用不同金属材质的发动机；

◎ 本产品防冻保护最低达 -60℃；防沸保护最高达 116℃；

◎ 不含有对环境有害的或预计有毒性的添加剂成分，不会形成潜在的对人体有害

的致癌性物质，也不会造成水体及土壤生态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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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风电加油 长城润滑油汇聚行业精英共话能源伟业

油讯快递

7月26日，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机械工业

协会风力机械分会共同组织召开风电设备润滑油脂国产化替代

专题交流会。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风力机械分会和风电主机

制造厂、齿轮箱制造企业、风电运营公司的代表60余人与会，

共同研讨在我国风电业发展进程中加快推进国产润滑油脂替代

的课题。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苟连杰、中国农业

机械工业协会风力机械分会秘书长祁和生等出席了交流会。

国家《风电发展“十三五”规划》着力推动风电技术自

主创新和产业体系建设，给风电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其中，风电设备配套用油的国产化在风电技术自主创新中

具有重要意义。对此，风电协会、风电设备制造企业、风电厂

等风电业上下游板块都在进一步形成共识，携手努力，整合风

电行业资源，协同推动创新，加速推进产业发展核心技术研发

和转化，加快推动产业发展商业运营模式创新和融合，构建起

包括设备制造、资源开发、技术研发、润滑服务、商业合作全

产业链条。风电业与润滑油产业的跨产业合作在各方努力下，

正在得到进一步深化，不断取得成果。

两大行业看好强强联合 共同发展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风力机械分会秘书长祁和生指

出，风电业的发展具有良好的前景，中国石化润滑油公司为此

推出了高性能的润滑油脂产品，希望再接再厉，不断提升中国

润滑油产品在风电行业的应用比例，为中国风电产业的发展作

出贡献。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苟连杰表示，期待通

过共同努力，在加大风电设备润滑油脂国产化替代，共同推进

风电装备润滑技术全面提升上取得累累硕果。为全面推进中国

风能产业茁壮成长，迅速发展壮大不懈奋进，共同为中国实施

清洁能源战略奉献智慧和做出最大贡献。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风力机械分会副秘书长董万里介

绍了风电设备润滑油脂发展概况和趋势，强调中国润滑油脂产

品质量已经达到国外品牌同等水平，完全可以满足风电行业的

性能质量要求，呼吁加强合作，共同发展。（下转二版）

长城液压支架用乳化油HFAE40-5

通过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认证

近日，新研制的液压支架用乳化油

HFAE40-5顺利通过了北京安标中心的认证，取得

了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

根据煤炭行业各矿区对适应不同水质产品

的用液需求，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上海研

究院前期已陆续开发了常用5款液压支架用乳化

油和浓缩液系列产品。本次科研团队成功研制

并申报认证的液压支架用乳化油HFAE40-5产品，

完全符合煤炭行业最新标准MT76-2011要求，

为适应最高水质等级的产品。认证安标编号

MNA180024，证书有效期至2023年7月。本产品可

在高水质硬度、高矿化程度煤矿得到新的应用

和推广。（黄莉云）

长城胜动专用油成功进入

西山煤电古交电站

近日，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济南分公

司生产的胜动专用油之一G2000大功率专用油成

功进入西山煤电集团卡特彼勒进口机组，成功

替代进口油品。

西山煤电集团是全国最大的炼焦煤生产基

地，特大型煤炭企业。这次胜动专用油成功进

入西山煤电古交电站，标志着胜动专用油得到

了国内又一特大型煤炭企业的认可，在煤炭企

业设备用油国产化道路上建立了新的标杆，实

现了新的突破。（张建欣）

7月30日，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诸骏生等

一行到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进行党建共建交流，中国石

化集团公司宣传部副主任张波、炼油事业部副主任沈辉、物

装公司材料部副总经理程勇，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苟连杰、副总经理李亮耀等出席座谈会。

会议全面展示近些年双方党建共建成果，交流各自党建

创新做法，围绕“多基地模式下协同、创新与深化合作”和

“推进设备用油国产化在宝钢各生产基地的应用及全面润滑

服务”两大主题深入互动交流，并达成进一步以党建共建促

进发展共赢的共识。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机关领导对党建共建取得成效给予充

分肯定，要求从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做强国有经济、

建设优质文化等高度，把党建共建做实做出更大成效，打造

央企全面合作的典范。（下转二版）

长城润滑油
官方微信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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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润滑油与宝钢开展党建共建交流
深入推广宝钢润滑油国产化替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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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润滑油致力以航天润滑科技

服务风电业发展

（上接一版）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科技开发部

副主任水琳博士向与会来宾介绍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

司实力，历数在航天、高铁等行业的尖端应用以及在风

电行业开发生产优质配套润滑油产品所付出的努力。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作为润滑油行业领军企

业，长期秉承“服务国家发展，打造世界一流”初心和

使命，坚定做中国高端制造的支持者、参与者，在长期

为中国航天、汽车、冶金、装备制造、船舶等诸多行业

提供全面润滑支持和保障的同时，也长期关注风电行业

的发展，积极研发配套产品，确保中国润滑油科技满足

风电行业发展的需要。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作为全国石油产品和润滑

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单位和风电用油标准的主要起

草单位，积极以润滑科技为风电业提供技术支持。2017

年7月，联合中国水利电力物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在

珠海共同举办了《风力发电机组专用润滑剂》等四项国

家标准宣贯会，为行业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同时长城润滑油发挥产销研一体化的强大优势，开发生

产配套的风电设备用轴承润滑脂、开式齿轮润滑脂、变

速箱齿轮油和液压油等系列润滑产品，已具备为风电行

业提供全面润滑解决方案的实力和经验。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北京研究院、天津分公

司、华北销售中心的专家分别做了《齿轮润滑技术》、

《轴承润滑技术》、《风电业后市场润滑服务》的专题

报告，详解长城润滑油的技术与服务。

风电产业上中下游肯定国产化
替代方向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公司机械工程师为大家带来《润

滑油脂的应用和国产化期望》，表达了推进国产化替代

的迫切愿望，希望中国润滑油企业提高研发能力，普及

行业知识，打破行业壁垒，帮助客户提高监管能力、进

行油品评定、状态监测、故障诊断，提供满意的服务。

中节能风力发电（张北）公司副总经理李群星进

行油品使用情况交流，介绍了与长城润滑油富有成效的

合作，以其多年应用积累的性能数据对比，验证长城润

滑油性能指标媲美国外一流品牌，性能品质良好。他表

示，所有数据可与大家分享。

龙源电力集团油液监测中心做《风电机组油液监测

与润滑管理》，倡导通过管理监控油品，最大程度为企

业赢取效益。

重庆重齿风力发电齿轮箱公司副总经理吕和生介绍

中国润滑油风电齿轮箱试验验证情况，肯定长城润滑油

产品品质，称赞其部分数据甚至优于国外品牌产品。

在讨论阶段黑龙江省华富电力投资公司总工程师

陈国光、华锐风电科技公司副总裁易春龙、中节能风力

发电（张北）公司副总经理李群星、北京京能新能源

有限公司姚振宇、协和新能源集团公司总裁助理刘瑞卿

等嘉宾踊跃互动。他们表示，风电产业都认识到了国产

化替代的重要性，希望有更多的案例数据，为企业决策

提供有力依据；希望长城润滑油加强高层互访，加大工

作力度，推进油品国产化替代进程；在倡导中国制造的

今天，希望长城润滑油抓住机遇，以油品国产化为切入

点，推进强强联合，在装填市场和后市场同时发力。

在交流会上，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科技开发部

副主任水琳回答了部分嘉宾提出的问题，表示会更积极

地分享数据，完善工作，推进合作，同时对各位领导和

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表示感谢。

交流会主持人华电福新能源公司副总工程师张文忠

指出，应进一步发挥协会的平台功能，为两个行业的合

作提供背书和分享的作用，增进双方的了解，希望共同

把工作推向前进。

本次会议促进风电业上下游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石化

润滑油业务的技术实力，凝聚了加快油品国产化替代的

共识，为两个行业深化合作、共赢发展进一步创造了有

利条件。

长城串联风电朋友圈　国产化不只是情怀更是信任

长城润滑油与宝山钢铁进行党建共建交流

（上接一版）宝钢股份党委副书记诸骏生在致辞

中指出：党建共建作为两大央企之间创新之举，科学将

党组织保证监督作用、廉洁合作、业务战略合作融合为

共建这一高效载体，这些年来取得了出乎当初意料的成

果，长城润滑脂在宝钢占比达到65%，宝钢股份润滑油

产品品种由近500个简化为100余个，品牌由几十个主要

集中到国内两大润滑油品牌，降本效果明显。我们站在

发展好民族工业、民族品牌的高度，把党建共建和双方

业务战略合作推进好，促共赢保发展，共同提高产业链

竞争力，共同创造民族美好生活。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苟连杰在致辞中

表示，党建共建是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党委自2007

年开始倡导和持续推进的一项重要工作，目前已经与

147家业务合作单位的党组织建立党建共建关系。源于

合作伙伴的鼓励和认同，持续十一年之久，已经建立起

比较完善的党建共建工作规范体系和每年坚持五个一常

态化运行机制，党建共建已经成为公司党建与经营深度

融合的重要载体，与合作伙伴加强全方位交流促进合作

共赢的重要平台。大家齐力发挥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党

组织的政治优势，凝聚智慧和力量，齐力构筑“共赢发

展”文化，同力建设“顺畅清廉”的合作秩序，合力打

造产业链竞争力，实现企业又好又快发展，履行国有企

业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与宝钢党建共建

取得的重要成果，就是在宝钢引进的先进制钢装备用油

国产化成效非常突出，所创造的用油国产化替代模式，

在整个冶金行业发挥出“宝钢效应”，被诸多大企业所

仿效。今天党建共建交流和合作项目规划，必将进一步

促进用油国产化替代模式在宝钢以及宝武集团等各生产

基地深入推广。（李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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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东北某风力发电场开始在其750KW Nordex风力发电机组

的增速齿轮箱上使用长城风力发电设备传动系统专用油。通过前两年的连

续油品检测，油品中的铜含量较小，铁含量小于100ppm，表明油品的极压

抗磨性能优异，轴承和齿轮均未发生磨损。该风电场已连续多年使用长城

润滑油。

◎ 润滑部位：主齿轮箱、液压系统

◎ 润滑油品：风力发电设备传动系统专用油（合成型）、L-HV低温液压油

◎ 监测周期：2006年7月至2010年7月

使用工况：金风科技600KW风力发电机组齿轮增速箱，其齿轮箱型号为FL600，传动形

式为3级，1级行星，2级平行轴，减速比为1:56.56，额定功率

为645KW，润滑方式为压力强制润滑。

使用效果：大连风电场地处我国东部海岛，风电齿轮箱润

滑油要承受冬季低温、海水蒸汽腐蚀等恶劣工况下对发电机组

润滑保护能力的考验。该电场发电机组为金风科技600KW的风力

发电机组。通过油品检测数据表明，长城风力发电设备传动系

统专用油无论是低温条件下对设备的润滑保护能力，还是抗高

温老化性能、抗磨损性能等都表现优异，完全可与国外风电齿

轮箱用油相媲美，该实验并获得大连风电场的认可报告。

该风电场还在1台600KW风力发电机组使用长城L-HV32低温

抗磨液压油，通过对油品倾点、空气释放值、抗乳化性等项目跟踪监测分析，长城油品的

性能优异，特别是低温性能、抗乳化性能等完全满足风电机组液压系统的使用需求。（下

转四版）

◎ 监测周期：2014年7月至今

试验效果：试验至今油品自身理化性能保持正常、磨损元素及其他外

来污染物变化无异常。表明试验油品润滑状态正常，可满足风机齿轮箱运

行条件。尤其可满足兆瓦级风力发电机组齿轮箱的运行条件。

东北某风力发电厂-750KWNordex机组

东北沿海风电场-600kW金风机组

河北某风电场-两台1.5MWGE机组

应用案例

应用案例

风力发电机组主要润滑部位及润滑产品

润滑部位 润滑产品

① 变桨轴承 长城 BLC-G 润滑脂

② 变桨齿圈 7420D 重负荷齿轮润滑脂

③ 变桨减速箱 风力发电设备传动系统专用油（合成型）

④ 主轴轴承 BLC-C 2T 号润滑脂 长城 BLC-G 润滑脂

⑤ 主齿轮箱 风力发电设备传动系统专用油（合成型）

⑥ 偏航减速箱 风力发电设备传动系统专用油（合成型）

⑦ 偏航轴承 长城 BLC-G 润滑脂

⑧ 偏航开式齿圈 7420D 重负荷齿轮润滑脂

⑨ 发电机轴承 长城 BLC-C 润滑脂 2 号

⑩ 减速机轴承 长城 BLC-C 润滑脂 2 号

其他

液压系统 L-HV 低温液压油

冷却系统 FD-2A 多效防冻液 YF-2A 有机型发动机冷却液

变压器 I-10℃变压器油（通用） I-40℃变压器油（通用）

主齿轮箱、减速箱

长城风力发电设备传动系统专用油（合成型）
采用合成油为基础油，加入多种精选添加剂调和而成，具有优异的黏温

特性和热稳定性，低温流动性 好等特点。

性能特点

◎ 良好的低温启动性能，清洁度优异；

◎ 独特的抗微点蚀性能，有效减少齿面过早损坏的风险；

◎ 极好的承载和抗磨性能，可减少钢－钢部件磨损，确保设备正常运

转；

◎ 优异的耐温性能，高温时有效抑制油品高温氧化，极端环境温度时

齿轮也会得到很好的润滑保护；

◎ 优秀的抗腐防锈及分水特性，可保护设备不产

生锈蚀。

适用范围

◎ 适用于较宽温度范围的使用；

◎ 适用于风机主齿轮箱；

◎ 适用于偏航齿轮箱、变桨齿轮箱；

◎ 适用于内陆及沿海风力发电机组。

产品认证

◎ 国内首家获得北京鉴衡认证中心认证

◎ 国内润滑油行业中率先通过国际知名齿轮箱制造商FLENDER对该产品

的多项性能评估，如微点蚀保护、轴承保护等。

液压系统

卓力L-HV低温液压油 

该系列产品采用深度精制的高黏度指数基础油和精选多种优异功能性添加剂，经国际先

进技术水平的生产工艺调合而成，该产品特别适用于露天、寒区及环境温度变化大或工况苛

刻的中、高压液压系统，如风力发电、工程机械、建筑机械、矿山机

械、油田机械、船舶及车辆等的液压系统。

性能特点

◎ 完全秉承了HM抗磨液压油的高抗磨品质，比HM具有更优异的

高、低温性能，提供优秀的低温启动性能、低温流动性能和高温

保护性能，有效地延长油品的使用寿命；

◎ 优异的黏温性能、剪切安定性、氧化安定性，黏度变化小，使

液压系统工作更平稳；

◎ 优异的抗磨性能和防锈、防腐性能，为液压设备提供有效防

护；

◎ 优异的密封件的适应性，防止油品的泄漏。

长城为风电设备提供长效润滑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积极投身风电行业配套发展，与多家风电厂、风电设备制造企业联合开展项目合作，开发出

适用于风力发电机组设备专用的润滑产品，服务于风电行业，并主导制定了风电发电机组专用润滑剂国家标准（包括齿轮

油、液压油、润滑脂），能够为风机运行提供全面的润滑解决方案，保证设备长效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