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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系统
铁路机车牵引电机轴承润滑脂

长城铁路机车牵引电机轴承润滑脂采用复合皂稠化深度精制矿物油及合成油，并加入高

效添加剂而制成，是专为铁路机车牵引电机轴承研制的高性能润滑脂。

应用范围

◎ 适用于铁路机车的牵引电机电枢轴承及主发和辅助电机轴承的润滑；

◎ 使用温度范围：-40℃～160℃。

性能特点

◎ 突出的高低温性能，满足我国铁路南北通用的要求；

◎ 良好的剪切安定性，确保了长期使用中不甩油；

◎ 优良的极压抗磨性能，保证了电枢轴承在重负荷工作情况下的安全运转。

HDC 超重负荷发动机冷却液

长城HDC 超重负荷发动机冷却液适用于超重负荷发动机冷却系

统的冷却，具有良好的抗硬水、抗菌稳定性和储存稳定性，以及优

异的高温铝合金缓蚀性能。

应用范围

◎ 适用于内燃机车等重负荷发动机冷却系统的冷却。

性能特点

◎ 能够为重负荷柴油机湿式缸套提供优异的抗振动穴蚀性能；

◎ 直接用于重负荷柴油机，不需要额外添加补强剂；

◎ 良好的抗硬水、抗菌以及储存稳定性能；

◎ 优异的高温铝合金缓蚀性能；

◎ 推荐使用寿命10万公里。

产品满足的规格/认证

◎ Q/SH303 0637—2014    ◎ ASTM D3306     ◎ ASTM D6210

◎ NB/SH/T 0521          ◎ GB 29743—2013

铁路内燃机车五代油

长城铁路内燃机车五代油采用高黏度指数矿物基础油和功能剂调合而成，符合LMOA五

代油的规格要求，以及全球领先的内燃机车制造商美国EMD和GE公司的OEM技术规范，油品

采用不含锌的添加剂配方，特别适用于含银部件发动机的润滑。可供选择的黏度等级包括

SAE40、20W-40。

应用范围

◎ 适用于美国EMD 和GE 公司生产的铁路内燃机车柴油发动机中；

◎ 适用于要求使用 LMOA 五代油的铁路内燃机车柴油发动机中；

◎ 适用于要求使用 API CD、CF 及CF-2 规格的柴油发动机中，满足混合车队的运营要求。

性能特点

◎ 不含锌，对银部件无腐蚀作用，保证含银轴承的良好润滑；

◎ 优良的油泥控制能力，保证发动机良好的清净性；

◎ 具有延长的换油寿命，可减少维护成本；

◎ 碱值TBN13。

产品满足的规格/认证

◎ LMOA 五代油         ◎ API CD、CF 及CF-2；    

◎ GE 四代长寿命机车油（Generation 4LL)及EMD机车油技术规范。

I-40℃变压器油

长城I-40℃变压器油（矿物变压器油）采用深度精制的低黏度、低倾点矿物基础油和

精选的优质抗氧剂调合而成的高级别变压器油，不含PCB(多氯联

苯)，具有传热迅速、氧化安定性好、电气性能优异等特点。可供

高铁用的变压器油牌号为长城I-40℃变压器油。

应用范围

◎ 铁路机车、轻轨、地铁等用的油浸式牵引变压器；

◎ 电力用油浸式变压器、套管、开关、互感器和整流器。

性能特点

◎ 具有良好的低温性能，有利于变压器设备散热冷却，保证

设备的安全运行；

◎ 具有优良的电气绝缘性能，将电气设备中不同电位（势）

的带电部分隔离，增加了绝缘强度，使其不致于形成短路，

就不会被击穿；

◎ 未检出腐蚀性硫，可较好的避免因腐蚀性硫导致的变压器绝

缘故障问题的发生；

◎ 具有优异的氧化安定性，变压器油在相同运行时间内产生的

酸和油泥较少，延长了变压器油寿命，有利于变压器的运行。

产品满足的规格/认证

◎ 满足GB/T 2536 标准要求；

◎ 满足IEC 60296 标准要求；

◎ 满足ASTM D3487 标准要求。

制动系统
TF-800 硅油

长城TF-800硅油采用改性硅油为基础油，添加多种添加剂精制而成。

应用范围

◎ 主要应用于铁路机车制动装置上制动阀的润滑和密封。

性能特点

◎ 具有优异的高低温性能；

◎ 具有良好的橡胶适应性，可有效的防止橡胶的收缩及硬化；

◎ 具有优异的黏温性能。

机车车辆制动缸89D 润滑脂

长城机车车辆制动缸89D润滑脂采用羟基硬脂酸皂稠化合成油，加入高效添加剂而制

成，是专为铁路车辆制动缸密封及润滑研制的高性能润滑脂。

应用范围

◎ 适用于铁路机车车辆的制动系统制动缸润滑。

◎ 使用温度范围：-50℃～120℃

性能特点

◎ 良好的剪切安定性，确保了长期使用中不甩油；

◎ 突出的低温性能，在极寒情况下能保持低的启动力矩；

◎ 优良的橡胶相容性能，能够保持制动缸橡胶皮碗的耐寒持久性能和质量性能。

89M 毛毡浸润脂

长城89M毛毡浸润脂采用羟基硬脂酸锂皂稠化合成油，并加入高效添加剂而制成，是专

为铁路车辆制动系统毛毡浸润研制的高性能润滑脂。

应用范围

◎ 适用于铁路车辆的制动系统；

◎ 使用温度范围：-50～120℃。

性能特点

◎ 良好的浸润性，与毛毡亲和力强，确保长期使用；

◎ 优良的润滑性能，保证了制动系统的安全运转。

辅助系统
4503 合成空气压缩机油

长城4503 合成空气压缩机油采用特定组成合成基础油，并加入优质高效添加剂精制而

成的空气压缩机系统用润滑油。

应用范围

◎ 适用温度范围：回转式压缩机- 3 0～ 1 1 0℃，往复

式-30～180℃，离心式-30～80℃。

性能特点

◎ 优良的热氧化安定性和低的积炭倾向性，延缓高温下氧化变

质；

◎ 蒸发损失小，油耗低；

◎ 优良的黏温和低温性能，保证压缩机在较宽温度范围内正常运转；

◎ 良好的油水分离性能，使空气中凝结于油的水分迅速分离；

◎ 良好的防锈抗腐蚀性能，防止压缩机部件腐蚀；

◎ 良好的润滑性能，减少压缩机磨损；

◎ 优异的性价比，使用寿命可达3000～4000 小时。

4524 合成冷冻机油

长城4524 合成冷冻机油采用合成油为基础油，并加入极压、

抗氧、抗腐蚀等多种添加剂精制而成的制冷系统用润滑油。

应用范围

◎ 广泛用于采用R134a、R407c、R410 为制冷剂的地铁、高铁

等空调制冷系统的润滑；

◎ 适用温度范围：-40～150℃，短期可达170℃。

性能特点

◎ 优异的热氧化安定性能，防止润滑油高温下变质；

◎ 良好的材料适应性，避免系统使用中出现泄漏；

◎ 优良的制冷剂互溶性，保证制冷系统具有良好的热效率；

◎ 优良的高低温性能，保证系统宽温度范围内正常运转；

◎ 良好的润滑性，保护制冷压缩机，减少磨损；

◎ 优良的生物降解性，减少环境污染；

◎ 优异的综合性能，保证制冷系统长时间正常工作。

铁路机车风窗玻璃清洗剂

长城铁路机车风窗玻璃清洗剂能够快速有效去除风窗玻璃表面的污垢，可减少橡胶条和

挡风玻璃之间的摩擦，有效延长雨刮器的使用寿命，对金属、橡胶、漆面等无任何腐蚀。

应用范围

◎ 适用于机动车风窗玻璃的清洗；

◎ 适用于铁路机车风窗玻璃的清洗。

性能特点

◎ 具有良好的清洁性能，可有效去除风窗玻璃表面的污垢；

◎ 可减少橡胶条和挡风玻璃之间的摩擦，有效延长雨刮器的使用寿命；

◎ 采用优质的低泡型表面活性剂，显著降低清洗液的泡沫，增强其清洗效果；

◎ 对金属、橡胶、树脂等均可提供优异的腐蚀抑制保护；

◎ 良好的储存稳定性和使用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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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润滑油航天助威团为“北斗”加油

油讯快递

11月7日，2018第十三届上海国际轨道交通展览会在上海新

国际博览中心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展会集中展出了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车辆内饰及配件、通讯信号、牵引供电等技术与设备，吸

引了众多国内外铁路及城市轨道交通领域知名企业参展。

作为中国领先的润滑油企业，长城润滑油此次参展(N1馆

S015号展台)，带来了服务国内国际铁路设施的丰富经验和国

际领先的轨道交通领域全面润滑解决方案。展会现场吸引了一

大批观众驻足观看，交流与讨论先进轨道交通润滑技术。

技术沉淀，与轨道交通行业共成长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作为“中国制造2025”十大重点

领域之一，是国家层面近年来提出的战略部署，而长城润滑油

与轨道交通行业的战略合作，却是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90年

代，长城润滑油就已经开始为中国轨道交通行业提供全面配套

润滑服务，并根据铁路设备需求进行润滑方案优化，提升润滑

效能，创造润滑价值。多年来，长城润滑油作为中国铁路润滑

产品的主要供应商，伴随轨道交通行业的成长，在轨道交通设

备润滑方面积累了雄厚的科研实力和丰富的配套服务经验。为

满足铁路发展需求，先后开发出铁路内燃机车四代油、五代

油、铁道车辆滚动轴承润滑脂、齿轮油等多款产品，获得客户

一致认可。（下转二版）

11月1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CZ-

3B）运载火箭，将第41颗北斗导航卫星顺利发射升空。待12

月初发射完成最后一颗北斗卫星时，北斗整个系统将逐步建

立完善。一支由陪伴长城润滑油多年的战略合作伙伴和各地

金吉星销售冠军组成的“中国航天助威团”来到发射现场，

亲身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助威团按计划准时出发前往西昌发射中心，在发射塔

底近距离地参观拍照后，登上卫星发射观看台。晚上23时57

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耸立的航天器腾空而起，伴随着巨大

的轰鸣声助推火箭飞向天际，一团橘色的亮光将夜空照得犹

如白昼般明亮。卫星发射成功的瞬间，深深的震撼了现场的

助威团成员，掌声、欢呼声持久不能散去。

“虽然这几天的行程很满，但是我一点也不觉得疲惫，

反而很兴奋。以前都是在电视里观看卫星发射，从来没想过

有一天自己能有幸来到西昌发射中心，亲眼见证我国的自主

研发制造的北斗三号卫星上天。通过这三天两晚的助威团活

动，增长了很多关于航天的知识，内心也感到无比的震撼和

激动，感谢长城润滑油能够让我们如此近距离的感受祖国航

天事业的巨大魅力。”一位助威团成员感慨道。对于广大航

天爱好者而言，能够参与“长城润滑油航天助威团”可以说

是值得一生铭记的难得经历。

每年长城润滑油都会召集爱好航天的普通大众现场观看

航天发射。自2011年至今，“长城润滑油航天助威团”已经

连续举办了八届，已有诸如长城润滑油消费者、大学生、媒

体记者、卡车司机、一线润滑油工作者、白内障患者、普通

网友等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近两百名航天爱好者得以亲临西

昌卫星发射中心、文昌发射基地，亲眼观看火箭升空的壮丽

场景。他们纷纷表示，感谢长城润滑油给予的宝贵机会，通

过这次活动亲身见证了我国航天事业的伟大成就，感受到了

祖国的强大，未来会继续关注和支持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北斗系列卫星在轨道定位中就应用了长城润滑油提供的

特种油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战略合作伙伴之一，长城润滑油

在陪伴祖国航天事业蓬勃发展60年的同时，一直致力于传播航

天文化，推动航天知识在民众中的普及，向全社会弘扬航天精

神。长城润滑油一直不遗余力地开展各种航天推广活动，通过

“中国航天助威团”“中国航天员体验营”等航天科普活动，

为各个年龄段和社会阶层的普通人创造近距离了解祖国航天事

业的机会，同时也获得了广大群众和媒体的认可。

长城润滑油
官方微信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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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轨道交通展　长城从润滑高铁幕后走向前台

长城轧制液在太钢应用良好

近日，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上海

研究院前往太钢进行普碳钢冷轧轧制液试用

跟踪服务。根据太钢硅钢厂2300宽幅轧机的

工艺特点及现场对长城轧制液的具体要求，

长城润滑油对新产品进行了改进并前往现场

进行技术服务，目前产品应用良好，使用浓

度、电导率、抗菌性能和退火清净性能均满

足客户要求，产品质量获得客户认可。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始建于1934

年，是集铁矿山采掘和钢铁生产、加工、配

送、贸易为一体的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具

备年产1200万吨钢的能力。（熊星）

长城为盾构机开车进行技术服务

10月16日，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华

南销售中心、华南技术支持中心共同拜访广

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粤水电交通轨

道珠三角城际广佛线工程项目部和广州市交

通十八和二十二号线项目部。

经过前期不懈的努力，今年9月，长城

润滑脂在众多的国内外知名润滑品牌脱颖而

出，成功中标粤水电交通轨道集团年度润滑

脂采购计划，长城润滑脂将应用于该公司广

佛线、十八及二十二号线盾构机主轴承润

滑。本次交流主要是售前的应用进行技术服

务，目前该公司三条线的标段总共有8台盾构

机，各标段盾构机将会陆续下井开挖作业，

届时技术人员将会跟踪润滑脂使用情况作好

售后技术支持工作。 （卢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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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在浙江慈溪组

织召开了长城电暖器专用导热油新产品发布会。中

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寇建朝带领市场营

销部、北京研究院，浙江销售分公司、济南分公司

参加会议，卓力电器、先锋电器等30多家慈溪地

区电暖器龙头企业参会。寇建朝回顾了长城电暖器

专用导热油的发展历程，强调长城导热油的发展历

程和技术水平，代表了中国导热油的发展和技术实

力，并向参会企业传递了长城导热油下一步将在电

暖器行业持续发力的信心。

龙头客户卓力电器集团徐央飞总裁发言，对长

城电暖器专用导热油的产品和服务给予高度评价，

建议双方形成战略合作关系，提升电暖器用油的行

业标准，并助力长城润滑油开发更多的电暖器集群

客户。

活动期间，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济南分公

司与卓力电器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与浙江祥和

电器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签订合作意向书，2018年新

开发意向合作企业签约量3000吨。发布会推出两款

电暖器专用导热油新产品，可满足目前所有企业出

口、内销的电暖器用油需求。（门宣宇）

长城电暖器专用导热油新品发布会召开

（上接一版）

推动技术创新，见证世界纪录

据了解，以往中国高铁核心部件都要依赖海外进

口，配套的润滑油也是来自日本、德国等国外品牌，

不仅价格昂贵，还要处处受制于人，严重阻碍了我国

高端装备制造的发展。长城润滑油作为我国最大的润

滑油生产商及全球轨道交通设备润滑油服务商，就自

然挑起了“推动技术创新，打破价格藩篱”的这个重

担。

积极参与到“复兴号”配套产品的同步设计、

同步研发过程中，从高铁核心部件研发源头切入，

配套润滑产品。经过近5年的深入探索，长城润滑油

终于交出了一份“完美答卷”——全球首款满足复兴

号350公里时速的齿轮箱润滑油，为“复兴号”运营

速度打破世界纪录贡献了一己之力。除此之外，这项

成果不仅一举打破了国外企业在高铁润滑油领域的技

术垄断，实现了中国高铁核心装备润滑油的国产化替

代，还大幅度拉低了高铁润滑油的国际市场价格。

之后长城润滑油经过3年多累计700多万公里电力

机车试验和240万公里行车试验,又先后配套了高寒车

与时速250公里动车组。大量试验和实际运行数据证

明，长城润滑油的高品质和高可靠性毋庸置疑。

制定国家标准，配套海外市场

2017年6月，中国石化与中国中车建立了战略合

作，长城润滑油是促成合作的重要推手。通过这次合

作，长城润滑油加强了与中国中车的技术合作，联

合研发高铁润滑技术，以满足中国高铁发展的润滑需

求，并联手制定高铁润滑产品的国家标准。也是在同

月，双方合作、被肯尼亚誉为“世纪铁路”的蒙内铁

路开通试运行，这既是中国首次将国内的全套铁路标

准出口到海外的成功案例，也是长城润滑油输出国家

润滑标准的典范。

从配套服务，到联合研发，再到标准制定，长城

润滑油建立起服务中国高铁的新模式，同时以此为样

本，形成服务中国高端制造的新范式，为中国迈向制

造强国输送“中国血液”。

服务盾构行业的无名英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轨道交通快速发

展，离不开装备制造业。中国盾构机，逐渐从“中国

组装”发展至“中国制造”，并已向“中国智造”蜕

变，成为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强劲引擎。在巨大的轨

道交通建设市场下，盾构掘进机械需求旺盛，行业高

速增长。

中国盾构制造异军突起

从2002年开始，中国致力于“造中国最好的盾

构”。国家科技部将盾构技术研究列入“863”计

划，实现中国盾构从有到优的历史突破。

2004年10月，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第

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行号”地铁盾构样机。

2006年底，“先行2号”盾构在沪制造安装完成并正

式下线，首次实现了国内地铁盾构的批量生产。2008

年4月，依托“863”计划，由中铁隧道集团隧道设

备制造公司牵头研制的复合盾构“中国中铁1号”下

线，成功地实现了从“造中国人自己的盾构”跨越到

“造中国最好的盾构”这一梦想。2009年9月，一台

直径为11.22m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直径泥水盾构

“进越号”成功贯穿上海打浦路隧道复线工程，标志

着我国进入了具备大直径泥水盾构自主设计、制造和

施工技术的盾构大国行列。

2016年，中国国产盾构机的销售台数同比2015年

增长了46%，达到约200台，销售额高达169.76亿。

产业规模方面，掘进机连续五年每年增长都在20%左

右，我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全断面隧道掘进机生产

国和最大的市场。根据2016年数据，中铁装备、铁建

重工、中交天和、三三工业、北方重工、中船重装等

中国品牌盾构机已抢占国内80%的市场份额（按台套

计算）。目前参与国内地铁建设的前两大央企(中铁

建、中铁)，盾构机保有量超过500台。

盾构背后的无名英雄

盾构机再制造需求量同步增大，其中核心技术

主轴承再制造，洛阳新强联、LYC洛轴等企业技术靠

拢顶尖制造业水平，补上了盾构机再制造的短板；另

外，在盾构施工中，润滑油脂类消耗材料的成为了掘

进正常进行必不可少的部分。标准地铁盾构每米的油

脂消耗量在1千元左右，消耗的主要油脂包括主轴承

润滑密封油脂、多效极压脂和盾尾密封油脂，液压推

进系统主要使用液压油，主轴承润滑系统主要使用齿

轮油。盾尾密封油脂国产化程度比较高，价格相对便

宜；主轴承润滑密封油脂、多效极压脂、液压油、齿

轮油则主要依靠进口，价格昂贵。

多年来，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致力于盾构机

行业润滑油脂的应用研究，并且润滑油脂产品得到了

客户的信赖与支持。

长城盾构机专用轴承润滑脂应用于中铁隧道集团

广东台山核电站取水隧洞的德国海瑞克的S-511泥水

加压盾构机，开挖直径9.03米，隧道施工长度8.4千

米，连续下坡高差达22米，取水洞径7.3米，设计流

水量100立方米/秒。由于断面大、距离长、难度高，

被业界誉为“中国越海盾构第一隧”。

此外，长城L-HM 68（高清高压）液压油成功应用

于中国铁建十四局集团厦门地铁2号线跨海盾构项目两

台德国海瑞克S-991、S-992的泥水平衡式盾构机。

作为中国第一、亚洲最大的专业润滑油公司，长城

润滑油是流淌在盾构机这类高端装备的“金黄血液”。

目前，长城高端液压油AE系列油品、AP系列齿轮油、TM

系列密封润滑脂在许多国内外盾构机上正逐步得到应

用，成为服务智造盾构行业背后的无名英雄。

海瑞克S-511泥水加压盾构机拆机现场

海瑞克S-991、S-992泥水平衡式盾构机施工现场



■ 客户服务热线：400-810-9886

服务在线

3版
■ 2018年11月15日

长城润滑油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西路6号   E-mail: bianjibu.lube@sinopec.com    本报电话：（010）62941377   邮编：100085

■ 编辑：郑德辉

传动系统
VT 全合成齿轮油

长城 VT 全合成齿轮油采用合成基础油（PAO）和先进的添加剂调和而成的合成传动系

统润滑油，满足延长换油周期的严格要求。产品特别适用于要求齿轮润滑油具有较高黏度指

数、良好的高低温性能、出色负荷承载能力或者需要承受极端压力和冲击负荷的重型齿轮传

动系统的情况。可供选择的黏度包括 75W-80，75W-90，80W-140。

应用范围

◎ 铁路机车、轻轨、地铁等转向架齿轮箱。

性能特点

◎ 突出的极压保护特性，较高的承载能力，防止在低速高扭矩状态下的磨损或剥落，

并防止在高速下的擦伤，有利于减少维修成本，延长设备寿命；

◎ 优异的热稳定性和氧化安定性，抑制油品在高温下氧化裂解形成油泥，延长齿轮和

轴承的使用寿命；

◎ 较高的黏度指数和极低的倾点，提供突出的高低温性能保护。即使在极低环境下，

仍具有极佳的低温流动性，利于设备快速启动；

◎ 良好的剪切稳定性，即使在严苛的工作条件下，仍能减

少黏度变化和保持油膜厚度，防止磨损；

◎ 卓越的防锈、防腐蚀能力，延长部件寿命。

产品满足的规格/认证

◎ API GL-5

◎ Voith Turbo 3.325-340，3.325-342

◎ ZF TE-ML 05B，12B，16F，17B，19F，21B

环保型铁路轮轨润滑脂

长城环保型铁路轮轨润滑脂采用天然植物油、合成酯类油和合成烃类油稠化12-羟硬脂

酸锂皂，并加入高效抗氧剂、防锈剂、减摩剂、抗摩剂和一定比例的天然鳞片石墨等多种添

加剂，按照特定工艺炼制而成。

应用范围

◎ 适用于铁路干线、客运专线铁路机车、动车组以及城市铁道、地下铁道的轮轨润滑；

◎ 使用温度范围：-30℃～120℃。

性能特点

◎ 具有良好的可生物降解性，属环境友好型润滑剂；

◎ 具有优良的防锈性、抗水性和极压抗磨性，能很好满足润滑部位的使用要求；

◎ 具有良好的高温稳定性和低温泵送性能，适用于全天候润滑要求部位。

新型（JH-1）轮轨润滑脂

长城新型（JH-1）轮轨润滑脂采用羟基硬脂酸皂稠化合成油，并加入高效添加剂及石墨

而制成，是专为铁路机车轮缘润滑而研制的高性能润滑脂。

应用范围

◎ 与华宝润滑装置配套使用于铁路机车轮缘润滑；

◎ 使用温度范围：极寒脂：-50～60℃；北方脂：-30～80℃；南方脂：-10～120℃；

性能特点

◎ 良好的粘附性能，能够吸附于轮缘表面；

系统分类	 用油部位	 相关产品

传动系统

转向架齿轮箱 VT 全合成齿轮油

轮缘
新型（JH-1）轮轨润滑脂

环保型铁路轮轨润滑脂

轮对轴承

(车轴轴承)

铁路机车轮对滚动轴承润滑脂

铁道车辆滚动轴承Ⅳ型润滑脂

减振器 AS SAF 减振器油

车轴 PR-1 型铁道车辆车轴轴颈卸荷槽专用防腐脂

动力系统

牵引电机(轴承) 铁路机车牵引电机轴承润滑脂

发动机冷却系统 HDC 超重负荷发动机冷却液

逆变器冷却系统 逆变器冷却液

内燃机

铁路内燃机车三代油

铁路内燃机车四代油

铁路内燃机车五代油

长城为中国轨道交通持续输出润滑科技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轨道交通行业将保持高速发展态势。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多

年来致力于轨道交通行业用油脂产品的开发、生产及应用研究，是中国铁路总公司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与中国中车、

GE、BOITH等全球众多知名OEM厂商建立了合作关系。长城润滑油轨道交通润滑产品涵盖了动力系统、传动系统、制动系

统和辅助系统等主要关键设备。

轨道交通润滑手册
系统分类	 用油部位	 相关产品

动力系统 车载变压器
I-40℃变压器油

硅油变压器油

辅助系统

压缩机

4503 合成空气压缩机油

4506 合成压缩机油

4502 合成压缩机油

空调冷冻机
4524 合成冷冻机油

4529 合成冷冻机油

玻璃清洗 铁路机车风窗玻璃清洗剂

制动系统

空气制动阀
TF-800 硅油

GP-9 硅脂

制动缸

机车车辆制动缸 89D 润滑脂

89M 毛毡浸润脂

◎ 优良的低温性能，在极寒地区仍能保持流动性；

◎ 优良的极压抗磨性能，能有效的减少轮缘、铁轨的磨耗。

铁道车辆滚动轴承Ⅳ型润滑脂

长城铁道车辆滚动轴承Ⅳ型润滑脂采用羟基硬脂酸混合皂稠化深度精制矿物油，加入高

效添加剂而制成，是专为铁路车辆滚动轴承研制的高性能润滑脂。

应用范围

◎ 适用于轴重 25t，运行速度 140km/h；或轴重 21t，速度达 160km/h 的货车轴

承，以及轴重 17 吨，运行速度 200km/h 以下的客车轴承；

◎ 使用温度范围：-40～120℃。

性能特点

◎ 良好的剪切安定性，确保了长期使用中不甩油；

◎ 长的使用寿命，可在密封良好的货车滚动轴承中使用8年

或80万公里；

◎ 优良的极压抗磨性能，保证了车辆在重负荷工作情况下的

安全运转。

产品满足的规格/认证

◎ TB/T 2548—2011     ◎ CRCC 认证

AS SAF 减振器油

长城 AS SAF 减振器油采用精制矿物油及合成基础油和先进的添加剂调合而成。产品特

别适用于要求减振器油具有极高黏度指数、优异的低温性能以及出色的抗氧抗磨特性的高性

能减振系统。可供选择的黏度包括 12 号及 22 号。

应用范围

◎ 铁路机车、轻轨、地铁等转向架减振器；

◎ 公路轻型和重型卡车、巴士、高档轿车和赛车悬挂系统减振器。

性能特点

◎ 优异的黏温特性、低温性能，能满足铁路机车减振器较宽的使用温度范围；

◎ 良好的抗剪切性能，确保油品保持稳定的黏度，使减振器具有良好阻尼特性，保证

车辆平稳运行；

◎ 优异的抗磨性能，保证减振器使用寿命；

◎ 良好的抗泡沫性能，保证减振器在不同运行速度条件下保持稳定的阻尼力；

◎ 良好的密封材料适应性，防渗漏和泄漏，使得减振器具有良好的耐久性。

PR-1 型铁道车辆车轴轴颈卸荷槽专用防腐脂

长城 PR-1 型铁道车辆车轴轴颈卸荷槽专用防腐脂采用羟基硬脂酸皂稠化深度精制矿物

油，并加入高效防锈添加剂而制成，是专为铁道车辆车轴轴颈卸荷槽部位防锈防腐蚀而研制

的专用润滑脂。

应用范围

◎ 适用于铁道车辆的车轴轴颈卸荷槽部位，及其他需要防锈的设备；

◎ 使用温度范围：-30～120℃。

性能特点

◎ 良好的防护性能，有效防止腐蚀性介质对车轴的侵蚀；

◎ 长的使用寿命，保证了车辆长期的安全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