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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润滑油脂产品多年来在矿山行业中

应用广泛，成为设备润滑的首选品牌。长城

润滑油技术团队能为矿山行业设备提供全面

润滑解决方案，梳理设备润滑产品线，提高

设备润滑管理能力，延长设备使用寿命，降低

运营成本。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来自世界 500 强中国石化，以 “ 长城润滑油 ”

塑造出中国广受欢迎的知名品牌，并以 “SINOPEC” 品牌走向全球市场，

寻求更广泛的合作与服务空间。

源自航天润滑的基因，服务 “ 神舟 ” 系列载人飞船和 “ 嫦娥 ” 系列探月

卫星的经验，使我们具有破解各行各业高端润滑难题的技术实力，并在高

铁、远洋大型油轮上等诸多领域一一得以验证和展现。精良的工艺设备，

全球标准组织和欧美行业协会的认可，以及国际通行的质量环保安全管理

体系，我们全力打造出值得信赖的润滑精品。

“ 润于心，行更畅。” 在大众生活领域，我们与全球各大车企都建立了

富有成效的合作，在汽车养护品领域，也有系列精心设计的产品陆续呈现。

企业介绍 Introduction

内燃机润滑油、工业齿轮油、液压油、润滑脂、防冻液、刹车液、金属加工液、

船用油及润滑油添加剂等 21 大类 2000 多个品种的产品，已广泛应用于

机械、冶金、矿采、石油化工、电子等各个制造领域，贡献于社会和经济

的发展。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长期以来坚持 “ 技术 + 市场 + 服务 ” 策略，与

采矿行业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基础，润滑产品在冶金、水泥、煤炭、磷矿石等

采矿领域获得广泛应用，并广泛服务于徐工、中联、三一、龙工、厦工、山工、

小松等国内外知名企业的核心工程机械设备，获得川崎、力士乐、CAT、

VOLVO 等工程机械设备制造商的技术认可，作为润滑服务专家，公司将

以 “ 全面润滑 创享价值 ” 的理念和行业客户一起实现润滑价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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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矿业设备种类繁多，主要有挖掘机、起重机、装载机、自卸车等，同时由于设备结构和功能差异，对油品的

性能要求变化较大，因而用油品种繁多，使用环境条件有很大差异，工作环境差，且变化大，常在山间、寒地、池

沼、湿热等野处作业，粉尘量大，泥土多，同时，载荷大，常处于停停开开状态，通常要求润滑油脂具有较好的高

低温性能、防锈防腐蚀性能、抗水性、极压抗磨性、氧化安定性等。

      采矿业设备润滑方案介绍
Introduction of equipment lubrication program 
for mining industry

挖掘机

叉车

塔式起重机

矿用自卸车

履带起重机

装载车

压路机

推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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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机
xcavator

3

润滑部位 经济适用润滑产品 顶级保护润滑产品

发动机
长城尊龙T300　CF-4柴油机油
长城尊龙T400　CH-4柴油机油

长城尊龙T500　CI-4柴油机油

长城尊龙T600　CJ-4柴油机油

减速器 长城GL-5车辆齿轮油 长城全合成GL-5车辆齿轮油

液压系统 长城AE液压油
长城AE-K工程机械液压油或长城L-HV低温液压油

长城L-HS超低温液压油或长城AE-M节能液压油

冷却系统 长城FD或HDC型发动机冷却液 长城YF有机型发动机冷却液

回转系统、

中央联结、轴销等

长城二硫化钼锂基润滑脂

长城极压锂基润滑脂
  长城DZG润滑脂

润滑脂

液压油
发动
机油

齿轮油 冷却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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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带起重机
rawler crane

塔式起重机
ower crane

润滑部位 经济适用润滑产品 顶级保护润滑产品

发动机
长城尊龙T300　CF-4柴油机油
长城尊龙T400　CH-4柴油机油

长城尊龙T500　CI-4柴油机油

长城尊龙T600　CJ-4柴油机油

减速器 长城CKD工业齿轮油 长城AP工业齿轮油

液压系统 长城卓力L-HM抗磨液压油

长城AE液压油

长城L-HV低温液压油

长城L-HS超低温液压油

冷却系统 长城FD或HDC型发动机冷却液 长城YF有机型发动机冷却液

制动系统 长城DOT3制动液 长城DOT4制动液

润滑部位 经济适用润滑产品 顶级保护润滑产品

减速器 长城CKD工业齿轮油 长城AP工业齿轮油

液压系统
长城卓力L-HM
抗磨液压油

长城AE液压油

长城L-HV低温液压油

长城L-HS超低温液压油



装载车
oader

润滑部位 经济适用润滑产品 顶级保护润滑产品

发动机
长城尊龙T300　CF-4柴油机油

长城尊龙T400　CH-4柴油机油

长城尊龙T500　CI-4柴油机油

长城尊龙T600　CJ-4柴油机油

液压系统 长城卓力L-HM抗磨液压油
长城AE液压油、长城L-HV低温液压油、

长城L-HS超低温液压油、长城AE-M节能液压油

传动系统

变速箱 长城液力传动油 长城TO-4重负荷车辆自动传动液

驱动桥 长城GL-5重负荷车辆齿轮油 长城全合成GL-5重负荷车辆齿轮油

冷却系统 长城FD或HDC型发动机冷却液 长城YF有机型发动机冷却液

制动系统 长城DOT3制动液 长城DOT4制动液

轮毂 长城汽车通用锂基润滑脂 长城HP-R润滑脂

底盘、悬挂、转向、操纵 长城工程机械专用润滑脂 长城DZG润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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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用自卸车

大型矿用自卸车　(300T) 矿用自卸车(中小型)

ining dump Truck

润滑部位 经济适用润滑产品 顶级保护润滑产品

发动机
长城尊龙T300　CF-4柴油机油

长城尊龙T400　CH-4柴油机油

长城尊龙T500　CI-4柴油机油

长城尊龙T600　CJ-4柴油机油

变速箱 长城GL-5或GL-4车辆齿轮油 长城MTF商用车手动变速箱油

液压系统 长城卓力L-HM抗磨液压油

长城AE液压油

长城L-HV低温液压油

长城L-HS超低温液压油

集中

润滑系统
长城极压锂基润滑脂

长城BLM-A润滑脂

长城BLC-A润滑脂

润滑部位 经济适用润滑产品 顶级保护润滑产品

发动机 长城尊龙T500　CI-4柴油机油 长城尊龙T600　CJ-4柴油机油

自动变速箱 长城TO-4重负荷车辆自动传动液

液压系统 长城AE液压油
长城L-HV低温液压油

长城L-HS超低温液压油

集中润滑系统 长城极压锂基润滑脂
长城BLM-A润滑脂

长城BLC-A润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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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路机
oller

推土机
ulldozer

润滑设备 经济适用润滑产品 顶级保护润滑产品

发 动 机
长城尊龙T300　CF-4柴油机油
长城尊龙T400　CH-4柴油机油

长城尊龙T500　CI-4柴油机油
长城尊龙T600　CJ-4柴油机油

液压系统 长城卓力L-HM抗磨液压油
长城AE液压油

长城L-HV低温液压油
长城L-HS超低温液压油

传动系统
长城TO-4重负荷车辆

自动传动液
                       --

润滑部位 经济适用润滑产品 顶级保护润滑产品

发动机
长城尊龙T300　CF-4柴油机油

长城尊龙T400　CH-4柴油机油

长城尊龙T500　CI-4柴油机油

长城尊龙T600　CJ-4柴油机油

液压系统 长城卓力L-HM抗磨液压油

长城AE液压油

长城L-HV低温液压油

长城L-HS超低温液压油

减速器 长城GL-5重负荷车辆齿轮油
长城全合成GL-5重负荷

车辆齿轮油

冷却系统 长城FD或HDC型发动机冷却液 长城YF有机型发动机冷却液

轮毂 长城汽车通用锂基润滑脂 长城HP-R润滑脂

轴销等 长城工程机械专用润滑脂  长城DZG润滑脂

平路机
evelling machine

润滑设备 经济适用润滑产品 顶级保护润滑产品

发动机油
长城尊龙T300　CF-4柴油机油
长城尊龙T400　CH-4柴油机油

长城尊龙T500　CI-4柴油机油
长城尊龙T600　CJ-4柴油机油

液压油 长城卓力L-HM抗磨液压油

长城AE液压油

长城L-HV低温液压油

长城L-HS超低温液压油

传动系统油 长城TO-4重负荷车辆自动传动液

润滑脂 长城通用锂基润滑脂 长城复合锂基润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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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铺机
aver

叉车
orklift

润滑部位 经济适用润滑产品 顶级保护润滑产品

发动机
长城尊龙T300　CF-4柴油机油

长城尊龙T400　CH-4柴油机油

长城尊龙T500　CI-4柴油机油

长城尊龙T600　CJ-4柴油机油

液压系统 长城卓力L-HM抗磨液压油

长城AE液压油

长城L-HV低温液压油

长城L-HS超低温液压油

传动

系统

变速箱 长城液力传动油 长城TO-4重负荷车辆自动传动液

驱动桥 长城GL-5重负荷车辆齿轮油 长城全合成GL-5重负荷车辆齿轮油

冷却系统
长城FD或HDC型发动机

冷却液
长城YF有机型发动机冷却液

制动系统 长城DOT3制动液 长城DOT4制动液

轮毂 长城汽车通用锂基润滑脂 长城HP-R润滑脂

轴销等 长城工程机械专用润滑脂 长城DZG润滑脂

润滑部位 经济适用润滑产品 顶级保护润滑产品

发动机
长城尊龙T300　CF-4柴油机油

长城尊龙T400　CH-4柴油机油

长城尊龙T500　CI-4柴油机油

长城尊龙T600　CJ-4柴油机油

减速器 长城GL-5车辆齿轮油 长城全合成GL-5车辆齿轮油

液压系统

  
长城卓力L-HM抗磨液压油

长城AE液压油

长城L-HV低温液压油

长城L-HS超低温液压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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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岩机
ock drill

旋挖钻机
otary Drilling Rig

液压凿岩机液压系统

经济适用润滑产品
长城卓力L-HM抗磨液压油

长城AE液压油

顶级保护润滑产品
长城L-HV低温液压油

长城L-HS超低温液压油

润滑部位 经济适用润滑产品 顶级保护润滑产品

发动机 长城尊龙T400　CH-4柴油机油
长城尊龙T500　CI-4柴油机油

长城尊龙T600　CJ-4柴油机油

减速器 长城GL-5车辆齿轮油 长城全合成GL-5车辆齿轮油

液压系统

  
长城卓力L-HM抗磨液压油

长城AE液压油

长城L-HV低温液压油

长城L-HS超低温液压油

气动凿岩机系统

长城气动凿岩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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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润滑部位 经济适用润滑产品 顶级保护润滑产品

1 发动机 长城尊龙T400 CH-4柴油机油
长城尊龙T500 CI-4

柴油机油

2 变速箱
长城TO-4 SAE 30
重负荷自动传动液

--

3 末级传动
长城TO-4 SAE 50或

SAE 60重负荷自动传动液
--

4 液压系统
长城TO-4 SAE 10W或

SAE 30重负荷自动传动液
长城卓力L-HM抗磨液压油

--

5 冷却系统 长城FD发动机冷却液
长城卓威YF有机型

发动机冷却液

6 集中润滑系统
长城BLC-A润滑脂

长城BLM-A轴承润滑脂
--

7 轮马达
长城得威L-CKT 460\680
全合成重负荷工业齿轮油

长城得威L-CKT全合成
重负荷工业齿轮油

长城AP-S工业齿轮油

自卸卡车
ump Truck



序号 润滑部位 常规润滑产品 高级润滑产品

1 发动机
长城尊龙T500 CI-4柴油机油

长城T600 CJ-4柴油机油

2 冷却系统 长城HDC型系列发动机冷却液 长城YF型系列发动机冷却液

3 液压系统 长城卓力L-HM抗磨液压油（高压） 长城L-HV低温抗磨液压油

4 回转减速器
长城得威L-CKD工业齿轮油

长城得威AP工业齿轮油

长城得威L-CKT全合成重负荷工业齿轮油

长城AP-S工业齿轮油

5 行走齿轮箱 长城GL-5重负荷车辆齿轮油 长城全合成75W/90 GL-5重负荷车辆齿轮油

6
驱动轴承、张紧轮轴、

提升轴、推拉轴等
长城极压锂基润滑脂

7 钻杆 长城气动凿岩油

8 压缩机
长城L-DAH喷油回转式压缩机油

（螺杆式压缩机）
长城4502合成压缩机油

钻机
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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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润滑部位 常规润滑产品 高级润滑产品

1 回转齿轮箱

长城得威L-CKD工业齿轮油

长城得威AP工业齿轮油

长城得威L-CKT全合成重负荷工业齿轮油

长城AP-S工业齿轮油

2 提升齿轮箱

3 推压齿轮箱

4 行走齿轮箱

5 电动马达 长城HTHS轴承润滑脂 长城7019-1极压高温润滑脂

6 压缩机
长城L-DAH喷油回转式压缩机油

（螺杆式压缩机）
长城4502合成型压缩机油

7 回转齿轮 长城7420重负荷开式齿轮润滑脂 长城GRK-B电铲齿轮润滑剂

8 钢丝绳 长城7417B钢缆防护润滑脂

9 变压器 长城I-10号变压器油 长城I-40号变压器油

长城润滑油脂获太原重工电铲等技术推荐。

电铲
ower Sh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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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润滑部位 常规润滑产品 高级润滑产品

1 回转齿轮箱

长城得威L-CKD重负荷工业齿轮油

长城AP工业齿轮油

长城得威L-CKT全合成重负荷工业齿轮油

长城AP-S工业齿轮油
2 举升齿轮箱

3 牵引齿轮箱

4 电机轴承 长城HTHS轴承润滑脂 长城7019-1极压高温润滑脂

5 行走液压系统
长城卓力L-H M液压油

长城L-HV低温液压油

长城AE液压油

长城AE-S液压油

6 回转齿圈 长城7420重负荷开式齿轮润滑脂 长城295B电铲齿轮润滑剂

吊斗铲
raglin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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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润滑部位 经济适用润滑产品 顶级保护润滑产品

1 驱动电机 长城HTHS轴承润滑脂 长城7019-1极压高温润滑脂

2 变压器 长城I-10℃变压器油 长城I-40℃变压器油

3 液压系统 长城卓力L-HM抗磨液压油
长城AE液压油

长城L-HV低温液压油

4 电机冷却系统 长城FD发动机冷却液 长城卓威YF有机型发动机冷却液

5 轮斗轴承 长城2号极压锂基润滑脂 --

6 钢丝绳 长城7417B钢缆防护润滑脂 长城得威320号开式齿轮润滑油

7 轮边减速器
长城得威L-CKD工业齿轮油

长城AP工业齿轮油
长城得威L-CKT全合成重负荷工业齿轮油

长城AP-S工业齿轮油

14

轮斗挖掘机
ucket Wheel Excav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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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AE-K工程机械液压油

性能特点

◎	 杰出的极压抗磨性能，满足KPM高极压抗磨性的要求
AE-K获得川崎重工认可，可用于大型挖掘机等的液压系统　 

◎	 优异的热稳定性和优异的氧化安定性，油品使用寿命更长

◎	 杰出的抗磨损性能，通过多种液压泵试验，有效延长泵及系统的运转	

	 寿命

◎	 优异的过滤性，可最大限度地减少过滤器堵塞

◎	 优良的橡胶适应性，有效保护密封材料，防止泄漏

◎	 良好的水分离性能，使油水快速分离，避免油品乳化

◎	 良好的清洁度，防止污染物损坏系统部件

PD PB ZMZ

2000

1800

1600

1400

1200

1000

800

600

400

200

0

（越高越好）

Introduction of main lubricating oil in mining industry

采矿业主要润滑油脂介绍2

15



采矿业设备用油服务手册
Mining industry equipment lubrication service manual

16

 

 

June 26, 2014 
 
Chen Huiqing  
Beijing R&D Center 
Lubricant Company, Sinopec Corp. 
No.6 West Road of Anning Zhuang,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P. R. China 100085 
 
Dear Mr. Chen Huiqing:   
 
This letter is to inform you of the approval of the following product which has met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Fives Cincinnati P-Specifications and will appear in our Approved Lubricants listings. This 
approval is for a period of 3 years from the Test Report Date (TRD).  

Company Name 
Lubricant Company, Sinopec Corp. 

 
       PRODUCT NAME                      P-SPEC          Lab REF#             TRD 

  Great Wall AE 68 Hydraulic oil   P-69         601214                   6/12/2014  
 

We are granting the approvals for these products based on the sample submitted to us for 
evaluation.  Should any change or reformulation occur on this product, we are to be notified of 
these changes at once and the reformulated material must be submitted for evaluation and 
approval. 
 
Sincerely,  

 
 Ravi Bhargava, Ph.d., P.E. 
Materials and Lubricants Laboratory Manager 
Fives Cincinnati 
2200 Litton Lane   
Hebron, KY 41048 – United States  
Tel:  +1 (859) 534 4616 – Fax  +1 (859) 534 4913  
ravindra.bhargava@fivesgroup.com 
www.fivesgroup.com 
 Cc. Seth Crawley-Lubrizol 

AE液压油获得Cincinnati等设备制造商认可

 

 

September 12, 2013 
 
Chen Huiqing  
Beijing R&D Center  
Lubricant Company, Sinopec Corp. 
No.6 West Road of Anning Zhuang,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P. R. China 100085 
 
Dear Chen Huiqing:  
 
This letter is to inform you of the approval of the following product passing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Fives Cincinnati  P-70 specification. 

   Lubrizol Corp.                 Fives Cincinnati      Lab ref #      SINOPEC PRODUCT NAME         TRD 

  OS305747,TRN2FJJBC P-70              800713        Great Wall AE 46 Hydraulic Oil     8/8/2013 
 
 We are granting the approval for this product based on the samples submitted to us for evaluation.  
Should any change or reformulation occur on these products, we are to be notified of these changes at 
once and the reformulated material must be submitted for evaluation and approval. These approvals 
are subject to renewal after three years from the Test Report Date (TRD) at our request. 
 

   
Dietrich Neumann 
Lubricants Specialist 
Fives Cincinnati 
2200 Litton Lane   
Hebron, KY 41048 – United States  
Tel:  +1 (859) 534 4618 – Fax  +1 (859) 534 4913 
Dietrich.Neumann@fivesgroup.com  
 
cc. Chris Ciolli, Dave Oesterle 
 
 
Enclosures: 
  

 

 

September 12, 2013 
 
Chen Huiqing  
Beijing R&D Center  
Lubricant Company, Sinopec Corp. 
No.6 West Road of Anning Zhuang,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P. R. China 100085 
 
Dear Chen Huiqing:  
 
This letter is to inform you of the approval of the following product passing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Fives Cincinnati  P-70 specification. 

   Lubrizol Corp.                 Fives Cincinnati      Lab ref #      SINOPEC PRODUCT NAME         TRD 

  OS305748,TRNWY8BBB P-68              800813        Great Wall AE 32 Hydraulic Oil     8/8/2013 
 
 We are granting the approval for this product based on the samples submitted to us for evaluation.  
Should any change or reformulation occur on these products, we are to be notified of these changes at 
once and the reformulated material must be submitted for evaluation and approval. These approvals 
are subject to renewal after three years from the Test Report Date (TRD) at our request. 
 

   
Dietrich Neumann 
Lubricants Specialist 
Fives Cincinnati 
2200 Litton Lane   
Hebron, KY 41048 – United States  
Tel:  +1 (859) 534 4618 – Fax  +1 (859) 534 4913 
Dietrich.Neumann@fivesgroup.com  
 
cc. Chris Ciolli, Dave Oesterle 
 
 
Enclosures: 
  

长城液压油、齿轮油获得陕西同力宽体自卸车、沈阳三一重装掘进

机、石家庄煤矿机械掘进机、天地科技采煤机、北方重工掘进机等说明

书推存，得到设备制造商高度认可。

长城AE液压油

含有特效抗磨因子，具有优异的抗磨性，良好的清洁度等特点。

			AE液压油

     氧化安定性和热稳定性优于国外竞品

7天氧化试验后油品的过滤性对比

※	试验温度：150℃									

※	试验气源：空气，流量为5L/h

※	老化试验时间：168h          

※	铜催化剂

铜催化剂下的油品抗氧化性能对比

0h

4天

1天

6天

2天

7天

			其它品牌1						其它品牌2							A E

			其它品牌1						其它品牌2						A E

		其它品牌1					其它品牌2						A E

其它品牌1					其它品牌2						A E

		其它品牌1						其它品牌2								A E

	其它品牌1						其它品牌2							A E

			其它品牌2	其它品牌1	

应用范围 

◎		适用于工业设备和移动设备要求使用矿物油型液压油的中、高压	

	 	 	液压系统，如煤炭、钢铁、造纸等行业工业设备液压系统及装载机	

	 	 	等移动设备液压系统



17

长城卓力L-HM抗磨液压油

具有杰出的抗磨损性能，通过多种液压泵试验，有效延长泵及系统的

运转寿命，良好的清洁度，防止污染物损坏系统部件。

技术规格 

产品获得以下OEM认证：

              ◎	 Cincinnati P68、P70、P69    ◎	 Eaton-Vickers    ◎	 Parker-denison HF-0



采矿业设备用油服务手册
Mining industry equipment lubrication service manual

18

应用范围 

◎		可广泛用于工业、航运和移动式机械设备等高压液压系统

◎		可广泛用于工程机械、建筑机械、矿山机械、冶金设备、煤炭等高

				压液压系统

长城L - C K D重负荷工业齿轮油采用高黏度指数优质基础油和多

功能添加剂组成，具有极好的承载能力，能够保证重载齿轮运转顺畅。

本产品按照40℃运动黏度分为100、150、220、320、460、680、1000

等牌号。

技术规格

产品符合以下规格：

		◎	  GB 5903（L-CKD）																

		◎		AIST（US Steel）No.224 　　					

		◎		AGMA 9005—E02 EP

应用范围

		◎	适用于矿山、煤炭、钢铁、水泥、电力等行业的掘进机、综采机、矿井	

	 	 提升机、电铲、吊斗铲等设备的闭式齿轮传动系统

长城L-CKD重负荷工业齿轮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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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特殊添加剂技术复配不同类型的高性能基础油，经国际先进

技术水平的生产工艺调合而成，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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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抗微点蚀性能，有效减少齿面过早

损坏的风险。黏度级别包括VG100、VG150、VG220、VG320、VG460、

VG680等。

技术规格

产品符合以下规格：

		◎	Q/SH3031 0551															 	 	◎	ISO 12925

		◎ ANSI/AGMA 9005-E02　　　						◎	AIST 224	

		◎	DIN 51517 Part	III	(CLP)　　					◎	FLENDER规格

		◎	SEB 181226　　　													　◎	David Brown S1.53 101E 

长城AP工业齿轮油

 144h后对比																							168h后对比

  AP 						其它品牌1				其它品牌2						AP-L							 AP-S 			AP							其它品牌1 			其它品牌2 			 AP-L								 AP-S

	试样：300mL

 试验温度：121℃以下  

 试验气源：干燥空气

 试验持续时间：312h

氧化安定性优异

AP工业齿轮油获得FLENDER等设备制造商认可

应用范围 

◎	适用于矿山、煤炭、钢铁、水泥、电力等行业中工作条件异常苛刻的掘进

	 机、综采机、矿井提升机、电铲、吊斗铲等设备的闭式齿轮传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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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案例

◎	长城AP-S 680工业齿轮油在神华准能集团维修中心930E (290吨）	

		 矿车成功应用



专为废气再循环装置（EGR）和涡轮增压发动机设计，超强烟炱耐受

能力，有效避免由之引起的磨损、机油稠化、供油困难等问题，为安

装欧IV、欧V排放装置（除采取柴油颗粒过滤器DPF技术之外）的发动机提

供强力润滑保障；获沃尔沃、戴姆勒、曼公司、康明斯等多项国际发动机

厂技术认证；适用于环保型重负荷柴油发动机，以及工况恶劣的重负荷车

辆，如矿用自卸车、煤矿牵引车、煤层气开采中的压裂车等设备的发动机

使用。	

长城尊龙(TULUX)T500 CI-4柴油机油

技术规格 

产品符合以下规格：

	◎	API CI-4　　　◎	GB 11122 CI-4

认证及认可：

	◎	沃尔沃VDS-3、戴姆勒MB228.1/228.3、曼M3275、	

	 康明斯CES20078/20076/20071等多项国际发动机厂技术	

	 认证。

应用范围 

◎		适用于工况恶劣的重负荷车辆使用，适用于矿用自卸车、煤矿牵引车等	

				设备

◎		适用于国内进口或合资的沃尔沃、戴姆勒、康明斯、曼等品牌，并要求		

				使用CI-4级别的发动机，也适用于要求使用CI-4、CH-4、CF-4、CF、CD	

	 		等级别机油的发动机			

			

应用案例

案例1：长城柴油机油在澳洲金矿工程机械的应用

应用于大型挖掘机、

自卸车等工程机械。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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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长城柴油机油在中国某大型铁矿自卸车的应用

CI-4 15W-40

◆	运送铁矿石车辆325M，康明斯发动机，载重77吨，满载满负荷连续爬坡

	 18分钟（垂直高度200～300米）至山顶堆料厂。				

◆	行车试验进行482小时，超过原350小时试验计划。	

◆	通过对油品的跟踪分析，油品老化不明显，发动机无异常磨损。

◆	试验油性能优异，完全满足325型车辆在苛刻工况下对润滑要求。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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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BLM-A轴承润滑脂采用脂肪酸金属皂稠化合成油，并加入多

效复合添加剂，经特殊工艺炼制而成。

        长城BLM-A轴承润滑脂

性能特点

典型数据

◎	 优良的极压抗磨性							◎		优良的泵送性	

◎		优良的高低温适用性					◎ 	优良的防腐蚀性	

	

项 目
     BLM-A轴承润滑脂

0号 1号 2号

外观 褐色均匀油膏

工作锥入度，0.1mm 375 327 281

滴点，℃ 202 225

钢网分油（100℃，24h），%(质量分数) -- 7.2 3.9

相似黏度（-40℃，10s-1），Pa.s 576 908

防腐蚀性（52℃，48h），级 合格

极压性能（四球机法）

  最大无卡咬负荷（PB值），N
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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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大型矿用汽车的工况要求，开发了专用于大型矿车集中润滑系统的

BLC-A润滑脂。本产品由复合锂皂稠化优质基础油并加入防锈剂、抗氧剂、

极压剂并加入二硫化钼经特殊工艺制成。

      长城BLC-A润滑脂

性能特点

应用实例

注意事项

应用范围

应用范围

应用实例

注意事项

典型数据

◎		优良的极压抗磨性

◎	 优良的高低温性和泵送性能

◎	 优良的防护性能和抗水性能

												

◎	 神华北电胜利能源有限公司、大唐国际锡林浩特矿业有限公司220t	

	 及以上矿车的集中润滑系统

◎	 在贮存和运输过程中，防止水、杂质进入

◎	 禁止与其它脂混合使用											◎		禁止在使用前加热

◎ 适用于冶金、矿山、工程机械等行业高负荷部位的润滑，可用于 

 集中供脂润滑和手工加脂

◎ 应用温度范围： 1号、2号应用于-20℃～150℃

                     T0号应用于-25℃～150℃

                            0号应用于-40℃～150℃

◎	 适用于中、重负荷机械设备轴承及齿轮的润滑，也可用于集中润滑系统

◎	 一般使用温度：-45℃～120℃

◎	 神华北电胜利能源有限公司、大唐国际锡林浩特矿业有限公司

◎	 在贮存和运输过程中，防止水、杂质进入

◎	 禁止与其它脂混合使用

◎	 禁止在使用前加热

项  目
BLC-A润滑脂

2号 1号 T0号 0号
工作锥入度，0.1mm 280 330 358   370
滴点，℃ 277 278 246   238
腐蚀(T2铜片，100℃，24h) 合格

极压性能（四球法）烧结负荷（PD值），N 4905

相似黏度（-10℃，10s-1)，Pa.s 593 349 483
(-20℃)

1093
(-40℃)

抗磨性能（四球法）

  磨痕直径（392N，60min)，mm 0.49 0.45 0.42 0.39

极压性能（梯姆肯法），OK值，N 222
水淋流失量（38℃，1h)，% 0.57 0.45 --
防腐蚀性（52℃，48h）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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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HTHS轴承润滑脂

长城HTHS高温高速轴承润滑脂采用复合锂皂稠化剂稠化高品质精制

矿物油和合成油，并加入抗氧剂、防锈剂、极压抗磨等添加剂炼制而成。

性能特点

◎  较高的滴点，能满足150℃高温条件下的润滑要求

◎  具有良好的低温启动性能

◎  添加高质量的抗磨添加剂，可满足一般负荷的极压抗磨要求

◎  运转部位摩擦热发生量低，可满足中高速轴承的润滑要求

应用范围

◎  适用于高低温环境下中小型精密轴承及微型轴承的润滑

◎  特别适用于高温低噪音密封轴承的润滑，同时可满足其它高低温 

   中小型电机和高温一般负荷滚动轴承的润滑和防护

◎  使用温度：-40℃～150℃

典型数据

项 目 HTHS高温高速轴承润滑脂

工作锥入度，0.1mm 278

杂质，个/cm3

10μm以上        
25μm以上

75μm以上

125μm以上  

500
0
0
0

极压性能（四球机法）PB值，N   667

低温转矩（-30℃），N.m
起动转矩

运转转矩
0.25
0.08

防腐蚀性（52℃，48h） 合格

轴承寿命（160℃），h 51.2

滴点，℃ 321

噪音值（6201轴承）

启动异音数，N       
运转异音数，N

2
2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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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特点 

◎	 通用性强，有优良的高、低温性和润滑性

◎		优良的氧化安定性，使用寿命长

◎		良好的抗水性和防锈性，有效防止摩擦副金属表面锈蚀

◎		稠化剂皂纤维合理，具有优良的胶体安定性

◎		优良的蒸发损失，使用中不易变稀和流失

应用范围 

◎  适用于一般负荷条件下的工程机械设备如挖掘机、起重机、装载机 

 等的滚动轴承、滑动轴承和其它摩擦部位的润滑，2号可用于工程 

 机械集中润滑系统（在夏季，可用3号）

◎ 可应用其他车辆和设备的一般摩擦部位润滑

◎ 不适用于重负荷摩擦部位的润滑

◎  使用温度范围：-20℃～120℃

长城工程机械专用润滑脂采用脂肪酸金属皂稠化深度精制的矿物

基础油，并加入抗氧、防锈等添加剂，经特殊工艺制造而成。

项  目
工程机械专用润滑脂

试验方法
2号 3号

外观  浅黄至褐色光滑油膏 目测

工作锥入度	/（0.1mm) 265～295 220～250 GB/T 269

滴点/℃                                                        不低于   180 185 GB/T 4929

腐蚀（T2铜片，100℃，24h） 铜片无绿色或黑色变化 GB/T 7326乙法

钢网分油（100℃，24h)	/%     不大于 5 SH/T 0324

蒸发损失（99℃，22h)	/%                  不大于 2 GB/T 7325

水淋流失量（38℃，1h) /%           不大于 7 SH/T 0109

防腐蚀性（52℃，48h)  合格 GB/T 5018

氧化安定性（99℃，100h，760kPa) 
压力降/kPa                                不大于

70 SH/T 0325

相似黏度（-15℃，10s-1）/ (Pa.s)        不大于 1000 1300 SH/T 0048

延长工作锥入度（100000次）/ 0.1mm   不大于 350 320 GB/T 269

杂质（显微镜法）/ (个/cm3）

  10µm以上                            不大于

  25µm以上                                     不大于

  75µm以上                            不大于

 125µm以上

 

2000

1000

200

0

SH/T 0336

长城工程机械专用润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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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极压锂基润滑脂

长城极压锂基润滑脂采用12-羟基硬脂酸锂皂稠化深度精制的矿物

基础油，并加入抗氧、极压、防锈等添加剂，经特殊工艺炼制而成。

性能特点

◎		基础油黏度适中，性能优良，能够满足冶金、机械等行业中重负荷	

	 	 	润滑部位的润滑

◎		稠化剂的皂纤维结构合理，分布均匀，在剪切力的作用下能保持	

	 	 	较好的润滑脂结构特征

◎		具有一定的防锈性能，能够防止轴承运转过程中的锈蚀

应用范围

◎		适用于中重负荷机械设备轴承和齿轮的润滑

◎		使用温度：-20℃～120℃

使用温度

典型数据

项 目
       极压锂基润滑脂

00号 0号 1号 2号

工作锥入度，0.1mm 417 378 325 282

钢网分油（100℃，24h），%  -- -- 4.6 3.2

相似黏度（-10℃，10s-1），Pa.s 58 80 221 490

延长工作锥入度 (100000次），0.1mm -- 397 338 291

滴点，℃ 173 178 178 196

极压性能（四球机法）PB值，N 618 618 784 784

极压性能（梯姆肯法）OK值，N 156 156 178 178

应用案例

◎		徐州重型机械厂、攀钢矿山公司		



采矿业设备用油服务手册
Mining industry equipment lubrication service manual

长城DZG润滑脂 

长城DZG润滑脂采用12-羟基硬脂酸混合皂稠化深度精制矿物油，并

加入抗氧剂、极压剂和防锈剂等高效添加剂，经特殊工艺炼制而成。

性能特点

◎		具有优良的极压抗磨性能，能有效防止和减少摩擦副的磨损

◎		机械安定性和抗氧化性突出，使用寿命长

◎		具有优良的抗水性和防护性，有效防止野外作业润滑部件的锈蚀

应用范围

◎		适用于挖掘机、推土机、叉车等工程机械设备的回转轴承、履带弹簧	

	 	 	等部位的润滑

◎		适用于其他重型车辆和设备摩擦部位的润滑

◎		使用温度：-25℃～120℃

典型数据

项  目
             DZG润滑脂

1号 2号

工作锥入度，0.1mm 328 279

延长工作锥入度（100000次）

与工作锥入度差值（60次），0.1mm 
8 30

滴点，℃ 188 186

腐蚀（T2铜，100℃，24h） 合格 合格

钢网分油（100℃，24h），%  5.8 3.9

极压性能（四球机法）PD值，N 3089 3089

抗磨性能（四球机法）

磨痕直径（392N，60min），mm
0.45 0.50

防腐蚀性（52℃，48h） 合格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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