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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ING SINOPEC

公司介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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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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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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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关注和支持

国际国内农业机械的发展，与农机行业有良好的合作

基础。作为第一起草单位制定了《农机传动系统用

润滑油》石化行业标准，参与起草了《拖拉机用润滑

油品种、规格的选用》机械行业标准，在农业机械行

业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在农业机械设备用油方面具备

丰富的润滑配套和应用研究经验，产品线齐全，相关

产品获得获得了久保田、ZF 等专业的农业机械设备

企业和关键设备制造商的技术认可，可满足农业机械

设备的润滑要求。

长城润滑油愿与您携手，让更多的国内外农业

机械装备流淌中国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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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润滑技术方案

序号 机械结构 润滑部位 长城润滑油产品

1 动力系统 发动机

				中小型农业机械：长城尊龙T300	CF-4
																																长城尊龙T400	CH-4

非道路国III排放标准： 长城尊龙T400	CH-4
																																长城尊龙T500	CI-4
非道路国IV排放标准：长城尊龙T600	CJ-4																											

2 冷却系统 发动机冷却系统
长城发动机冷却液YF-2
长城FD型发动机冷却液

3 底盘传动系统

液压系统、变速箱、干式制动 长城100号拖拉机液压传动两用油

液压系统、变速箱、湿式制动
长城液压传动制动三用油
UTTO-C、UTTO和UTTO-R

4 辅助齿轮传动系统 驱动桥、差速器、齿轮箱等 长城GL-5齿轮油

5 独立液压系统 液压泵
长城AE液压油

长城卓力HM液压油

6 轮毂 轮毂 长城通用锂基润滑脂

7 工作结构 采棉机摘锭、收割机割台机构
长城采棉机专用润滑脂
长城通用锂基润滑脂

农业机械润滑技术方案3



农业机械润滑技术方案 4

发动机润滑：
  长城尊龙 T400	CH-4
  长城尊龙 T500	CI-4
		长城尊龙 T600	CJ-4

发动机冷却：
  长城发动机冷却液 YF-2
		长城 FD发动机冷却液

驱动桥、辅助齿轮传动：
  长城GL-5 重负荷车辆齿轮油

				

变速箱、湿式驱动桥、液压系统：
		长城 UTTO-C液压传动制动三用油
		长城 UTTO液压传动制动三用油
		长城 UTTO-R 液压传动制动三用油

独立液压系统：
			长城 L-HM抗磨液压油（高压）
 	长城 AE 液压油

发动机

变速箱

液压系统

湿式
驱动桥

驱动桥



长城液压传动制动三用油

性能特点 技术规格

典型数据

长城 UTTO-C 液压传动制动三用油适用于国产大中型（25 马力以上）农业机械的液压系统、齿轮传动系统

和湿式驱动桥。   

项  目 长城 UTTO-C 液压传动制动三用油 试验方法

闪点，℃ 240 GB/T	3536

运动黏度	(100℃)	，mm2/s 10.3 GB/T	265

运动黏度	(40℃)	，mm2/s 69.2 GB/T	265

表观黏度	(-20℃)	，mPa.s 4080 GB/T	11145

表观黏度	(-35℃)	，mPa.s 39600 GB/T	11145

黏度指数 136 GB/T	1995

倾点，℃ -42 GB/T	3535

■ 一油多用，可应用在农业机械变速箱、液压系统 

 及湿式刹车系统

■ 良好的低温流动性能及抗磨性能

■ 良好的抗氧化性能，有效降低用油周期成本， 

 减少停机时间

■ 良好的摩擦性能，可有效降低湿式刹车噪声、 

 震动等

■ JB/T 7282——2016

■ Q/SH3031 0480

长城 UTTO-C 液压传动制动三用油

长城UTTO-C液压传动制动三用油5



长城UTTO-C液压传动制动三用油 6

长城UTTO-C液压传动制动三用油应用案例

应用案例1

应用案例2

应用案例3

■  机       型：雷沃欧豹 M1304G

■  发动机功率：130 马力

■  作业地点：黑龙江七台河

■  作业时间：1200h

■  用户反馈：设备运行状态良好 

                     变速箱无异常磨损

■  机       型：雷沃欧豹 M1304G

■  发动机功率：130 马力

■  作业地点：山东省潍坊市

■  作业时间：500h

■  用户反馈：设备运行状态良好

■  机       型：东方红 MK904

■  发动机功率：90 马力

■  作业地点：黑龙江佳木斯市

■  作业时间：1460h

■  用户反馈：设备运行状态良好

         低温时启停顺畅 



性能特点 技术规格

典型数据

长城 UTTO 液压传动制动三用油适用于进口及国产农业机械的液压系统、齿轮传动系统和湿式驱动桥以及 

工程机械（装载机、叉车等）湿式驱动桥。 

项  目 长城 UTTO 液压传动制动三用油 试验方法

闪点，℃ 246 GB/T	3536

运动黏度	(100℃)	，mm2/s 9.872 GB/T	265

运动黏度	(40℃)	，mm2/s 61.43 GB/T	265

表观黏度	(-20℃)	，mPa.s 3480 GB/T	11145

表观黏度	(-35℃)	，mPa.s 30950 GB/T	11145

黏度指数 146 GB/T	1995

倾点，℃ -43 GB/T	3535

■ 一油多用，可应用在农业机械变速箱、液压系统 

 及湿式刹车系统

■ 良好的低温性能

■ 保证湿式离合器平稳操作，有效降低湿式刹车 

 噪声、震动等

■ 良好的抗氧化性能，有助于保持系统清洁

■ 良好的耐水污染性，不易形成淤积物

■ John Deere JDM J20C 

■ Massey-Ferguson CMS M1143

■ Massey-Ferguson CMS M1145

■ ZF TE-ML 03E  ■  ZF TE-ML 05F 

■ VOLVO WB101            ■  JB/T 7282——2016

■ Q/SH3031 0480

长城 UTTO 液压传动制动三用油

长城UTTO液压传动制动三用油7



长城UTTO液压传动制动三用油应用案例

应用案例1

应用案例2

应用案例3

■  机       型：约翰迪尔 1204

■  发动机功率：120 马力

■  作业地点：新疆奎屯、石河子农八师、伊宁农四师

■  用户反馈：机械平稳运行，客户非常满意

■  机       型：凯斯 7088 大型玉米收获机

■  作业地点：黑龙江省佳木斯七星农场

■  用户反馈：机械平稳运行，油品经检测后铁元素 

                 含量极少，客户非常满意

■  机       型：东方红 MK904

■  作业地点：河南省洛阳市

■  运行时间：750h

■  用户反馈：油品经检测后铁元素含量极少，客户  

                 非常满意

长城UTTO液压传动制动三用油 8



性能特点 技术规格

典型数据

长城 UTTO-R 液压传动制动三用油适用于进口及国产农业机械装备的液压系统、齿轮传动系统和湿式驱动桥；

特别适用于采埃孚 T7000 系列动力换挡变速箱的润滑保护。

项  目 长城 UTTO-R 液压传动制动三用油 试验方法

闪点，℃ 226 GB/T	3536

运动黏度	(100℃)	，mm2/s 10.10 GB/T	265

运动黏度	(40℃)	，mm2/s 52.82 GB/T	265

表观黏度	(-20℃)	，mPa.s 2700 GB/T	11145

表观黏度	(-35℃)，mPa.s 17100 GB/T	11145

黏度指数 183 GB/T	1995

倾点，℃ -43 GB/T	3535

■ 一油多用，可应用在农业机械变速箱、液压系统及湿式刹车系统

■ 产品获得采埃孚等知名农机制造商认可，可应用于大中马力农业机械

■ 优异的低温性能，保证在低温时顺利启动

■ 保证湿式离合器平稳操作，有效降低湿式刹车噪声、震动等

■ 优异的抗氧化性能，有助于保持系统清洁

■ 良好的耐水污染性，不易形成淤积物

■ John Deere JDM J20C 

■ ZF TE-ML 06R

■ ZF TE-ML 03E

■ ZF TE-ML 05F

■ JB/T 7282——2016  
■ Q/SH3031 0480

长城 UTTO-R 液压传动制动三用油

长城UTTO-R液压传动制动三用油9



项  目 UTTO-C UTTO UTTO-R
国内品牌

C

国外品牌

M

国外品牌

S
测试方法

运动黏度	(100℃)	，mm2/s 9.81 9.872 10.10 10.73 9.37 9.9 GB/T	265

低温流动性

		表观黏度	(-35℃)	，mPa.s 40000 30950 17100 43500 40750 41000 GB/T	11145

铜片腐蚀（121℃，3h)	，级 1b 1b 1b 1b 1b 1b GB/T	5096

液相锈蚀 无锈 无锈 无锈 无锈 无锈 无锈 GB/T	11143

密封适应性指数 5 5 5 6 6 5 SH/T	0308

抗磨性能		

		FZG失效级
11 11 11 10 10 10 NB/SH/T	0306

抗氧化性能

	氧化运动黏度	(100℃)	变化率，%

		酸值增加

	

2.97

0.84

3.65

1.8

1.39

1.85

6.9

0.86

3.27

0.9

-0.8

-0.6

CEC

L-48-00

长城UTTO-R液压传动制动三用油应用案例

应用案例

■  机       型：中联重机 PL2604 机型

■  作业地点：新疆阿克苏地区

■  用户反馈：运行 1000h 无异常

长城液压传动制动三用油与竞品性能对比 10

长城液压传动制动三用油与竞品性能对比



Corporate Research & Development

ZF Friedrichshafen AG · 88038 Friedrichshafen

Sinopec Lubricant Co. Ltd.

CHINA

100085 Beijing
No.6 Aningzhuang West Road, Haidian District

Stella.Braunschweig@zf.com

+49 7541 77 907853

+49 7541 77 7853

Stella Braunschweig

Department

2019-09-26Date

Our Ref.

Your Ref.

Fax

E-mail

Phone

From

DIRM4

Hydraulic-Transmission Multifunctional Fluid (ZF)

Dear Madam / Sir

Due to your confirmation that the formulation of your lubricant Hydraulic-Transmission
Multifunctional Fluid (ZF) (ZF approval number ZF001106) has not changed and will continue to
conform to the data of your approval application of 2012-12-10, we confirm approval for appl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ZF Lubricant Class/es
     • TE-ML 06R

Approval is valid for 12 months. If after 11 months you use our approval system "lubricant data file" to
confirm unaltered condition of the formulation, approval will be extended by another 12 months. If
not, approval will automatically be withdrawn. A reminder will be mailed to you in good time.

Best regards

Stella Braunschweig

Approval is based on the data in your approval application of 2012-12-10, extended on 2019-09-26.
Any alterations of these data will result in withdrawal of approval and the need to submit a new
application. You are under the obligation to report any changes to approved products without delay.
The approval of this oil is subject to the General Terms and Conditions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ervices (applicable as of 03/2017) of ZF Friedrichshafen AG.

Chairman of the Supervisory Board: Dr.-Ing. Franz-Josef Paefgen
Board of Management: Wolf-Henning Scheider (CEO), Dr. Konstantin Sauer,
Sabine Jaskula, Michael Hankel, Wilhelm Rehm, Dr. Franz Kleiner,
Dr. Holger Klein
Headquarters: Friedrichshafen •
Trade register of the municipal court of Ulm HRB 630206

Graf-von-Soden-Platz 1
88046 Friedrichshafen
Germany
Phone +49 7541 77-0
Fax +49 7541 77-908000

ZF Friedrichshafen AG

Corporate Research & Development

ZF Friedrichshafen AG · 88038 Friedrichshafen

Sinopec Lubricant Co. Ltd.

CHINA

100085 Beijing
No.6 Aningzhuang West Road, Haidian District

Stella.Braunschweig@zf.com

+49 7541 77 907853

+49 7541 77 7853

Stella Braunschweig

Department

2019-03-01Date

Our Ref.

Your Ref.

Fax

E-mail

Phone

From

DIRM4

SINOPEC GREATWALL UTTO

Dear Madam / Sir

Due to your confirmation that the formulation of your lubricant SINOPEC GREATWALL UTTO (ZF
approval number ZF000105) has not changed and will continue to conform to the data of your
approval application of 2012-03-28, we confirm approval for appl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ZF Lubricant
Class/es
     • TE-ML 03E

     • TE-ML 05F

     • TE-ML 06K

     • TE-ML 17E

     • TE-ML 21F

Approval is valid for 12 months. If after 11 months you use our approval system "lubricant data file" to
confirm unaltered condition of the formulation, approval will be extended by another 12 months. If
not, approval will automatically be withdrawn. A reminder will be mailed to you in good time.

Best regards

Stella Braunschweig

Approval is based on the data in your approval application of 2012-03-28, extended on 2019-03-01.
Any alterations of these data will result in withdrawal of approval and the need to submit a new
application. You are under the obligation to report any changes to approved products without delay.
The approval of this oil is subject to the General Terms and Conditions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ervices (applicable as of 03/2017) of ZF Friedrichshafen AG.

Chairman of the Supervisory Board: Dr.-Ing. Franz-Josef Paefgen
Board of Management: Wolf-Henning Scheider (CEO), Dr. Konstantin Sauer,
Sabine Jaskula, Michael Hankel, Wilhelm Rehm, Dr. Franz Kleiner,
Dr. Holger Klein
Headquarters: Friedrichshafen •
Trade register of the municipal court of Ulm HRB 630206

Graf-von-Soden-Platz 1
88046 Friedrichshafen
Germany
Phone +49 7541 77-0
Fax +49 7541 77-908000

ZF Friedrichshafen AG

 

Filiale de AGCO France SAS et de CLAAS Tractor SAS 
Société anonyme au capital de 8 448 500 EUR 
Siège social : 41, Avenue Blaise Pascal – B.P. 60223 
Z.A. de Ther Secteur Pont Laverdure 
60002 BEAUVAIS CEDEX – France 
Téléphone : (33) 03 44 11 32 32 - Fax (33) 03 44 11 36 89 
RCS BEAUVAIS B 394 671 820. Code APE 293 D. N° TVA FR 07 394 671 820

 
 
                                                                             

Beauvais, March 23rd, 2016 

Mr. Yanlong Wen
  
SINOPEC LUBRICANT Co,.Ltd 
N°6 West Road of Anning Zhuang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P.R. 
China 
P.C.,100085 

Phone  : +86 108281 7994 
E-mail : wenyl.lube@sinopec.com
  
SUBJECT  : MF CMS M1145 APPROVAL 

I am pleased to give you the approval for the following product, according to MF CMS M1145 
specification : 

Product Code  :  OR 31749 

Homologation Number : M1145-01/G/182

Brand Name Distribution Countries 

Sinopec Greatwall UTTO WORLDWIDE

Wishing you a good receipt

Regards, 

Didier FOLLIOT 
GIMA – Hydraulics 
Fax :      +33 (0)344113418 
Phone : +33 (0)344139261 
E-mail : didier.folliot@gima.fr

C/C : Mrs. P. HEDOUIN  (AGCO) 
         Mr.  J.D. KIEFER   (GIMA)
 
 

Volvo Group Trucks Technology

STD 1273,03 approval (WB101)

Company name:
Brand name:
Oil code(s):
Viscosity grade:

Approval date: Approval #: 97303-048

Validity:  

Signed: Volvo Group Trucks Technology

Bengt Otterholm
Lubricants Coordinator

Approval expires two years after the approval date.
For approval extension, a complete and updated approval form must be 
submitted at the expiry date ± two months.

SINOPEC LUBRICANT CO.,LTD
SINOPEC GREATWALL UTTO

10W-30

February 28, 2020

长城液压传动制动三用油 OEM 认证

长城液压传动制动三用油OEM认证11

 爱科认证 沃尔沃认证

ZF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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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特点 

长城柴油机油系列产品 

■ 有效分散烟灰及沉积物，控制发动机油泥和活塞环沉积物，保证发动机清洁，降低摩擦磨损引起的动能损失

■ 优异的高温抗氧化性能，降低高温油泥和高温沉积物对发动机的腐蚀、磨损造成的影响，能在高温下给发动机提供	 	

	 更有效的保护，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

■ 可为采用废气再循环装置或有柴油颗粒过滤器等技术的环保柴油发动机提供有效保护

■ 超低的蒸发损失，有效改善高温条件下因机油的蒸发对燃料经济性能、油耗、尾气排放及发动机磨损的影响

■ 良好的橡胶相容性，有效保护密封材料，	防止泄露

长城柴油机油系列产品

长城发动机油



长城尊龙 T400 CH-4 柴油机油

长城尊龙T400	CH-4柴油机油13

长城尊龙 T400 CH-4 柴油机油适 用 于采用包括涡轮增压式在内的重负荷柴油发动机，可满足苛刻工况的

润滑要求以及非公路工业如采矿业、建筑业、农业等多种工程机械中。

性能特点

■   特有增强型配方，卓越的润滑性能、清净分散性能和

 抗磨损性能，有效减少发 动 机 在 苛 刻 条 件下的磨损

 及沉积物的生成

■    优良的低温启动性能和高温润滑性能，能够保持油压	

	 	 稳定，为发动机持续提供强劲动力     

■    有效保护发动机，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

典型数据

项  目
长城尊龙T400 CH-4柴油机油

试验方法
0W-30 5W-30 10W-30 10W-40 15W-40 20W-50

运动黏度	(100℃)	，mm2/s 11.04 11.16 11.44 15.26 14.98 18.99 GB/T	265

倾点，℃ －55 －39 －36 －39 －31 －27 GB/T	3535

闪点（开口），℃ 222 231 226 226 229 252 GB/T	3536

密度（20℃），kg/m3 855.5 855.6 868.9 862.5 874.4 879.7	 GB/T	1884



长城尊龙T500	CI-4	15W-40柴油机油

长城尊龙 T500 CI-4 15W-40 柴油机油具有超强的烟炱耐受能力，有效避免由之引起的磨损、机油稠化、

供油困难等问题，适用于工况恶劣的重负荷发动机润滑。

性能特点 应用范围

■ 特有清洁型配方，强劲的清净分散性，可以有效的  

 防止沉积物引起的磨损，控制烟炱引起的黏度增长 

■ 性能整体表现优异，能够有效延长发动机润滑油

 的换油周期

■ 优良的低温启动性能和高温润滑性能，能够持续

 保持油压稳定，动力更加强劲 

■ 适用于采用 EGR、SCR 等先进排放装置的轻重 

 负荷柴油发动机，同时对欧美、日本和国内 

 生产的装有涡轮增压及中冷器的柴油发 动机 

 提供优异保护

■ 适用于非公路工业如采矿业、建筑业、农业等 

 多种工程机械中

长城尊龙 T500 CI-4 柴油机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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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数据

项  目
长城尊龙T500 CI-4柴油机油

试验方法
10W-30 15W-40 20W-50

运动黏度	(100℃)	，mm2/s 11.07 14.94 18.76 GB/T	265

倾点，℃ －39 －34 －29 GB/T	3535

闪点（开口），℃ 231 234 239 GB/T	3536

密度（20℃），kg/m3 857.6 869.7 879.5 GB/T	1884



长城尊龙 T600 CJ-4 柴油机油

长城尊龙T600	CJ-4柴油机油15

设备型号 :
长城尊龙 T600 成功应用于凯斯 7088 谷物

收割机，核算对比，保养成本节约超过 100 元

/300 小时，获得客户高度认可及积极推广。

长城尊龙T600 CJ-4获约翰迪尔拖拉机说明书推荐 长城尊龙T600 CJ-4在农机行业的认可和应用

JD1654、JD1854、JD2054 和 JD2104

拖拉机 165~210 马力

性能特点 应用范围

■ 特有环保型配方，杰出的清净分散性能，有效 

 降低高温沉积物产生，持久保持发动机清洁 

■ 超强的抗磨性，有效减少磨损，持续保持油压 

 稳定，动力更加强劲

■ 超长的润滑油换油周期，有效延长发动机寿命， 

 为发动机提供极致保护 

■ 十分优异的低温启动性能和高温润滑性能， 

 适合全天候使用

■ 适用于采用 EGR、SCR 等先进技术的低排放、 

 重负荷柴油发动机，特别适用于配置 DPF 的

 发动机

■ 适用于非公路工业如采矿业、建筑业、农业等 

 多种工程机械中



产品名称 发动机设备 应用情况

尊龙
T600	
CJ-4	

依维柯
F4AE0682H*C	

5万公里全程试验机油黏度稳定，油压正常，发动机磨损微小，且发动机内油泥等沉积

物较少，车辆动力性能保持稳定，机油消耗较低。受到使用方高度评价，已经在客户

处全面推广使用。

潍柴	615	
25万公里全程试验机油黏度稳定，油压正常，发动机磨损小，且发动机内油泥等沉

积物较少，车辆动力性能稳定，机油耗较低。油品表现出优异的综合性能。	

Cummins	ISX	
EGR	450	HP	

80万公里（换油周期4.3	万公里）行车实验后，车辆发动机磨损较低，机内油泥等沉

积物较少，试验过程中，机油黏度变化小，车辆动力性能稳定，机油耗较低，未见油

压低报警。油品表现出优异的综合性能。	

一拖 尊龙T600 CJ-4产品通过一拖技术验证，可应用于满足非道路国IV的农业机械。

尊龙
T500
CI-4

玉柴高压
共轨发动机	

超过八年的使用，发动机动力输出平稳、油压稳定、机器磨损小、清洁度优，未见

任何因机油原因引发的油压、启动等问题，且机油消耗较低。	

潍柴发动机	
油品各项指标表现优异，完全满足该公司车辆使用要求，油品性价比较高，有效降低了

该公司的经营成本。近两年的使用中，设备运转正常，发动机动力输出平稳、油压稳定。	

尊龙
T400
CH-4

康明斯	
性能表现优秀，受到客户赞扬。与某知名品牌的对比中，性能表现优秀，获得客户

肯定。试验里程为30000km。	

一拖 尊龙T400 CH-4 15W-40 已获得一拖认可并实现供货。

.......

长城发动机油应用案例

长城发动机油应用案例

16



长城柴油机油获众多国际发动机厂技术认证17

长城发动机油认证

Volvo Group Trucks Technology

STD 417-0002 approval

Company name: 
Product name:  
Viscosity grade:

Yes
Yes
Yes

Approval date: Approval #: 417-0002-20-900

Validity:  

Approval:

Volvo Group Trucks Technology

Mack EO-N approval
Renault VI RLD-2 approval

September 11, 2020

Approval expires two years after the approval date.
For approval extension, a complete and updated approval form must be 
submitted at the expiry date ± two months.

Disclaimer: This approval is solely based on information submitted by the applicant and no further 
quality check is made by Volvo. Hence, Volvo takes no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that the quality of this 
product is continuously maintained. This is the sol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mpany (see above).

SINOPEC LUBRICANT CO.,LTD. 
SINOPEC TULUX T400
15W-40

Volvo VDS-3 approval

Volvo Group Trucks Technology

STD 417-0002 approval

Company name: 
Product name:  
Viscosity grade:

Yes
Yes
Yes

Approval date: Approval #: 417-0002-20-901

Validity:  

Approval:

Volvo Group Trucks Technology

Mack EO-N approval
Renault VI RLD-2 approval

September 11, 2020

Approval expires two years after the approval date.
For approval extension, a complete and updated approval form must be 
submitted at the expiry date ± two months.

Disclaimer: This approval is solely based on information submitted by the applicant and no further 
quality check is made by Volvo. Hence, Volvo takes no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that the quality of this 
product is continuously maintained. This is the sol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mpany (see above).

SINOPEC LUBRICANT CO.,LTD. 
SINOPEC TULUX T500
15W-40

Volvo VDS-3 approval

Volvo Group Trucks Technology

STD 417-0003 approval

Company name: 
Product name:  
Viscosity grade:

Yes
Yes
Yes

Approval date: Approval #: 417-0003-20-815

Validity:  

Approval:

Volvo Group Trucks Technology

Mack EOS-4.5 approval
Renault VI RLD-3 approval

August 20, 2020

Approval expires two years after the approval date.
For approval extension, a complete and updated approval form must be 
submitted at the expiry date ± two months.

Disclaimer: This approval is solely based on information submitted by the applicant and no further 
quality check is made by Volvo. Hence, Volvo takes no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that the quality of this 
product is continuously maintained. This is the sol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mpany (see above).

SINOPEC LUBRICANT CO.,LTD. 
SINOPEC TULUX T600 
SAE 15W-40

Volvo VDS-4.5 approval

长城发动机油认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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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发动机冷却液 YF-2 采用国际先进的有机羧酸盐复配技术（OAT）打造的高效、长寿命、多功能有机型

发动机冷却液，适用于各种轿车、卡车、工程机械及工业发动机液冷系统，使用寿命长达 6 年。长时间使用维护

方便，无需补加辅助添加剂（SCA）。

性能特点 应用范围

■ 极好的热传导性能，防止发动机冷却系统过热

■ 优异的橡胶相容性，防止水泵密封失效

■ 不易出现水垢

■ 不含对人体和环境有害的添加剂成分，对环境友好

■ 适用于进口及国产采棉机等农业机械发动机冷却 

 系统的润滑

■ 适用温度范围：环境温度 -30℃以上

典型数据

项  目 长城发动机冷却液YF-2 试验方法

颜色 红色 目测

沸点，℃ 不低于107 SH/T	0089

冰点，℃ 不高于-35 SH/T	0090

碱值，mgKOH/g 7.5～11.0 SH/T	0251

长城发动机冷却液 YF-2

长城发动机冷却液YF-221

长城发动机冷却液



长城 FD 型发动机冷却液

应用范围

■ 适用于要求使用发动机冷却液的  

 农业机械

■ 为各类农业机械发动机内的铝合  

 金和柴油机的铸铁衬里的提供  

 优异、长期的高温防腐保护 

性能特点

■ 优良的冷却性能，适用于寒冷气候下的各类发动机冷却系统

■ 优异的防腐蚀性能，可在发动机中为铝质传热表面提供优质的高温防腐

 保护

■ 低冰点、高沸点、四季通用，在中国大陆使用，可以实现全年全天候保护

 发动机 。本产品防冻保护最低达 -52℃，防沸保护最高达 116℃

■ 经 1176 小时的模拟使用试验，试片光亮如新，性能极佳

长城FD型发动机冷却液

长城FD型发动机冷却液获众多知名OEM认证认可

22

 久保田认证



长城AE 液压油

长城AE液压油（高清）

技术规格

产品符合以下规格：

■   Q/SH3031 0550       ■   GB 11118.1 L-HM（高压）     ■   ISO 11158 L-HM

■   Eaton-Vickers           ■   Parker-Denison HF-0              ■   Cincinnati P68、P70、P69                    

     

23

■   优异的抗磨损性能，延长泵及液压系统的运转寿命

■   优异的氧化安定性，油品使用寿命更长

■   优良的黏温性能，并具有较低的倾点，确保在低温环境中设备运行顺畅

■   良好的水分离性，使油水迅速分离，避免油品乳化 

■   良好的空气释放性和抗泡性，有效传递动力

■   良好的清洁度，防止污染物损坏系统部件

性能特点 

长城 AE 液压油（高清）适用于高温、高压液压系统，移动设备和工业设备的液压系统，对清洁度有要求的  

各类设备高压液压系统的润滑与密封。

长城 AE 液压油（高清）

长城液压油



长城卓力 L-HM 抗磨液压油（高压高清）适用于进口及国产农业机械液压系统的润滑。

长城AE 液压油

长城卓力L-HM抗磨液压油（高压高清） 24

长城 AE 液压油（高清）适用于高温、高压液压系统，移动设备和工业设备的液压系统，对清洁度有要求的  

各类设备高压液压系统的润滑与密封。

长城 AE 液压油（高清）

性能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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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地减少过滤器堵塞 
■ 优异的氧化安定性，油品使用寿命更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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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良好的空气释放性和抗泡性
■ 良好的清洁度，防止污染物损坏系统部件

典型数据

项  目 长城卓力L-HM抗磨液压油（高压高清）
黏度等级 32 46 68

运动黏度（40℃），mm2/s 33.2 45.8 67.4

黏度指数 98 97 98

闪点（开口），℃ 230 240 245

倾点，℃ -15 -15 -13

长城卓力 L-HM 抗磨液压油（高压高清）

产品符合以下规格：

              ■ GB 11118.1 L-HM（高压）     ■ ISO 11158 L-HM     ■ Parker-Denison HF-0     ■ Eaton-Vickers     ■ Cincinnati P68、P70、P69

技术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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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采棉机专用油

长城采棉机专用油

推荐表

序号 部件名称 油脂类型 长城润滑油产品

1 采棉头清洗液箱 清洗液 长城采棉机专用清洗液

2 自动润滑脂箱 润滑脂 长城采棉机专用润滑脂

3 发动机曲轴箱 发动机油 长城尊龙T500	CI-4	15W-40柴油机油

4 发动机冷却系统 冷却液 长城YF-2A发动机冷却液

5 液压系统 液压油
长城卓力液压油					

长城UTTO液压传动制动三用油

6 底盘驱动齿轮箱	(左侧和右侧) 齿轮油 长城85W-140	GL-5重负荷车辆齿轮油

7 轮毂 润滑脂 长城通用锂基润滑脂2号

8 燃油箱 燃油清洗液 长城燃油系统清洗液

采棉机结构及润滑

长城采棉机用润滑产品能够提供进口及国产采棉机需要的各种润滑产品。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设有产品中转库，

供应网络完全覆盖新疆各棉花产区，并能够提供技术的产品和技术服务。

3 发动机曲轴箱

5	液压系统

6底盘驱动齿轮箱

7轮毂

1 采棉头清洗液箱

2自动润滑脂

4发动机冷却系统

长城采棉机润滑方案及产品



长城采棉机专用润滑脂 26

长城采棉机润滑脂专为采棉机摘锭齿轮设计，采用合理的稠化剂、优质的基础油和添加剂，适用于集中供脂方式

的采棉机摘锭齿轮的润滑，很好的满足采棉机摘锭齿轮的润滑要求。

性能特点 应用范围

■ 优异的低温流动和泵送性能，满足摘锭齿轮的低温润滑

■ 优异的润滑性能、防护性能、工艺可操作性能

■ 优异的抗磨性能，有效保护摘锭齿轮

■ 合适的粘附性能，有效润滑摘锭齿轮

■ 优良的可操作性，适于实际使用

■ 适用于进口及国产采棉机摘锭齿轮的润滑

■ 适用温度范围：-30℃～ 120℃

典型数据

项  目 长城采棉机专用润滑脂 试验方法

外观 绿色均匀油膏 目测

不工作锥入度，0.1mm 440～470 GB/T	269

滴点，℃ 不低于165 GB/T	4929

相似黏度	(-30℃，10s-1) 	，Pa •s 不大于500 SH/T	0048

抗磨性能	(四球机法)
磨痕直径	(392N，30min)	，mm

不大于0.55 SH/T	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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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采棉机专用润滑脂



27 长城采棉机专用清洗液

长城采棉机清洗液采用优质基础油、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等多种表面活性剂、助洗剂和防腐蚀剂为主的复配

体系。专为清洗摘锭设计，能够完全清洗摘锭旋转工作时尾部渗出的润滑脂、摘锭上残留的棉絮、棉株植物

汁液等杂物。        

性能特点 应用范围

■ 水中分散性好，能快速溶解

■ 优异的润滑性、清洗性、乳化性、润湿性

■ 使用安全、无毒性

■ 优良的储存稳定型

■ 适用于进口及国产采棉机清洗设备的润滑与  

   清洗。推荐清洗液配比浓度 1:75。可根据  

 具体使用需要调配。

典型数据（2%稀释液）

项  目 长城采棉机专用清洗液 试验方法

外观 透明均匀液体 目测

pH值 6.2～7.5 参照JB4323.2

清洗能力	(洗油率%)								不低于 90 参照JB4323.2

漂洗性 未见清洗剂残留物 参照JB4323.2

长城采棉机专用清洗液



28长城采棉机专用清洗液

长城采棉机专用清洗液
长城采棉机专用润滑脂和清洗液的应用案例

用户应用现场及证明

应用设备：约翰迪尔采棉机、凯斯采棉机、贵航采棉机   

试用时间：2012 年 10 月、2013 年 9 月分别在农一师和农六师进行试用 

应用情况：

■ 清洗液：过滤系统没有清洗液的不溶物及油脂等堵塞现象，未发现摘下的棉絮丝经清洗后有緾绕采摘绽的 

 现象，金属的摘绽表面光亮、清洁

■ 润滑脂：低温泵送性好，流动性佳，抗磨损性能好。

在新疆兵团的应用

长城采棉机专用润滑脂和清洗液在新疆兵团获得良好应用，获用户认可。



29 长城通用锂基润滑脂

长城通用锂基润滑脂采用脂肪酸锂皂稠化精制矿物油，并加入抗氧、防锈等添加剂炼制而成，可取代钙基、钠基

润滑脂。

■ GB 7324—2010 ■ 通用性强，具有优良的机械安定性和氧化安定性 

■ 良好的抗水淋性和防锈性，可应用在潮湿及与

 水接触的机械部件上

■ 适用于多种润滑方式，1 号脂可用于集中润滑系统，2、3 号可用于手工注脂方式适用于一般农业机械设备的 

 滚 动 轴承和滑动轴承及其他摩擦部位的润滑

■ 使用温度：-20℃～ 120℃（选择前请咨询本公司相关人员）

技术规格 

应用范围

性能特点

长城通用锂基润滑脂

长城通用锂基润滑脂

典型数据

项  目
长城通用锂基润滑脂

1号 2号 3号

工作锥入度，0.1mm 320 280 232

滴点，℃	 197 200 200

延长工作锥入度	(100000次)	，0.1mm 331 289 250

水淋流失量	(38℃，1h)	，% 2.40 1.60 0.75

防腐蚀性	(52℃，48h) 合格 合格 合格

长城通用锂基润滑脂



30实验室检测服务介绍

实验室检测服务是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旗下集润滑油脂研发、检测、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化检测队伍，

下设 13 个现代化实验室，从事润滑油、润滑脂、防冻液、制动液、金属加工液等。

实验室检测服务介绍

湖
北

北
京

重庆

天津

上
海

河
南

广
东

新加坡

山东

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设备

■ 实验室拥有全面的理

化性能仪器、模拟分析

仪 器、 元 素 分 析 仪 器、

分析结构仪器、摩擦磨

损仪器、微观外貌等国

内外各类先进大型仪器

设备 2000 余台（套），

提供专业的检测服务。

■ 高级工程师、工程师、

高级技师和技师的完整

分析团队；

■ 三 十 余 年 在 用 油 研

究、检测的经验。

先进的
  设备



我们的能力

实验室检测服务介绍

实验室检测服务介绍

■  严格的实验室质量体系：实验室通过 CMA、CNAS 体系认证；
■  积极参加国内外实验室比对计划和能力验证；
■  完善的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ims）。

■    实验室一直参加相关认可领域的国内外权威机构组织的能力验证计划和实验室间比对活动，如：荷兰 iis  
           实验室、美国 ASTM 协会等，取得较好成绩。

■  实验室起草或参与起草 75 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 ASTM 标准试验方法。

美国 ASTM 实验室间比对 荷兰 iis 实验室能力验证

国标行标 ASTM 标准

能力验证和实验室间比对

方法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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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品质评定

 ■   做好验收货，防止误用各类不合格和假冒伪劣产品；

 ■   规避采购风险，严把新油入库质量关，确保设备使用安全。

在用状态监控

 ■   早期预报油品状态和设备运行状态，进行分析判断，降低运行和维修费用，减少停机损失；

 ■   诊断润滑、磨损故障的原因和严重程度，预防类似事故，提供维护建议。

培训咨询

 ■   提供实验室管理体系、实验室建设等咨询服务；

 ■   提供专业分析技能培训。

其      它

 ■   提供标准试验材料（溶液）；

 ■   联合建立专业方法。

我们的服务

我们的检测对象

分 类 系 列

润滑油 内燃机油、船用油、液压油、齿轮油、汽轮机油、压缩机油、制动液、变压器油、导热油、合成油等

润滑脂 锂基润滑脂、脲基润滑脂、磺酸钙基润滑脂、轴承润滑脂、极压及齿轮润滑脂、复合锂基润滑
脂、复合铝基润滑脂、合成润滑脂等

金属加工油 轴承用润滑防锈油、冲压油、切削液、切削油、热处理油等

汽车养护品 尾气净化液、发动机冷却液等

添加剂 防锈剂、抗泡剂、降凝剂、清净剂、船用油添加剂、液压油复合添加剂、汽轮机油复合添加剂等

基础油 各类基础油

分 类 检测能力

常规理化性能

运动黏度、黏度指数、水含量、闪点、密度、色度、酸值、碱值、表观黏度、灰分/硫酸盐
灰分、残炭、凝点/倾点、锈蚀、铜片腐蚀、钢片腐蚀、馏程、空气释放值、皂化值、界面

张力、不溶物、水分离性能、泡沫特性、防锈性能

工作锥入度、滴点、腐蚀、钢网分油、蒸发量、相似黏度、滚筒安定性、弹头拧出试验、轴承寿命等

组分及组成 蒸馏特性，磨损元素，硫、氮等元素，基础油族组成等

油液污染与衰变 油液状态、燃油稀释、乙二醇含量、残余寿命，污染元素、机械杂质、清洁度等

安定性 氧化诱导期，起始氧化温度，旋转氧弹，氧化腐蚀性，热稳定性，清净性与残留等

摩擦磨损 最大无卡咬负荷(PB)，烧结负荷(PD)，综合磨损值（ZMZ），负荷-磨损指数（LWI），抗磨
性能，摩擦系数，极压性能，承载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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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滑脂分公司检验检测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化工街 5 号

 电话：022-67905361

滨海分公司分析化验中心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于庄子路 2061 号

 电话：022-66581108

上海研究院分析评定中心

上海市虹口区高阳路 455 号

 电话：021-65465564 65463246

华东分公司分析化验中心

上海市浦东新区大同路 1218 号

 电话：021-58676127

北京研究院润滑评定技术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西路 6 号

 电话：010-62949737 62949738

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质量检测控制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房东北环线长城润滑油

 电话：010-69332045

武汉分公司技术检测中心

 武汉市江岸区江岸路 11 号

 电话：027-82323523

合成油脂分公司研究检测中心

 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渝州路 62 号

 电话：023-68799407

郑州分公司检测中心

 河南省许昌市许由东路 3666 号

 电话：0374-5379015

济南分公司分析化验中心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工业南路 34 号

 电话：0531-88834059

茂名分公司质量检测中心

 广东省茂名市红旗北路 150 号

 电话：0668-2245704

荆门分公司分析评定中心

 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阳光大道 10 号

 电话：0724-2295383

Laboratory of Sinopec Lubricant (Singapore) Pte. Ltd.

 150 Tuas South Ave 5  Singapore 637363

 Tel: +6564997047 +6564997048

北  京

重  庆

荆  门

新加坡

上  海

许  昌

茂  名

天  津

武  汉

济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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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推出的一站式管家服务，解决用油过程中的一切困难。以润滑可靠性为核心，涵盖选油、
用油、回收全流程。延长客户油品使用寿命，完善企业润滑管理程序，健全润滑数据系统，减少设备维修频率，降低
润滑剂的使用成本，帮助客户全面的提升企业自身设备润滑管理水平。

全面润滑服务

  用油诊断服务

 企业在用润滑油进行专业归并，为企业选择合适的国产润滑油替代进口油。

 服务效果：品种整合管理更为高效安全，国产化替代有效降低用油成本。

   润滑油加注服务

 建立区域性润滑油加注站 24 小时内完成送油加注任务；专业的油品运输加注车辆，排除了环境及老旧设备污染等	
	 因素；大检修期间专业设备及团队，保障加注及时性。

 服务效果：及时快速供油，保证客户用油安全，并减少客户危险废弃物的产生，从而减少客户环保压力；以客户	
	 实际用油量结算，降低客户油品采购、仓储的管理成本。

  油液监测服务

 离线分析，定期取样，专业实验室检测，连续性记录分析数据，根据分析结果判定油品品质及设备运行状态；在线分析，

	 通过传感器的实时传输，实时监测设备用油状态，根据监测结果迅速判断设备运行状态。

 服务效果：及时发现油品劣化倾向和污染原因，制定合理的润滑方式和换油周期，节约用油成本；反应设备运行情况，

	 分析设备目前和未来的润滑磨损状态，降低设备出现重大事故的风险。

  在用油过滤和特定指标改善服务

 专业过滤设备，使油品快速实现除水、除气、除杂质、破乳化。

 服务效果：可解决客户油品污染给设备造成的异常现象，延长油品使用寿命，减少设备故障率，保障设备的正常运行，

	 节约能源，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润滑系统清洗服务

 根据设备（油罐、油箱、管线）具体使用情况及内部表面污染程度确定清洗方式，设备清洗后进行打压试验。

 服务效果：通过清洗，有效的去除润滑系统内油泥、漆膜、氧化物、金属杂质等，确保润滑系统有效工作，降低	
	 设备由于润滑不利造成的损坏或停车风险。

  企业润滑管理培训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联合美国NORIA 公司共同举办 3天～5天设备润滑管理培训班。

 服务效果：为企业培养润滑管理人才，保证企业的均衡生产、保持设备完好并充分发挥设备效能、减少设备事故和

	 故障、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

  废油回收服务

 废油以旧换新，废塑料桶、钢桶回收。

 服务效果：选择资源管理服务，改善废油堆放造成的厂内环境不良现象，切实解决废弃物处置问题，降低企业	
	 环保风险。

  

 部门经理：臧宇笛 010-82817909

				业务经理：010-62949640	6294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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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范围

联系方式



SINOPEC LUBRICANT CO.,LT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西路6号
网址：www.sinolube.com
服务热线：9538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