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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是中国石化为适应润滑

油市场国际化竞争而组建的润滑油专业公司。公司

前身为原石油工业部所属企业，曾为“两弹一星”

发射做出积极贡献，传承和发扬自主创新精神，研

发航天润滑核心科技，为“神舟”系列载人飞船和

“嫦娥”系列探月卫星的成功发射提供润滑保障，

是目前唯一的“中国航天事业战略合作伙伴”。

     公司下设12个生产基地、5个区域销售中心、

5个区域技术支持中心和5个省级销售分公司、3个

合资公司、1个海外子公司和9个海外办事处。拥

有4个产品研发机构，12个国家认可实验室，具备

领先的创新研发能力和世界一流的生产设备和工艺

企业介绍 Introduction

技术，产品涵盖内燃机润滑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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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汽车、机械、冶金、矿采、

石油化工、电子等领域，质量达到国际标准组织

（ISO）、美国石油学会（API）、欧洲汽车制造商

协会（ACEA）等标准的要求。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一直以来高度关注

水泥行业关键设备的润滑需求，与水泥企业有良好

的合作基础，先后和海螺水泥、翼东水泥、台泥水

泥、南方水泥等大型水泥集团建立了战略合作

关系，相关产品在水泥行业获得了广泛应用。

一、企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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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行业

关键设备润滑方案
Cement industry key
equipment lubrication solution 

1.水泥工艺生产过程简图

二、水泥行业关键设备润滑方案

石灰石破碎 原料集尘

生料均化库

原料磨

港口库

装船机

散装水泥船 火车散装

汽车散装

破碎机

石灰石预均化堆场

辅原料进厂

辅原料堆场

配料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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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设备润滑方案
Cement industry key
equipment lubrication solution 

 
    2.水泥行业设备工作特点：

1） 水泥多属于低速、重载运行，设备大而重，维修极为不便；

2） 主要设备都是高温下长期运转。如水泥熔块烧结装置回转润滑部位温度高达300℃，  

       回转窑周围环境温度也达70～80℃；

3） 设备长期在恶劣环境中工作，粉尘特多，而且多用水做系统冷却介质，废油渣多含腐  

       蚀性气体 (或其它物质) 等，很容易污染设备及润滑部位，使其变质，加快磨损；

4） 设备多受振 (颤) 动和冲击载荷，不利于润滑部位油膜建立和维持；

5） 设备常以冷却水直接冷却润滑部位、外壳，容易使润滑油和脂进水，造成乳化变质；

6） 开式传动较多，要求润滑油、脂抗污染能力和抗极压性能高；

7） 设备工作于露天环境或者开敞式厂房中，具有较好的通风条件，受季节性温度变化的  

       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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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水泥生产设备对润滑油的要求: 

1) 良好的高低温性：要求齿轮及轴承油具有良好的高温稳定性和高温化学安定性，高温下不易挥 

 发分解，低温下易启动。 

2) 良好的抗氧化安定性：润滑油变质，主要是高温下油品发生氧化，使其酸值增大，黏度和闪点 

 下降，引起润滑不良。由于水泥生产机械需要长期高温运行，因此相关润滑油具有良好的抗氧 

 化安定性，才能确保设备长期使用。 

3) 良好的防锈腐蚀性：润滑油优良的防锈、防腐性可消除和减少设备的锈蚀和腐蚀，使用设备的 

 寿命有效延长。 

4) 良好的抗磨极压性：水泥生产机械属于重负荷装置，并伴有冲出性和震动性负荷，润滑油具有 

 良好的抗磨性和极压性，才能有效降低摩擦，减小磨损，维护设备的正常运行。 

5) 适宜的黏度：黏度偏小，形成的润滑油油膜厚度和强度就达不到润滑的要求，容易造成磨损。 

 黏度偏大，造成循环系统泵压过高，供油量不足，也容易造成磨损，因此必须选择适宜的黏度。 

6) 高的黏度指数：只有高的黏度指数，才能保证润滑油在高温下有足够的黏度，从而使其高温下 

 保持良好的润滑。 

7) 长的使用寿命：由于水泥生产机械用油大，更换费用高，并且换油需停机，停机损失更大。因 

 此要求润滑油要有长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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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关键设备润滑用油推荐

  立磨

立磨润滑方案 

润滑点 经济适用润滑产品 顶级保护润滑产品 

主减速箱 L-CKD工业齿轮油 AP工业齿轮油 

张紧液压站 L-HM抗磨液压油（高压） AE抗磨液压油 

磨辊轴承 L-CKT/AP-S全合成工业齿轮油

电机轴承 L-TSA汽轮机油 L-TSA/LF长寿命汽轮机油 

选粉机主减 L-CKD工业齿轮油 AP工业齿轮油 

磨辊轴承

主减速机

选料减速机

液压系统

电机轴承

生料工段
aw section

关健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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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碎机

破碎机润滑方案 

润滑点 经济适用润滑产品 顶级保护润滑产品 

齿轮箱 L-CKD工业齿轮油 AP工业齿轮油 

液压系统 L-HM抗磨液压油（高压） AE抗磨液压油 

轴承 极压锂基润滑脂 极压复合锂基润滑脂 

开式齿轮/链条 L-CKM开式齿轮油 7420重负荷开式齿轮润滑脂 

电机轴承 极压锂基润滑脂 BME润滑脂 

  皮带输送机及堆取料机

皮带输送机堆取料机润滑方案 

润滑点 经济适用润滑产品 顶级保护润滑产品 

齿轮箱 L-CKD工业齿轮油 AP工业齿轮油

液压系统 L-HM抗磨液压油（高压） AE抗磨液压油

普通轴承 极压锂基润滑脂 极压复合锂基润滑脂

电机轴承 极压锂基润滑脂 BME润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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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转窑

回转窑润滑方案 

润滑点 经济适用润滑产品 顶级保护润滑产品 

主减速箱 L-CKD工业齿轮油 
AP工业齿轮油

/AP-S全合成工业齿轮油 

开式齿轮 L-CKM开式齿轮油 7420开式齿轮润滑脂 

托轮轴瓦 L-CKD工业齿轮油 AP工业齿轮油 

液压挡轮系统 L-HM抗磨液压油（高压） AE抗磨液压油 

轮带垫铁 —— SHGFR-154高温防粘润滑剂 

液压挡轮中心轴承 极压锂基润滑脂 极压复合锂基润滑脂 

斗式提升机主减 L-CKD工业齿轮油 
AP工业齿轮油

/AP-S全合成工业齿轮油 

轮带

拖轮 主减速箱 挡轮

开式齿轮

熟料工段
linker section

关健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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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煤机

卧式磨煤机润滑方案 

润滑点 经济适用润滑产品 顶级保护润滑产品 

主减速箱 L-CKD工业齿轮油 AP工业齿轮油 

开式齿轮 L-CKM开式齿轮油 7420开式齿轮润滑脂 

磨头支撑轴承 L-CKD工业齿轮油 AP工业齿轮油 

磨尾支撑轴承 L-CKD工业齿轮油 AP工业齿轮油 

电机稀油站 L-TSA汽轮机油 L-TSA/LF汽轮机油

立式磨煤机润滑方案 

润滑点 经济适用润滑产品 顶级保护润滑产品 

主减速箱 L-CKD工业齿轮油 AP工业齿轮油/AP-S全合成工业齿轮油

张紧液压站 L-HM抗磨液压油（高压） AE抗磨液压油

磨辊轴承 —— L-CKT/AP-S全合成工业齿轮油

电机轴承 L-TSA汽轮机油 L-TSA/LF长寿命汽轮机油

选粉机主减 L-CKD 工业齿轮油 AP工业齿轮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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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心式鼓风机

 熟料链斗输送机

 余热回收系统-汽轮机

 篦冷机

离心式鼓风机润滑方案 

润滑点 经济适用润滑产品 顶级保护润滑产品 

风机轴承 L-TSA汽轮机油 L-TSA/LF长寿命汽轮机油

余热回收系统-汽轮机润滑方案 

润滑点 经济适用润滑产品 顶级保护润滑产品 

轴承 L-TSA汽轮机油 L-TSA/LF长寿命汽轮机油

篦冷机润滑方案 

润滑点 经济适用润滑产品 顶级保护润滑产品 

液压系统 L-HM抗磨液压油 (高压) AE液压油

熟料链斗输送机润滑方案 

润滑点 经济适用润滑产品 顶级保护润滑产品 

减速箱 L-CKD工业齿轮油 AP系列工业齿轮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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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磨机

边缘传动球磨机润滑方案 

润滑点 经济适用润滑产品 顶级保护润滑产品 

主减速箱 L-CKD工业齿轮油 AP工业齿轮油 

开式齿轮 L-CKM开式齿轮油 7420开式齿轮润滑脂 

磨头支撑轴承 L-CKD工业齿轮油 AP工业齿轮油 

磨尾支撑轴承 L-CKD工业齿轮油 AP工业齿轮油 

电机稀油站 L-TSA汽轮机油 L-TSA/LF汽轮机油

中心传动球磨机润滑方案 

润滑点 经济适用润滑产品 顶级保护润滑产品 

主减速箱 L-CKD工业齿轮油 AP工业齿轮油 

滑履轴承 L-CKD工业齿轮油 AP工业齿轮油 

电机稀油站 L-TSA汽轮机油 L-TSA/LF汽轮机油

球磨机示意图
支撑轴承 支撑轴承大齿轮和小齿轮

小齿轮轴承

进料端

出料端

油箱

电动马达

齿轮箱

齿轮箱轴承

小齿轮轴承

粉磨工段
rinding section

关健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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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辊压机

辊压机润滑方案

润滑点 经济适用润滑产品 顶级保护润滑产品 

主减速箱 L-CKD工业齿轮油 AP工业齿轮油

液压系统 L-HM抗磨液压油（高压） AE抗磨液压油

辊压机轴承 二硫化钼锂基润滑脂 BLR-A辊压机轴承润滑脂

电机稀油站 L-TSA汽轮机油 L-TSA/LF长寿命汽轮机油

水泥行业

关键设备润滑方案
Cement industry key
equipment lubrication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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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泥行业关键设备用油主要品种介绍

长城工业齿轮油

 长城AP工业齿轮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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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303 551    ◆  ISO 12925

    ◆  ANSI/AGMA 9005-E02　　　        ◆  AIST 224 

    ◆  DIN 51517 Part III (CLP)   ◆  FLENDER规格

    ◆  SEB 181226    ◆  David Brown S1.53 101E 

应用范围

    ◎  适用于水泥、冶金、电力、矿山、橡塑、化工、煤炭等行业工作条件异常苛刻的闭式齿轮  

        传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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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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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行业关键设备

用油主要品种介绍
Lubricants 
for cement industry

认证证书及设备制造商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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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案例1

应用油品：长城AP320工业齿轮油

应用设备：生料立磨主减速机

设备厂家：南京高精传动设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应用客户：贵州江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应用时间：2016年4月至今

用户反馈：作为生料立磨装机用油，获得用户认可，设备运行状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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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行业关键设备

用油主要品种介绍
Lubricants 
for cement industry

应用案例2

应用油品：长城AP320工业齿轮油

应用设备：立磨（主减速箱为重齿CAGARBOX GLX-VBP减速机）

设备厂家：丹麦史密斯公司

设备型号：ATOR-RAR-LVT52

应用客户：河北曲寨矿峰水泥有限公司

应用时间：2012年至今

用户反馈：4年使用效果良好，为设备提供了润滑保障，赢得了客户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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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案例3

应用油品：长城AP-S 320工业齿轮油

应用设备：立磨磨辊主机

设备厂家：中国中材

应用客户：福建源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应用时间：2014年

用户反馈：使用效果良好，设备正常运行，可为    

                 客户节省3000元/桶。

应用案例4

应用油品： 长城AP-S 460工业齿轮油

应用设备： 生料立磨

设备厂家： 中国中材

应用客户： 河北矿峰水泥有限公司

应用时间： 2016年3月至今

用户反馈： 设备运行良好，获得用户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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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行业关键设备

用油主要品种介绍
Lubricants 
for cement industry

应用案例5

应用油品：长城AP 320工业齿轮油

应用设备1：立磨主机

设备厂家1：丹麦史密斯公司（型号FLSMLBTH atox miu50）

应用设备2：中速磨煤机

设备厂家2：沈阳重型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型号MPF2217）

应用设备3：熟料链斗输送机

设备厂家3：沈阳重型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型号HCD1000*147738）

应用客户：曲寨水泥有限公司

应用时间：2013年

用户反馈：设备运行良好，换用长城油品单设备单次可节约成本约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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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L-CK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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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Q/SH303 063

     ◆  AIST（US Steel）No.224         

    ◆  AGMA 9005—E02 EP

应用范围

MAG IAS, LLC tel +1 859 534 4618
2200 Litton Lane, Hebron KY 41048 fax +1 859 534 4913 www.mag-ias.com

Dr. Shui Lin
Beijing R&D Center
Lubricant Company, Sinopec Corp.
No.6 West Road of Anning Zhuang,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P. R. China 100085

June 25, 2013 (TRD)

Dear Dr. Shui Lin:

This letter is to inform you of the approval of the following products which have met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MAG P-Specs.

Lubricant Company, Sinopec Corp.

PRODUCT                          MAG P-SPEC            MAG REF #
SINOPEC GreatWall L-CKD 100 P-76 602913
SINOPEC GreatWall L-CKD 320 P-59 603013
SINOPEC GreatWall L-CKD 680 P-34 603113

                      
We are granting the approvals for these products based on the samples submitted to us for 
evaluation.  Should any change or reformulation occur on these products, we are to be notified of the
changes at once and the reformulated material must be submitted for evaluation and approval. These
approvals are subject to renewal testing after three years from the Test Report Date (TRD).

Dietrich Neumann
Lubricants Specialist
MAG IAS, LLC
dietrich.neumann@mag-ias.com

CC: Fred Cui—Afton Lt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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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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行业关键设备

用油主要品种介绍
Lubricants 
for cement industry

应用案例1

油品名称：长城L-CKD320重负荷齿轮油

应用设备：立磨（型号UB-LM）

设备厂家：日本宇部公司

客    户：国产实业（福建）水泥有限公司

应用时间：2010年

用户反馈：长城润滑油在日本宇部立磨上使用多年，经验证，长城重负荷齿轮油能够满足立磨  

      主减速机的润滑需求，磨损小，油品质量稳定，保障了设备的安全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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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案例2

油品名称： 长城L-CKD 320重负荷工业齿轮油

应用设备： 中心传动水泥磨机行星减速机  

 (型号GYM08P2）

设备厂家： 南京高精齿轮股份有限公司

客    户： 南方水泥（湖州）

应用时间： 2012年至今

用户反馈： 设备稳定，运转良好，无异常  

                磨损，大大降低了设备维修费用。

油品名称1： 长城L-CKD320重负荷工业齿轮油

应用设备1： 立磨（主减速箱为弗兰德生产）

设备厂家1： 史密斯

油品名称2： CKD460重负荷工业齿轮油

应用设备2： 回转窑

设备厂家2： 江苏鹏飞公司

客    户： 中材湘潭水泥有限公司

应用时间： 2009年至今

用户反馈： 用油设备均正常运行，有效保证了生产的连续运转。

应用案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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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行业关键设备

用油主要品种介绍
Lubricants 
for cement industry

应用案例4

油品名称1：长城L-CKD320重负荷工业齿轮油

应用设备1：回转窑

设备厂家1：江苏鹏飞集团公司

油品名称2：L-CKM 320重负荷开式齿轮油

应用设备2：回转窑及磨煤机大小开式齿轮

设备厂家2：江苏鹏飞集团公司

客     户：台泥（贵港）水泥有限公司

应用时间：2007年至今

用户反馈：长城润滑油脂质量稳定，使用效果较好，多年来 

                  没有发生因油品问题造成的设备停工维修故障。

应用案例5

油品名称： 长城L-CKD320、220重负荷工业齿轮油

应用设备1： 辊压机（型号XYG40-70）

设备厂家1： 江苏新业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应用设备2： 球磨机

设备厂家2： 江苏海安水泥设备制造公司

客    户： 江西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应用时间： 2009年至今

用户反馈： 选用长城油替代进口品牌后，首先是成本下降

明显，其次是在实际使用中发现长城的各项性能比替代进

口油品少强。设备噪音小，运转平稳，油品更换时，油泥

及沉积物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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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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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水泥、煤炭、  

 钢铁、造液压系统及装载机等移动设备液压系统

长城液压油

 长城AE液压油

含有特效抗磨因子，具有优异的抗磨性，提供良好的润滑保护等特点。

24



水泥行业关键设备

用油主要品种介绍
Lubricants 
for cement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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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规格 

产品获得以下OEM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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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范围
 

◎ 适用于工业、航运和移动式机械设备等高压液压系统

◎ 适用于水泥、煤炭、工程机械、建筑机械、矿山机械、冶金设备等高 压液压系统

 长城L-HM抗磨液压油

含有特效抗磨因子，具有优异的抗磨性，提供良好的润滑保护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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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案例1

油品名称：长城HM46卓力抗磨液压油

应用设备：回转窑液压站、篦冷机液压站

设备厂家：江苏鹏飞集团公司

客    户：台泥（贵港）水泥有限公司

应用时间：2007年至今

用户反馈：长城润滑油脂质量稳定，使用效果较好，

 多年来没有发生因油品问题造成的设备

 停工维修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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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行业关键设备

用油主要品种介绍
Lubricants 
for cement industry

适用于大功率汽轮机、工业用途涡轮机驱动装置的润滑和密封，获得国际OEM认证。

适用于大功率超临界汽轮机，联合循环涡轮机组，工业用涡轮机驱动装置的润滑和密封，获多个国际

OEM认证。

长城汽轮机油

 长城L-TSA汽轮机油

 长城L-TSA/LF长寿命汽轮机油

     采用优质基础油和优选添加剂，具有优异的分水性能，防锈防腐性，优良的氧化

安定性，D943超过5000小时。

    采用优质加氢基础油和优质添加剂，具有极佳的氧化安定性，优异的防锈防腐性，

D943超过10000小时，保证更长的使用寿命

应用案例 

油品名称：长城L-TSA 46 汽轮机油

应用设备：4.5MW纯低温余热发电系统

客    户：湖南苏仙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应用时间：2010年至今

用户反馈：使用多年，设备运行良好，平均

 换油期3~5年，节约了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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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BINE OIL SPECIFICATIONS 

 

TGO2-0171-E00000/C 

02.04.16 

 

 

 
 

Nationality 

Supplier 

Supplier 

Product Name 

ISO VG 

class 

Possible use 

with Gear Box 

 
 

 

 
 

CANADA Petro-Canada Lubricants Turboflo XL 46 

46 
 

 
Petro-Canada Lubricants Turboflo EP 32 

32 
X 

 
Petro-Canada Lubricants Turboflo EP 46 

46 
X 

 
Petro-Canada Lubricants Turboflo LV 46 

46 
 

 
 

 

 
 

 
 

 

 
 

USA 
Phillips 66. 

Diamond Class™ AW Turbine Oil 32 32 
X 

 
Phillips 66. 

Ultra Clean Turbine Oil 46 
46 

 

 
 

 

 
 

 
 

 

 
 

CHINA 
Sinopec Corp. 

L-TSE/LF32 

32 
X 

 
Sinopec Corp. 

L-TSE/LF46 

46 
X 

 
Sinopec Corp. 

L-TSA/LF46 

46 
 

 
 

 

 
 

 
 

 

 
 

 
 

认证证书及设备制造商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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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行业关键设备

用油主要品种介绍
Lubricants 
for cement industry

长城润滑脂

 长城极压复合锂基润滑脂

     长城极压复合锂基润滑脂产品采用复合锂皂稠化精制矿物油，加有极压抗磨、抗氧、

防锈等添加剂制成。产品包括：L-XBEHB1、L-XBEHB2、L-XBEHB3。有效防止摩擦副

的磨损、点蚀，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长城7019-1极压高温润滑脂

　　长城7019-1极压高温润滑脂是以复合皂稠化精制半合成油，并加入极压、抗氧、防

锈等多种添加剂精制而成。按稠度等级分为00、0、1、2、3五个牌号。产品具有良好的

极压、抗磨性能，为承载部位提供有效润滑，减少磨损；优良的氧化安定性能，防止润滑

脂高温变质，保证在高温下较长的使用寿命。

 长城BME润滑脂

　　长城BME润滑脂产品采用复合锂基稠化剂稠化深度精制矿物油和合成油，并加入抗

氧、防锈、极压等添加剂，经特殊工艺制造而成。具备突出的高低温性能，高温条件下使

用寿命长，低温启动性能好。适用于大型电机轴承及发电机轴承的润滑，建议使用温度

为：-4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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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7420重负荷齿轮润滑脂

　　长城7420重负荷齿轮润滑脂是以皂化稠化剂稠化高黏度基础油，并加入极细的固体

润滑剂、极压抗磨、抗氧、防腐、防锈等添加剂精制而成。该产品具有优良的粘附性，避

免润滑脂的流失，保证润滑部位的润滑。适用于热电厂、水泥厂球磨机、回转窑等各种类

型的大型、重负荷、低速至中速的开式齿轮的润滑。

 长城BLR-A润滑脂

　　长城BLR-A润滑脂产品是由混合皂稠化高黏度精制基础油，并加有极压抗磨剂等添

加剂制成的。具有优良的抗磨极压性、粘附性、防锈性能；本产品特别适用于水泥行业

大型重负荷低速轴承，具有优良的承载能力和抗冲击能力，也可用于其他重载低速轴承

的润滑。

 长城SHGFR-154高温防粘润滑剂

　　长城SHGFR-154高温防粘润滑剂采用合成油，加入固体润滑剂和多功能添加剂，具

有优异的极压抗磨性能，易于喷涂或涂敷，使用周期长，抗燃，不腐蚀设备，贮存稳定性

好。GFR－154高温防粘润滑剂适用于-30℃～400℃温度范围内的重／中负荷设备金属

摩擦表面的高温防烧结（润滑），如水泥行业回转窑轮带内侧表面与窑体垫铁间的润滑。

GFR－154高温防粘润滑剂被国家建材局规定为干法水泥生产装置回转窑轮带内侧表面专用

润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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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行业关键设备

用油主要品种介绍
Lubricants 
for cement industry

应用案例 

油品名称：长城极压锂基润滑脂1号

应用设备：第四代篦式冷却机

客    户：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黄石分公司

应用时间：2015年至今

用户反馈：长城润滑脂产品具有优良的泵送性能，抗磨极压性能，良好的性价比，比原用竞品脂   

 每年能节省较大的润滑费用，在水泥行业整体低迷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有效降低了该  

 公司的经营成本。

应用案例 

油品名称：长城极压锂基润滑脂、长城通用锂基润滑脂

应用设备：篦冷机、皮带输送机

客    户：武汉亚东水泥有限公司

应用时间：2010年至今

用户反馈：长城润滑脂各项指标表现优异，能满足该

 公司设备润滑要求，油品性价比较高，有效

 降低了该公司的经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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