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兴羽源液压制品有限公司

产品手册
§密封件

§传动带

§轴承

§润滑剂

§工具



上海兴羽源液压制品有限公司

   兴羽源，一个深具十年密封元件服务经验的品牌，专业从事静密封、往复密封、旋转用
密封的制造和销售服务业务。以“你满意 我快乐”的经营理念，以“随时随地为您着想”
的服务理念，整合全球优质密封元件资源，多品牌、多品种，多规格中高档立体式打造您身
边的“密封件超市”，并为客户提供精准的密封件解决方案选型服务。同时，公司不断引进
先进的工业配件销售模式，导入高端的工业零部件，在轴承、传动带、润滑剂、工具、汽车
配件等工业配件领域为客户全方位地服务。

    合作品牌有：英国芬纳集团赫莱特（HALLITE）和（CDI）；恩福集团的迈克（MERKEL）
、SIMRIT、CFW、NOK；德国德氏封（DICHTOMATIK）、德国United Seals Group(Anyseals、 
MCM、OL Seals) ;奥地利sealmarke车削件;意大利AST；意大利TECN；瑞典SKF；德国传动带 
Optibelt、德国轴承 FAG、德国工具 HHW、德国润滑剂 OKS、德国汽车配件 CORTECO等诸多
优秀品牌。直接为油缸、气缸、高压油管、液压阀、液压泵、液压马达、泵阀、减速机、电
机、压缩机、液力工具、汽车零部件生产厂家配套。服务于工程机械、汽车工业、家电工业
、船舶工业、石油工业、化工工业、电力工业、农业机械、煤矿机械、冶金机械 、机床、
汽保设备、纺织机械、玻璃机械、造纸机械、医疗机械、电子电器、水处理等诸多行业。

 

 



序号 名称 产品外形图 截面图 兴羽源
代号 页码 公制 英制 材料 压力 工作温度 速度 

1 孔用Y型

圈 W1 1 √ √ 
PU ≤40  PU    -40至100 

≤0.5 NBR
≤16 

NBR -30至100 
FKM FKM -20至200 

2 孔用U 型
四氟圈

W2 6 √ √ PTFE+不锈钢 ≤40 -70至260 ≤15 

3 格莱圈 W3 7

4 普通双向
格莱圈 W3-1 8 √ √ PTFE+橡胶 ≤40 

NBR -30至100 
≤5 

FKM -20至200 

5 普通单向
格莱圈 W3-2 10 √ √ PTFE+橡胶 ≤40 

NBR -30至100 
≤5 

FKM -20至200 

6 重载双向
格莱圈 W3-3 11 √ √ PTFE+橡胶 ≤40 

NBR -30至100 
≤5 

FKM -20至200 

7 轻载双向
格莱圈 W3-4 12 √ √ PTFE+橡胶 ≤16 

NBR -30至100 
≤2 

FKM -20至200 

8 凹槽星型
格莱圈 W3-5 14 √ √ PTFE+橡胶 ≤40 

NBR -30至100 
≤2 

FKM -20至200 

9 聚氨酯双
向格莱圈 W3-6A 16 √ PU+橡胶 ≤40 

NBR -30至100 
≤0.5 

FKM -20至200 

10
聚氨酯型
双向格莱

圈  
W3-6B 17 √ 聚氨酯+橡胶 ≤30 -40至100 ≤0.5 

11
聚氨酯型
双向格莱

圈  
W3-6C 18 √ 聚氨酯+橡胶 ≤30 -40至100 ≤0.5 

12
聚氨酯型
双向格莱

圈 
W3-6D 19 √ 聚氨酯+橡胶 ≤30 -40至100 ≤0.5 

13 异形双向
格莱圈 W3-7 20 √ PTFE+橡胶 ≤25 

NBR -30至100 
≤1 

FKM -20至200 

14 异形单向
格莱圈 W3-8 21 √ PTFE+橡胶 ≤45 

NBR -30至100 
≤1 

FKM -20至200 

15 冠状双向
格莱圈 W3-9 22 √ PTFE+橡胶 ≤45 

NBR -30至100 
≤1 

FKM -20至200 

16 孔用C形

圈 W3-10 23 √ √ PTFE+橡胶 ≤35 
NBR -30至100 

≤5 
FKM -20至200 

17 聚酯双向
格莱圈 W3-11 24 √ √  聚酯+橡胶 ≤35 -40至100 ≤1 

18 尼龙双向
格莱圈 W3-12 25 √ √  尼龙+橡胶 ≤50 -40至100 ≤2 

19 孔用 L 形
圈 W4 26 √ NBR ≤1 -30至10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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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鼓型圈 W5 28 √ √ 夹布 +NBR ≤50 -30至100 ≤0.5 

21
组合山形
橡胶密封

圈 
W6 29 √ √ NBR+POM ≤16 -30至100 ≤0.5 

22
组合山形
夹布密封

圈 
W7 30

23
组合山形
夹布密封

圈 
W7-1 30 √ √ NBR+夹布+PA ≤40 -30至120 ≤0.5 

24
组合山形
夹布密封

圈 
W7-2 30 √ √ NBR+夹布+POM ≤70 -30至120 ≤0.5 

25
组合山形
四氟密封

圈 
W8 31

26
无导向组
合山形四
氟密封圈 

W8-1 31 √ √ PTFE+NBR+POM ≤50 -30至100 ≤1 

27
长导向组
合山形四
氟密封圈  

W8-2 31 √ √ PTFE+NBR+POM ≤45 -30至100 ≤1 

28 组合多唇
密封圈 W9 33 √ √ NBR+PA+POM ≤35 -30至100 ≤0.5 

29
组合多唇
高压密封

圈 

W10 35 √ √ NBR+PA+POM ≤70 -30 至 100 ≤0.5 

30 气动孔用
Y型圈

QW1 36 √ 

PU 

≤1.6 

 PU    -40至100 

≤1 NBR NBR  -30至100 

FKM   FKM -20至200 

31 PZ 形密封

圈 QW2 38 √ NBR ≤1.2 -20至100 ≤1 

32 大字形密
封圈 QW3 39 √ NBR ≤1.2 -20至100 ≤1 

33 π形密封

圈 QW4 40 √ NBR ≤1.6 -30至100 ≤1 

34 一体式活
塞环 QW5 41 √ NBR ≤1.6 -30至100 ≤1 

35 轴用Y型

圈 M1 42 √ √ 

PU ≤40  PU    -40至100 

≤0.5 NBR 
≤16 

NBR  -30至100 

FKM  FKM  -20至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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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轴用U 形
四氟圈 M2 48 √ √ PTFE+不锈钢 ≤40 -70至260 ≤15 

37 斯特封 M3 49

38 普通单向
斯特封 M3-1 50 √ √ PTFE+橡胶 ≤40 

NBR -30至100 
≤5 

FKM -20至200 

39 普通双向
斯特封 M3-2 53 √ √ PTFE+橡胶 ≤40 

NBR -30至100 
≤5 

FKM -20至200 

40 重载单向
斯特封 M3-3 55 √ √ PTFE+橡胶 ≤40 

NBR -30至100 
≤5 

FKM -20至200 

41 轻载双向
斯特封 M3-4 56 √ √ PTFE+橡胶 ≤16 

NBR -30至100 
≤2 

FKM -20至200 

42 聚氨酯双
向斯特封 M3-5 57 √ √ PTFE+橡胶 ≤40 

NBR -30至100 
≤0.5 

FKM -20至200 

43 异形双向
斯特封 M3-6 59 √ PTFE+橡胶 ≤25 

NBR -30至100 
≤1 

FKM -20至200 

44 异形单向
斯特封 M3-7 60 √ PTFE+橡胶 ≤45 

NBR -30至100 
≤1 

FKM -20至200 

45 冠状双向
斯特封 M3-8 61 √ PTFE+橡胶 ≤45 

NBR -30至100 
≤1 

FKM -20至200 

46 轴用C形

圈 M3-9 62 √ √ PTFE+橡胶 ≤35 
NBR -30至100 

≤5 
FKM -20至200 

47 轴用L型
圈 M4 63 √ NBR ≤1 -30至100 ≤0.5 

48
组合多唇
高压密封

圈 
M5 64 √ POM+NBR ≤70 -30至120 ≤0.5 

49 气动轴用
Y型圈

QM1 65 √ 

PU 

≤1.2 

-35 至 100 

≤0.25 NBR NBR -30至100 

FKM FKM -20至200 

50 双唇双用
密封圈 QM2 67 √ NBR ≤1 -30至100 ≤1 

51 K 形密封

圈 QM3 68 √ PU ≤1.6 -35至100 ≤1 

52 等高Y型

圈 N1 69 √ √ 

PU ≤25 -40至100 

≤0.5 NBR 
≤10 

NBR -30至100 

FKM FKM -20至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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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预压式Y
型圈 N2 78 √ √ PU ≤35 -40至100 ≤0.5 

54 梯形圈 N3 89 √ √ NBR+夹布 ≤25 -30至100 ≤0.5 

55 蕾形圈 N4 92 √ NBR+夹布 ≤50 -30至100 ≤0.5 

56 3 组V 形
夹布圈 N5 93 √ 

丁腈夹布  
≤50 

  NBR -30至100 
≤0.5 

氟胶夹布  FKM -20至200 

57 5 至7 组V 
形夹布圈 N6 94 √ √ 

丁腈夹布  
≤70 

  NBR -30至100 
≤0.5 

氟胶夹布   FKM -20至200 

58 等高气动
Y型圈

QN1 98 √ √ 

PU 

≤1.2 

-40至100 

≤0.25 NBR    NBR -30至100 

FKM    FKM -20至200 

59 缓冲用u
型圈 H1 99 √ √ PU+PA ≤50 -40至100 ≤0.5 

60 缓冲用四
氟圈 H2 101 √ √ PTFE+NBR ≤35 -30至100 ≤1.5 

61 气动缓冲
密封圈 QH1 102 √ PU+NBR ≤1.6 

-35至100 
≤1 

-20至200

62 普通防尘
圈

F1 103 √ √ 
NBR NBR -30至100 

≤2FKM FKM -20至200 
PU PU     -35至100 

63 阶梯型防
尘圈 F2 107 √ 

NBR NBR -30至100 
≤2FKM FKM -20至200 

PU PU     -35至100 

64 双唇防尘
圈

F3 108 √ √ 
NBR NBR -30至100 

≤2FKM FKM -20至200 
PU PU     -35至100 

65 马鞍形双
唇防尘圈 F4 110 √ 

NBR NBR -30 至 100 
≤2FKM FKM -20至200 

PU PU     -35至100 

66 外骨架防
尘圈 F5 111 √ √ 

NBR NBR -30至100 
≤1 FKM FKM -20至200 

PU PU     -35至100 

67 内包骨架
防尘圈 F6 114 √ √ NBR -30至100 ≤1 

68 外骨架双
唇防尘圈 F7 115 √ √ 

NBR NBR -30至100 
≤1 FKM FKM -20至200 

PU PU     -35至100 

69
内置式外
骨架防尘

圈 
F8 116 √ √ 

NBR NBR -30至100 

≤1 FKM FKM -20至200 

PU PU     -35至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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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J 形防尘

圈 F9 119 √ 
NBR NBR -30至100 

≤2 
PU PU    -35至100 

71 Z 形四氟

防尘圈 F10 120 √ 
NBR NBR -30至100 

≤15
FKM FKM -20至200 

72 L 形四氟

防尘圈 F11 122 √ 

NBR NBR -30至100 

≤15PTFE 
FKM FKM -20至200 

73 H 形四氟

防尘圈 F12 123 √ 
NBR NBR -30至100 

≤15
FKM FKM -20至200 

74 双O圈四

氟防尘圈 F13 124 √ 

NBR NBR -30至100 

≤15PTFE 

FKM FKM -20至200 

75  金属防尘

圈 F14 125 √ 
NBR NBR -30至100 

≤1 FKM FKM -20至200 
PU PU     -35至100 

76 Y 形防尘

圈 F15 126 √ PU -35至100 ≤1 

77  摆动防尘

圈 F16 128 √ PU -35至100 ≤0.05

78 组合式摆
动防尘圈 F17 129 √ PU -35至100 ≤0.05

79 导向环 WR 130 √ √ 

酚醛夹布 -60至120 ≤1 
填充 PTFE -55至260 ≤15 
改性 POM -40至110 ≤0.8 
纯 PTFE -55至260 ≤15 

超高分子聚乙烯 
U-PE -60至80 ≤2 

尼龙 -40至110 ≤0.8 

80 O 型圈 OR 131 √ √ 
NBR;FKM;MVQ;
EPDM;FFKM;PU

;PTFE;

81 星型圈 XR 144 √ √ NBR:FKM

82 哑铃型圈 BR 146 √ √ PU 

83 矩形圈 JR 147 √ √ 
NBR;FKM;MVQ;
EPDM;FFKM;PU

;PTFE;

84 挡圈 DR 149

85 橡胶挡圈 DR-1 149 √ √ NBR;PU;FKM



序号 名称 产品外形图 截面图 兴羽源
代号 页码 公制 英制 材料 压力 工作温度 速度 

86 塑料挡圈 DR-2 152 √ √ PTFE;PA;POM

87 组合垫圈 BS 155 √ √ NBR;FKM NBR -40至100 
FKM -20至200 

88 内包单唇
油封 SC 156 √ √ 橡胶+骨架+弹簧 ≤0.05 

NBR -40至100 ≤12 

FKM -20至200 ≤35

89 内包双唇
油封 TC 156 √ √ 橡胶+骨架+弹簧 ≤0.05 

NBR -40至100 ≤12 

FKM -20至200 ≤35

90 外露单唇
油封 SB 175 √ √ 橡胶+骨架+弹簧 ≤0.05 

NBR -40至100 ≤12 

FKM -20至200 ≤35

91 外露双唇
油封 TB 175 √ √ 橡胶+骨架+弹簧 ≤0.05 

NBR -40至100 ≤12 

FKM -20至200 ≤35

92 组合式单
唇油封 SA 175 √ √ 橡胶+骨架+弹簧 ≤0.05 

NBR -40至100 ≤12 

FKM -20至200 ≤35

93 组合式双
唇油封 TA 175 √ √ 橡胶+骨架+弹簧 ≤0.05 

NBR -40至100 ≤12 

FKM -20至200 ≤35

94
内包单唇
无弹簧油

封 
VC 181 √ 橡胶+骨架 0

NBR -40至100 ≤6 

FKM -20至200 ≤10

95
内包双唇
无弹簧油

封

KC 181 √ 橡胶+骨架 0
NBR -40 至 100 ≤6 

FKM -20至200 ≤10

96
外露单唇
无弹簧油

封 
VB 182 √ 橡胶+骨架 0

NBR -40至100 ≤6 

FKM -20至200 ≤10

97
外露双唇
无弹簧油

封 
KB 182 √ 橡胶+骨架 0

NBR -40至100 ≤6 

FKM -20至200 ≤10

98 内包双面
油封 DC 183 √ 橡胶+骨架+弹簧 ≤0.03 

NBR -40至100 ≤6 

FKM -20至200 ≤10

99 外露双面
油封 DB 183 √ 橡胶+骨架+弹簧 ≤0.03 

NBR -40至100 ≤6 

FKM -20至200 ≤10

100 无骨架橡
胶油封 MG 184 √ 橡胶+弹簧 0

NBR -40至100 ≤5 

FKM -20至200 ≤6

101 夹布油封 MP 185 √ √ 橡胶+夹布 ≤0.05 
NBR -40至100 ≤20 

FKM -20至200 ≤25

102  纯四氟油

封 PF 187 √ 橡胶+四氟+弹簧 ≤1 FKM -20至200 ≤15 

103 不锈钢四
氟油封 VA 188 √ 不锈钢+四氟 ≤1 -70 至 26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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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E 形四氟

油封 EP 189 √ 橡胶+四氟 ≤30 
NBR -40至100 

≤15 
FKM -20至200 

105 冠状四氟
油封 RD 190 √ 橡胶+四氟+尼龙 ≤30 

NBR -40至100 
≤15 

FKM -20至200 

106 F 形四氟

油封 UP 191 √ 四氟+弹簧 ≤15 -70至260 ≤2 

107 Z 形油封 ZF 192 √ 橡胶 0
NBR -40至100 

≤2 
FKM -20至200 

108 U 形聚氨

酯油封 RO 193 √ 聚氨酯 ≤15 -35至100 ≤2 

109 端盖油封 VK 194 √ 骨架+NBR ≤0.02 -30至100  --

110 腔体回转
油封 OC 195 √ 橡胶+骨架+弹簧 ≤0.03 -30至100 ≤10 

111 V 形端面

油封 VR 196 √ 橡胶 0
NBR -40至100 

≤12 
FKM -20至200 

112 V 形骨架

端面油封 RB 197 √ 骨架+NBR 0 -30至100 ≤12 

113  往复用油

封 T4 198 √ 骨架+橡胶 ≤0.5 -30至100 ≤1.5

114  车削密封

件 CX 199 √ √ 

115 维修盒和
维修包 WXB 201

116 汽车油封 QYF 202

117 发泡产品 FPJ 203

118 非轮胎橡
胶 XJJ 204

119 静填料密
封 TLF 205

120 机械密封 JXF 206

121 工程塑料
定制件 SLJ 207



optibelt传动带

欧皮特又称奥比，是全球高效传送带行业的领先生产商--德国optibelt的别称！公司成立
于1872年，是一具有百年历史的著名传动带生产厂家。日前Optibelt 集团在欧洲有5家工
厂荣被称为世界上生产及销售传动带的专业领导者。产品质量满足高效要求并以ISO9001质
量体系保证。  

高品质的欧皮特产品，如S=C三角带、OMEGA同步带和ALPHA同步带（氯丁和聚氨酯带），赢
得了世界各地许多著名原始设备制造商和维修商的高度评价。

Arntz Optibelt集团在欧洲和海外市场设有多个生产基地。拥有专业技术人员的代理商几
乎遍及整个欧洲，以及北美、南美、中国和亚太地区市场，始终确保一流的服务和供货。

Optibelt欧皮特皮带的主要领域：－机械制造业－汽车工业－农业机械－家用电器和办公
设备－纺织、印刷及造纸设备。

FAG轴承

德国FAG集团成立于1883 年，是全球第一家轴承制造商。自2001年起，FAG成为德国舍弗勒
集团的一部分，并在集团的航天、汽车和工业领域起到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与INA产品相
结合，FAG在滚动轴承行业拥有同行业最齐全的产品大纲。涵盖了生产机械、动力传输与铁
路、重工业以及消费品行业中所有的应用范畴。

舍弗勒集团是全球范围内生产滚动轴承和直线运动产品的领导企业，也是汽车制造业中极
富声誉的供货商之一。集团在全球大约有65,000名员工，在超过50个国家有超过180个分支
机构，2009年销售额约为73亿欧元。这使舍弗勒集团成为德国和欧洲最大的家族企业集团
之一。舍弗勒集团旗下拥有三大品牌：INA，LuK和FAG，为汽车、工业和航空航天领域提供
高质量的轴承和零部件产品。

FAG轴承主要应用领域：航空工程、金属切削机床、钢铁加工设备、转炉、铸造设备、轧机
、机械传动设备、造纸机械、水泥机械、磨机、矿山机械、工程机械及振动机械、环保设
备、风力发电设备、船舶、天线及雷达、纺织机械、包装机械等。

OKS润滑剂

OKS 是德国的特种润滑剂和化工技术产品的生产企业。总部位于德国慕尼黑，和克鲁伯润
滑剂，肯天，赛德克公司一起组成了德国科德宝集团的特种化学品公司。 总部位于上海。
科德宝集团是一家成立于1849年的德国的家族企业。OKS 共有150种化工产品。其中包含各
种润滑脂，润滑膏，防腐，保养产品等

HHW工具

1876年HHW在美因茨成立，HHW拥有超过125年悠久的历史，客户已经遍及全球。自90年代中
期HHW就扩大业务，除了最重要的市场德国，在汉诺威,科隆和萨尔布吕肯设有分公司。HHW
专注于在所有行业中提供各种高水平的工具给工业企业。HHW知道如何使用工具，而且经验
丰富的产品专家每天与客户分享他们的知识。

http://baike.baidu.com/view/37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84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3138.htm




名称 简介 外形图

深沟球轴承

深沟球轴承是带有实心外圈、内圈及球和保持架组
件的万用、自留轴承。这些产品设计简单，使用寿
命长，并且易于维护；可分为单列及双列设计和开
口和密封设计。由于所使用的生产技术，开口轴承
仍可以转入外圈上的凹陷处以密封或保护。由于是
低摩擦扭矩，它们适用于高速度。代号：
160/42..-B/43..-B/60/618/619/62/622..-
2RSR/64/S60/S60..-2RSR/S62/S62.-
2RSR/S63/S63..-2RSR

角接触球  
轴承

单列角接触球轴承是带实体内圈和外圈，以及球和
尼龙、钢板或黄铜保持架组件组成的自保持单元。
内圈和外圈滚道在轴承的轴向相互偏移。有开式和
密封轴承。自调心能力很小。双列角接触球轴承是
由实体的内外圈和球以及聚酰胺冲压钢片，或黄铜
片制成的保持架组成的单元。在结构上与一对O形
布置的单列角接触球轴承相似，但结构更紧凑。它
们有不同大小的接触角和轴承圈的设计。轴承可以
是开式和密封的，由于所用生产技术，开式轴承外
圈上有用于密封或防尘盖的切削槽。密封轴承无需
维护，特别适用于经济的轴承应用。角接触球轴承
的自调心范围很小

主轴轴承

主轴轴承是由实心内圈、外圈、球以及带有实心窗
口保持架的保持架组件构成的单列角接触球轴承。
它们不可拆除。这些轴承可以是开口的，也有密封
的。主轴密封的公差有限。它们特别适于需要非常
高导向精确性和速度能力的轴承布置。它们特别适
合于机器工具中轴的轴承布置。

薄壁轴承

薄壁套圈轴承精度高、非常安静以及承载能力强。
这些球轴承有三种设计，并且极端的小、横截面大
多为正方形。在这些系列中，即使是更大的轴直径
和轴承孔，横截面也保持不变，因此称为等截面
（CS)，正是这个特性将标准ISO系列中的薄壁套圈
轴承与传统的轴承区别开来。因此可以选择更大的
横截面并使用承载能力更强的轴承而不必改变轴直
径。薄壁套圈轴承可以设计成极度轻而需要很小空
间的轴承。



名称 简介 外形图

自调心球  
轴承

自调心球轴承是由带有凹形槽板的实
心外圈和带有圆柱或圆锥形孔的内圈
及球和保持架组件组成的双列自留单
元。这些轴承可以是开口式的也有密
封式的。

圆柱滚子  
轴承

带保持架的单列圆柱滚子轴承、低摩
擦圆柱滚子轴承、高精度圆柱滚子轴
承、满装圆柱滚子轴承、有止动环槽
的圆柱滚子

圆锥滚子  
轴承

圆锥滚子轴承由带有圆锥型槽板和带
有保持架的锥形滚子的实心外圈和内
圈组成。该轴承不是自保持的，因此
带有滚子和保持架的内圈可以从外圈
中分离。圆锥滚子轴承可以支持源于
同一方向的轴向负载以及高度径向负
载。它们通常必须在径向布置中进行
轴向调整以匹配第二个轴承。

调心滚子  
轴承

调心滚子轴承是由带有凹形槽板的实
心外圈、实心内圈和带有保持架的鼓
形滚柱的双列自留单元。内圈带有圆
柱或圆锥孔。对称的鼓形滚柱自由与
凹形外圈槽板结合。因此可以弥补轴
座的轴偏转和失调。



名称 简介 外形图

滚针轴承    
1.滚针及保
持架组件

滚针和保持架组件是由保持架和滚针组成的单列或
双列单元。因为其径向截面不比滚针的直径大，滚
针和保持架组件允许通过非常小的径向设计封套实
现轴承布置。其具有非常高负载能力，适用于高速
并且特别易于安装。如果槽板的几何精度很高，则
轴承布置可以达到很高的偏斜精度。滚针类型和轴
及轴承公差可以影响径向内部间隙。在轴上及在轴
承座中的滚针和保持架组件需要硬化和研磨过的槽
板。

2.冲压外圈
滚针轴承

开口式/封口式的冲压外圈滚针轴承是组合件，有薄
壁冲压外圈、滚针和保持架组件。开口式冲压外圈
滚针轴承也可以用在满装款中。大多数都是单列设
计。开口式/封口式的冲压外圈滚针轴承可以用在开
口款和密封款中。由于是薄壁冲压外圈而且没有内
圈，开口式/封口式压外圈滚针轴承的径向截面高度
极低。而且有很高的承载能力，适合高速运行、安
装容易。如果肩部、止动环等不用于轴向定位，那
么可以简便而经济地生产外壳孔。

3.机加工滚
针轴承

滚针轴承是由机械加工的带有肋条的外圈、滚针和
保持架组件以及可移动内圈组成的单列或双列单元
。这些轴承有开口式的和密封式的。带有肋条的滚
针轴承是X-life轴承。在这些轴承中，优化了槽板
的粗糙度和几何精确度，从而带来更高的负载能力
和更长的使用寿命。

4.调心滚针
轴承

调心滚针轴承是由冲压外圈、带有凹形内部结构的
塑料支撑环、带有球形外表面的外圈滚针以及保持
架组件和可移动内环组成的单元。轴承可以弥补静
态轴失调并且可以容许轴相对于轴承座的失调。调
心滚针轴承牢固的定位在轴承座孔中。因此可以简
单而经济地钻孔。调心滚针轴承是X-life轴承。在
这些轴承中，优化了槽板的粗糙度和几何精确度，
从而带来更高的负载能力和更长的使用寿命。



名称 简介 外形图

鼓形滚子  
轴承

鼓形滚子轴承是单列、自调心滚子轴承。它们由
带球面滚道的实体外圈和带两个挡边和圆柱孔或
者是锥孔的实体内圈，以及带保持架的鼓形滚子
组成，轴承不可拆分。鼓形滚子轴承尤其适合用
在发生高径向冲击负荷，并且不对中必须得到补
偿的地方，其轴向负荷承载能力小。

推力深沟球
轴承

推力球轴承由轴圈、座圈、滚球及保持架组件构
成。此轴承不是自保持的；滚针保持架组件以及
轴承圈因此能够彼此独立安装。除了平面轴圈系
列，还有带球面座圈系列以补偿静态不对中。这
些设计通常用于连接支撑垫圈。推力球轴承有单
向以及双向结构，两种结构设计都可以支持高轴
向力但不能承担径向负荷。

推力角接触
球轴承

双向轴向角接触轴承是非自保持精密轴承，公差
等级到SP级。它们是由实体轴圈、隔圈、外圈以
及滚珠保持架组件（带黄铜保持架）组成的。轴
承组件相互匹配、能独立安装；但绝不可与相同
尺寸的轴承零件互换。

推力圆柱滚
子轴承/推力
圆柱滚子轴
承和保持架
组件/推力轴

承垫圈

推力滚子轴承由圆柱滚子、保持架组件、轴圈和
座圈组成。此轴承有特别小的轴向截面高度、高
承载能力以及很高的刚性，能承受单向的轴向力
。推力滚子和保持架组件带一列或两列圆柱滚子
。保持架组件有特别小的轴向截面高度、高承载
能力和高刚性。可以支撑一个方向上的轴向力，
并充当径向非定位轴承。推力保持架组件是与外
圈轴圈结合在一起的，或者是直接集成在相邻结
构里。如果未用轴承圈，滚道必须按轴承滚道来
加工。轴承垫圈可以分为座圈和轴圈。孔和外表
面车加工，工作面磨削加工。



名称 简介 外形图

滑动轴承

免维护的球面滑动轴承；需维护的
球面滑动轴承；免维护的杆端轴
承；需维护的杆端轴承；液压杆端
轴承；关节轴承。

直线导引系统

1.单导轨系统 2.滚轮引导系统

3.光轴引导系统 4.微型直线滑动引导系统

5.直线驱动单元 6.直线滚子轴承



润滑膏

产品 名称 使用范围 包装 外形图

OKS200 二硫化钼装配膏

紧固工序的装配润滑。用于高负
荷滑动面的磨合润滑，避免磨损
、回滑、卡死、磨合损坏或形成
锈斑。复杂的金属冷成形加工的
润滑剂。适用于各种场合。

50g软管

250g圆盒

1kg圆盒

5kg铁皮桶

25kg铁皮桶

OKS220      
OKS221    

二硫化钼快速润
滑膏

高品质的装配膏，紧固工序的装
配润滑。用于高负荷滑动面的磨
合润滑，复杂的金属冷成形加工
的润滑剂。由于二硫化钼含量高
而能够立即起作用，不需要普通
润滑膏的磨合过程。

50g软管

250g圆盒

1kg圆盒

5kg铁皮桶

25kg铁皮桶

400ml喷雾罐

OKS240      
OKS241    

防卡膏（铜膏）

传统的防卡油膏，用于装配承受
高温和腐蚀性影响的螺栓连接。
防止烧结或锈蚀。使拧紧力矩与
可达预应力达到最佳比例。

10g/100g软管

250g刷子用圆盒

1kg圆盒

5kg铁皮桶

25kg铁皮桶

400ml喷雾罐

OKS245
具有高效防腐性

能的铜膏

用于受高温、水或海水影响的螺
杆、螺栓和滑动面。防止烧结或
锈蚀。避免装配时卡死。粘附能
力强，具有出色的防腐能力，适
用于制动系统。

250g刷子用圆盒

1kg圆盒

5kg铁皮桶

25kg铁皮桶

OKS250      
OKS2501    

不含金属的万能
白色膏

用于承受高压和高温的螺杆、螺
栓和滑动面。拧紧力矩与可达预
应力达到最佳比例。不含金属。
具有出色的防腐能力。通用型高
温润滑膏，可用于不锈钢连接件

10g/100g软管

250g刷子用圆盒

1kg圆盒

5kg铁皮桶

25kg铁皮桶

400ml喷雾罐

OKS260 白色装配膏

用于在低速下承受高压的螺杆、
螺栓和滑动面。使拧紧力矩与可
达预应力达到最佳比例。防止摩
擦腐蚀；不含金属；防水。

100g软管

250g圆盒

1kg圆盒

5kg铁皮桶

25kg铁皮桶

OKS265 卡盘爪润滑膏

用于承受高压、振动和冲击负荷
的滑动面。为高夹紧力保证最佳
磨损系数，耐水和冷却润滑剂。
防止摩擦腐蚀；专门用于机床卡
盘

400ml筒

1kg圆盒

5kg铁皮桶

25kg铁皮桶

OKS270  白色脂膏

承受高压滑动面的长期润滑。黑
色润滑剂的无污染替代品，用于
纺织、包装或办公机械以及家用
电器的滑动部位的多用途脂膏。

100g软管

250g圆盒

1kg圆盒

5kg铁皮桶

25kg铁皮桶



润滑油

产品 名称 使用范围 包装 外形图

OKS340   
OKS341

高粘性链条保
护剂

用于承受高压或腐蚀性影响的机器零
部件的合成润滑剂。具有很强的渗透
性能。粘附能力强，抗甩出；具有出
色的防腐损性；中性O型环，没有溶
剂，用于高速链条。

1L圆盒

5L小桶

25L小桶

200L大桶

500ML喷雾罐

OKS370      
OKS371    

用于食品技术
设备的通用润

滑油

用于精密机械零部件的高性能润滑油
。无色、无味。具有很强的渗透性
能；能够置换水；能够消除灰尘和铁
锈；清洗纺织品；用于纺织品和包装
行业

5L小桶

25L小桶

200L大桶

500ML喷雾罐

OKS390      
OKS391    

用于所有金属
的切削油

用于所有金属的机械加工；允许高速
切削；减少作用力；利于形成最佳切
削面并延长工具寿命；适用于修理厂
的各种工作和组装工作。

250ML瓶

5L小桶

25L小桶

200L大桶

400ML喷雾罐

OKS450      
OKS451    

链条润滑剂，  
透明

用于承受高压和受腐蚀性影响的高速
链条和其他机器零部件；具有很强的
渗透性能；粘附能力强；抗甩出；有
很好的防磨损能力，耐水；用于润滑
柔性传动装置。

1L圆盒

5L小桶

25L小桶

200L大桶

300ML喷雾罐

500ML喷雾罐

OKS600      
OKS601    

多功能润滑油

稀液状多功能润滑油。具有很强的渗
透性能，用于拆卸生锈的部件；良好
的润滑性能；能够置换潮气；可清洁
和保养金属表面；保护电气触点；用
于工业、修理厂和业余爱好。

5L小桶

25L小桶

200L大桶

400ML喷雾罐

OKS8600      
OKS8601    

生物多功能    
润滑油

稀液状多功能润滑油。可生物降解；
具有很强的渗透性能，用于拆卸生锈
的部件；良好的润滑性能；能够置换
潮气；可清洁和保养金属表面；保护
电气触点；用于工业、修理厂和业余
爱好。

5L小桶

25L小桶

200L大桶

400ML喷雾罐

OKS670      
OKS671    

含白色固体润
滑剂的高性能

润滑油

用于承受高压、尘粒或潮湿影响的机
器零部件的长效润滑。具有出色的防
腐能力；最适合用于粉尘环境中（例
如运输系统、包装机和自动灌装机
等）的链条。自行车链条润滑油

5L小桶

25L小桶

200L大桶

400ML喷雾罐

OKS700      
OKS701    

合成油

用于润滑和保养精密机械的零部件。
不含树脂和酸；具有很强的渗透性
能；很好的润湿能力；适用于塑料；
应用于测量仪器、锁具、精密技术设
备和光学仪器。

1L圆盒

5L小桶

25L小桶

200L大桶

100ML喷雾罐

400ML喷雾罐



润滑脂

产品 名称 使用范围 包装 外形图

OKS400
二硫化钼多用途
高性能润滑脂

用于重负荷或受冲击的滚动轴
承和滑动轴承、丝杆及接头。
能够形成二硫化钼滑动膜，从
而提供良好的紧急运行性能；
减少磨损；耐老化和氧化，适
用于各种用途的高压润滑脂。

100g软管

400ml筒

1kg圆盒

5kg铁皮桶

25kg铁皮桶

180kg大桶

润滑油组

OKS402   
滚针轴承高性能

润滑脂

用于在正常条件下使用的滚动
轴承和滑动轴承、丝杆和滑轨
等机器零部件。减少磨损。出
色的抗压和耐水性。耐老化和
氧化。多用途润滑脂。

400ml筒

1kg圆盒

5kg铁皮桶

25kg铁皮桶

180kg大桶

OKS470      
OKS471    

白色万能高性能
润滑脂（也用于
食品加工设备）

在不能使用深色润滑剂时，用
于重负荷滚动和滑动轴承、丝
杆和滑轨。良好的受压性能，
减少磨损；耐老化和氧化性，
耐水且卫生无毒。

100g软管

400ml筒

1kg圆盒

5kg铁皮桶

25kg铁皮桶

180kg大桶

500ml喷雾罐

OKS476    
用于食品技术设
备的通用润滑脂

用于滚动轴承和滑动轴承以及
其他机器零部件；耐冷、热水
、消毒剂以及清洗剂。耐氧
化，减少磨损；用于食品加工
设备多种用途的通用润滑脂。

400ml筒

1kg圆盒

5kg铁皮桶

25kg铁皮桶

180kg大桶

OKS1110      
OKS1111    

多功能硅油

用于配件、密封和塑料零件。
耐介质；出色的塑料相容性；
不会变干或渗漏。无色无味；
粘附能力强；多用途的硅油，
也可用于食品技术设备。

10g/100g软管

400ml筒

500g圆盒

5kg铁皮桶

25kg铁皮桶

180kg大桶

500ml喷雾罐



  干式润滑剂

产品 名称 使用范围 包装 外形图

OKS111
二硫化钼粉
末，超精细

与润滑油或润滑脂组合用于磨合润
滑，防止摩擦和磨损，即便在高温
下也有这种功能；粘附性强，即使
在精度极高的机加工表面也是如
此；用于复杂的金属冷成型加工；
用于压入轴承。

400ml喷雾罐

OKS491
开式齿轮喷
剂，干式

用于承受高压、尘粒或腐蚀性影响
（如野外侵蚀）的低速旋转开放齿
轮传动机构、钢丝绳等的干式润
滑；减少摩擦和磨损；防止粘附尘
粒和污垢。

500ml喷雾罐

OKS511  
二硫化钼润滑
涂料，速干型

用于在低滑动速度的工业环境下临
时运行或长期停机的干式润滑；与
润滑油或润滑脂组合用于磨合润
滑；产生紧急运行性能；在室温下
干燥。

400ml喷雾罐

OKS571
聚四氟乙烯润

滑涂料

用于不同材料的滑动面在低压、低
速和有粉尘的环境的干式润滑。无
色无污染的滑动膜和分隔膜，防止
摩擦腐蚀；在室温下干燥。

400ml喷雾罐

维护保养产品

OKS2731 压缩空气喷雾

去除难以接近的散落的灰尘颗粒；
干燥无油的压缩气体混合物。快速
蒸发，无残留；用于光学设备和各
类办公设备的电子装置和精密机械
的维护工作。

400ml喷雾罐

OKS2800      
OKS2801    

检漏仪

查找加压管路、配件和容器的泄露
。有气泡形成则表明气体泄露。适
用于各种场合。无毒；用于气动、
氧气和天然气系统以及制冷机。

5L小桶

25L小桶

400ML喷雾罐

OKS2811 抗冻检漏剂

将温度降低至-15℃，查找加压管路
、配件和容器的泄露。有气泡形成
则表明气体泄露。适用于各种场合
。无毒；用于气动、氧气和天然气
系统以及制冷机。

400ml喷雾罐

OKS2901 皮带调整剂

增加皮带张力；防止打滑；防止皮
带干燥和磨损；延长皮带的使用寿
命；防止发出噪音。普遍适用于V型
带、圆形带和平带。

400ml喷雾罐



  维护保养产品

产品 名称 使用范围 包装 外形图

OKS611
含二硫化钼的   

除锈剂

用于在不破坏的情况下拆卸卡死
或生锈的机械零部件。具有出色
的渗透性能。能够置换潮气。二
硫化钼提供了良好的润滑性能。
用于工业、修理厂和业余爱好的
通用除锈剂。

400ML喷雾罐

OKS621 （F)除锈剂

用于在不破坏的情况下拆卸卡死
或生锈的机械零部件。通过降温
至-40℃打开裸露的腐蚀层，将蠕
变油渗透到微小的裂缝中。用于
工业、修理厂和业余爱好的快速
除锈剂。

400ML喷雾罐

OKS640      
OKS641

维护油

用于机器元件和金属表面的拆卸
。润滑和保养；良好的清洁效
果，可暂时起到防腐作用。能够
置换潮气；用于工业、修理厂和
业余爱好。

5L小桶

25L小桶

200L大桶

500ML喷雾罐

OKS1360    
OKS1361

硅脱模剂

用于塑料加工的脱模机和润滑剂
。化学性质为中性。没有溶剂，
无色；能够置换水。为安装橡胶
型材提供方便；润滑切削刃。
（OKS1361：保养和浸渍塑料表面
和纺织品。）

1L圆盒

5L小桶

25L小桶

500ML喷雾罐

OKS1511 脱模剂，无硅

用于弧焊和惰性气体弧焊的无硅
脱模剂，不会焊合焊渣，延长焊
炬的使用寿命。用于塑料加工的
高效脱模剂；通用的溶剂型防焊
溅喷剂。

500ML喷雾罐

OKS1600     
OKS1601

焊接飞溅去除
剂，水基浓缩

液

用于弧焊和惰性气体弧焊的环保
型水质脱模剂，不会焊合焊渣，
延长焊炬的使用寿命。清除后不
留残渣；通用无硅浓缩脱焊剂。

5L小桶

25L小桶

500ML喷雾罐

OKS2711 冷却喷剂

将较小的表面和部件快速冷却至-
45℃。模拟汽车发动机冷启动的条
件。用于查找温度过高引起的运
行障碍。在焊接期间保护临近区
域。过盈配合便于安装。

400ML喷雾罐



防腐剂

产品 名称 使用范围 包装 外形图

OKS2100      
OKS2101    

金属保护膜

在存放和运输机械零部件期间作为
裸露金属表面的临时腊基防腐膜；
适用于所有气候区；无粘性的透明
薄膜；易于清除，与润滑剂有良好
的相容性。

5L小桶

25L小桶

200L大桶

500ML喷雾罐

OKS2300      
OKS2301    

模具保护剂

在存放和运输机械零部件期间作为
裸露金属表面的临时防腐膜；绿色
便于检查；适用于所有气候区；能
够置换水；易于清除，与润滑剂有
良好的相容性。

5L小桶

25L小桶

200L大桶

400ML喷雾罐

OKS2511   锌保护剂

基于高纯锌粉的阴极防腐层，用于
黑色金属和喷涂镀锌表面，也适合
作为涂料系统的粘合底漆；速干
型；用于空调技术中的钢结构施工
。

500ML喷雾罐

OKS2521 亮锌
基于锌和铝粉的装饰性防腐层，用
于黑色金属和喷涂热镀锌表面，可
焊透；耐磨；可喷漆；速干型。

500ML喷雾罐

OKS2531 铝金属保护剂

基于铝粉的装饰性防腐层，用于黑
色金属和喷涂热镀锌表面，可焊
透；耐磨；速干型；保护车辆的排
气系统。与OKS2511组合时效果最
佳。

500ML喷雾罐

OKS2541 不锈钢保护剂

用不锈钢涂料作为所有材料的耐久
性防护和装饰涂料；粘附性强。抗
冲击、耐磨且耐刮擦；速干型；与
OKS2511组合时效果最佳。

500ML喷雾罐



清洗剂

产品 名称 使用范围 包装 外形图

OKS2610      
OKS2611    

通用清洗剂

用于带油腻污垢的机器零部件和表
面。快速蒸发，无残留；强力清洁
性能。由于添加了挥发性防腐剂，
具有短期的防腐作用；不会过度冷
却；清洗剂用于润滑和胶合点

5L小桶

25L小桶

200L大桶

500ML喷雾罐

OKS2621   触点清洗剂

清除会引起漏电的污垢；快速蒸
发，不会流动；不含氯化烃类；可
用于清洁配电板、开关、继电器、
电位器、插入式接头、滑动触头和
螺丝结点等。

400ML喷雾罐

OKS2631   
多泡沫清洁
剂，喷雾

清除顽固的有机污渍，例如烟碱、
油脂和硅油膜。清除厨房、办公室
和汽车的金属、塑料、玻璃和橡
胶，且不留斑纹。特别适用于垂直
表面。

400ML喷雾罐

OKS2650   
生物工业清
洗剂，水基
浓缩液

用于清除带有厚重油烟的污垢的水
质清洁剂。可生物降解；具有良好
的清除性能；温和，不损伤细腻表
面；通用于工业、修理厂和食品技
术设备。

5L小桶

25L小桶

200L大桶

500ML喷雾罐

OKS2661    速效清洗剂

用于带油污的机器部件和表面。快
速蒸发，无残留。强力清洁性能；
是准备粘合连接和清洁润滑点的理
想选择。制动器清洗剂。

600ML喷雾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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