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橡胶装配润滑剂 
什么是P-80系列润滑剂？ 

如何提高装配效率、提高质量并降低伤害？ 

 

 

地址：201 Connecticut Drive, Burlington, NJ 08016 USA 

电话： 1-609-386-8770  

传真： 1-609-386-8438 

网址：www.ipcol.com 

电邮： mkt@ipcol.com 



公司简介 

美国国际产品公司成立于1923 年, 致力于
生产特种化学品。国际产品公司有超过30
年生产和销售工业和实验室清洗剂和工业
配方润滑剂的历史。 
 
 
 
 
 

 

 

所有的产品都在美国新泽西的公司总部生
产然后销往全世界。 
 

 

国际产品公司是ISO 9001：2008认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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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销商分布 

公司总部 

国际产品公司荣获弗若斯
特沙利文公司评选的“北美
汽车装配行业产品领导奖”。 
 
 



今天的日程 

1. 为什么要使用装配润滑剂 

2. 一个有效的橡胶装配润滑剂有什么用处 

3. 装配润滑剂的作用原理 

4. 适用的行业和应用范围 

5. 选择橡胶润滑剂要考虑哪些方面 

6. 常见的橡胶润滑剂 

7. 配方润滑剂 

8. 比较图表 

9. 润滑剂效用表 

10. 润滑性随时间变化图表 

11. 润滑性对应干燥时间变化图表 

12. 样品检测 

a) 合成橡胶匹配性 

b) 矿物油与P-80比较 

c) 防冻液匹配实验结果 

13. 结语 

14.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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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材料哪怕表面润湿也比较难以安装、
移除或进行其它的操作 

o 常见的装配问题包括： 

 滚动的O型环 

  凹凸不平的切面 

 配件没对齐 

 配件损坏 

 肌肉酸痛，工人受伤 

  重复使力伤害 （RSI） 

 

 

为什么使用橡胶装配润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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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性橡胶润滑剂 

 

橡胶润滑剂应该能够： 

降低安装所需力度 

降低表面张力 

使配件可以容易滑入并安装紧密 

达到紧密装配 

设计耐受力低的配件 

增加转矩安装 

仅仅是临时性地润滑达到紧密安装的目的 

提高产品性能 

减少或避免配件损坏 

增加产率 

允许更快地安装更多的配件 



避免受伤 

避免肌肉骨骼、滑脱或反复使力受伤 

操作安全 

 

减少次品 

必须与接触表面或液体匹配 

不收缩、不软化、不膨胀、不龟裂或生锈 

如果正确使用应无残留 
 

环保并易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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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润滑剂的作用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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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流体力学润滑 

两个表面间形成润滑薄膜 

*分开表面 

润滑剂填充表面上的缝隙、
孔洞等 

润滑剂使表面间相对滑动更
容易 



•农业机械 

•飞机 

•汽车/卡车工业 

•建筑设备 

•食品和饮料 

•机车 

•航海业 

•日化产品包装 

•泵 

•休闲娱乐设施和车辆 

•工具装配 

•废水处理设备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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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于装配橡胶润滑剂的行业： 

 



常用于装配如下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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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带 

•橡胶防护罩 

•橡胶缓冲器 

•轴衬 

•隔膜 

•紧固件 

•泡沫把手 

•垫片（圈） 

•软管 

•橡胶绝缘子 

•橡胶垫架 

•O型密封圈 

•橡胶塞 

•橡胶模具 

•(车身／车窗)密封条 

•护套 

•橡胶密封圈 

•带螺纹的接口 

•轮胎  

•橡皮垫圈 

•线束 

……以及所有的橡胶和软塑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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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过程中使用润滑剂的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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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汽车装配应用 



12 

Temporary Rubber Assembly Lubricants 

典型卡车配件装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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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润滑剂过程中要考虑的因素 

表面兼容性 

金属 

弹性体 

塑料 

干燥时间 

润滑剂的导电性 

化学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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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润滑剂类型 

肥皂水 

酒精 

煤油 

硅酮 

石油 

凡士林 

新型的酯类生物 
  可降解润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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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特殊配方临时性橡胶润滑
剂？ 

组成均匀 

低杂质含量 

绿色化学 

良好的兼容性 

 石油基的润滑剂有溶胀某  
       些橡胶件并损坏塑料件的

倾向 

 肥皂水可能引起腐蚀并在
将来再润湿时滑脱 

 硅酮类润滑剂干扰表面涂
层及刷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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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方橡胶装配润滑剂 

 为什么选择酯类？ 

 分子结构有利于产生润滑性 

 结构上具有比较灵活的官能团； 
   C-O-C键可以比其它官能团更容易

旋转 

 

 性能体积参比-很少一点润滑剂可以
有 很大的润滑性 

 没有荧光性 

 有助于泄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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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方橡胶装配润滑剂 
 创新型乳液润滑技术 

 合成酯与水的混合 

 为什么要用乳液？ 

 协同作用！ 

 乳液的润滑性能比酯类本身更好 

 降低橡胶表面张力使得酯类可以
进入橡胶所有的缝隙和角落 

 在橡胶表面形成一薄层酯涂层，
从而产生流体力学润滑性能 

 临时性的润滑-一旦水挥发掉，
剩下的酯就被橡胶吸收掉 



酯基临时性橡胶装配润滑剂 传统的橡胶装配润滑剂 

提供润滑作用；降低摩擦力 提供润滑作用；降低摩擦力 

临时性润滑, 一旦干燥，润滑性不可重现-从而使
配件吻合紧密 

持续润滑性, 一旦遇水，润滑性可重现-可造成成
品不一致及其它质量问题 

不会造成橡胶干裂；不腐蚀金属件   
会造成橡胶干裂及可能腐蚀金属件   

 

残留物无导电性 很多添加剂有导电性 

不可燃，挥发性有机碳总量可忽略不计 可能含有挥发性有机碳；可能易燃 

过量的润滑剂很容易清洗掉 有些情况下过量的润滑剂可能难以清洗掉 

与塑料和人造橡胶兼容；不溶胀橡胶 与塑料和人造橡胶可能不兼容；可能溶胀橡胶 

润滑后的表面可加涂层或膜 可能干扰后阶段的加涂层或加膜过程 

环保无害 有可能对环境或健康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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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润滑剂对照表 



• 溶剂（如乙醇）的润滑性能差，
可燃，含有高有机总碳量，有
安全隐患 

 

• 肥皂和洗涤剂可提供的润滑作
用微不足道 
 

• 石油馏分润滑性很好，但是很
多时候与待润滑表面不兼容并
且为永久润滑剂 

 

• 基于酯的润滑剂可以非常好地
减低摩擦力，提供临时性润滑
性，环保并对健康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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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滑剂效率 

润滑剂比较表 

基于酯和水的配方乳液 

基于表面活性剂的配方润滑剂 

肥皂水 

石油基润滑剂 

溶剂 



           润滑性随时间变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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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力降低程度 

P-80 Emulsion 

P-80 THIX 

P-80 Emulsion (IFC) 

P-80 THIX (IFC) 

P-80 RediLube 

P-80 Grip-it 

估计所需最短干燥时间 

P-80 Emulsion 

P-80 THIX 

P-80 Emulsion (IFC) 

P-80 THIX (IFC) 

P-80 RediLube 

P-80 Grip-it 20 分钟 

20 分钟 

2 小时 

2小时 

1小时 

 

1小时 

     润滑性和干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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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有经验的润滑剂生产商 

 有测试结果 

 金属兼容性 – 用ASTM F483方法 

 人造橡胶兼容性– 用ASTM D471方法 

 塑料兼容性– 用ASTM D543方法 

 润滑性测试  

 测力计测试力度  

o 用对照品和客户装配件对照在进行本实验室内测
试 

 摩擦力系数 

o 用几种ASTM 测试方法测试 

 化合物兼容性 

 汽油、 动力转向液,、防冻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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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润滑剂兼容性测试-ASTM D471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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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润滑剂与矿物油比较照片 

自来水 配方橡胶润滑剂 100 Sus 矿物油 

发动机支架胶垫兼容性 ( 96 小时，85° C) 

自来水 配方橡胶润滑剂 100 Sus 矿物油 

天然橡胶兼容性 (72 小时 ， 85° C) 



橡胶装配润滑剂 和防冻液及金属兼容性研究 

24 小时处理时间  

通过数据成像分析得
到的% 兼容性  

(环境光源) 

288 小时处理时间  

通过数据成像分析得到
的% 兼容性  

(环境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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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装配润滑剂 和防冻液及金属兼容性研究 

24 小时处理时间  

通过数据成像分析得到
的% 兼容性  

(环境光源) 

288 小时处理时间  

通过数据成像分析得到
的% 兼容性  

(环境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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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装配润滑剂 和防冻液及金属兼容性研究 

24 小时处理时间  

通过数据成像分析得到的
% 兼容性  

(环境光源) 

288小时处理时间  

通过数据成像分析得到
的% 兼容性  

(环境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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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装配润滑剂 和防冻液及金属兼容性研究 



• 不含硅油 

• 不含石油分馏产品 

• 具有卓越的表面兼容性 

• 金属含量低 

• 对表面无损 ─ 玻璃、木材、金属等等. 

• 使用或处理安全 

• 有益于人体工效学  

• 过量的润滑剂可以很容易地用肥皂水清洗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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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方临时性橡胶润滑剂总结 



• 灵活多用:  

 适用于各种的应用方法 ─人工或自动涂抹，
浸入、涂刷、海绵涂擦、喷洒或喷射 

 控制用量 

 根据不同的装配操作种类和时间要求来选
择合适的润滑剂类型─  
(如高架、 够不到的地方、仪表板后面等操作方
式) 

 根据物质表面有无微孔来选合适润滑剂 

 即开即用型 ─无需混合或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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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产品公司的配方润滑剂技术 

• 具有液体和触变配方 

• 水基产品 

• 产品不含溶剂 

•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可忽略不计 

• 拥有生物可降解的产品 

 

 



配方润滑剂有很多益处 

• 出色的性能 

• 卓越的兼容性 

• 质量保证 

• 产品稳定可靠 

 

特种产品制造商 

• 拥有专门技术和经验 

• 拥有厂内实验室可进行产品性能和
兼容性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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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为什么临时性润滑剂是理想的橡胶装配润滑剂 

 配件紧密吻合; 一旦干燥，润滑性即消失 

 减少次品  

 质量控制和测试确保原料纯度及质量一致，从而使产
品达到预期质量标准 

 产品安全 
o 无毒 

o 操作容易 

o 容易处理 

 卓越的表面兼容性 

 降低受伤机会 

 完备的技术支持 

 拥有美国国家卫生基金组织注册的H1 类配方，此类
配方可用于 偶尔食品接触的配件装配  
 



如需产品信息或这个讲座材料请与我们联络
请与当地分销商索取免费样品 

 

国际产品公司 

地址：201 Connecticut Drive 

Burlington NJ 08016 USA 

电话： 609-386-8770   传真： 609-386-

8438 
 

Email: mkt@ipcol.com    

网址: www.ipcol.com 

 

英国分部 
地址：Unit 5 Green Lane Business Park 

238 Green Lane - London SE9 3TL U.K. 

电话： 0208 857 5678 传真： 0208 857 1313 

saleseurope@ipcol.com 

Thank you! 

mailto:saleseurope@ipc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