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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嘉实多的世界 



数字看BP:  

全球83,000名员工；业务覆盖世界80多个国家； 

营业收入:$3,962亿 （2014 N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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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领先的石油及天然气公司 
 
全球能源的供给商 
2000年我们加入BP集团 
 
沿袭品牌传承，保持品牌个性 

我们是英国石油集团的一员 

嘉实多介绍 4 



销售公司 技术中心 

嘉实多专家团队支持全球客户 

7,000+ 

80+ 

1,400 经销商 

员工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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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公认的润滑油专家 

乘用车 
摩托车 

商用车 
工业市场 

能源 海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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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实多在工业市场领域 

高性能的润滑油和金属加工液， 
有着世界领先的科技水平 

多种多样的产品，涵盖了广阔的应用 
领域，被使用在不同的地点和制造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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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30种 

监测工艺 

多达60人的 

客服团队 

全国超过60个 

经销商网点 

植根中国30年 

早在90年代初期，中国工业制造业的开始兴旺发
展之际，嘉实多就进入了中国市场。 

嘉实多不断加大在中国的投入：2007, 中国第二家
工厂－太仓工厂建成使用； 2010年，上海金桥中
国研发中心投入使用 

嘉实多工业市场领域 中国 

近30种核心品牌 

嘉实多在29种品牌下涵盖了多种产品，其中横跨
了从润滑油的冷却剂到清洗液的多样功能。其中
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有： 

Alusol, Hysol, Syntilo, Optigear, Molub Allloy, Tribol, 

Brayco。 

超过3,000家制造商使用嘉实多产品，并帮助我们不断革新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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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贯30多个 

不同工业领域 



超 过 百 年 的 先 锋 技 术 

嘉实多润滑油 
助力首次飞越 
大西洋之旅 

嘉实多润滑油 
协助美国宇航局 
好奇号火星探索 

嘉实多联手本田赢得
500多场摩托车世界
锦标赛冠军 

嘉实多助力打破18
次陆上极速纪录 

嘉实多&奥迪在2013年连
续第三次赢得勒芒拉力赛 

嘉实多亦是超音速“寻血
猎犬”号1000MPH陆上极
速纪录挑战赛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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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实多在汽车动力总成和主要汽车
零部件制造上的应用 



发动机五大件： 

- 缸体 

- 缸盖 

- 曲轴 

- 连杆 

- 凸轮轴 

 

汽车的心脏-发动机 11 



• 第一大件- 缸体 

镗缸孔：Alusol SL 51 XBB 

珩孔: Honilo 980->Syntilo 9954->Alusol RAL BF 

 

镗曲轴孔: Alusol RAL BF, Alusol SL 51 XBB 

汽油机：铝合金 柴油机：铸铁 
镗缸孔和珩孔  

镗曲轴孔 

镗曲轴孔 

镗缸孔和绗孔  

 

汽车发动机五大件的加工 12 

镗缸孔：Hysol R 

珩孔: Honilo 980->Syntilo 9954 

 

镗曲轴孔: Hysol GS – J, Hysol R 



• 第二大件 - 缸盖 

轿车缸盖一般是什么材质的？ 铝合金 

气门阀座和气门导
管孔的铰孔 

它们不是铝合
金!而是阀门
钢和粉末冶金! 

精铣燃烧室面和…… 

玛帕尔铰孔  

 

 

汽车发动机五大件的加工 13 

嘉实多产品： 

Alusol SL 51 XBB, Alusol RAL BF, Alusol MF等； 



• 第三大件 - 曲轴 

曲轴是什么材质的？ 铸铁或锻钢 

主轴颈和连杆轴
颈的磨削和抛光 

直接影响到曲轴轴
瓦的寿命 

汽车发动机五大件的加工 14 

嘉实多产品： 

Variocut  G 600 HC/SP, Syntilo 9930, Syntilo SC 9917;  

Honilo 980/981; 



• 第四大件 - 连杆 

连杆是什么材质的？ 铸铁或合金钢 确保与曲轴的配
合，同轴！ 

磨削 : Syntilo 9930  

镗孔 : Hysol EP 690 

 

 

连杆大头孔镗孔
和端面磨削！ 

汽车发动机五大件的加工 15 



• 第五大件 - 凸轮轴 

铸铁或合金钢 

凸轮轴是什么材质的？ 

凸轮磨削 

Variocut G 600 HC/SP, 

Syntilo 9930 

 

直接影响
气门的开
启和关闭 

汽车发动机五大件的加工 16 



• 汽车变速箱主要零部件的加工 
变速箱壳体(铝合金）的加工： 
Alusol SL 51 XBB, Techniclean HP  

变速箱齿轮和轴（合金钢）的加工： 
 Ilocut 534 ( 滚齿）, Variocut B 46 TC（拉齿）,  

Variocut G 600 HC (磨齿）,Honilo 981（珩齿）,  

淬火前清洗Techniclean S5001,淬火后清洗Techniclean 8580 

 

 

汽车变速箱的加工 17 



• 燃油喷射系统 – 共轨系统 

铝合金壳体： 

Alusol MF,  

Ausol SL 51 XBB 

 

合金钢喷油嘴深孔
钻： 

 Variocut B30 SP， 

 Ilocut 201 AM 

 

现有客户： 

博世 

德尔福 

威孚  

汽车主要零部件的加工 18 



• 刹车悬挂系统 

铸铁刹车盘的车削加工： 

Hysol R, Rustilo DWX 30, 32 

 

轮毂轴承（合金钢）的加工： 

车，钻，磨 

Hysol SL 35 XBB.  

 

避震器（钢）的加工： 

钻，磨 

Hysol R, Syntilo 9930  

汽车主要零部件的加工 19 

刹车卡钳（铝合金，铸铁）的加工： 

钻，铣，镗，铰 

Alusol SL 51 XBB, Techniclean HP  



• 汽车轮毂 

汽车轮毂（铝合金） 

的加工：车，钻 

 

Alusol MF,  

Alusol SL 51 XBB 

汽车主要零部件的加工 20 



• 发动机活塞（铝合金，铸铁，钢） 

发动机活塞的加工：车，钻，铰 

 

铝合金活塞： 

Syntilo SC 9917, Alusol MF, Syntilo 

9913 

 

铸铁活塞： 

Hysol R  

 

钢活塞： 

Hysol EP 690 

汽车主要零部件的加工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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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实多解决方案之重点产品应用介绍 



铸铁 中低合金钢 
高合金/不

锈钢 
铝合金 

铜及其合
金 

磨削     

铣削、车削       
(一般加工) 

     

钻孔      

铰孔、攻丝      

拉削    

Alusol SL 51 XBB 

   建议的核心应用 

    可能的应用，使用前请咨询嘉实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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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usol™ SL 51 XBB 是一种高性能水溶性金属切削液，不含硼、杀菌剂和有机氯。
其独特的添加剂组合，可显著提高加工性能，改善工件表面光洁度。同时该
产品具有极佳的产品稳定性 ，并降低客户的总体运营成本。 

Alusol SL 51 XBB 适用于大型中央系统或单机系统。 

 



国内成功案例分享-Ⅰ 

问题与挑战 
在关键工序上使用浓度高，达到13-15%，

造成切削液消耗量大！ 

客户行业：汽车制造业 – 发动机加工 

  

加工工件：发动机缸盖 

工件材质：铝合金, 阀门钢 

加工工艺：铣削、钻削、镗孔、铰孔、攻丝等  

原用产品：高性能半合成切削液 

使用浓度范围：13-15% 

供液方式：集中供液 

稀释用水：工业自来水 

切削液温度：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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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成功案例分享-Ⅰ 

自2015年7月更换成Alusol SL 51 XBB后，使用效果非常之好，不仅仅解决了客户的降本需求，更为客
户带来诸多获益如下： 

使用Alusol SL 51 XBB后带来的好处： 

生物稳定性好，维护更方便，无细菌/异味问题发生，无需使
用池边添加剂 

避免了机床的非常规停机，有效保障生产的连续性 

润滑性能好，实际使用浓度降低至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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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盖加工的关键工序：气门阀座和气门导管孔加工 

产品配方本身不含硼、不含甲醛释放型杀菌剂，满足更高环
保要求 



国内成功案例分享-Ⅱ 

问题与挑战 
客户反映原使用的水溶性切削液消耗
量大；生物稳定性不理想，pH值易降

低，容易发臭变质。 

客户行业：汽车制造业 – 变速箱加工 

 

加工工件：变速箱壳体 

工件材质：铝合金 

加工工艺：铣削、镗孔等 

机床设备：友嘉Feeler CNC 

原用产品：传统的半合成铝合金加工液 

使用浓度范围：6-8% 

供液方式：单机供液 

稀释用水：工业自来水 

液槽容积：500升 

切削液温度：无温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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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成功案例分享-Ⅱ 

2015年10月开始试用Alusol SL 51 XBB。分别在二台相同加工工艺、相同型号的机床上，更换上原先产品

和Alusol SL 51 XBB进行对等测试。 

经过2个月的使用比较，客户充分感受到了Alusol SL 51 XBB的优异使用性能如下： 

使用Alusol SL 51 XBB后带来的好处： 

润滑性能好，更有效地保护刀具 

该客户已经全面推广Alusol SL 51 XBB的使用！ 

pH值稳定性更好，始终保持着稳定的pH值 
（原产品在换液使用3周后，pH值下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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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配方本身不含硼、不含甲醛释放型杀菌剂，满足更高环
保要求 



国内成功案例分享-Ⅲ 

问题与挑战 
该公司是跨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随
着欧美对切削液管控要求的提升，该
集团公司内部禁用物质管理程序文件
（HSE06-SR20to23）明确提出供应商提
供的切削液应 “with free formaldehyde , free 

phenols, preferably boron free”。 

客户行业：汽车制造业 – 刹车悬挂系统 

 

加工工件：刹车卡钳 

工件材质：铝合金 

加工工艺：铣、钻、镗、铰、攻丝等 

机床设备：VIGEL等 

原用产品：传统的半合成铝合金加工液 

使用浓度范围：7-9% 

供液方式：单机供液 

稀释用水：工业自来水 

液槽容积：1500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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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成功案例分享-Ⅲ 

Castrol Alusol SL 51 XBB产品中除了不含氯化石蜡、亚硝酸盐及苯酚外，还不含硼、不含甲醛释放型杀
菌剂，严格执行欧盟环保法规(Regulation (EC) No 1907/2006)，不含有RoHS六项物质。Alusol SL 51 XBB 

在环保性能方面完全满足甚至超出客户对供应商提供的原材料所执行的环境管理物质含量之标准。 

  

该客户于2016年1月开始在卡钳支架生产线的一台设备试用Castrol Alusol SL 51 XBB。经过使用比较，
客户充分感受到了Alusol SL 51 XBB的优异使用性能如下： 

使用Alusol SL 51 XBB后带来的好处： 

润滑性能好，更有效地保护刀具 

与之前使用的切削液相比，具有更好的泡沫性能 

更好的pH值稳定性，维护方便，无需池边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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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配方本身不含硼、不含甲醛释放型杀菌剂，满足该公司
的更高环保要求 



Syntilo SC 9917 

   建议的核心应用 

    可能的应用，使用前请咨询嘉实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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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铁 中低合金钢 高合金/不锈钢 铝合金 钛合金 硬质合金 

磨削    

铣削、车削       
(一般加工) 

    

钻孔     

铰孔、攻丝     

拉削   

嘉实多 Syntilo™ SC 9917 是一款中性pH值的全合成冷却液，适用于黑色金属及
有色金属的磨削和重负荷加工。Syntilo SC 9917 油雾极少，带走量小，因而换油
周期长，消耗少。 



国内成功案例分享 

问题与挑战 
加工后活塞表面残留油渍，影响后道
工序；易生菌，切削液使用寿命短，

废液产生量多！ 

客户行业：汽车制造业 – 活塞加工 

  

加工工件：汽车活塞 

工件材质：铝合金 

加工工艺：车削、铣削、钻孔、镗孔等 

机床设备：LGMazak, TAKISAWA, KIRIU 等  

原用产品：优质半合成切削液 

使用浓度范围：7-9% 

供液方式：单机供液 

稀释用水：工业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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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留油渍 

真菌繁殖 



国内成功案例分享 

自2017年4月11日起，在其一条生产线的7台加工中心上全部换上嘉实多Syntilo SC 9917进行测试比较，
测试周期为3个月。经过测试，为客户带来诸多获益如下： 

使用Syntilo SC 9917后带来的好处： 

生物稳定性好，维护更方便，无需使用池边添加剂 

更低的带走量 

更好的泡沫特性，保障连续生产 

32 

工件表面无油，残留少，便于后道工序的顺利进行 

更低的废液量 



Syntilo 9954 

   建议的核心应用 

    可能的应用，使用前请咨询嘉实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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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铁 中低合金钢 高合金/不锈钢 铝合金 钛合金 硬质合金 

磨削    

铣削、车削       
(一般加工) 

    

钻孔     

铰孔、攻丝     

拉削    

嘉实多 Syntilo™ 9954 是一款为黑色金属的磨削和重负荷加工而研发的全合成切削
液，Syntilo 9954是为当今机加工作业中刀具的高进给量和高速工况而专门研发的。 

在枪钻、滚齿和拉削等应用中具有优越的性能，可以很好地替代纯油性切削液。 



国内成功案例分享 

问题与挑战 
客户反映原用半合成切削液泡沫多，
使用寿命短，只有2个月，缸套顶
部的包铝部分容易出现划伤。 

客户行业：汽车制造业 – 发动机加工 

  

加工工件：发动机缸体 

工件材质：铸铁缸套、顶端包铝 

加工工艺：珩磨 

机床设备：Gehring珩磨机床 

原用产品：优质半合成切削液 

使用浓度范围：7-8.5% 

供液方式：单机供液 

稀释用水：工业自来水 

珩磨条材质：金刚石 

34 

顶部包铝部
分容易划伤 



国内成功案例分享 

自2017年4月5日起，在其一条缸体生产线的Gehring珩磨机床上换上嘉实多Syntilo 9954进行测试，测试
周期为4个月。经过测试，为客户带来诸多获益如下： 

使用Syntilo 9954后带来的好处： 

缸套顶端的包铝部分划伤大大减少，不良率大大降低 

全合成珩磨液的沉降性比半合成好很多，容易保持清洁 

明显延长珩磨液的使用周期（从两个月延长到预计6个月） 

35 

Syntilo 9954泡沫倾向小，解决了泡沫溢出的问题 

Syntilo 9954珩磨液拥有更好的生物稳定性，便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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