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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马石油集团
全球领先的石油天然气公司

PETRONAS 全称为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成立于 1974 年，经历近半个世

纪的发展，现已成为涵盖石油产业链全部环节的跨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2019年发布的财富世界五百强中，马石油营业收入排名全球第158位，净

利润排名全球第42位，在全球石油天然气公司中位居第六。

业务范围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拥有157个子公司和55个联营公司。

2004年进入中国，是中国进口LNG的第三大供应商，与中石化、中石油、

中海油展开全球合作。

马石油润滑油国际（PLI）
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从事全球润滑油制造和销售的业务分支

在全球超过100个国家生产及销售门类齐全的高品质车用润滑油和工业润滑油。

拥有欧洲百年历史的润滑油科技积淀，六大研究中心、四十多个实验室遍布全球。投资近

亿欧元的意大利都灵研究中心拥有先进的研发实力和科研团队。

创新科技
优质原料

欧洲百年润滑油科技积淀

六大研发中心、四十多个实验室遍布全球，
投资近亿欧元的意大利都灵研发中心拥有
行业领先的研发实力和科研团队

特有ETROⅢ类基础油 众多OEM品牌车厂的首选

位于马六甲的马石油炼油厂是全球仅
有的四家Ⅲ类基础油炼油厂之一

自有ETRO品牌Ⅲ类基础油，具有卓越的低温流动性、
优异的粘度指数以及较低的蒸发损失，配以现代化生
产工艺和优质添加剂，确保品质更加卓越

欧洲最新技术

顶级车厂推荐
傲人赛车表现

梅赛德斯-AMG 马石油F1车队油液技术合
作伙伴，助力车队及车手夺取七连冠
（2014-2020）

宝马、奥迪、大众等众多国际OEM车厂认证

马石油
润滑油国际
的核心优势

百年积淀 技术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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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挑战，我们的专长

现代非道路移动机械要求“更高效、更环保且寿命更长”。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 生产的非道

路移动机械设备越来越紧凑，越来越先进，表现为负荷更重，压力更大，元件精密度更高，

系统效率显著提升。另外，市场竞争激烈，迫使设备所有者寻求更加长效持久的解决方案，

确保盈利。

设备设计的改进和终端用户的期望都要求采用更加强效和创新的润滑油。更小的油箱，更高

的工作压力和温度，致使对油液的要求更严格，使得劣质润滑油过早失效从而影响系统性能。

这可能造成设备维护成本增加，在极端情况下会对持续作业造成巨大影响。

马石油润滑油国际深知您面临的关键挑战是保证您设备的长期正常运行。因此，我们开发的

Fluid Technology Solutions™，通过提供定制的产品供应和专家服务，满足您对润滑油的

各种需求，帮助您取得最佳业绩。马石油出色的解决方案满足严格的工业和原始设备制造商

规范，为您提供值得信赖的产品。 非道路移动机械润滑油特点

非道路移动机械润滑油是指专业用于工程机械、港口机械、农业机械、高速船机、发电机组、

机场地勤设备（牵引车等）、材料装卸机械、工业钻探设备等大型非道路移动机械设备的润

滑油，通常包括液压油、重负荷发动机油、传动油、润滑脂、冷却液等一系列产品。

非
道
路
移
动
机
械
与
道
路
车
辆
工
况
及
要
求
对
比

非道路移动机械

施工现场及其他非公路为主

道路车辆

公路为主

复杂且耗时耗力；尽量减少保

养次数；换油周期尽量长

负荷变化大，连续高温重负荷

工作，燃油质量不稳定

输出扭矩变化大

结构相对复杂，工作压力变化

快，介质流速快，温度上升快,

液压系统易被污染，润滑油使

用量相对较大

环境严苛且不可控 环境温度、湿度较稳定

维护简单；定期保养；换油

周期固定

负荷适中，燃油质量好

输出扭矩平缓

结构简单，液压油

压力平稳

应用设备

使用场合

工况

维修 保养 操作

部件

工作

要求

发动机

传动系统

液压系统

马石油相信成功是和紧密的合作伙伴一起创造的，我们

的信念是和您一起克服您所面对的挑战⸺在非常严酷的

运行条件下实现更高的生产效率。

这 就 是 为 什 么 向 您 推 荐 我 们 的  Fluid Technology 

SolutionsTM 服务计划⸺通过定制化的服务来最大程度

地提升您的业绩，从专门的现场分析到运行恢复的紧急

支持，我们致力于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为您提供帮助。

成为马石油的合作伙伴，让我们携手迈向业务新高度。

FTS 服务计划⸺您的定制化服务

与您共同发展

马石油润滑油国际的优势在于优质的产品，世界级的研

发中心和本地化的技术支持。我们研制高性能产品的激情，

助力马石油成为关键原始设备制造商的选择，并且在一

级方程式赛车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如今，这种成功已经

复制到全球非道路移动机械行业的产品及定制化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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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携手迈向运营
性能新高度



装载机

液力传动油

润滑脂

刹车油 柴机油

冷却液

齿轮油 液压油

泵车

润滑脂

液压油
齿轮油

冷却液

柴机油

液压油

冷却液

齿轮油

润滑脂

润滑脂

润滑脂

柴机油

挖掘机

典型非道路移动机械设备润滑点的用油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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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石油润滑油品牌将欧洲百年

历史的润滑油科技运用于马石

油非道路移动机械产品系列，

精选优质基础油和高性能添加

剂，有效应对非道路移动机械

设备严苛的工况特点。

 

马石油非道路移动机械液压油：

蕴含特有的耐磨因子，可为液

压系统部件提供强效保护膜 。

同时具有出色的热稳定性和氧

化稳定性，确保非道路移动机

械设备的持续可靠运行，延长

设备使用寿命。

马石油非道路移动机械重负荷

发动机油：

蕴含特有的耐磨因子，可为发

动机部件提供强效保护膜 。同

时具有优异的烟炱控制和分散

能力，为发动机提供了全面的

清洁保护 。满足发动机油行业

规范，以及全球众多重负荷发

动机制造商的应用要求。

马石油非道路移动机械传动油：

具有优秀的承载能力和杰出的

摩擦特性，为非道路移动机械

的液压、传动系统提供优质可

靠的润滑保护 。可有效延长关

键部件的使用寿命，提升性能

表现。 

马石油非道路移动机械液压油系列

• 

• 

• 

• 

产品规格：SAE 10W

包装规格：18L/200L

优异的低温保护，在冷启动时确保部件的

正常运行

卓越的抗磨保护，大幅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出色的热稳定性和氧化稳定性，防止油缸

发黑

出色的剪切稳定性能，保持粘度稳定

性能及规格：

Komatsu KES

马石油非道路移动机械

高性能液压传动油

6000 10W

产品规格：ISO VG46

包装规格：18L/200L

应用合成科技，采用马石油特有 ETRO Ⅲ类

基础油

卓越的抗氧化性能，显著延长换油周期

有效应对极温、多尘等恶劣工况，显著提

升液压系统的工作效率

性能稳定，确保非道路移动机械设备的持

续可靠运行，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性能及规格：

ISO 11158 HM, Bosch Rexroth RDE 90235 

HLP,  DIN 51524 Par t  I I  HLP,  Eaton 

03-401-2010, JCMAS HK P041, Parker 

Denison HF-0 / HF-1 / HF-2, Fives Cincin-

nati P-70, GM LS-2 (2004), SAE MS1004, 

SEB 181 222 (2007), US Steel 126, 127 and 

136, ASTM  D 6158 HM (2005)

• 

• 

•

•

 

马石油非道路移动机械

合成型液压油

3000  VG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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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ISO VG46/68

包装规格：18L/200L

优秀的抗磨保护性，保护设备元件，延长

设备使用寿命

良好的干湿过滤性，保持高过滤效率，避

免不必要的压降，延长过滤器的使用寿命

优异的热稳定性和氧化稳定性，在较高温

度和压力下也能保持性能水平稳定，换油

周期长

良好的分水性，减少水的不利影响，保持

液压系统在规定水平时高效运行，并降低

维护成本 

性能及规格：

ISO 11158 HM, Bosch Rexroth RDE 

90235 HLP,  DIN 51524 Par t  I I  HLP 

(2006), Eaton 03-401-2010, JCMAS HK 

P041 (2004), Parker Denison HF-0 / 

HF-1 / HF-2, Fives Cincinnati P-68 / 

P-69 / P-70,  GM LS-2 (2004),  SAE 

MS1004, SEB 181 222 (2007), US Steel 

126, 127 and 136, ASTM D 6158 HM 

(2005)

• 

• 

 

• 

• 

马石油非道路移动机械

液压油

EP 46/68

产品规格：ISO VG 46/68

包装规格：18L/200L

良好的抗磨保护性，保护设备元件，延长

设备使用寿命

良好的氧化稳定性，在较高温度和压力下

也能保持性能水平稳定，换油周期长

良好的分水性，减少水的不利影响，保持

液压系统在规定水平时高效运行，并降低

维护成本

性能及规格：

DIN 51524 Part II HLP (2006)

ISO 11158 HM (FDIS 2008)

• 

 

• 

•

马石油非道路移动机械

液压油

HM 46/68

马石油非道路移动机械液压油系列 马石油非道路移动机械发动机油系列

产品规格：API CI-4

                      SAE 15W-40/

                      20W-50

包装规格：4L/18L/200L

特有的耐磨因子，为发动机提供强效保护膜

高效的烟炱分散性能，为发动机提供全面的

清洁保护，有效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

杰出的热稳定性和抗氧化稳定性，有效控制

油泥和积炭的产生

优秀的碱值保持性，有效中和酸性燃烧副产

物，延长油品使用寿命

性能及规格：

适用于 15W-40：

API CI-4, CAT ECF-2, Volvo VDS-3, MAN 

M3275, Cummins 20077/20078, B228.3

适用于 20W-50：

API CI-4, CAT ECF-2, MAN M3275, 

MB228.3

• 

•

 

• 

•

马石油非道路移动机械

重负荷发动机油

CI-4

产品规格：API CH-4

                      SAE 15W-40/

                      20W-50

包装规格：4L/18L/200L

优秀的发动机抗磨损保护

优良的烟炱分散性能，减少烟炱引起的机

油稠化和相应的发动机磨损

良好的热稳定性和抗氧化稳定性，控制油

泥和积炭的产生

优秀的碱值保持性，有效中和酸性燃烧副

产物，延长油品使用寿命

性能及规格：

API CH-4, CAT ECF-1-a, Volvo VDS-3, 

MAN M3275, Cummins 20076/20077, 

MB228.3

• 

• 

• 

• 

马石油非道路移动机械

重负荷发动机油

C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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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石油非道路移动机械发动机油系列

产品规格：SAE 15W-40/

                      20W-50

包装规格：4L/18L/200L

优秀的活塞和发动机清洁能力

优化碱值，可中和酸性物质，加强防腐蚀

保护

优化的灰分含量，能够有效减少阀系凹陷

和火花塞堵塞

出色的热稳定性和抗氧化硝化能力

低磷含量，保障尾气催化剂的适应性

性能及规格：

Cummins CES 20074( 适用于 15W-40)

DDC 93K26

• 

• 

 

• 

•

• 

马石油非道路移动机械

天然气发动机油

NGV

产品规格：API CF-4

                      SAE 15W-40/

                      20W-50

包装规格：4L/18L/200L

优秀的发动机抗磨损保护

良好的发动机清洁功能

性能及规格：

API CF-4

• 

•  
马石油非道路移动机械

重负荷发动机油

CF-4

马石油非道路移动机械传动油系列

产品规格：SAE 30 

包装规格：18L/200L

优秀的摩擦特性，减少离合器打滑和刹车

时的尖锐噪音，提高传动效率和制动性能

杰出的承载能力和抗磨性能，为传动系统、

液压系统和离合器提供可靠的润滑保护

优异的氧化稳定性和热稳定性，减少沉积

物的生成，延长换油周期

出色的低温流动性能，有助于传动系统和

液压系统在低温应用时的快速启动，减少

冷启动产生的磨损

优异的泡沫抑制性能，减少液压系统气蚀

现象的产生

性能及规格：

CAT TO-4

ZF TE-ML 03C/07F

Allison C4

Komatsu KES 07.868.1

• 

• 

 

• 

•

• 

马石油非道路移动机械

重负荷传动油

TO-4 30

包装规格：18L/200L

优良的氧化稳定性和热稳定性，减少沉积

物的产生，延长油品的使用寿命

优秀的承载能力和抗磨性能，提升对设备

的润滑保护

良好的低温流动性能，有助于传动系统和

液压系统在低温应用时的快速启动，减少

冷启动产生的磨损

优异的泡沫抑制性能，减少液压系统气蚀

现象的产生

性能及规格：

JB/T 12194

• 

• 

• 

•

马石油非道路移动机械

液力传动油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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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专业技能，结合最新润滑科技，马石油润滑油国际开发出满足非道路移动机械行业

的全新润滑油系列。选择满足设备需求的润滑油，迈向效能新高度。

马石油润滑油国际是全球农业机械制造巨子⸺凯斯纽荷兰的全球战略合作伙伴，伴随凯

斯全球的步伐为全球的建筑、工业应用、石油和天然气、农业、采矿 / 采石、园林绿化 / 林业、

特种应用、租赁、政府 / 市政等行业提供润滑服务。

在中国，马石油润滑油国际是中国非道路移动机械龙头企业之一⸺徐工集团售后用油的

长期合作伙伴，与其众多事业部保持深度合作，以高品质润滑油和定制化服务携手徐工

集团共同绘制中国基建的伟大蓝图。

同时马石油润滑油国际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润滑油也可以用于以下 OEM：

马石油非道路移动机械产品性能优良
满足非道路移动机械行业的技术要求

梅赛德斯-奔驰 曼道依茨MTU公司 康明斯

日立 沃尔沃菲亚特 阿特拉斯

凯斯 卡特彼勒 斗山 特雷克斯

小松 徐工 利勃海尔约翰迪尔

马石油其他附属油系列

产品规格：API GL-5

                      SAE 80W-90/

                      85W-90/

                      85W-140

包装规格：4L/18L/200L

高承载性能－高性能极压添加剂能长期有

效保护摩擦表面，防止恶劣工况下出现胶

合、剥落、点蚀、擦伤和磨损

优良的热稳定性和氧化稳定性－高度精炼

基础油和精选添加剂使油液具有抗高温氧

化性能，有效延迟油品降解和稠化，防止

密封件附近沉积物的形成，保持轴承表面

清洁、减少磨损

在潮湿的环境下防止锈蚀

• 

• 

 

• 

马石油重负荷

车辆齿轮油

GL-5

产品规格：-25°C/-35 °C/

                       -45 °C

包装规格：4kg/9kg/

                       18kg/200kg

低凝点、高沸点，为发动机散热系统提供

长效、全面的保护

独特的添加剂配方对钢、黄铜、紫铜、铸铝、

焊锡及铸铁等部件免受高温、生锈、腐蚀

的侵害，有效防止沉淀及淤积的产品

橡胶适应性良好，不会对橡胶件产生不良

反应

独特的环保配方对环境更加友好

• 

• 

• 

•

马石油重负荷

防冻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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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证言
大庆市晓洋工程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客户证言
永军挖掘机修配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