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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背景
Steel Shield Technologies (SST) 美國離子能源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創辦，並
可追溯至 1985 年，專門從事賽車和工業方面的特種潤滑劑研究和開發。SST
擁有自家獨立廠房，自家生產配方獨有的活性因子，嚴格監控和整合產品的生
產流程，產品優異質量得到保証。

SST 神盾產品 1985 年成功研發，自始掀起全球潤滑油世界換代新紀元！產品
問世之始已經得到美國國防部的採用，至今仍然屹立不搖，而且一直被各大油
品開發商和制造商模仿與意圖破解，時至今日未有一成功案例，市售的類似磁
性產品只是東施效顰，子虛烏有，SST 神盾技術始終是獨一無二的！

Steel Shield Technologies (Asia Pacific) Ltd. 於1996年於香港註冊成立，並
自 2012 年擴展以至獨家掌管亞太區所有業務。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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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盾技術發明家 ─ Dr. George C Fennell

磁浮態之父
天文學和天體物理學博士

所屬組織：
SAE  汽車與宇航工程師學會
ASNE 美國海洋工程師學會
NCMA 國家合同管理協會
STLE 摩擦學和潤滑工程師學會

1985 年，Dr. George C Fennell，秉承其父親及祖父在高階潤滑與表面摩擦學的科研，成功發明一革
命性的金屬優化劑的方程式，通過專有和獨特的“離子轉移”技術（RCB 又名 ECI）它可以將金屬表
層轉化為正極，進而產生磁懸浮效果的“高階邊界膜”（ABF）保護層。自那時開始，被潤滑科學界
冠以無腐蝕鹵化高階邊界膜潤滑“磁浮態之父”的美譽。

這是現今最先進的潤滑技術，體現了數代科學家從夢想到實現近半世紀不懈追求和發展的研究和對科
學的堅持的成果。為了滿足各種用途的具體要求，在 ABF 的基礎上，Dr. George C Fennell 研發了一
系列的特種潤滑油製品。

多年來自神盾（ Steel Shield ）正式推出市場開始，市場上出現了無數的仿冒者試圖分解和仿製神盾
產品，但由於其獨特的配方和先進的有機代謝技術，至今未有成功者。因此迄今為止，Dr. George C
Fennell 仍然是潤滑科學領域的領導者。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ae.org/
http://www.navalengineers.org/
http://www.ncmahq.org/
http://www.stle.org/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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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神盾磁懸浮潤滑技術的誕生
 二次世界大戰，烽煙四起，由於戰爭需要，德國科學院提出解決重型武器例如裝甲車、坦克車、戰

艦等高負荷、低維護、續航力強等等嚴苛潤滑需求的課題。

 實現零摩擦必須借助 Magnetic Field Effect 磁場效應，應用 Like-Charge-Repel 同極相斥原理的方
式。提出磁懸浮這個概念是早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但當時僅僅提出了一個磁懸浮的潤滑新概念。

 二戰結束大量科學家從歐洲等國移民到美國，其中有位愛爾蘭籍的 Fennell 福諾博士，帶著大量研
究資料在美國定居並且繼續進行這項技術的科學研究，“持之以恆”最終由其第三代傳人美國物理
學博士 Dr. George C Fennell 喬治福諾於一九八五 (1985) 年取得了突破，成功研發出“磁懸浮”的
RCB 離子鍵轉移技術，創造了世紀獨一無二的 Zero Friction 零摩擦配方的 ABF「邊界膜保護層」
潤滑技術。

 它的研製發展過程凝聚了三代科學家的不懈追求，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由概念到實踐並不斷改良的
演變。美國政府為表彰 Fennell 家族在美國工業界卓越不凡的貢獻，破天荒地將當時工廠外的一條
街道命名為 Fennell 大道，以褒揚離子磁懸浮潤滑的發明者。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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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神盾磁懸浮潤滑技術的誕生
Steel Shield Technologies’ mechanism of operation is based upon Tribology 

methods that improve lubricity and load carrying capacity by improving surface 

characteristics and creating a stable chemical, corrosion controlled halide-based 

boundary film. Steel Shield’s active components react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contacting asperities of the metallic surfaces to provide five mechanisms of 

improvement.

1. Advanced chemical boundary film formation through reactive chemical 

bonding.

2. Ring opening, oxirane acid scavenging and advanced corrosion inhibition.

3. Organo-metallic substitution of surface metal and free radical 

reactionaries.

4. Improved surface smoothness and rolling out of irregular contacting 

asperities.

5. Re-conditioning and molecular reconstruction of the original contacting 

metal surfaces.

The process of advanced boundary film formation is accomplished with an 

advanced combination of halogens that are controlled and rendered non-

corrosive to the base metals of the system and pose no threat to the ozone layer 

or waste oil recovery systems due to their origins and long chain molecular 

lengths. These halogens initially react under thermal conditions with the organo-

metallic reagents to form surface attaching compounds, thereby limiting and 

controlling the formation of halides from the base metals themselves. These 

surface attaching reagents or "electro-negative compounds" seek out and affix 

themselves to the lower surface areas referred to as micro-pores and fissures, 

as all metals are crystalline in structure and exhibit a lattice type matrix. This 

complex process also incorporates Van der Waal forces and dipole-dipole 

surface reactions. During this process, surface lapping and asperity (irregular 

microscopic contacting and opposing surfaces) roll-out is also achieved, yielding 

improved sprea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rfaces themselves. Due to the increase 

of film strength by the filling of the micro-pores and fissures, along with thermal 

modification of the asperities, the resulting effect is a gradual rolling out or 

flattening of the metal asperities rather than a breaking off or chip-away process, 

which would create metallic debris in the lubricant leading to abrasive wear from 

wear metal particles. The resulting improvement in the opposing metal surfaces 

further increases the fluid film strength, which is dependent on the degree of 

surface roughness and viscosity.

Viscosity, however, is a lesser consideration when incorporating boundary 

additives or halogenation techniques.

In general, boundary friction and wear consists of two components, a shear or 

adhesion component and a plowing or deformation component. Considering the 

following equation:

Fs = SAr

Where Fs is the shear component, which predominates except when asperities sink 

too deeply into a boundary lubricant film or a soft opposing surface. When 

movement or sliding occurs, the shear friction force depends on the shear 

resistance per unit area, S, of any "boundary film" in the real load-supporting area 

between asperities. Dividing by the load, W gives the shear contribution to the 

friction coefficient, becoming independent of total load and apparent area of contact:

fs = S * Ar / W = S / Pp or S / Pe

The boundary film shear resistance, S, is assumed equal to the plastic flow shear 

stress, Tp, of an ideal elastic, plastic solid. Such a solid gives shear stress 

independent of strain and strain rate at strains sufficiently large enough to cause 

plastic flow. The conditions that produce the "glass transition" from liquid to plastic-

like behavior are dependent on the viscosity of the material at normal temperatures 

and pressures and the variation of viscosity with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In other 

words, glass transition depends strongly on chemical composition.

These results show that liquid lubricants act like plastic solids in the films between 

asperities. Therefore, S=Tp in the previous equation and the friction coefficient is 

Tp/Pp or Tp/Pe. Since Tp is a weak function of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and Pp 

or Pe are independent of apparent contact load, the frictional coefficient for a given 

combination of lubricant and sliding surfaces tends to be independent of operating 

conditions.

Elasto-hydrodynamic lubrication (ELH) on an asperity scale deposits film material 

between sliding surfaces in "micro-rheodynamic" (micro-RHD) lubrication. As one 

surface slides, each asperity carries with it an aggregation of SST additive. 

Sufficient 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is developed within the film to elastically 

deform the asperity and to force the extreme pressure reagent between the 

surfaces or into the micro-pores and fissures. During this time, high thermal 

conditions involving pressure and asperity contacts initiate a re-conditioning of the 

surfaces utilizing the existing oil to quench and cool the surfaces in the same 

process. A thermal restructuring of these asperity contact areas creates a deviation 

from the normal crystalline structure of the metal, expanding it into an austenitic 

crystalline pattern, which is more evenly structured and allows the SST additive to 

bond to the actual lattice of the metal, endowing it with new and unique properties 

upon cooling.

Organo-metallic substitution is a technique developed and designed to inhibit 

the process of halide formation from the base metals of the system under 

reaction. For example, instead of the halogen reacting with the iron in the 

system to form iron halides, a boundary surface salt, it reacts with a reagent 

having very similar properties to the iron atom itself, thereby forming a 

organo-metallic complex without scavenging the target metal surface itself, 

and depleting the metal in a chemically corrosive wear syndrome.

The process is very similar or analogous to the saponification of organo-

metallic compounds in the manufacturing of greases. During this reaction or 

saponification, compounds react at a certain catalytic temperature and 

exchange characteristic components to form new compounds. These new 

chemical compounds are then used to aid in a boundary regime by providing 

an added protection to the actual surfaces being lubricated. Ring opening 

oxirane acid scavenging and corrosion inhibition is another chemical 

technique used to neutralize acids and inhibit oxidation and corrosion. This 

technique involves the use of specifically engineered complex ethylene oxide; 

oxirane rings, that possess reactive reagents which will cause a cleavage of 

the ring when encountering acids or strong alkaline. These reactions occur in 

the presence of both anionic- and cationic-type catalysts. Anionic catalysts 

can include alkoxide ions, hydroxides, metal oxides, and some organo-

metallic derivatives while Lewis acids and protonic reagents initiate cationic 

reactions.

O

/    \

n H2C - CH2 n

The lubricity, load carrying capacity, surface improvement, and wear 

reduction are greatly improved while corrosive aspects of halogenation are 

virtually eliminated.

References: 

1. CRC "Handbook Of Lubri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Volumes 1 & 2, 

by E. Richard Booser, Ph.D., Society of Tribologists and Lubrication 

Engineers (STLE), copyright 1992, Eighth Printing.

2. "Organic Chemistry" 4th Edition, by Robert Morrison, Ph.D. and Robert 

Boyd, Ph.D., copyright 1983 by Allen & Bacon.

3. "Lubrication - A Tribology Handbook", edited by M.J. Neale OBE, 

BSc(Eng), published by 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 (SAE), 

copyright 1993, Butterworth-Heinemann, Ltd.

4. CRC "Handbook Of Chemistry and Physics", 1986 Edition, by CRC 

Press, edited by David R. Lide, copyright 1986 by CRC Press.

Copyright 1986-2009 @ George C. Fennell, Steel Shield Technologies, Inc.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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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範圍廣

• 海陸空輕重型機械設備應用

• 磁懸浮零磨擦保護組件

• 自動追蹤高溫部位強力散熱

• 排走千年污垢

• 環保、減排

• 提升機器裝備產能

• 大幅節省能源

• 機件顯著降溫

• 抗金屬氧化

• 絕佳冷啟動保護

• 顯著延長機件壽命

優點

概念
• 打破舊傳統 開創新紀元

• 讓潤滑有生命

• 潤滑非靠油 磁浮才是硬道理

4. 美國神盾磁懸浮概念、優點、應用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PAGE 10Company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其他原因
20%

固體雜質
20%

流體雜質
5%潤滑劑老化

20%

使用不適當的潤滑劑
20%

潤滑劑不足
15%

軸承失效原因分析

5. 使用美國神盾磁懸浮油所得的最終益處

美國離子能源

1

成
本

年

維護成本
神盾潤滑油 其他潤滑油成本大降

• 維護次數大幅減少

• 機件耐久度大增，維修費大減

• 因停機而產生的營運成本大減

安全提升
• 機械事故大減

• 減少生產、運作時出現的故障

• 因維護次數大減，工作人員因維修機
械而發生的意外的風險亦大減 0

2

4

1 2 3 4 5 6 7
維

護
次

數
月份

維護次數
神盾潤滑油 其他潤滑油

更加可靠
• 65% 的軸承失效能透過使用神盾而從

中減少

• 神盾絕不含損害機的件固體添加劑

• 令機件保持清潔、產生更少金屬雜質

• 令客戶更安心、得到客戶的信任

年均維護次數
大減，意外風
險急降

65% 的軸承失效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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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神盾 ABF 磁浮潤滑五個重大突破

1. 虛擬零摩擦 – RCB 離子磁懸浮

法拉第定律同極相斥，偶極反應原理

2. 獨具動態熱轉移大法

獨具活性因子動態追熱功能

3. 無腐蝕誘導技術物理排污

獨具磁誘導技術徹底清潔金屬碎屑

4. 獨具金屬表層加固技術

縱向剪切轉為定向擠壓改善表層金屬剛度

5. 運動中保護，降低系統故障

潤滑非靠油，磁浮才是硬道理

Not Just Oil，It’s Technology

After applying Steel Shield lubricants, 
metal surface become positively 
charged and repel each other. 

緊追及凝聚於高溫點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oSyOqScs7k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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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CB 離子鍵轉移

轉化金屬

觸碰面為正極
同極相斥效應 懸浮狀態 零摩擦

同極相斥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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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詳解 ABF 磁浮潤滑的重要技術基礎

1. 金屬表面
兩面金屬互相磨擦時產生
巨大阻力，在顯微鏡下，
可看到金屬表面是由“高
峰”及“低谷”組成，這
就是磨擦阻力的源頭。

兩個﹙上下﹚金屬表面互相磨擦

上面金屬柱正在逆時針旋轉

下面金屬柱正在順時針旋轉

高峰

低谷

2. 表面的極性
“高峰”是帶正極的，而
“低谷”是帶負極的。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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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詳解 ABF 磁浮潤滑的重要技術基礎

3. 傳統潤滑油
無論配方有多完美，都只是利用化學甚至軟金屬元
素來改變油品的特性，只能短暫緩和金屬磨損，而
且這類元素大多含有不明物質，長期使用有腐蝕機
件之嫌，加速金屬解體。傳統潤滑之所謂“金屬平
整功能”，就是要機件互相斬砍，讓金屬表面凸出
的部份被削平，做成部件的原有質量下降和公差值
的改變。機件不停碰撞產生碎屑，正是潤滑油變得
越來越多雜質的主因， 形成磨損惡性循環的後果。

傳統潤滑油﹙紅色﹚

上面金屬柱正在逆時針旋轉

下面金屬柱正在順時針旋轉

添加劑損害金屬機件 金屬磨損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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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詳解 ABF 磁浮潤滑的重要技術基礎

當機件使用了神盾磁懸浮潤滑油之後

透過離子轉移使到金屬表
面呈現正極狀態，法拉第
定律同極互斥的一股能量
於兩面互動金屬面之間形
成，這能量會對突出的金
屬部分進行徑向擠壓，往
周邊微孔和裂縫推填並且
撫平其表面，跟常規的縱

向剪切方式完全相反，不
但不會做成任何金屬本質
和公差值改變，而且加固
了金屬表層的強度。

4. 使用神盾磁懸浮潤滑油

神盾磁懸浮潤滑油

上面金屬柱正在逆時針旋轉

下面金屬柱正在順時針旋轉

金屬表面變得平滑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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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詳解 ABF 磁浮潤滑的重要技術基礎

神盾不會改變或者提升潤滑劑的基本參數和功能，但是它獨有
的離子轉移技術確實的改變了兩面金屬的互動常態，產生磁懸
浮效應。在磁浮狀態下，負載值与摩擦力之间呈幂函數關系，
即在負載達到一定值后，增加負載量對摩擦力值的实質改变是
“零”，摩擦力值趨向一恒定值。此時表明，在摩擦接口上，
負載已基本上由离子磁場所完全承担并使摩擦接口保持一定的
间隙，而潤滑劑此時的僅有功能只起傳熱作用吧了!

5. 神盾磁懸浮潤滑油與傳統潤滑油的抗磨對決

使用神盾磁懸浮潤滑油後的軸承使用傳統潤滑油後的軸承

磨損較大 磨損輕微

軸承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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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美國神盾產品總目錄

神盾引擎精油 神盾變速系統精油 神盾燃油淨化除霉精油 神盾摩托車專用精油 神盾摩托變速箱精油 神盾重卡車專用精油

神盾船舶專用精油 神盾 EPA 極壓精油 神盾鐵路設備精油 神盾鋰基潤滑脂 神盾強力去濕去銹精油 神盾工具精油

神盾強效金屬加工精油 火盾量子槍油 火盾量子除垢劑 火盾量子槍潤滑脂 神盾滑輪全能精油 神盾強效萬能精油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mainpage/retail-product-engine-shield.html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mainpage/retail-product-transmission-shield.html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mainpage/retail-product-vtwin-shield.html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mainpage/retail-product-trans-shield.html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mainpage/retail-product-truck-shield.html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mainpage/retail-product-marine-shield.html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mainpage/industrial-product-steel-shield-extreme-pressure-antiwear-product.html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mainpage/industrial-product-rail-shield.html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mainpage/industrial-product-lithi-shield-lithium-complex-grease.html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mainpage/industrial-product-spray-shield.html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mainpage/industrial-product-tool-shield.html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mainpage/industrial-product-drill-a-tap-shield.html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mainpage/retail-product-weapon-shield.html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mainpage/weapon-shield-solvent.html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mainpage/weapon-shield-grease.html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mainpage/retail-product-reel-shield.html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mainpage/retail-product-strike-shield.html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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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美國神盾工業用產品目錄

美國離子能源

Lithi Shield Lithi Shield Grease Steel Shield EPA

Strike Shield Spray Shield Tool Shield

Drill & Tap Shield

100% 美國制造
100% 美國進口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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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表層離子化
平整金屬表面、並

正極化

同極相斥效應 ─ 金

屬之間「零」接觸

強排效果 ─ 帶走灰

塵、金屬

碎屑

減少磨擦、機件運

轉更順暢

11. EPA 神盾極壓精油

神盾磁懸浮 EPA 潤滑油是一種先進科技及創
新概念研製而成的活性配方，絕不含固體物
質。它含大量正電離子，經由填平金屬表面
的微細凹孔，以達到大大減低磨擦的功效，
而磨擦減少帶來的立即利益是：省電。

因此它會使金屬表面變得更加平滑，同時也
轉化成全面正極化。根據同極相斥的原理，
金屬與金屬表面之間會產生一道幾不可見的
空隙，從而使金屬之間接觸減至近乎零。

正電離子也會將灰塵微粒和金屬碎屑轉化成
正極，因與金屬表面同極相斥，使其無法寄
附於金屬表面，促使系統的導管內壁潔淨暢
通，可同時增強功能及節省用電。

金屬粗糙表面放大圖
高峰帶正電；谷底帶負電

添加神盾 EPA 精油後，金屬表面
全部帶正電，而且也變平整：

 金屬碎屑被正極化，被排斥

 原本黏附在機件表面上的舊潤
滑油油膜被清走

 神盾 EPA 精油最後依附在金屬
表面，令金屬磁懸浮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mainpage/industrial-product-steel-shield-extreme-pressure-antiwear-product.html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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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ool Shield 神盾工具精油

神盾工具精油是汽車業和工業類的工具設備的活動金屬件最
強大的保護盾。

邊界膜保護層是一股隱形的離子能量，避免金屬直接碰撞，
摩擦磨損、極壓扭矩、空氣管路水分和內部污垢所引起的熱
量和摩擦磨損，使工具設備免受傷害。

它適用於所有的往復式、旋轉式氣動工具、固定式和掌上型
電動工具、大部分的手動工具。神盾工具精油有去除污垢功
能，提高工具設備的有效功率、性能，並大大減少了磨損。

大大強化金屬表面堅硬度
減少磨損﹑熱力﹑預防金

屬部件氧化

運作更暢順﹑耐用﹑寧靜
提高工具設備有效功率、

維修費用大幅下降

材料安全資料

• 燃點：226℃ • 無公害
• 不易燃 • 合成碳氫化合物

物理資料

• 沸點：238℃ • 不溶於水
• 蒸發率：< 0.01 • 氣化壓力：< 1@25℃
• 比重：1.07 • 中至深琥珀色

推薦使用

• 旋轉式氣動工具 • 氣動切割工具
• 往復式氣動工具 • 氣動砂輪機
• 衝擊型扳手 • 氣動釘槍
• 氣動棘輪扳手 • 氣動釘裝機
• 氣動打磨機 • 自動注油器
• 氣動鑽機 • 手動工具

用法說明

• 按照工具製造商的說明書來使用。需要根據工具的使用頻率和是否長期
使用，來決定每天潤滑一次還是數次

• 不含揮發物或溶劑。含合成的碳氫化合物和先進技術的有機金屬代謝優
化劑。無毒、環保

產品編號 產品代碼 產品型號 裝箱數 箱子尺寸 (W x H x D) 箱子體積 箱子重量 TI / HI

TS-1 8-94630-00141-0 神盾工具精油 – 1 盎司 (29.5 毫升) 24 6.875”X 3.875”X 4.625” 0.07 inch³ 2.5 lb 48 / 12
TS-4 8-94630-00143-4 神盾工具精油 – 4 盎司 (118 毫升) 12 5.5”X 6.5”X 7.125” 0.16 inch³ 3.8 lb 40 / 8
TS-16 8-94630-00144-1 神盾工具精油 – 16 盎司 (473 毫升) 12 10.75 X 10.75 X 8 0.54 inch³ 15 lb 20 / 5
TS-128 8-94630-00145-8 神盾工具精油 – 1 加侖 (3.785 升) 4 9.25 X 12.5 X 14.5 0.97 inch³ 34 lb 12 / 4
TS-5G 8-94630-00126-7 神盾工具精油 – 5 加侖 (18.93 升) 1 42 lb
TS-15G 8-94630-00127-4 神盾工具精油 – 1 加侖 (56.78 升) 1 125 lb
TS-55G 8-94630-00128-1 神盾工具精油 – 1 加侖 (208 升) 1 455 lb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mainpage/industrial-product-tool-shield.html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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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Lithi-Shield (NLGI

#2)
神盾鋰基潤滑脂

神盾鋰基潤滑脂 LITHI-SHIELD 是世紀最強的抗高壓抗磨複
合鋰基潤滑脂的總冠軍。

LITHI-SHIELD 的活性分子能夠迅速封閉、平整金屬表面來
降低工作熱量，讓活動的金屬件可於近乎「零摩擦」最佳狀
態下運作，保護金屬免於解體。邊界膜保護層是一股隱形的
離子能量，避免金屬直接碰撞，這使它超越了所有其他複合
鋰基潤滑脂的性能表現。只要少量的神盾鋰基潤滑脂，性能
就可以超越其他潤滑脂。神盾鋰基潤滑脂的抗氧化性相當卓
越，比其它最接近的競爭對手高出兩倍以上。

大大強化金屬表面堅硬度
減少磨損﹑熱力﹑

預防金屬部件氧化

運作更暢順﹑耐用﹑

寧靜

營運成本、維修費用

大幅下降

產品規格

• NLGI 級別：2 • 抗磨金屬處理：神盾 EPA

ASTM 測試結果

• D-217 潤滑膏圓錐鑽透測試, Worked, 60s 265 - 295

• D-217 潤滑膏圓錐鑽透測試, Unworked 265 - 295

增稠劑種類 鋰基潤滑脂
• D128 增稠劑, % 8 - 11

顏色 Light Amber

材質 Smooth

• D-2265 滴點 500℉
• D-445 40℉時的黏度, cst 220

• D-445 100℉時的黏度, cst 19

• D-2270 黏度指數 95

• D-92 閃燃點,℉ 464

• D-92 燃點,℉ 550

• D-2509 泰姆肯測試 - 無磨損極壓負荷性能 (lbs.) 60

• D-1743 潤滑脂防腐蝕性能測定法 Pass

• D-4048 蒸氣脫脂級三氯乙烷規格 1B

• D-2266 四球磨損測試, mm 0.68

• D-2596 四球黏結測試, Kg Min. 800 / Pass

• D-5483 抗氧化誘導時間 210℃，最低 11.47

• D-1264 水沖洗 @ 79℃ 2.7 %

• 美鋼流動
性試驗

77℉時的流動性, g/min 576

60℉時的流動性, g/min 275.4

40℉時的流動性, g/min 86.6

20℉時的流動性, g/min 15.3

0℉時的流動性, g/min 1.6

推薦使用

• 所有極壓應用 • 所有類型的傳送帶

• 萬向接頭 • 所有類型的軸承

• 所有轉動機械 • 車身底盤、起落架裝置

• 所有重型機械 • 所有類型的泵

• 所有鐵路設備 • 傳動軸

• 所有船舶機械的應用 • 所有軸類組件

產品編號 產品代碼 產品型號 裝箱數 箱子尺寸 (W x H x D) 箱子體積 箱子重量 TI / HI

LS-T 8-94630-00181-6 神盾鋰基精油潤滑脂 – 59.14 毫升/桶 24 9.25”X 6.5”X 4.75” 0.16 inch³ 1.9 lb 40 / 8
LS-C 8-94630-00182-3 神盾鋰基精油潤滑脂 – 414 毫升/桶 40 12”X 10.75”X 19.5” 1.45 inch³ 42 lb 6 / 5
LS-LB 8-94630-00183-0 神盾鋰基精油潤滑脂 – 473 毫升/桶 12 13.5”X 6.25”X 3.5” 0.17 inch³ 15.2 lb 36 / 8
LS-5LB 8-94630-00184-7 神盾鋰基精油潤滑脂 – 2.365 升/桶 4 14.125”X 6.75”X 9.5” 0.53 inch³ 23.4 lb 12 / 8
LS-P 8-94630-00185-4 神盾鋰基精油潤滑脂 – 16.5 升/桶 1 38 lb
LS-K 8-94630-00186-1 神盾鋰基精油潤滑脂 – 56.8 升/桶 1 132 lb
LS-D 8-94630-00187-8 神盾鋰基精油潤滑脂 – 189 升/桶 1 437 lb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mainpage/industrial-product-lithi-shield-lithium-complex-grease.html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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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Reel-Shield Grease

(NLGI #1)
神盾滑輪全能潤滑脂

神盾滑輪全能潤滑脂 REEL SHIELD GREASE 是現世紀最優
秀的專門為滑輪設計和配製的潤滑劑，清潔和海水防護劑。

高效潤滑和保護任何類型的滑輪和牽引系統的活動金屬件，
防止其受到高壓破壞和磨損。迄今為止，神盾滑輪全能潤滑
脂對滑輪內部活動部件的滲透能力和在極端環境下的防海水
腐蝕能力都比任何其他產品更好。這突顯出神盾滑輪全能潤
滑脂，無論淡水或者鹹水環境中，都是全面保養和維護滑輪
的最佳工具。神盾滑輪全能潤滑脂通過了嚴苛的海洋實地測
試，事實證明其性能對比其它產品優越而且超凡。

大大強化金屬

表面堅硬度

減少磨損﹑熱力﹑

預防金屬部件氧化

運作更暢順﹑耐用﹑

寧靜

營運成本、維修費用

大幅下降

產品規格

• NLGI 級別：1 • 抗磨金屬處理：神盾 EPA

ASTM 測試結果

• D-217 潤滑膏圓錐鑽透測試, Worked , 60s 310 - 340

• D-217 潤滑膏圓錐鑽透測試, Unworked 310 - 340

增稠劑種類 鋰基潤滑脂
• D128 增稠劑, % 6 - 8

顏色 Light Amber

材質 Smooth

• D-2265 滴點 500℉
• D-445 40℉時的黏度 , cst 220

• D-445 100℉時的黏度, cst 19

• D-2270 黏度指數 95

• D-92 閃燃點,℉ 464

• D-92 燃點,℉ 550

• D-2509 泰姆肯測試 - 無磨損極壓負荷性能 (lbs.)60+

• D-1743 潤滑脂防腐蝕性能測定法 Pass

• D-4048 蒸氣脫脂級三氯乙烷規格 1B

• D-2266 四球磨損測試, mm 0.7

• D-2596 四球黏結測試, Kg Min. 800 / Pass

• D-5483 抗氧化誘導時間 180℃，最低 95

• D-1264 水沖洗 @ 79℃ 2.7 %

• 美鋼流動
性試驗

77℉時的流動性, g/min

60℉時的流動性, g/min 515

40℉時的流動性, g/min 257.1

20℉時的流動性, g/min 78.9

0℉時的流動性, g/min 5.4

推薦使用

• 滑輪運作 • 大幅延長滑輪壽命

• 保護金屬免受侵蝕 • 捕魚工具投擲得更遠

• 大幅延長捕魚鉗子、工具及其他
設備的使用壽命

產品編號 產品代碼 產品型號 裝箱數 箱子尺寸 (W x H x D) 箱子體積 箱子重量 TI / HI

LS-T 神盾鋰基精油潤滑脂 – 59.14 毫升/桶 24 9.25”X 6.5”X 4.75” 0.16 inch³ 1.9 lb 40 / 8
LS-C 神盾鋰基精油潤滑脂 – 414 毫升/桶 40 12”X 10.75”X 19.5” 1.45 inch³ 42 lb 6 / 5
LS-LB 神盾鋰基精油潤滑脂 – 473 毫升/桶 12 13.5”X 6.25”X 3.5” 0.17 inch³ 15.2 lb 36 / 8
LS-5LB 神盾鋰基精油潤滑脂 – 2.365 升/桶 4 14.125”X 6.75”X 9.5” 0.53 inch³ 23.4 lb 12 / 8
LS-P 神盾鋰基精油潤滑脂 – 16.5 升/桶 1 38 lb
LS-K 神盾鋰基精油潤滑脂 – 56.8 升/桶 1 132 lb
LS-D 神盾鋰基精油潤滑脂 – 189 升/桶 1 437 lb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reel-shield-grease/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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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神盾鋰基潤滑脂及神盾滑輪全能潤滑脂產品兼容性表

相對的兼容性等級

B = 界線 C = 兼容 I = 不兼容

附注：這個表是通用的兼容性指引，特定的潤滑脂能相容。但必須做測試以確保
不同產品能互相兼容。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reel-shield-grease/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mainpage/industrial-product-lithi-shield-lithium-complex-grease.html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PAGE 24Company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16. Strike Shield 神盾強效萬能精油

神盾強效萬能精油 STRIKE SHIELD 是現世紀最優秀而且萬能
的潤滑劑、清潔劑、除濕劑、除塵劑、防銹劑和防護劑。

在最嚴苛和惡劣的工作環境，特別是潮濕的地方 (如海洋) 作
業，24 小時無間斷提供保證不失效的保護。噴灑於任何因潮
濕或生銹以至失效的機械系統的故障部位，就能快速有效地
滲入即使是銹蝕最嚴重的零件上，鬆動銹皮以釋放運轉機
械，能徹底終止銹蝕。

在潮濕的電子﹑電路系統中它能快速地徹底清除水份。在印
刷電路板上輕輕噴上一層，用刷子刷去多餘的油，就能去除
腐蝕，它那層極薄的離子能量保護油膜能有效防止後續腐
蝕。

滲入銹蝕最嚴重的零件終

止銹蝕

潤滑、清潔、除濕、除

塵、防銹、防護

運作更暢順﹑耐用﹑寧

靜

營運成本、維修費用大幅

下降

材料安全資料

• 燃點：61℃ PMCC (Pensky –
Martens closed-cup 測試)

• 吞入：不要試圖嘔出，立即就醫

• 無公害 • 眼部接觸：用清水沖洗 15分鐘
• 可燃 • 皮膚接觸：用肥皂與水徹底清洗
• 合成碳氫化合物 • 小心放置，遠離兒童
• 儲存室溫不得高於 61℃

物理資料

• 沸點：186 - 201℃ • 不溶於水
• 蒸發率：< 0.01 • 氣化壓力：< 1@25℃
• 比重：1.02 • 中至深琥珀色

推薦使用

• 釋放黏結的螺母和螺栓 • 電纜裝置
• 釋放黏結的鎖 • 傳動及機械交換系統
• 吱吱作響的鉸鏈 • 任何類型的汽車、航運、農業、工業、

商業等的設備需要有效快速滲透、潤
滑、防腐防銹、去濕除塵、長效全能
的保護劑

• 滑動部件如門窗、活頁裝置等
• 齒輪裝置、凸輪
• 輸送帶裝置、聯動裝置

用法說明

• 噴灑或者塗抹於有需要的部件或者部位上，有需要時抹去多餘的。對於
銹蝕極嚴重的，需要重複使用

• 注意: 儲存溫度不得高於 61℃，不能在通電電路上噴灑，遠離火源，含
石油脂肪烴

產品編號 產品代碼 產品型號 裝箱數 箱子尺寸 (W x H x D) 箱子體積 箱子重量 TI / HI

STKS-4WS 8-94630-00104-5 神盾強效萬能精油 – 4 盎司 (118 毫升) 12 6.625”X 7”X 5” 4 inch³ 0.13 lb 56 / 7
STKS-16WS 8-94630-00105-2 神盾強效萬能精油 – 16 盎司 (473 毫升) 12 10.125”X 10”X 7.625” 14 inch³ 0.44 lb 20 / 5
STKS-128 8-94630-00109-0 神盾強效萬能精油 – 1 加侖 (3.785 升) 4 15.625”X 11.875”X 8.125” 33.5 inch³ 0.17 lb 12 / 4
STKS-5G 神盾強效萬能精油 – 5 加侖 (18.93 升) 1 42.5 inch³
STKS-15G 神盾強效萬能精油 – 15 加侖 (56.78 升) 1 126.5 inch³
STKS-55G 神盾強效萬能精油 – 55 加侖 (208 升) 1 461 inch³

美國離子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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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Spray Shield 神盾強力除濕去銹精油

神盾強力除濕去銹精油﹙噴劑﹚是全能的強力除濕去銹兼潤
滑劑之王。

應用範圍廣泛，就算在最惡劣的腐蝕和潮濕環境中，也能以
最高效滲透到設備的金屬部件進行除銹和去濕。

神盾強力除濕去銹精油，能夠滲透到極難接觸的內部和隱蔽
的區域，提供快速、可靠、持久的除銹、去濕和潤滑作用。

潤滑、除濕、去銹

保護機件﹑

徹底終止

銹蝕

營運成本、

維修費用

大幅下降

材料安全資料

• 燃點：226℃ • 無公害
• 不易燃 • 合成碳氫化合物

物理資料

• 沸點：238℃ • 不溶於水
• 蒸發率：< 0.01 • 氣化壓力：< 1@25℃
• 比重：1.07 • 中至深琥珀色

推薦使用

• 金屬機械 • 鋼纜
• 金屬滑動面 • 接頭
• 鏈條動力裝置 • 聯動裝置
• 滑道 • 輪子
• 槓桿 • 螺旋鑽
• 滑輪 • 生銹的螺母和螺栓
• 鉸鏈 • 汽車、工業或商業領域中，任何需要外

部高效除銹和去濕噴霧潤滑劑來對隱蔽
部位進行處理的

• 工具
• 輪軸軸承
• 開放式齒輪裝置

用法說明

• 在需要潤滑的表面上使用神盾強力除濕去銹精油。處理極嚴重生銹或腐
蝕的情況，應重複多次使用神盾強力除濕去銹精油

• 不含揮發物或溶劑。含合成碳氫化合物和先進技術的有機金屬代謝優化
劑。無毒、環保

產品編號 產品代碼 產品型號 裝箱數 箱子尺寸 (W x H x D) 箱子體積 箱子重量 TI / 
HI

SS-1 8-94630-00146-
5

神盾強力除濕去銹精油 (噴霧) – 1 盎司 (29.5 毫升) 24 6.875”X 3.875”X 4.625” 0.07 inch³ 2.5 lb 48 / 12

SS-4 8-94630-00148-
9

神盾強力除濕去銹精油 (噴霧) – 4 盎司 (118 毫升) 12 5.5”X 7”X 7.125” 0.16 inch³ 3.8 lb 40 / 8

SS-16 8-94630-00149-
6

神盾強力除濕去銹精油 (噴霧) – 16 盎司 (473 毫升) 12 10.75”X 10.75”X 8” 0.54 inch³ 15 lb 20 / 5

SS-128 8-94630-00150-
2

神盾強力除濕去銹精油 (噴霧) – 1 加侖 (3.785 升) 4 9.25”X 12.5”X 14.5” 0.97 inch³ 34 lb 12 / 4

SS-5G 8-94630-00129-
8

神盾強力除濕去銹精油 (噴霧) – 5 加侖 (18.93 升) 1 42 lb
美國離子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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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底油 與神盾 EPA 相容 ? 神盾產品應用

1 Petroleum, Mineral Oil 否 神盾 EPA

2

SHC (Synthetic Hydrocarbon)

A. Alkylated Aromatics

B. Olefin Oligomers 

e.g. Amsoil, Mobil 1, Castrol Syntec

是 神盾 EPA

3

Halogenated Hydrocarbons

A. Chlorotrifluoroethylene, Polytetrafluoroethylene, 

(PTFE).

e.g. Insoluble cutting oil, radiation resistant oil, some 

heavy duty gear oil, load carrying oils.

是 神盾 EPA

4

Glycol Synthetic Esters

A. Alkanolamines

B. Polyol Glycols

e.g. Fire proof hydraulic fluids, cutting fluids, R-134A 

Refrigerant Oils, etc.

否 因應要求

5
Organic Ester Synthetics

A. VME - Vegetable Methyl Ester 

e.g. Some food grade oils,  specialty biodegradable oils

否 因應要求

6

Phosphate Esters

A. Triphenol Butylated Phosphate

B. Trisecyl Phosphate

C. Tricresyl Phosphate

e.g.Turbine Oils

否 因應要求

7

Silicone Oils

A. Methyl Silicone

B. Phenyl Methyl Silicone

C. Silicate Ester/Disiloxane

否 沒有

8

Synthetic Ether

A. Polyphenyl Ether

B. Chlorinated Diphenyl Ether

C. Perfluorinated polyether

否 因應要求

18. EPA 神盾極壓精油相容性

Keywords to look for on MSDS or  

Product Description/Technical 

Sheets

"Glycol“  "Alkanolamine"

"Ether“  "Ester"

"Phosphate“  "VME“   "Phenyl/Phen

ol“  "Silicate"

"Boron Oxide *"

• Boron Oxide is a common 

additive to Alkanolamine cutting 

fluids.

Copyright 1986-2015.SST美國離子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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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神盾潤滑脂在軸承系統的選用方法

美國離子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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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神盾潤滑脂在軸承系統的選用方法

美國離子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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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神盾潤滑脂在軸承系統的選用方法
如何選擇合適的潤滑脂？

一個常見的錯誤是把油脂等級 (grease consistency) 與基礎油粘稠度 (base 

oil viscosity) 混淆了。大多數使用此類潤滑脂的是滾動軸承 (element 

bearings)，所以應該以粘度 (base oil viscosity) 來選擇。雖然大多數人不

會選擇 EP220 齒輪油應用於油式電機軸承 (oil lubricated)，但是很多人會

選擇含有EP220 油的油脂於脂式軸承 (grease lubricated)。要確定滾動軸承

要求的最小和最佳粘度，可以通過速度系數 (speed factor)來求出，通常以

DN 或 NDm來表示。速度系數反映滾動軸承的表面速度，由下列程式來計

算：

計算 NDm 值要使用軸齒直徑而不是孔徑因為相同孔徑的軸承不代表具有相

同的滾動直徑，因此具有不同的表面速度。知道了速度系數的值和工作溫度

，最低粘度要求可從右面的圖表 1 直接讀出。

DN = (轉速) X (軸承孔直徑) NDm = 轉速 X ((軸承內徑+外徑) / 2)

最常見的 OEM 潤滑脂規格是 NLGI-2 號鋰基脂。除了等級 (consistency) 和增稠劑類型 (thickener type)，其他

考慮因素包括增稠劑濃度 (thickener concentration)，滴點 (dropping point)，工作溫度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工作穩定性 (working stability)，氧化安定性 (oxidation stability)，耐磨性等 (wear 

resistance) 等。
基礎油粘度

圖 1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PAGE 30Company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19. 神盾潤滑脂在軸承系統的選用方法
如何選擇合適的潤滑脂？

圖 2 顯示了一些常見的添加劑類型。大多數潤滑脂使用 API 第 I 類和 II 類礦物油為基礎油，符合大多數應

用需要。但是，對一些特殊的應用要求，使用合成基礎油可能有較好的效果。這些包括工作溫度範圍要求

極寬的情況或者需要特長的潤滑油更換時數的機械。

雖然圖 1 能夠假定基礎油的粘度指數，為了更精確，我們還需要用一個粘度／溫度圖表來確定潤滑劑的黏

度。

添加劑 軸頸軸承 球形軸承 推力軸承 滾子軸承 滾針軸承

抗氧化劑 • • • • •

抗發泡劑 • • • • •

抗磨劑 • • • •

抗銹蝕劑 • • • • -

極壓劑 - -

抗乳化劑 • • • • -

粘度指數改善劑 - - - - •

抗腐蝕劑 • • • • •

• 必需的 - 因應使用狀況而定

添加劑和基礎油類型

圖 2

美國離子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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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神盾潤滑脂在軸承系統的選用方法
如何選擇合適的潤滑脂？

NLGI 已經建立了一個規範來表示不同的等級從 000（半流體）開始至 6 級（塊脂）。最常見的NLGI等級是II

適合大多數應用要求。

對於軸承，通過速度系數和操作溫度可以選定最佳的 NLGI 等級。有時候更高的速度系數會要求使用較高等級

的潤滑脂。右面的表 1 提供基於速度系數和工作溫度的一般指導性 NLGI 等級選擇。

潤滑脂等級和稠化劑類型

表 1

工作溫度 DN (速度指數) NLGI 號 *

-30 至 100°F

0 - 75,000
75,00 - 150,000

150,000 -
300,000

1
2
2

0 至 150°F

0 - 75,000
75,00 - 150,000

150,000 -
300,000

2
2
3

100 至 275°F

0 - 75,000
75,00 - 150,000

150,000 -
300,000

2
3
3

* 亦要視乎其他因素，如軸承種類、增稠劑種類、底
油粘度與種類等

目前正在使用的油脂增稠劑 (grease thickener) 有許多類型

，最常見的是鋰皂 (Lithium Soaps)，複合鋰 (Lithium-

Complex) 和聚脲 (Polyurea)。鋰皂通常用於通用型潤滑脂

和適合一般適中溫度下工作。在較高的操作溫度要求下複合

鋰有效好的性能表現。鋰皂脂的最高工作溫度約 250 ℉，

而複合鋰脂則可以達到 350℉。正變得越來越流行的另一種

增稠劑類型是聚脲，像複合鋰一樣擁有良好的高溫性能，高

氧化穩定性和耐滲漏性。考慮改變產品增稠劑類型前，要注

意性能要求和相容性。

美國離子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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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室溫環境下使用，高工作溫度和滴點特性完全可以不用理會。如果在低轉速和重負載下使用，建議使

用四球測試﹙4-ball﹚或鐵姆肯﹙Timken OK Load﹚來幫助選擇適當的產品。更重要的是要實行一套持之以

恆的定期審查基制確保使用中的潤滑油維持在較好的質量狀態。要改善整套潤滑方案可以是一個艱钜的任務

，但是選擇適當規格的潤滑油並不難。要提高潤滑性能表現當然不是一件簡單和輕鬆的事，只要認識多一點

潤滑油知識，憑藉一些工具，你可以無憂和正確地選出最適合你的設備的潤滑劑產品。

神盾ABF技術，不但可以提高工作穩定性和潤滑性，而且產品時效更長。

性能特性

19. 神盾潤滑脂在軸承系統的選用方法
如何選擇合適的潤滑脂？

美國離子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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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神盾新加坡生產齒輪系統潤滑油產品目錄

神盾 SST ECI T-SHC AP 

EP
神盾 SST ECI POWER-AP 

PAG

神盾 SST ECI T-GEAR AP 

EP

神盾 SST ECI HD-AP ATF 

DIII

神盾 SST ECI HD-AP EP-

GL-5 神盾 SST ECI HD-AP PTF

美國離子能源

100% 新加坡制造

100% 美國原料

神盾齒輪油是高等級油，適用於各
種高速衝擊負荷、高速低扭矩或低
速高扭矩下的各類齒輪系統，例如
雙曲線齒輪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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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神盾 SST ECI T-SHC AP EP 齒輪油

物理資料

特性 標準 單位 結果

SAE 級別 75W90 75W140

在 40℃時的粘度 ASTM D445 cSt 110 193

在 100℃時的粘度 ASTM D445 cSt 15.5 26.3

粘度指數 ASTM D2270 154 171

閃點 (COC) ASTM D92 ℃ 200 200

傾點 ASTM D97 ℃ -57 -36

產品優點
• 極佳剪切穩定性 • 保持系統清潔及減少沉積物產生
• 減少 200% 及更長的停機維護時
間

• 延長齒輪系統壽命最多至 300% (視乎物理狀況
而定)

• 優秀的抗磨及零部件防震能力 • 降低 3 至 9 分貝的噪音 (視乎系統狀況而定)
• 極高負載及金屬防燒結能力 • 在高溫下保持優異的熱穩定性及抗氧化性
• 優秀的防銹蝕及防侵蝕特性 • 大幅提升系統的有效輸出功率及提高燃料經濟

性
• 大大延長每次吸油相隔時間

可提供容量
• 20L, 200L, 1000L

神盾 SST ECI T-SHC AP EP 齒輪油是全天侯的高性能抗
極壓全合成油。油品及獨家 ABF 技術製成，並添加了硫
磷及無灰份分散劑，大大加強了抗氧化、抗侵蝕、抗乳
化、抗磨及抗泡沫等。

本潤滑油已經獲得了以下認證及合乎以下效能標準︰
API, GL-5, MT-1 and SAE J2360, MIL-PRF-2105E, 
Scania STO 110, Mack GO-J, etc., and particularly for 
hypoid gears under severe operating conditions.

神盾 SST ECI T-SHC AP EP 齒輪油適用於所有類型的開
放及密封式工業用齒輪，包括手動變速系統的雙曲面齒
輪、後軸承、差速系統、傳動系統、過速裝置、輪軸
承、轉向齒輪系統、萬向節等，在低溫運作環境及極之
嚴苛的操作環境下，能發揮優秀的表現。

美國離子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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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神盾 SST ECI POWER-AP PAG 齒輪油

物理資料

特性 標準 單位 結果

ISO 級別 150 220 320 460

在 40℃時的粘度 ASTM D445 cSt 150 220 320 460

在 100℃時的粘度 ASTM D445 cSt 23 34 51 72

粘度指數 ASTM D2270 185 202 220 230

閃點 (COC) ASTM D92 ℃ 225 225 225 230

傾點 ASTM D97 ℃ -30 -30 -30 -27

FZG Fail Loading 

Stage
DIN 51354-2

12+ 12+ 12+ 12+

產品優點
• 減少沈澱物, 保持系統清潔 • 良好的過濾性及空氣釋放性
• 延長每次吸油週期 • 減低泡沫形成的傾向性
• 減低磨擦系數及牽引 • 降低最長超過 200% 的停機維護時間
• 優秀的抗氧化及抗銹蝕性能 • 延長零組件壽命達 400% (要視乎物理情況)
• 與油封物料相容 • 降低 3db 至 9db 的噪音 (要視乎系統狀況)
• 長效的水鮮穩定性 • 大幅改善系統效能

可提供容量
• 20L, 200L, 1000L

神盾 SST ECI POWER AP PAG 齒輪油是全天侯的高性能
抗極壓全合成油。油品及獨家 ABF 技術製成，有極高粘
度指數及低傾點，使潤滑油在高溫及底溫運作環境下都
有極佳表現。並且大大加強了抗氧化、抗侵蝕、抗乳
化、抗磨、抗泡沫及長效水解穩定性等能力。 ABF 技術
能減低磨擦系數以達致系統但耗能及增加工作溫度效
能，因此，神盾的能力大大超越了市面上的著名品牌。

本潤滑油適用於所有蝸齒輪組系統，及推薦於高溫、高
負載、潮濕等環境中使用。

美國離子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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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神盾 SST ECI T-GEAR AP EP 齒輪油

物理資料

特性 標準 單位 結果

ISO 級別 150 220 320 460 680 1000 1500

在 40℃時的粘度
ASTM 

D445
cSt 150 220 320 460 680 1000 1500

在 100℃時的粘度
ASTM 

D445
cSt

14.8 19 24 30 38 44 61.2

粘度指數
ASTM 

D2270

95 95 95 95 90 90 90

閃點 (COC) ASTM D92 ℃ 240 245 247 250 250 252 255

傾點 ASTM D97 ℃ -10 -9 -9 -9 -6 -3 -3

銅腐蝕測試
ASTM

D130

1B 1B 1B 1B 1B 1B 1B

產品優點
• 減少沈澱物, 保持系統清潔 • 延長齒輪壽命
• 延長每次吸油週期 • 超強的抗極壓性能
• 減低磨擦系數及牽引 • 降低最長超過 200% 的停機維護時間
• 優秀的抗腐蝕及抗銹蝕性能 • 延長發動機壽命達 300% (要視乎物理情況)
• 優秀的抗氧化及高溫穩定性 • 降低 3db 至 9db 的噪音 (要視乎系統狀況)
• 保護機件對抗磨損及震動 • 大幅改善系統效能

可提供容量
• 20L, 200L, 1000L

神盾 SST ECI POWER AP PAG 齒輪油是全天侯的高性能
抗極壓全合成油。油品及獨家 ABF 技術製成，並添加了
抗氧化、抗侵蝕、抗乳化、抗磨及抗泡沫等改善劑。

本潤滑油已經獲得了以下認證及合乎以下效能標準︰
ISO 12925-1:1996 Category CKD, AISE 224, 
ANSI/AGMA 9005-E02, DIN 51517 Part 3, Cincinnati 
Lamb P-59 series, Textron David Brown S1.53 101 
and pass FZG 12th stage test, etc.

本潤滑油適用於有開放式及密封式的齒輪組系統，可用
於蝸齒輪、軸承及各種滑動系統。

美國離子能源

Ultra Quality Lubricants For Heavy Gearing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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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神盾 SST ECI HD-AP ATF DIII 齒輪油

物理資料

特性 標準 單位 結果

SAE 級別 DIII

在 40℃時的粘度 ASTM D445 cSt 34

在 100℃時的粘度 ASTM D445 cSt 7.6

粘度指數 ASTM D2270 176

閃點 (COC) ASTM D92 ℃ 170

傾點 ASTM D97 ℃ -35

產品優點
• 極佳剪切穩定性 • 保持系統清潔及減少沉積物產生
• 優勢的低溫流動性能 • 在高溫下保持優異的熱穩定性及抗氧化性
• 優秀的抗磨及零部件防侵蝕能力 • 防止噴火效應以保持齒輪系統的完整性
• 大幅改善磨擦系數

可提供容量
• 20L, 200L, 1000L

神盾 SST ECI HD-AP DIII 齒輪油是最新技術的自動變速
系統油。油品及獨家 ABF 技術製成，采用優質底油及添
加了抗氧化、抗侵蝕、抗乳化、抗磨及抗泡沫等改善
劑，大大改善了抗氧化穩定性及底溫流動性能。

本潤滑油已經獲得了以下認證及合乎以下效能標準︰
GM DEXRON IID, IIIG, IIIH, Ford MERCON, Caterpillar 
TO-2, Allison C-4。

神盾 SST ECI HD-AP DIII 齒輪油適用於所有類型需要
Dexron III 規格的客車及而輕型車輛。油品亦推薦使用
於所有類型的自動傳動系統及 Vickers pumps，作液壓
油使用。

美國離子能源

Ultra Quality Lubricants For Heavy Gearing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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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神盾 SST ECI HD-AP EP-GL-5 齒輪油

神盾 SST ECI HD-AP EP-GL-5 齒輪油是市面上最強的自
動變速系統油。油品及獨家 ABF 技術製成，采用優質底
油及添加了抗極壓、抗氧化、抗侵蝕、抗乳化、抗磨及
抗泡沫等改善劑，大大改善了穩定性。

本潤滑油不含任何鉛份，對環境友好，並已經獲得了以
下認證及合乎以下效能標準︰ API GL-5, MIL-L-2105D, 
ZF TE-ML 05A, 7A, 12E, 16B, 16C, 16D, 17B, 19B, 21A 
and MAN 342 Type 2 。

神盾 SST ECI HD-AP EP-GL-5 齒輪油適用於所有類型的
交錯軸齒輪、螺旋斜面軸、轉向系統、裝有傳動系統的
重型軸及於嚴苛環境下工作的齒輪。

美國離子能源

Ultra Quality Lubricants For Heavy Gearing Systems

物理資料

特性 標準 單位 結果

SAE 級別
SAE 

90

SAE 

140
SAE 80W90

SAE 

85W140

在 40℃時的粘度 ASTM D445 cSt 197 450 156 425

在 100℃時的粘度 ASTM D445 cSt 18 30 15.4 30

粘度指數 ASTM D2270 96 95 100 97

閃點 (COC) ASTM D92 ℃ 212 222 205 222

傾點 ASTM D97 ℃ -10 -9 -27 -18

• 大幅提高系統負載能力 • 在高溫下保持優異的熱穩定性及抗氧化性
• 保護機件對抗磨損及震動 • 防止噴火效應以保持齒輪系統的完整性
• 優秀的抗腐蝕及抗銹蝕性能 • 延長齒輪壽命

可提供容量
• 20L, 200L, 1000L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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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神盾 SST ECI HD-AP PTF 齒輪油

物理資料

特性 標準 單位 結果

SAE 級別
SAE 

10W

SAE 

30
SAE 40 SAE 50

SAE 

60

在 40℃時的粘度 ASTM D445 cSt 42 97 141 228 318

在 100℃時的粘度 ASTM D445 cSt 6.5 11.3 14.7 19.2 24

粘度指數 ASTM D2270 105 98 97 95 95

閃點 (COC) ASTM D92 ℃ 205 210 215 225 230

傾點 ASTM D97 ℃ -30 -25 -25 -9 -9

產品優點
• 有效控制系統的磨擦系數 • 在高溫下保持優異的熱穩定性及抗氧化性
• 保護機件對抗磨損及震動 • 延長制動系統及傳動系統壽命
• 減少制動噪音 • 防止噴火效應以保持齒輪系統的完整性
• 與彈性體物料相容

可提供容量
• 20L, 200L, 1000L

神盾 SST ECI HD-AP PTF 齒輪油是高性能傳動油。油品
及獨家 ABF 技術製成，並添加了抗氧化、抗侵蝕、抗乳
化、抗磨及抗泡沫等改善劑，亦有效控制系統的磨擦系
數、達致減少制動噪音及與彈性體物料相容。

本潤滑油已經獲得了以下認證及合乎以下效能標準︰
Caterpillar TO-4, Caterpillar TO-4M, Allison C-4, 
Komatsu 07.868.1, ZF TE-ML 01, 03C and API CF, CF-
2, etc.

本潤滑油適用於有高性能傳動系統，包括 Caterpillar 系
統、浸入的制動系統及裝有液壓系統的重型越野機械。
油品亦推薦使用於所有類型的自動傳動系統及 Vickers 
pumps，作液壓油使用。

美國離子能源

Ultra Quality Lubricants For Heavy Gearing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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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神盾新加坡生產液壓系統潤滑油產品目錄

神盾 SST ECI TV T-POWER 神盾 SST ECI HD-AP

美國離子能源

100% 新加坡制造

100% 美國原料

神盾液壓系統油是高等級油，適用
於各種類型、負載及高低溫操作環
境，而且絕不含固體添加劑，是最
新及最強的潤滑科技。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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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神盾 SST ECI TV T-POWER 液壓系統油

神盾 SST ECI TV T-POWER 液壓系統油利用獨家 ABF 
技術製成，極具抗磨性。配合高品質底油，使機件壽命
大大延長。

神盾 SST ECI TV T-POWER 液壓系統油適用於：
 所有類型的輕至中度負載的液壓系統，特別是需要

經常換油的舊式系統
 所有需要使用抗磨液壓油的齒輪系統、及葉片式、

軸向或莖向的活塞泵
 所有需要抗磨保護的高負載系統
 所有需要極佳抗磨保護的齒輪及軸承系統

美國離子能源

Ultra Quality Lubricants For Heavy Hydraulic Systems

物理資料

特性 標準 單位 結果

ISO 級別 32 46 68 100

在 40℃時的密度
Kg / 

L
0.872 0.874 0.881 0.89

在 40℃時的粘度 ASTM D445 cSt 30.4 46 68.5 98.5

在 100℃時的粘度 ASTM D445 cSt 5.23 6.75 8.7 11

粘度指數 ASTM D2270 100 100 99 97

閃點 (COC) ASTM D92 ℃ 219 225 230 239

傾點 ASTM D97 ℃ -20 -20 -18 -15

產品優點
• 極佳的抗磨能力, 減低油泵磨損
及延長機件壽命

• 減少沉質物及油泥產生, 特別是工差嚴謹的伺服
電動機閥門

• 特殊的抗腐蝕保護, 減低水氣對
機件的負面影響

• 優秀的抗氧化及過濾特性

• 大幅增加系統效能 • 減少停機維護時間最多超過 300%
• 大幅增加液壓系統組件壽命最高
達 400% (要視乎系統狀況)

可提供容量
• 20L, 200L, 1000L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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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神盾 SST ECI HD-AP 液壓系統油

神盾 SST ECI HD-AP 液壓系統油利用獨家 ABF 技術製
成，極具抗磨性。配合高品質底油，使油品具有強大的
抗磨、抗腐蝕及抗氧化性。

本潤滑油已經獲得了以下認證及合乎以下效能標準︰
Park Denison HF-0, HF-2 and DIN 51524 Part I, II 
specifications。

神盾 SST ECI HD-AP 液壓系統油適用於所有類型的液壓
系統，特別是需要經常換油的舊式系統（不包括鍍銀的
金屬組件）

美國離子能源

Ultra Quality Lubricants For Heavy Hydraulic Systems

物理資料

特性 標準 單位 結果

ISO 級別 32 46 68 100 150

在 40℃時的粘度 ASTM D445 cSt 30 45 67 98 145

在 100℃時的粘
度

ASTM D445 cSt 5.3 6.7 8.6 10.9 14.5

粘度指數
ASTM 

D2270
99 99 98 97 96

閃點 (COC) ASTM D92 ℃ 212 220 228 245 250

傾點 ASTM D97 ℃ -12 -12 -10 -10 -10

產品優點
• 極佳的抗磨、抗腐蝕及抗腐蝕能力 • 優秀的抗氧化及過濾特性
• 大幅增加系統效能 • 減少停機維護時間最多超過 300%
• 大幅增加液壓系統組件壽命最高達 400% 
(要視乎系統狀況)

• 最經濟的強效通用液壓油

可提供容量
• 20L, 200L, 100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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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美國西南研究院之產品測試報告

指標 四球測試法
Lithi Shield

神盾鋰基
潤滑脂

Yamamoto 
EP Grease

Atlas Chisel 
Lube

承受重壓 修正負荷 851.1 501.68 302.79

磨損承受力 負荷磨損指數 92.27 66.73 41.23

高熱負荷 燒結負荷 800 315 315

高壓負荷 最大無卡咬負荷 80 63 50

全勝
Lithi Shield

神盾鋰基潤滑脂

神盾 Lithi-Shield 大幅度戰勝著名品牌 Yamamoto 及 Atlas 潤滑脂

神盾鋰基潤滑脂

報告一

美國離子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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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美國西南研究院之產品測試報告

泰姆肯 (Timken)
測試，神盾潤滑油
遠勝美孚一號及殼
牌同級產品

四球測試 (4-ball 
test)，神盾潤滑
油同樣遠勝美孚一
號及殼牌同級產品

權威實證

測試報告總結 ─ 神盾戰勝殼牌及美孚一號潤滑油
美國西南研究所的測試報告已經明確的告訴所有消費者，神盾 Steel Shield Technologies 

產品是名乎其實的王者。

泰拇肯 (Timken) 主要測試對象是黏度低於 5000 cSt@40℃的潤滑劑。油品摩擦率的高低

必然反映於溫度上，在既定的工作溫度中 (維持於攝氏 38 ~ 39 度之間) 測試潤滑油能夠承

受的最高負載，能直接反映出其抗摩指數是否優異。比較結果如下：

神盾超級航母 (Super-XL 5W30) 與美孚一號 (Mobil 5W30) 在無磨損極壓負荷性能 (Okay 

Load) 中比較出的得分是 45 磅與 12 磅，在最高(咬死)負載壓力 (Score Load) 方面的結果

是 50 磅和 15 磅，即 神盾比美孚於耐壓和抗磨優勝350% 。

神盾全護 (XHD-7 15W40) 與殼牌 (Shell R-3T 15W40) 比較的成績是 35 磅與 21 磅 (OK 

Load) 和 40 磅與 24 磅 (Score Load)，神盾比殼牌於耐壓和抗磨優勝170%。

這證明了神盾不但能夠承受高負載工作，它的抗磨擦能力非常優異，能夠大幅度提升機械

系統的有效輸出功率。

至於四球儀 (4-ball)，主要用來測試高黏度的潤滑劑和抗磨添加劑。我們這次使用四球測試

，是希望通過測試來指出神盾潤滑油並不需要依賴高黏稠度也可以擁有媲美潤滑脂的高抗

磨負載能力。四球測試最重要的指數是它的 LWI 和燒結負荷，一般認為數值越高性能越好

，事實是常規配方的潤滑劑是以高黏稠度來換取抗磨，油品的黏稠度越高，其有效功率越

低是必然的事實。這次測試我們可以看到神盾潤滑油的 Super-XL 5W30 和 XHD-7 

15W40 的修正負荷是 228Kgf 和 139Kgf，相比美孚一號和殼牌的 53Kgf 和 55Kgf，大幅

度領先的成績是鐵一般的事實。而 LWI 是 47Kgf 比 42Kgf 和 40Kgf 比 42Kgf，表面看來

好像相差不多，但是燒結負荷 (Weld Point) 猶如一面照妖鏡，315Kg 和 250Kg 相比

200Kg 已經說出了事實。

這就是神盾真科技，無油潤滑的超級性能。

美國離子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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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美國西南研究院之產品測試報告
泰姆肯測試 (ASTM D2782 Timken Method) ─ 中文譯本

泰姆肯 (Timken)
測試，神盾潤滑
油遠勝美孚一號
及殼牌同級產品

權威實證

美國西南研究院測試報告 – 泰姆肯測試機ASTM
THE TEST REPORT FROM SOUTHWEST RESEARCH INSTITUTE – Timken ASTM

中文譯本
測試報告

2013年5月15日
Steel Shield Technologies

測試報告編號#17274、17276

測試報告編號#17275、17277

ASTM D2782
潤滑油極壓性能測試法

(泰姆肯測試法)

神盾(全護)
SAE 15W-40

規格：1美式加侖

殼牌Shell
SAE 15W-40

規格：1美式加侖

無磨損極壓負荷性能 35 21
最高(咬死)負載能力 40 24
溫度(測試溫度標準) 38 38

ASTM D2782
潤滑油極壓性能測試法

(泰姆肯測試法)

神盾(超級航母)
5W-30

規格：1美式加侖

美孚一號Mobil 1
5W-30

規格：1美式加侖

無磨損極壓負荷性能 45 12
最高(咬死)負載能力 50 15
溫度(測試溫度標準) 39 38

美國西南研究院：
www.swri.org

神盾全勝：

神盾比美孚耐壓和抗磨優勝

350%；

比殼牌優勝 170%

美國離子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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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美國西南研究院之產品測試報告
四球測試 (ASTM D2783 Four-Ball Method) ─ 中文譯本

四球測試 (4-ball 
test)，神盾潤滑油
同樣遠勝美孚一號
及殼牌同級產品

權威實證

美國西南研究院測試報告 – 高溫壓力測試ASTM
THE TEST REPORT FROM SOUTHWEST RESEARCH INSTITUTE – 4-Ball ASTM

中文譯本
測試報告

2013年7月1日
Steel Shield Technologies

測試報告編號#18051、18049

測試報告編號#18502、18050

ASTM D2783
潤滑油極壓性能測試法

(四球測試法)

神盾(超級航母)
5W-30

規格：1美式加侖

美孚一號Mobil 1
5W-30

規格：1美式加侖

修正負荷 228 53
負荷磨損指數 47 42

燒結負荷 315 200
最大無卡咬負荷 80 100

ASTM D2783
潤滑油極壓性能測試法

(四球測試法)

神盾(全護)
SAE 15W-40

規格：1美式加侖

殼牌Shell
SAE 15W-40

規格：1美式加侖

修正負荷 139 55
負荷磨損指數 40 42

燒結負荷 250 200
最大無卡咬負荷 80 100

美國西南研究院：
www.swri.org

美國離子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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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美國西南研究院之產品測試報告
泰姆肯測試 (ASTM D2782 Timken Method) ─ 英文原件

美國離子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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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美國西南研究院之產品測試報告
四球測試 (ASTM D2783 Four-Ball Method) ─ 英文原件

美國離子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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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美國西南研究院之產品測試報告
神盾燃氣機油及壓縮機油泰姆肯測試 (ASTM D2782 Timken) ─ 中文譯本

泰姆肯 (Timken)
測試，神盾潤滑油
遠勝美孚飛馬 801
及 802 同級產品

權威實證

美國西南研究院測試報告 – 泰姆肯測試機 ASTM
THE TEST REPORT FROM SOUTHWEST RESEARCH INSTITUTE – Timken ASTM D2782

中文譯本
測試報告

2014年11月20日
Steel Shield Technologies

測試報告編號 24564 23728 25252 23727 25250 25251

ASTM D2782
潤滑油極壓性能測試法

(泰姆肯測試法)

神盾 SST
燃氣機油

SAE 40 無灰
不含 EPA 精油

神盾 SST
燃氣機油

SAE 40 低灰
含 EPA 精油

神盾 EPA 極
壓精油

神盾壓縮機油
ISO #100 /

150

美孚飛馬
805

美孚飛馬
801

規格 (美式加侖) 1 1 1 1 1 1

無磨損極壓負荷性能 (lbs) 40 40 75 55 9 9

最高(咬死)負載能力 (lbs) 45 45 80 60 12 12

溫度(測試溫度標準) (℃) 38 38 38 38 38 38

美國西南研究院：
www.swri.org

神盾全勝：

神盾的無磨損極壓負荷性能比美孚優勝至少 4.44

倍；

而最高﹙咬死﹚負載能力則比美孚優勝至少 3.75 倍

報告二

同級產品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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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美國西南研究院之產品測試報告
神盾燃氣機油及壓縮機油四球測試 (ASTM D2783 4-Ball) ─ 中文譯本

四球測試 (4-ball 
test)， 神盾亦比美
孚飛馬 801 及 802 
同級產品優勝

權威實證

美國西南研究院測試報告 – 高溫壓力測試 ASTM
THE TEST REPORT FROM SOUTHWEST RESEARCH INSTITUTE – 4-Ball ASTM D2783

中文譯本
測試報告

2014年11月20日
Steel Shield Technologies

測試報告編號 24564 23728 25252 23727 25250 25251

ASTM D2783
潤滑油極壓性能測試法

(四球測試法)

神盾 SST
燃氣機油

SAE 40 無灰
不含 EPA 精

油

神盾 SST
燃氣機油

SAE 40 低灰
含 EPA 精油

神盾 EPA 極壓
精油

神盾壓縮機油
ISO #100 /

150

美孚飛馬
805

美孚飛馬
801

規格 (美式加侖) 1 1 1 1 1 1
修正負荷 (kgf) 70 109 NA 1

負荷磨損指數 (kgf) 35 46 NA 48 34 35
燒結負荷 (kg) 200 250 >800 250 200 200

最大無卡咬負荷 (kg) 80 100 80 100 63 80

美國西南研究院：
www.swri.org

神盾全勝：

神盾的燒結負荷比美孚優勝最多 1.25 倍；

而最大無卡咬負荷則比美孚優勝最多 1.59 倍

報告二

同級產品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PAGE 51Company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30. 美國西南研究院之產品測試報告
神盾燃氣機油及壓縮機油 ASTM D2782 Timken、

D2783 4-Ball＆ D6352 GC ─ 英文原件

報告二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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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美國西南研究院之產品測試報告
神盾燃氣機油及壓縮機油 ASTM D2782 Timken 、

D2783 4-Ball＆ D6352 GC ─ 英文原件

報告二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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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美國西南研究院之產品測試報告
神盾燃氣機油及壓縮機油 ASTM D2782 Timken 、

D2783 4-Ball＆ D6352 GC ─ 英文原件

報告二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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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美國西南研究院之產品測試報告
神盾燃氣機油及壓縮機油 ASTM D2782 Timken 、

D2783 4-Ball＆ D6352 GC ─ 英文原件

報告二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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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合太平洋鐵路總維修及零部件成本比較
使用神盾前 對 使用神盾後 必讀

31. 美國聯合太平洋鐵路成本節省報告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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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00

2001 及 2002 2003 及 2004 2005 及 2006 2007 及 2008 2009 及 2010

最終總成本

最終總成本

最終總成本

最終總成本

最終總成本

成
本

﹙
美

元
﹚

美國聯合太平洋鐵路 2 0 0 1 至 2 0 1 0 年總維修及零部件成本

第一年的維修及零部件開支 第二年的維修及零部件開支

最終總成本 購買神盾鐵路精油的總成本

使用神盾鐵路精油後的最終維修及零部件開支

未使用神盾鐵路精油 未使用神盾鐵路精油 未使用神盾鐵路精油使用神盾鐵路精油 使用神盾鐵路精油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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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提升產能及降低維護時間
使用 ABF 技術的神盾鐵路潤滑劑

是您唯一的選擇！

31. 美國聯合太平洋鐵路成本節省報告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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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高級邊界膜技術的神盾鐵路潤滑劑

• ABF離子轉移磁浮技術，高效提升潤滑及負載能力

• 利用熱力條件與金屬接觸面產生化學作用，形成一層複雜的保護層於兩面金屬面之間

• 經 ABF 技術處理後的金屬面變得極之平滑，而金屬的各種特性亦同時被優化

• ABF 技術讓工作溫度下降，潤滑油膜強度加固，使金屬磨損減少，抗極壓性能亦被提升

使用神盾鐵路潤滑劑所得到的益處

• 増加列車行駛速度

• 列車到站更準時

• 延長零部件壽命及可靠性

• 減少維修及停機時間

• 減少金屬互相磨擦

• 節省能源

• 降低運作溫度

• 機件操作時更順暢

• 保護活動組件

節省
成本

31. 美國聯合太平洋鐵路成本節省報告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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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地區的 M/W 設備﹙動力組件﹚

• 在 2001 及 2002 年，未有使用神盾鐵路潤滑劑於任何動力組件或其他 M/W 零部件

• 在 2003 及 2004年，採用神盾鐵路潤滑劑於動力組件包括傳動系統、液壓系統、齒輪系統及差速系統

專題報告一

* 註：以上節省的開支不包括工資、租金、停機時間或延誤

2001 至 2004 年美國聯合太平洋鐵路成本節省比較

2001 及 2002﹙未有使用神盾鐵路精油﹚ 2003 及 2004﹙使用神盾鐵路精油﹚

系統維修成本 = $172,296 + $249,476

= $421,772

(每年平均 $210,886)

系統維修成本 = $65,722 + $64,021

= $129,742 

(每年平均 $64,871)

神盾鐵路潤滑劑成本 = $21,195 + $18,000

= $39,195 (每年平均 $19,598)

聯合太平洋鐵路總成本 = $168,937 (每年平均 $84,469)

聯合太平洋鐵路節省的開支 = $252,835 (每年平均 $126,417)

使用神盾鐵路油的投資回報 (ROI) = $252,835 - $39,195

$39,195

= 5.45  (545% 回報率)

* 投資回報：節省的開支 - 成本 = ROI

成本

節省
60%
成本

31. 美國聯合太平洋鐵路成本節省報告

必讀

﹙以上為美元﹚ ﹙以上為美元﹚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PAGE 59Company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註：所有核心損壞及應用的維修成本為平均數

所有維修均為潤滑失效及過度磨損所引致

維修成本並不包括工資、停機時間、租金或延誤

美國聯合太平洋鐵路 2005 至 2008 年成本節省報告

• 2005 至 2006 年，美國聯合太平洋鐵路維修成本（沒有使用神盾鐵路潤滑劑）

• 2007 至 2008 年，美國聯合太平洋鐵路採用神盾鐵路潤滑劑的成本分析。

專題報告二

維修點
每個單位的

成本

2005 年的維修單位 2006 年的維修單位 2007 年的維修單位 2008 年的維修單位

單位 成本 單位 成本 單位 成本 單位 成本

零部件的
年均維修
成本

動力系統 12,000.00 4 48,000.00 6 72,000.00 1 12,000.00 0 0

變速系統 11,000.00 3 33,000.00 4 44,000.00 0 0 1 24,000.00

差速系統 1,300.00 2 2,600.00 4 5,200.00 1 1,300.00 0 0

液壓系統油泵 4,000.00 10 40,000.00 8 32,000.00 4 16,000.00 5 14,000.00

閥門失效 935.00 3 2,800.00 3 2,800.00 0 0 2 2100

液壓系統汽缸 600.00 12 7,200.00 15 9,000.00 6 3,600.00 5 3,800.00

液壓系統發動機 2,500.00 8 20,000.00 12 30,000.00 5 12,500.00 1 1200

年均維修成本 $153,000.00 $195,000.00 $45,400.00 $45,100.00

節省
成本

31. 美國聯合太平洋鐵路成本節省報告

必讀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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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合太平洋鐵路 2005 至 2008 年成本節省報告

• 2007 年，美國聯合太平洋鐵路購買了 USD $20,394 神盾鐵路潤滑劑

• 2008 年，美國聯合太平洋鐵路購買了 USD $14,100 神盾鐵路潤滑劑

專題報告二

2005 年 2006 年 2007年 2008年

系統失效成本 153,000 195,000 45,400 45,100

神盾鐵路精油成本 20,394 14,100

總成本 153,000 195,000 65,794 59,200

2005-2006 與 2007-2008 年度美國聯合太平洋鐵路成本節省比較

2005 及 2006
﹙未有採用神盾鐵路潤滑劑﹚

2007 及 2008﹙採用神盾鐵路潤滑劑﹚

系統維修成本 = $153,000 + $195,000

= $348,000

(每年平均 $174,000)

系統維修成本 = $45,400 + $45,100

= $90,500 

(每年平均 $45,250)

神盾鐵路精油成本 = $20,394 + $14,100

= $34,494 (每年平均 $17,247)

聯合太平洋鐵路總成本 = $124,994 (每年平均 $62,497)

聯合太平洋鐵路節省的開支 = $223,006 (每年平均 $111,503)

使用神盾鐵路精油的投資回報 (ROI)
= $223,006 - $34,494

$34,494

= 5.46 (546% 回報率)

節省
64%
成本

31. 美國聯合太平洋鐵路成本節省報告
必讀

﹙以上為美元﹚ ﹙以上為美元﹚

* 註：以上節省的開支不包括工資、租金、停機時間或延誤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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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太平洋鐵路神盾產品編號

• RES-MT-16oz             # 310-4437-0       

• RES-MT-128oz           # 310-4440-0   

• RES-MT-5G                # 310-4441-0

• RES-MT-55G              # 310-4444-0

• RES-MT-300G            # 310-4446-0

總結

• 美國神盾潤滑劑能夠提高列車行駛速度、使列車到站更準時、延長零
部件壽命及可靠性，及減少維修及停機時間，因為神盾 ABF 技術非靠
油，它讓兩面反向互動的金屬表面產生質的優化，讓離子磁浮能量替
代常態潤滑油的流體潤滑以減少金屬互相磨擦及工作溫度。

• 美國太平洋鐵路對美國神盾潤滑劑進行以年計算的長時間測試，證實
神盾對所有金屬部件有正面效益，值得信賴。

• 美國神盾潤滑劑幫助美國聯合太平洋鐵路每年平均節省70% 以上的維
護成本。

31. 美國聯合太平洋鐵路成本節省報告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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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Dyno 專業汽車馬力輸出測試

以下是一輛福特 Focus 2.0L 汽車使用專業汽車馬力測試機 Dyno 的測試報告。
結果顯示，在沒有任何機件改動的情況下，單單只是使用神盾磁浮潤滑油後，
引擎最高馬力由 114.9 增加至 130，暴增了超過 13%！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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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保險証書及從來沒有索償申請證明

高達$2,000,000
美元的保險額

從來沒有索償申請證明

信心
保證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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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May 2008 
Mark W. Pushnick 
President & CEO 
Steel Shield Technologies, Inc 
3351 Industrial Blvd 
Bethel Park, PA 15102-2543 
親愛的馬克：

你好！

我必須對您和您公司 Steel Shield Technologies 表達我最誠摯的謝意。
有了您和你們產品的支援，才讓我在全球反恐戰役中出色地完成任務。

火盾產品，毫不誇張的說，確實是戰場“life saver” 活命丹！

2003年底我第一次去阿富汗的時候，並不瞭解火盾產品。從國內出發時，
他們為我準備了補給包裹，我的個人用槍使用的正是火盾產品。與此同時，
參戰車輛卻是使用另外一款潤滑油。很快，我就意識到，火盾產品確實要
優於其他潤滑油。

在西南阿富汗戰場上，惡劣、潮濕的環境使我們的武器長時間受到高熱、
塵土、甚至生銹的威脅。與其他潤滑油相比，火盾產品是唯一能夠適應環
境，並且在使用之後，武器不會出現突然扳機被卡住無法動彈情況的潤滑
油。火盾，不僅幫助我們的武器有效地防塵，同時也真正表現出其戰場護
盾的作用！

2007年，我一收到被派往伊拉克戰場的消息，就立刻打電話給我爸爸，要
求他幫我準備火盾產品。在布拉格堡進行戰前訓練時，我向我的士兵推薦
了火盾產品。當我向這些頑固的士兵推薦火盾產品時，那些新征入伍的士
兵們成了最難說服的一群人。但是，不久之後，所有的人都開始使用火盾
產品。其中一部分，甚至儲備了一些在他們的包裹中！

在我們到達伊拉克之後，我所帶領的小分隊已經把火盾產品列為戰鬥準備
清單中的必備項。每一部車，每一個人，都必須配有火盾產品，這已經成
為我們分隊的標準操作規程！

34. 重要客戶感謝信

中文譯本 英文原件

「美軍認可指定潤滑油」
信心之選

美國軍隊表揚信
“令子彈永遠不卡槍的保命油”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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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子公司感謝信

2008年12月10日

Mark W. Pushnick
行政總裁
美國離子能源
3351 Industrial Blvd

Mark,

本公司十分感謝貴 公司推薦給我們的一系列潤滑油產品。毫無疑問，美國
神盾磁浮潤滑油的超卓性能給本公司帶來了震撼，實非迄今在市面上所使用過的
其他同類產品所能媲美。

本公司現正使用的「神盾鋰基精油潤滑脂」，在極高溫的工況狀態下仍能保
持高效能，為我們的設備提供保障和強大支援。自此我們的溶爐設備，特別是軸
承不會因承受過度高溫而出現故障，所有問題才徹底解決。以往這些軸承平均每
季度都需要停機替換，這無疑對我們來說在物料成本和停產所引起的損失上帶來
沉重的代價。現在本公司所有焊接器械和經常需要使用潤滑脂的設備上都悉數使
用。「神盾鋰基精油潤滑脂」比我們以往使用過的任何一種潤滑脂都優勝，因此
我們堅持經常使用。

因為「神盾鋰基精油潤滑脂」的優秀體驗，本公司開始引入「神盾EPA極壓
精油」，應用於各種金屬處理設備上。經使用後，再沒發生重大停機故障，不但
令機器運作更暢順，而且寧靜。使用「神盾強效金屬加工精油金屬處理劑」能大
幅度降低工具鑄造成本，所以成為本公司絕大部分機械師的至愛。另「神盾強力
除濕去銹精油」被本公司維修部門大量使用，其表現也是我們曾經使用過的同類
產品中最優秀的。本公司對於貴 公司一系列產品的性能予以高度評價和肯定，對
我們在生產成本控制和停機維護方面作出了重大的實質貢獻，其突出的成本效益
比令我願意全無保留的推薦給他人。

Bob Cavill
維修部主管
美國西門子工程有限公司
2901 Industrial Blvd.
Bethel Park, PA 15102
412-851-6700

34. 重要客戶感謝信
英文原件中文譯本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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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重要客戶感謝信

美國匹茲堡港務局
表揚信全美國最大鐵路公司 “聯合太平洋”

多次對本公司發表書面感謝

信內述明神盾磁浮潤滑油
在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廣
泛被使用。神盾產品已不
斷被證實為物超所值，備
受全力推薦。

信內述明每投入 1 美元購買
神盾磁浮潤滑油，就使他們
節省 45 美元維修開支。
車輛失誤比率下降至只有原
來的 10% 。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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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重要客戶感謝信

中沃汽車感謝信

信內述明測試顯示神盾磁浮潤

滑油為 Volvo (國內稱沃爾沃)
汽車提升馬力達 12%，

備受推崇﹗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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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國最大鐵路網絡—
聯合太平洋鐵路

﹙紐約交易所上市編號：UNP﹚

35. 神盾用戶層面廣闊

東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編號：895

美國軍方 西門子股份公司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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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贊助格蘭披治大賽及其他活動花絮

第 60 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2013〉

香港摩托車節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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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贊助格蘭披治大賽及其他活動花絮

廣州潤滑油展 青島展覽會 重慶展覽會

珠海 3 小時摩托車耐力賽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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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美國神盾潤滑油總部

公司接代處 潤滑油貯存設施

磁懸浮潤滑油獨特配方的生產設備 磁懸浮潤滑油獨特配方的生產設備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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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美國離子能源 (香港)

公司各款式的磁懸浮潤滑油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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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神盾產品網上影片示範與測試

• Steel Shield ABF Technology – How it works?

• Steel Shield ABF Technology – Timken Demonstration.

• Steel Shield Technology Demo

• Steel Shield Tech Full Feature on Motorhead Garage

• Steel Shield Motorhead Garage Commercial

• Steel Shield 神盾潤滑油磁力懸浮演示片段

• 廣東體育頻道在中國國際潤滑油品展覽會採訪神盾潤滑油的視頻
請點擊連結

美國離子能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Yg5LwIc6N4&feature=player_embedd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j2qtf2yVH0g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UwODQ4OTI0.html
https://youtu.be/HZe7axj7ee4
https://youtu.be/5oGlSeu2Ubc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AxODMwOTUy.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AxODM2MTY0.html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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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
保證

40. 聯絡我們

Steel Shield Technologies

美國離子能源

公司地址：
香港,屯門,建發街11號,
好景工業大廈,B座, 8 樓 809B 室

電話：+852 2545 8029
傳真：+852 2545 8030

電郵： steelshieldtech@yahoo.com

公司網址：www.steelshieldtech.com.hk

Facebook: www.facebook.com/steelshieldtech

微博：www.weibo.com/steelshield

100% 美國技術

100% 美國原料

美國離子能源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http://www.facebook.com/steelshieldtech
http://www.weibo.com/steelshield
http://www.steelshieldtech.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