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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ngineering tool for economical noise and motion control

PFPE 全氟聚醚润滑剂

The most complete line of lubricants for demanding applications Ultra Low Outgassing, Vacuum Stability, Low Particle Generation
最完整全系列的全氟聚醚油品来对抗极端严苛环境

Innovative Solutions since 1844

这些机构工程师如

ABS煞车系统

为极端严苛而设计
UniFlor 全氟聚醚 (PFPE) 润滑剂为诸多特殊应用条件而设计, 包
括了250°C的高温,低挥发性,氧气防爆性,抗燃油抗化学品性,不燃
性,以及卓越的橡塑料兼容性.

ABS系统中的轴承,活塞和导螺杆需要一
个可以抵挡高温和煞车油的润滑剂. 还
有,部分润滑剂对EPDM橡胶密封圈和O
型环并不相容. UniFlor成功地解决了这
些诉求, 因此它被广泛地使用在电子式和
液压式煞车,以及曳引控制系统.

一个独特的PFPE油与脂家族
所有PFPE油都由碳氟氧三种原子组成,不同规格的差异来自于制造商所选用的
原料和聚合制程. 最终生产出不同的分子结构差异, 因而产生了不同的倾倒点,
挥发性,黏度和黏度指数 – 这些都是润滑油配方的极重要参数. 例如,某些PFPE油
具有-20°C的倾倒点,但是却有其它PFPE油达到-90°C. 同样的,有些PFPE分子族

电子连接器

系会具有较佳的抗磨耗性和低蒸气压.

车用可分离的多端子连接器具总成有很
大的结合力. 使用UniFlor可以降低插拔
力, 也可以减少作业员组装时对接点所引
起的重复性应力伤害危机. UniFlor同时
也符合USCAR插拔力和电路阻抗标准,
耐高温,防止接点磨耗,腐蚀和震动磨蚀.

Nye不同于其它氟素油品品牌, UniFlor

家族规格涵盖了所有的PFPE分子结构种类 – 为工程设计提供了多元选择. 因此
UniFlor是唯–个可以完全符合您的产品操作条件之PFPE全族系油品.

为特定应用而配制的规格
每一个UniFlor油脂产线都是为您的应用而设定的客制化制程.你会看到为齿轮,
滑轨和轴承而设计之极具经济性的UniFlor配方.

而另外一个UniFlor系列则是

为高速,高温轴承来设计. 还有高低大温差应用, 超高黏度UniFlor脂则是为重负
荷工业轴承而生. 这些油品同样也可用作为真空应用的密封剂. 部分的UniFlor
规格同时还具有耐高低温,高负荷能力和超低挥发性, 以利于用在金属对金属的
摩擦案例.

还有一些规格则是设计用在高精密仪器,传感器,电位器和微作动器,

在这些设计上常有超低温或是低启动扭距的严苛参数. UniFlor决不是只用一个
规格就适用所有的环境条件的.

采用正确的PFPE基础油(或混合不同的PFPE基

础油), 搭配适当的增稠剂和高效率的添加剂正是为您的产品设计提供了最佳的
PFPE润滑剂.

UniFlor™. 高温, 抗化学品, 抗氧气防爆, 橡塑料相容

烤炉锁
当温度超过232°C(450°F)时, 烤炉锁会
自动将门锁上.它使用热塑性橡胶齿轮来
作动. UniFlor提供了耐高温性,材料兼容
性和耐磨耗特性, 使得烤炉锁的寿命远远
高于产品保固需求.

如何来使用NYE的 PFPE润滑剂呢 ?

光驱

EGR废气循环阀

电机传感器需要无阻的接点,因为这讯号
将会通知车上严苛的控制系统以及驾驶
者. 油门和燃油传感器里面薄薄的一层
UniFlor油膜负责减低磨耗,保证在高低
温下有绝佳的接点状态, 也让它克服了周
边诸多化学品的侵蚀.

计算机光驱需要一个具有低黏度且低挥
发性的润滑剂. 光驱极小的压缩结构和
高速作动, 需求一个即便在接口润滑条件
下, 仍须具备有弹性的润滑剂. 这一个客
制化的UniFlor – 耐高温, 高黏度指数 –
确保了光驱的信赖度.

EGR阀是废气循环系统的主要控制组件.
它位在或接近引擎上. 直接暴露于极度高
温和废气下. UniFlor提供了高耐磨保护,
让EGR系统可以达到100,000英里以上.

食品生产设备

喷射引擎驱动器

Nye的食品级UniFlor润滑剂通过了NSF
认证. 非常适合使用在要求长期耐磨特性
的商用烘焙设备. 无毒无嗅, 符合食品级
润滑油H-1规范和 FDA的CF第21条, 当
润滑剂在无意间意外接触食品时, 残留量
对人体仍无害.

UniFlor认证在F-15和F-16的喷射引擎
推力驱动器上. 推力矢量让飞机可以准确
地引导引擎动力到最大的可操控性, 快速
起飞和降落. 驱动器机械式地复位向飞机
推进. 但是它需要一个可以抵抗引擎高热
废气的油品, 来确保正确的操控.

多功能开关

列表机和复印机

精密的太空应用

半导体生产

在太空轨道上运行的通讯卫星, 其各式
各样零件机构中的氧气阀轴承多认证
UniFlor. 这是因为油品本身超高的化学
惰性以及独特的超低挥发性. 如此避免气
化分子会污染了在高真空太空中这些极
度敏感的精密仪器和镜片.

高度敏感的半导体芯片制程要求无尘真
空的环境, 真空室中的机械手臂,平台和
线性滑轨需要一个低挥发的润滑剂, 以确
保长原件寿命, 并且遏制会污染芯片的的
油气. UniFlor具有非常低的蒸气压, 而且
可大大延长半导体设备使用寿命.

汽车传感器

激光打印机加热滚轮的轴承常常超过
200°C. 当高温提供影像瞬间定型的同
时, 同样也摧毁了润滑剂. 极具经济性的
UniFlor不但可以耐高温,同时也不影响
齿轮和机体各种多样的橡塑料材料.

瓦楞棍胶合轮轴承
瓦楞棍浪轮将纸板压制成瓦楞纸板, 它在高热,高蒸气和化学品的环境下运转, 受热的轴
承经常处在200°C以上. 一个特别为瓦楞棍设计的UniFlor脂确保了轴承寿命高于棍的寿
命. 滚轮转速经常切换, 好的油脂可以延长再加油周期, 以减少停机次数.

UniFlor防止高温接点的磨耗和腐蚀, 而
且不会增加线路阻抗. 它也同时降低了
行车中因为一般正常震动所引起的震动
腐蚀.

不断扩张的UNIFLOR应用领域
1966年, W.H. Gumprecht 发表了一篇文章“ 高温油品的
历史新页“, 将PFPE全氟聚醚油第一次导入润滑油领域. 在
60年代的末期, Nye成为少数自己率先研发PFPE油品, 并将
它商业化的公司之一. 这就是今天的UniFlorTM.
早期UniFlor的应用包括氧气阀防爆和军用弹药融合. 接着
和NASA合作把UniFlor用在宇宙飞行服的氧气传感器上.
很快地, UniFlor便导入使用在航天工业上从战机到卫星的
许多应用.

UniFlor™. Nye全合成润滑剂家族中
另一个创新的产品
逐渐地, UniFlor它化学上的优点解决了非常多具挑战性的
润滑难题 . UniFlor进入了汽车工业, 例如暴露在150°C和油
气下的油门定位传感器. 还有受热达200°C的EGR废气回收
传感器. 今天, UniFlor认证在ABS系统上,怠速空气制动器,
燃油传感器,连接器总成,多功能开关和其它许多应用, 这些
机构都是要求油品在高温,侵蚀化学品,材料兼容性等等问题
下,必须具备安定且不反应的特性.

接着, UniFlor发现了它也适合使用在工业设备的保养上. 特
别是在具有高温环境和其它严苛条件下的高负荷轴承. UniFlor的热氧化安定性延长了保养加油周期,减少了停工时间,
也减少了维修工作. 食品级的UniFlor产品同时也被应用在
商用烘焙设备的链条和其它机构上, 例如连续式的食品烘烤
线,对润滑油的要求就是长效,无味,无害.
在今日的21世纪, UniFlor开始验证在消费性产品上要求的
永久润滑功效. 具惰性和塑料不反应特性的UniFlor是手机
和列表机世界上领导品牌的首选. 它甚至让最便宜的塑料材
料可以减少零件的磨损,让材料不会纹裂,不会老化.
过去四十多年来, UniFlor改善了很多应用产品的功能,产品
寿命,降低设计成本和克服各种严苛环境条件. 请联系Nye
来了解UniFlor如何解决您设计上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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