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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A&B Laboratorios de Biotecnología S.A.U. 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一家以生物技术产品研发为基础的公司，其业务包括创新

化学和生物产品的研究、设计、制造、商业转化，并为清洁、消毒、工业维护和水处理等领域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结合创新型清洁技术和生物技术，使我们对客户的承诺和服务成为了市场的参考标准，提供创新、高效、环保的产品，并增强其

安全性，使其符合我们客户对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要求。

灵感来自于
大自然自我净化

机理的启发

A&B Laboratorios de Biotecnología 是 ABG-Biotech Holding 控股集团的一部分, 

Guserbiot 也是其成员之一，其专门致力于生物活性酶及微生物的研发，为独立的研究机构。

自2001年公司成立以来，凭借着我们优秀的团队和先进的设施备，我们持续不断地实现成果

创新和发展。我们有先进的理化实室、仪器设备实验室和生物技术实验室。

我们的公司总部位于:
Vitoria-Gasteiz, Spain (巴斯克
地区的省会)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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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

实验室精心培养的精选活性酶和微生物
全部采用非转基因生物

绿色化学

安全环保，节省原材料

生态标签

严格遵循欧盟环保标准

生态设计

在设计产品的整个使用生命周期
中，始终严格遵循环境和安全标准

减少碳足迹、促进碳中
和，我们一直在努力。

我们提供与众不同的工
业清洗理念和应用经验

We care about the environment, safety and people's health
我们关注人们对环境、安全和健康的需求

产品设计

原材料

生产运输

使用

回收

产品在设计就采用了生态的理念，
尽量减少对环境、健康和安全的
影响。设计依据 ISO 14006

全部采用符合欧洲质量和
环境标准要求的原材料。

在生产过程中实现废物产
生量的最小化。

我们始终关注产品在运输
中的碳足迹、计算碳排放，
以其对气候影响最小化。

我们关注产品的效能，追
求更少的用量，解决较多
的问题。

我们倡导产品包装的循环
再利用，减少包装废物的
产生。

我们采用欧洲生态设计的理念...
实现从产品设计、原料、生产、运输、使用和回收的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内，

均做到对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对健康和安全充分关注。



生物酶的工业清洗技术

生物酶的工业清洗技术专门为工业清洗应用领域提供更健康、更安全、

更环保的解决方案。

我们提供与众不同的工业清洗理念和应用经验

●  更低剂量下的充分有效性：

     在更低剂量使用的情况下，达到彻底清洁的目的。

●  更低的使用成本：

    基于其精选生物酶的成分配方，可大幅提高产品的清洁脱脂能力，实

现了在更少使用量及更短时间内完成更多的清洁脱脂工作量，最终实现

更低的使用成本。

●  更健康的使用体验

    采用创新的生物技术及绿色化学技术，对操作人员健康不会产生危害。

●  更安全的应用设计

    创新型生物酶的有效成分结合绿色化学技术，极大程度上实现了降低

对工件表面的伤害程度。

●  更环保的产品设计理念

    产品从设计、原料、生产、运输、使用、回收等整个生命周期的流程，

均采用欧洲生态设计的理念，真正从源头上实现健康、安全和环保的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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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分类索引

工业除油与脱脂

非浓缩 水基 生物型 工业清洁与脱脂

DD456 生物酶多功能清洗剂 NSF 认证 5

浓缩型 水基 生物型 工业清洁与脱脂

DD4116 工业浓缩型清洗剂 NSF 认证 5

DD474 洗地机用浓缩清洗剂 NSF 认证 6

DD4107 超声波用浓缩清洗剂 6

DD488 零件清洗机用微生物清洗剂 7

DD484 生物碳氢清洗剂 7

DD4120 加强型生物碳氢清洗剂 8

DD492 生物环保洗车液 8

DD475 工业环保脱脂剂 NSF 认证 9

粉剂 生物型 工业清洁与环境处理

MT123 生物渗滤液处理剂 9

MT127 有机吸油粉 10

水基 溶剂型 工业清洁与脱脂

DD4140 工业溶剂型清洗剂 工业酒精替代品 11

非水基 溶剂型 工业清洁与脱脂

DD454 介电清洗剂  快干型 12

DD4119 介电清洗剂  0% VOC 12

物表消毒

DD476 消毒液 14

DD465T 物表卫生湿巾 14

油墨及胶黏剂类污染的清洁应用

DD4126 工业溶剂型清洗剂 工业酒精替代品 16

DD486 树脂清洗剂 工业丙酮替代品 16

除垢、除锈剂金属表面氧化层去除的应用

DD4129 环保除垢剂（管道外维护性除水垢印迹） 18

WA526 环保除垢剂（管道内循环除垢） 18

DD4106 除垢除锈脱脂剂 3合1产品 传统强酸替代品 19

DD410-T4S 环保酸洗液  传统强酸替代品 19

DD410 金属脱脂除锈剂 20

MT120 锈蚀转换剂 金属底漆 20

MT-PAS70 长效钝化液 21

MT-PAS10 短效钝化液 21

工业维护应用

表面光亮、防止粉尘静电吸附、防指纹污染的清洁与维护应用

DD414 光亮剂 25

多用途喷剂 I 清洁、润滑、松解、防锈、防腐蚀保护

MT183 工业多用途溶剂 5合1产品 25

防止两种不同物质相互渗透和粘附的应用

MT189 工业抗粘剂（焊接防飞溅和脱模剂的应用） 26

脱漆及表面涂层剥离的应用

MT191 工业环保脱漆剂 27

建筑物表面保护剂

CC357 墙面保护剂（防水、防盐渍、防涂鸦） 27

工业润滑的应用

MT102 生态润滑松动剂 NSF认证 26

1701-68 全合成轨道润滑剂 NSF 认证 30

1402K 全合成高温链条润滑剂 NSF 认证 30

MT2101 全氟聚醚脂 31

浓缩化学品智能稀释系统

MQ17 分装龙头 35

DPCLBB-WK 单一化学品文丘里系统（低流速） 35

DPCHB-WK 单一化学品文丘里系统（高流速） 35

DPC1L1H-WK 组合流速文丘里系统（1H + 1L） 35

DXC4L-WK 多通道文丘里系统（低流速） 35

DXC4H-WK 多通道文丘里系统（高流速） 35

DXC4L1H-WK 多通道组合文丘里系统（4L + 1H） 36

稀释率参照表 37-38

应用快速检索表 39-40

NSF 食品级认证产品列表 41

我们致力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
需要，减少碳足迹，促进碳中和。



可选配件：
为了方便稀释，可安装分液龙头。

应用介绍：

●  适用于几乎所有类型材质表面的油污清洁，如：金属、非金属、漆面、

有机玻璃、织物等。

●  适用于几乎所有场合下的清洁脱脂，如：工业、商业区域、实验室等。

使用方法：

●  直接喷洒在待清洁物表，然后擦拭；对于重度污染区域，可以稍微等待

一会儿再擦拭，如有必要，可配合机械方式擦除，如：尼龙刷、百洁布等。

规格：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1201 0043 500ML 喷瓶 12

1201 0001 750ML 喷瓶 8

1201 0002 10L 桶 -

使用方法：

稀释后，直接加入各种洗地机器人或者洗地机内使用，不需要添加消泡剂。

本品不会腐蚀机器内部各种塑料及橡胶易损件，有利于延长机器使用寿命。

技术参数：

稀释比：0.5-25%

pH：10.6-11.4，0% VOC，淡黄色，无刺激性气味，无闪点，不含硅。

应用介绍：

●  主要用于各种材质工业厂房地面的清洁，如：环氧地坪、水泥地面、陶

瓷面、复合地板、实木地面等。

●  适用于各种类型洗地机器人、洗地机及手动地面清洁的应用。

●  该产品可加热至不高于80℃的工况下使用。

技术参数：

稀释比：0.5-5%

pH：11-11.5，0% VOC，玫红色，无刺激性气味，无闪点，不含硅。

机床及工具车

环氧地坪重污区

小尺寸零件

实验室台面

商业公共区域

手部重污清洁

适用场合

规格：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1201 0009 10L 桶 -

规格：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1201 0010 10L 桶

产品特点：

●  生物制品：生物酶的清洁脱脂产品

●  生态产品：生态设计及欧洲生态标签产品。

●  食品行业认证： NSF-A1 注册认证。

●  免除危险标签，是传统有毒有害清洁剂的有效代替产品。

●  获得欧洲商业环境奖：欧洲生态标签产品，环境改善。

●  经济型产品：低剂量下的充分有效性，省时省力。

●  不含磷酸盐：不会造成地表水的富营养化。

非浓缩型  水基  生物型 工业领域通用清洁脱脂剂

生物酶多功能清洗剂
适用于工业通用型清洁脱脂的应用

适用清洁方式

机械油污油脂

碳氢污染物

适用污染类型

浓缩型  水基  生物型 工业清洁脱脂系列

可选配件：为了方便稀释，
可安装智能计量稀释器，详
情请见样册。

DD456-IND

工业浓缩清洁脱脂剂
适用于大面积工业清洁脱脂的应用DD4116-IND

应用介绍：

●  工业上，主要应用于大面积机械油污、油脂、碳氢污染的清洁及脱脂。

●  适用于清洁几乎任何材质类型的材料，如：不锈钢，塑料，玻璃，陶瓷

等，适用于半成品和成品部件的清洗。

●  本品可用于高温蒸汽清洗，高压热水清洗机的清洗作业，可加热至不高

于80℃的工况下使用。

机用浓缩清洗剂
专门设计用于洗地机的应用DD474-IND

可选配件：为了方便稀释，
可安装智能计量稀释器，
详情请见样册。

应用介绍：

●  工业上，主要应用于超声波清洗程序中对机加工零件进行清洁和脱脂，

可有效避免在清洗过程中产生的闪锈和闪蚀。

●  适用于常温和最高温度不超过80℃的工况下使用。

●  本品可轻松去除印刷行业中的水性油墨。

规格：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1201 0026 10L 桶

产品特点：

●  生物制品：生物酶的清洗剂

●  生态产品：生态设计及欧洲生态标签产品。

●  防腐蚀保护：可有效防止在清洗过程中产生的金属表面产生的闪锈闪蚀。

●  完全水基产品，不含溶剂。

●  适用于冷热水情况下使用。

工业浓缩清洁脱脂剂
适用于超声波清洁脱脂的应用DD4107-IND

技术参数：

稀释比：0.5-20%

pH：11-11.5，0% VOC，无色，无刺激性气味，不易燃的，不含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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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清洗

直接喷洒、擦除

大尺寸零件清洁

大面积清洁

地面重油污清洁

适用场合 适用清洁方式

机械油污油脂

碳氢污染物

适用污染类型

高压喷洒清洗

洗地机地面清洗

稀释后手动清洗

蒸汽清洗

大面积清洁

地面重油污清洁

适用场合 适用清洁方式

机械油污油脂

碳氢污染物

适用污染类型

洗地机地面清洗

管路循环清洁

大面积清洁

机加工零件清洗

其他场合

适用场合 适用清洁方式

机械油污

碳氢污染

乳化液污染

适用污染类型

超声波清洗

自动循环喷淋

静态浸泡

自动零件清洗机

以上关于产品应用的信息系根据我们经验得出，实际的应用包含但不限于以上
应用，以实际为准；建议客户在使用前先测试；仅供工业及专业人员使用。

以上关于产品应用的信息系根据我们经验得出，实际的应用包含但不限于以上应
用，以实际为准；建议客户在使用前先测试；仅供工业及专业人员使用。

以上关于产品应用的信息系根据我们经验得出，实际的应用包含但不限于以上应
用，以实际为准；建议客户在使用前先测试；仅供工业及专业人员使用。

以上关于产品应用的信息系根据我们经验得出，实际的应用包含但不限于以上应
用，以实际为准；建议客户在使用前先测试；仅供工业及专业人员使用。

可选配件：为了方便稀释，
可安装智能计量稀释器，详
情请见样册。

技术参数：

直接使用，不需稀释；

pH：10.5-11.5，0% VOC，绿色，无刺激性气味，无闪点，不含硅成分



应用介绍：

●  含有机微生物成分的工业零件脱脂剂，专门设计用于自动零件清洗剂机

的应用。 

●  配方选用欧洲标准环保成分。

●  专门设计用于带温控系统的工业零件清洗设备的应用。

规格：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10L 桶 -

使用方法：

●  将产品灌入零件清洗机，保持周围环境通风，并设定清洗剂储存罐的温

度保持在 40oC即可。

由于产品的日常损失和蒸发，可根据需要补充清洗剂。 在污染物严重的清

洁情况下，建议过滤去除碳氢污染颗粒和厚重油污层以促进生物分解和降

解的过程。

DD488-IND 工业微生物清洁脱脂剂
适用于带有温控系统的清洗装置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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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零件清洗

适用场合 适用清洁方式

机械油污油脂

碳氢污染物

适用污染类型

零件清洗机

以上关于产品应用的信息系根据我们经验得出，实际的应用包含但不限于以上应用，
以实际为准；建议客户在使用前先测试；仅供工业及专业人员使用。

技术参数：

稀释比：直接使用，不需稀释

pH：9-10，VOC：20.54g/L，绿色，水果味，不易燃的，不含硅。

使用数据：

以80L容量的自动清洗机为例：

- 初始加入量：80L。

- 每年补液2次，每次20L。

● 两年的需求量，共计为160L。

● 四年的需求量，共计240L

平均4年彻底更换一次清洗剂，根据实际清洗量的不同，有时

3年即需要更换，有时可以5年更换，以实际清洗情况为准。

应用介绍：

●  专门设计用于被碳氢化合物和矿物油污染的坚硬的半孔和多孔表面（如：

加油站，工厂，车间，停车场，车库等的地板）

●  用于被碳氢化合物污染土壤的生物修复剂。

●  港口区域里，是表面浮油和燃料生物降解的分散剂和促进剂。

规格：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1201 0024 10L 桶

产品特点：

●  生物制品：生物酶和微生物的制品，对污染物具有初级分解作用。

●  生态产品：生态设计及欧洲生态标签产品。

●  免除危险标签，是传统有毒有害清洁剂的有效代替产品。

●  获得欧洲商业环境奖：欧洲生态标签产品，环境改善。

●  经济型产品：低剂量下的充分有效性，省时省力。

DD484-IND 生物碳氢清洗剂
适用于碳氢污染清洁应用

金属零件清洗

大尺寸零件清洗

地面清洗

水面油污降解

土壤修复

适用场合 适用清洁方式

机械油污油脂

碳氢污染物

适用污染类型

零件清洗机

洗地机

高压喷洒清洗

以上关于产品应用的信息系根据我们经验得出，实际的应用包含但不限于以上应
用，以实际为准；建议客户在使用前先测试；仅供工业及专业人员使用。

技术参数：

稀释比：5-20%

pH：5-8，VOC：98g/L，棕色，无刺激性气味，不易燃的，不含硅。

可选配件：为了方便稀释，
可安装智能计量稀释器，详
情请见样册。

使用方法：

●  将本品喷洒在物体表面上，让其反应一会儿，然后擦拭。可视污染的顽

固程度配合机械方式去除（如：尼龙刷等），使用后用水冲洗残留的污垢。

应用介绍：

●  在紧急情况下（如：海港，平台泄漏等），用来清洁燃料、沥青、石油、

干燥了的煤焦油等碳氢污染。

●  工业地板和浸渍器皿的工业脱脂。 油桶、储存罐、集装箱及船舶等的

清洁。

●  发动机除油脱脂、机械零件的浸泡清洗以及重型机械和车间地板的清洁

等。

●  也普遍用于汽车维修、车库、公共建筑以及工厂中普遍存在的碳氢污染

及溢油问题的解决。

规格：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1201 0029 10L 桶

加强型生物碳氢清洗剂
重度碳氢污染清洗的应用DD4120-IND

地面清洗

零件清洗

碳氢污染清洗

适用场合 适用清洁方式

机械油污油脂

碳氢污染物

干燥的煤焦油

沥青污染

适用污染类型

喷洒

以上关于产品应用的信息系根据我们经验得出，实际的应用包含但不限于以上应
用，以实际为准；建议客户在使用前先测试；仅供工业及专业人员使用。

技术参数：

稀释比：10-100%

pH：不适应，VOC：9.79g/L，微红色，无刺激性气味，闪点：95℃，不

含硅。

可选配件：为了方便稀释，
可安装智能计量稀释器，
详情请见样册。

规格：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1201 0025 10L 桶

产品特点：

●  生物制品：生物酶的清洗剂

●  生态产品：生态设计及欧洲生态标签产品。

●  免除危险标签，是传统有毒有害清洁剂的有效代替产品。

●  获得欧洲商业环境奖：欧洲生态标签产品，环境改善。

生物环保洗车液
适用于车辆的外观清洗DD492-LIM

应用介绍：

●   具有生物有机成份的汽车车身专用洗车液，旨在促进更好的车身表面

清洁和车漆的保护。

●  在汽车维修服务站及汽车经销商服务站，对汽车车身进行表面清洗。

●  适用于食品工业周转车辆HACCP系统内的清洁方案。

●  清洁公共车辆：公共汽车，电车，地铁车身，救护车等。

剂量：

●   自动清洗机：0.5％

●   手动清洗：1％

●   去除蚊子和沉积物：5-10％

●   食品工业中使用的车辆：2％

●   对于除蜡和清洗引擎：20％

汽车车身清洗

火车车身清洗

火车挡风玻璃

食品转运车辆

手部清洗

发动机清洗

适用场合 适用清洁方式

机械油污油脂

泥土及灰尘

蚊虫尸体及沉积物

蜡

适用污染类型

高压喷洒

手动清洗

以上关于产品应用的信息系根据我们经验得出，实际的应用包含但不限于以上应
用，以实际为准；建议客户在使用前先测试；仅供工业及专业人员使用。

技术参数：

pH：10.5-11.5，0% VOC，微黄色，无刺激性气味，不易燃的，不含硅。

可选配件：为了方便稀释，
可安装智能计量稀释器，
详情请见样册。



应用介绍：

●  工业大面积脱脂的应用。用于机械、工具和表面清洁的浓缩脱脂剂，快

速，轻松，高效地应用。 

●  适用于钢材、塑料、玻璃、大理石、陶瓷和织物等材料，有效去除有机

物。  该产品符合针对绿色公共采购的可持续性要求。

●  A1-NSF食品级认证，适用于食品加工行业的清洁脱脂，对去除鸡蛋、

面粉等类型的污染物有很好的效果。

规格：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1201 0028 10L 桶 -

DD475-ALI
环保脱脂剂
适用于大面积的工业清洁脱脂，更适用于食
品加工行业

10 11

金属零件清洗

大尺寸零件清洗

地面清洗

适用场合 适用清洁方式

机械油污油脂

碳氢污染

鸡蛋、面粉残留

适用污染类型

高压喷洒

手动清洗

洗地机

以上关于产品应用的信息系根据我们经验得出，实际的应用包含但不限于以上应用，
以实际为准；建议客户在使用前先测试；仅供工业及专业人员使用。

技术参数：

稀释比：0.5-25%

pH：10.4-11.4，0% VOC，浅黄色，无刺激性气味，不易燃的，不含硅。 可选配件：为了方便稀释，
可安装智能计量稀释器，详
情请见样册。

应用介绍：

●  是一种用于抑制和降解腐烂生物体中渗滤液的产品，又称之为“生物渗

滤液处理剂”，是一种粉末状产品。

●  主要用于有机生物体分解产生的渗滤液的处理和污染控制。

●  促进有机生物体的分解和降解。

●  常用于生活垃圾处理、畜牧业动物尸体掩埋及防疫部门的紧急生物处理。

规格：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12010073 10L 桶 -

畜牧业及生活垃圾处理领域的产品

生物渗滤液处理剂
适用于生活垃圾及有机生物体的处理MT123-ORG

使用方法：

●  有机体掩埋处理：直接将本品撒在洞穴土壤表面，然后将有机生物体放

入洞穴埋葬。

●  有机垃圾分解处理：直接将本品撒在生活垃圾的整个表面。

产品特点：

●  高吸收性，可快速分解有机物，避免污染，优化对受限遗

骸的管理。

●  功效：吸收、封装、分解并限制异味。

●  生物作用：由于其特殊的微生物而具有强大的分解有机物

的能力。

●  安全性：不被归类为危险品。

●  改善环境：可生物降解的产品，由于其生物作用而达到分

解有机物的目的。

●  其他好处：基于天然植物底物的草药香味产品。

使用剂量：

直接使用。3千克本产品可处理100千克有机生物体或者有机

废物。

注：10L约等于3KGS

应用介绍：

●  选择性的碳氢化合物吸收剂，吸收和包封各种油类，溶剂和其他有机流

体，不吸收水。

●  用于阻隔和吸收在加油站，商店，工厂，运输仓库等意外溢出的各种碳

氢化合物、矿物油及溶剂类液体。

●  发生泄漏事件时的紧急处理。

●  动物农场里使用，可以大幅减少异味。

有机吸油粉 
用于油污及化学溶剂溢漏的快速收集处理  MT127-IND

油污吸附   油水分离

是哟方法：

●  用产品覆盖污渍，等待几分钟，然后用扫帚，刷子等清理并扫除，如果

油污不能被饱和吸附，则需要重复使用。

如果溢出物在水面上，请以相同方式进行处理，然后使用网或者吸尘器等

收集泄漏，在这种情况下，建议使用垫（MT127A）和管状（MT127T）。

规格：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1201 0070 60L 纸箱 -

工业车间

工业仓库

加油站

海油码头港口

水面油污收集

适用场合 适用清洁方式

机械油污

溶剂

碳氢污染

适用污染类型

覆盖

以上关于产品应用的信息系根据我们经验得出，实际的应用包含但不限于以上应
用，以实际为准；建议客户在使用前先测试；仅供工业及专业人员使用。

注：60L约等于9-10KGS



工业酒精的环保替代品

●  主要用于金属机加工零件、金属模具表面的清洁脱脂。

●  清洁后，金属零件表面具有优越的防腐蚀功能

规格：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500ML 喷瓶 12

1201 0035 10L 桶 -

规格：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1201 0041 500ML 喷瓶 12
1201 0035 10L 桶 -

产品特点：

●  有效性：替代常规危险溶剂，具有非常好的脱脂能力，无残留。

●  使用安全：不归类于易燃品，且蒸发率可控，可减轻工作环境的负担。

●  不含氯或芳族溶剂的溶剂，不含硅。

●  改善环境：产品在空气中可降解.

●  其他好处：中性产品，不腐蚀金属和大多数塑料或清漆，几乎没有气味。

水基 溶剂型 工业清洗剂系列

工业溶剂型清洗剂
适用于金属零件表面的清洁脱脂应用DD4140-IND

使用方法：

●  直接喷洒在待清洁物表，然后用干净的抹布擦拭。

产品特点：

●  免除危险标签，安全使用和存储。

●  不含芳香族溶剂，也不含危险的卤代化合物。

●  有效性：高效的清洁和脱脂能力，合适的蒸发速度。

●  环境保护：生态设计产品，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内均不使用和产生对环境

有害的成分。

●  不含有机硅，不会为环境或健康产生危险废物。

●   其他好处：具有防腐蚀防氧化功能。

非水基 溶剂型 工业清洗剂系列

应用介绍：

●  一种专门用于介电/电绝缘体清洁的清洗剂，自行蒸发，不留残渣，脱

脂能力强，用于机械零件、设备、机电及电子电气零件的清洁和脱脂。

●  工业上，一般用作重要且复杂机电零件，金属及电绝缘体的表面清洁和

脱脂。可用于清洁发电机，电动控制装置，发动机套筒和维护未插电的电

气设备，机械元件，金属工业零件和储罐的脱脂。

●  常用于需要清洁和脱脂，但又无法擦拭且不允许使用水基清洗剂的情况

下使用，如：设备的就地清洗。

介电清洗剂
精密机械及电子电气零部件清洁脱脂的应用DD454-IND

规格：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1201 0052 500ML 喷瓶 12

1201 0007 10L 桶 -

DD4119-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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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零件清洗

非金属零件清洗

其他污染场合

适用场合 适用清洁方式

机械油污油脂

油墨标记

适用污染类型

喷洒应用

金属零件清洗

设备就地清洗

电子电气零件

电路板

复杂机电零件

配电柜及机房

变压器等

适用场合 适用清洁方式

机械油污油脂

碳氢污染

适用污染类型

高压喷洒

手动喷洒清洗

金属零件清洗

设备就地清洗

电子电气零件

电路板

复杂机电零件

配电柜及机房

变压器等

适用场合 适用清洁方式

机械油污油脂

碳氢污染

适用污染类型

高压喷洒

手动喷洒清洗

以上关于产品应用的信息系根据我们经验得出，实际的应用包含但不限于以上
应用，以实际为准；建议客户在使用前先测试；仅供工业及专业人员使用。

以上关于产品应用的信息系根据我们经验得出，实际的应用包含但不限于以上应
用，以实际为准；建议客户在使用前先测试；仅供工业及专业人员使用。

1、从功能上说，两者完全相同。

2、DD454的VOC含量为800g/l，DD4119的VOC含量为0。

3、DD454为快干型清洗剂，DD4119的挥发性较弱。

4、DD4119的环保等级相对于DD454要高很多。

5、两者均具有耐30KV高压的特性。

DD454 与 DD4119的异同

具有金属表面防腐蚀保
护的功效

技术参数：

稀释比：直接使用

pH：10.5-11.5，VOC：234.2 g/L，无色，无刺激性气味，

闪点：68℃，不易燃的，不含硅成分。

技术参数：

稀释比：直接使用

pH：不适应，VOC：800 g/L，红色，无刺激性气味，闪点：65℃，不易

燃的，不含硅成分。

介电清洗剂
精密机械及电子电气零部件清洁脱脂的应用

技术参数：

稀释比：直接使用

pH：不适应，0% VOC，闪点：>100℃，不易燃的，不含

硅成分。

击穿电压 30KV

击穿电压 30KV



应用介绍：

●  用于一般物表的清洁与杀菌消毒，如：电梯按钮，门把手，地面，锁具

等所有接触面的清洁与消毒作业。

●  主要有效成分为十二烷基二甲基氯化铵，十二烷基二甲基氯化铵含量为：

0.35%（w/w）±10%，可杀灭肠道致病菌、化脓性球菌等。

应用介绍：

●  用于一般物表的清洁与杀菌消毒，如：电梯按钮，门把手，地面，锁具

等所有接触面的清洁与消毒作业。

●  可用于中央空调通风系统的清洁与消毒。

●  可用于医疗领域非关键区域的清洁与消毒。

●  主要有效成分为十二烷基二甲基氯化铵，十二烷基二甲基氯化铵含量为：

2.00%（w/w）±10%，可杀灭肠道致病菌、化脓性球菌等。

消毒液
用于物表清洁与消毒DD476

物表卫生湿巾
用于物表清洁与消毒

DD465T

技术参数：

有效成分：十二烷基二甲基氯化铵含量为：2.00%（w/w）

±10%

使用方法：

●  将该产品以1：20（本品：水）稀释比稀释后，用稀释液喷洒、喷雾或

者浸泡物体表面，作用时间15分钟，达到消毒和去污的效果。如在重污染

条件下，可增加使用浓度，清洁效果更佳。

抽桶尺寸：19CM 高*11CM 直径，单片湿巾尺寸：26,5 cm x 23 cm， 

净重：366G，50抽每桶

规格：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1202 0010 50抽 桶 -

使用方法：

直接物表擦拭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1202 0009 750ML 喷瓶 16
1202 0008 10L 桶 -

DD476    消毒液  I  用于物表清洁与消毒

DD465T  物表卫生湿巾 /用于物表清洁与消毒

物表消毒

中国国家卫健委备案消毒液，【执行标准】Q/ALSYGS 001

A4纸

21

29
.5

23

26.5

产品尺寸对比图

14 15

物表消毒

适用场合 适用清洁方式

清洁

消毒

功能

喷洒

浸泡

喷雾

物表消毒

适用场合 适用清洁方式

清洁

消毒

功能

喷洒

浸泡

喷雾

湿巾实物照片

物表消毒

技术参数：

有效成分：十二烷基二甲基氯化铵含量为：2.00%（w/w）±10%



应用介绍：

●  主要用于金属机加工零件、金属模具表面的油污、油墨标记及胶黏剂等

污染的清洁。

●  清洁后，金属零件表面具有优越的防腐蚀功能

使用方法：

直接喷洒在待清洁物表，然后用干净的抹布擦拭。

工业酒精的环保替代品

规格：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1201 0053 500ML 喷瓶 12
1201 0005 750ML 喷瓶 8
1201 0015 10L 桶 -

工业溶剂型清洗剂
主要用于油墨标记类污染的清洁应用DD4126-IND

使用方法：

直接喷洒在待清洁物表，然后用干净的抹布擦拭。

应用介绍：

●  主要用于去除干燥了的油墨标记及胶黏剂类污染。

●  不锈钢制品表面污渍的彻底清洁。

●  环氧地坪表面胶黏剂残留的清洁

●  环氧地坪上叉车轮胎印记的清洁

●  油漆残留的清洁

●  锡膏及松香残留的清洁

●  低温环氧树脂胶（湿态）的清洁

工业丙酮的环保替代品

树脂清洗剂
主要用于胶黏剂类污染清洁的应用DD486-LIM

规格：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1201 0054 500ML 喷瓶 12
1201 0008 10L 桶 -

DD4126    油墨标记清洁的应用

DD486   胶黏剂类污染清洁的应用

油墨及胶黏剂类污染清洁

16 17

金属模具清洁

金属零件清洁

适用场合 适用清洁方式

油墨标记

胶黏剂类污染

机械油污油脂

适用污染类型

喷洒应用

地面清洗

零件清洗

其他污染

适用场合 适用清洁方式

机械油污油脂

油墨标记

胶黏剂类污染

地坪上的轮胎印记

残漆

锡膏

其他类型污染

适用污染类型

喷洒

浸泡

...

以上关于产品应用的信息系根据我们经验得出，实际的应用包含但不限于以上应
用，以实际为准；建议客户在使用前先测试；仅供工业及专业人员使用。

以上关于产品应用的信息系根据我们经验得出，实际的应用包含但不限于以上应
用，以实际为准；建议客户在使用前先测试；仅供工业及专业人员使用。

具有金属表面防腐蚀保
护的功效

技术参数：

稀释比：直接使用

pH：10.5-11.5，VOC：111.15 g/L，无色，无刺激性气味，闪点：64℃，

不易燃的，不含硅成分。

技术参数：

稀释比：直接使用，也可以稀释使用；

pH：不适应，VOC：851.33 g/L，绿色，无强烈刺激性气味，闪点：

38℃，但不支持燃烧，不含硅成分。



应用介绍：

● 基于绿色化学技术制备的无机酸和阳离子聚合物的混合物，旨在用于受

军团菌控制影响的管道处理和卫生用水（冷或热）的传输及储存设备的除

垢处理。

●  应用于卫生用水传送设施设备（如：传输管道、水箱、水网、过滤器

等）、工业封闭冷却循环水装置、观赏喷泉组件及洒水浇灌系统组件内的

清洁除垢。

●  在具有连续搅动和再循环功能并具有温控水循环系统中使用（如：温泉，

按摩浴缸，游泳池等）。

●  食品工业设备过程安装中的除垢剂。

应用介绍：

●  多功能清洁剂，具有除垢、防垢、抗沉积和表面卫生消毒的功效，传统

酸性产品的安全环保替代品，尤其适用于食品行业物表水垢印迹的消除。

●  传统强酸溶液的有效替代品，主要用于清除水垢，沉积物及金属锈斑。

●  在食品工业中，用于清洁器具和各种表面，恢复物体表面的亮光。

●  适用于HACCP程序下的清洁和消毒程序。

●  食品工业中，设备及机器的清洁：包装生产线，瓶装生产线及装 配线

等。

规格：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1201 0011 10L 桶 -

环保除垢剂
管道外水垢印迹清除的应用DD4129-IND

使用方法：

直接喷洒在待清洁物表，然后用干净的抹布擦拭。

环保除垢剂
管道内循环除垢的应用WA526-IND

规格：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1201 0058 10L 桶 -

使用方法：

使用泵将稀释后的本产品引入水循环回路中，并保持循环约30-45分钟。

应用后，用水冲洗。

DD4129  I  环保除垢剂 / 管道外水垢印迹清除的应用

WA526  I  环保除垢剂 / 管道内循环除垢的应用

DD4106  I  除垢除锈脱脂剂 / 可用于金属表面除锈

DD410-T4S  I  环保酸洗液 / 超声波除锈及氧化层的应用

DD410  I  金属脱脂除锈剂 / 主要用于金属表面除锈（脱脂除锈，2

合1）

MT120  I  锈蚀转换剂 / 主要用于金属表面锈蚀的修复和还原

MT-PAS70 I 环保钝化液 / 用于酸洗后的表面钝化处理（长效钝化）

MT-PAS10  I  环保钝化液 / 用于酸洗后的表面钝化处理（短效钝化）

除垢、除锈及去除氧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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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厂管道

饮用水管道

其他表面水垢印迹

适用场合 适用清洁方式

水垢印迹

适用污染类型

喷洒应用

一般工业管内除垢

适用场合 适用清洁方式

水垢

适用污染类型

循环清洗

以上关于产品应用的信息系根据我们经验得出，实际的应用包含但不限于以上
应用，以实际为准；建议客户在使用前先测试；仅供工业及专业人员使用。

以上关于产品应用的信息系根据我们经验得出，实际的应用包含但不限于以上
应用，以实际为准；建议客户在使用前先测试；仅供工业及专业人员使用。

除锈及去除氧化层

技术参数：

稀释比：直接使用

pH：2-3，0% VOC，无色，无刺激性气味，无闪点，不含硅成分。

可选配件：
为了方便稀释，可安装分液龙头。

技术参数：

稀释比：0.5-3%

pH<2.5，0% VOC，黄色，无刺激性气味，不可燃的，不含硅成分。

可选配件：为了方便稀释，
可安装智能计量稀释器，
详情请见样册。



应用介绍：

●  工业用酸性多用途清洗剂，高效的除垢除锈脱脂的应用，3合1产品，

零使用风险。

●  对所有类型的黑色金属材料（铁、不锈钢、镀锌金属）和有色金属材料

（铝、铜）进行高效的脱脂和除氧及非金属表面水垢沉淀和结痂物的清除。

●  金属零件涂装前的脱脂和脱氧

●  清洗因暴露于水或者恶劣天气条件下产生污染的机器、机械设备及零部

件。

工业酸性环保清洗剂
可用于金属表面除锈、去除氧化层、除垢的
应用

DD4106-IND

应用介绍：

●  是用来取代传统酸洗工艺中的强酸的一种近乎中性的除锈剂。

●  专业用于TEM & ECM 处理后的金属零件表面氧化层的去除。

不被归类为危险品。作为环保型的替代产品意味着工件和零件经过除锈后

可以直接用于激光焊接作业。

●  金属工件经过彻底清洁后，可以直接进行喷漆和表面硫化处理。

规格：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1201 0031 28KGS 桶 -

环保酸洗液
超声波除锈及氧化层的应用DD410-T4S

使用方法：

按照比例稀释后加入超声波槽。

建议使用前，联系我们技术工程师，以确认具体的使用方法

金属表面除锈系列

脱脂
除锈
除垢

使用方法：

直接喷洒在待清洁物表，无须擦拭。

●  水垢印迹：10%，水垢沉淀物：50-100%

●  正常油污污染：50%，重度油脂污染：100%

●  新产生的表层锈蚀锈迹：50%，重度锈蚀：100%

规格：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1201 0057 500ML 喷瓶 12

1201 0056 10L 桶 -

●  多功能清洁剂，对锈蚀的金属表面具有高效的脱脂和脱氧效果。

●  在机械和冶金行业中，可同时实现脱脂和除锈效果。

●  常用于罐体、沉积沉淀物、汽油罐车、钢材等的清洁脱脂和除锈作业。

●  涂漆或喷漆前对所有类型金属进行脱脂和脱氧，去除金属阳极氧化层。

●  有利于各种金属焊缝的清洁，锈蚀工件和金属的修复和恢复，对于长期

存室外存放的金属脱脂除锈后，具有一定的防腐和防锈功能。

金属脱脂除锈剂
主要用于金属表面除锈

DD410-IND

金属表面锈蚀的修复与还原

使用方法：

稀释后，直接喷洒在待处理表面，稍作等待，然后擦除；如锈蚀过重，可

以配合工业百洁布或者其他机械方式（如：钢丝刷）去除，然后用水冲洗

和去除残留物。

本品为酸性，它会损伤某些材料，如大理石，混凝土

规格：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10L 桶 -

20 21

应用介绍：

●  用于金属表面的锈蚀修复和还原，同时具有钝化作用，将铁氧化物转化

为与金属牢固结合的复合膜，并且化学特性稳定，可在反应后进行涂漆作

业。

●  较适用于外露的金属结构件和钣金件，如：机械设备、容器、锅炉、冷

却塔、金属围栏、路政行业等。

●  建筑行业中，用来修补施工中的板坯。

●  汽车车身锈蚀的修补。

锈蚀转换剂
主要用于金属表面锈蚀的修复和还原MT120-IND

金属表面锈蚀的修复与还原

使用方法：

表面准备：去除剥落和松散的锈蚀残片，以及旧的油漆层；清理表面的污

垢、泥土、油脂等等杂质，保持表面干燥。

产品使用：使用前摇匀，然后用刷子均匀涂抹在锈蚀区域。

正常的干燥时间为2-3小时，应用本品24小时后可以进行喷涂作业。

规格：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1201 0027 1L 喷瓶 8

1201 0060 10L 桶 -

金属零件清洁

设备局部清洁

适用场合 适用清洁方式

机械油污油脂

水垢

水泥

金属锈蚀

适用污染类型

喷洒应用

零件表面除锈

表面去除氧化层

TEM & ECM

适用场合 适用清洁方式

金属表面锈蚀

金属表面氧化层

适用污染类型

超声波

静态浸泡

金属表面除锈

适用场合 适用清洁方式

脱脂

除锈

适用污染类型

喷洒应用

表面锈蚀还原

适用场合 适用清洁方式

金属表面锈蚀

适用污染类型

手工涂抹

以上关于产品应用的信息系根据我们经验得出，实际的应用包含但不限于以上
应用，以实际为准；建议客户在使用前先测试；仅供工业及专业人员使用。

以上关于产品应用的信息系根据我们经验得出，实际的应用包含但不限于以上
应用，以实际为准；建议客户在使用前先测试；仅供工业及专业人员使用。

以上关于产品应用的信息系根据我们经验得出，实际的应用包含但不限于以上
应用，以实际为准；建议客户在使用前先测试；仅供工业及专业人员使用。

以上关于产品应用的信息系根据我们经验得出，实际的应用包含但不限于以上应
用，以实际为准；建议客户在使用前先测试；仅供工业及专业人员使用。

技术参数：

pH：2.5-3，0% VOC，无色接近浅褐色，无刺激性气味，不易燃的，不

含硅成分。

可选配件：
为了方便稀释，可安装分液龙头。

技术参数：

稀释比：5-30%

pH：6-8，0% VOC，无色，无刺激性气味，不易燃的，不含硅成分。

可选配件：为了方便稀释，
可安装智能计量稀释器，
详情请见样册。

技术参数：

稀释率：10-50%

pH：0.5-2.5@5%，棕色，无刺激性气味，0% VOC，不易燃，不含硅

可选配件：
为了方便稀释，可安装分液龙头。

技术参数：

不需要稀释，直接使用。

pH：不适应，VOC：18.98 g/L，乳白色，无刺激性气味，

不易燃的，不含硅成分。



应用介绍：

●  应用于酸洗后的金属表面的长效防腐蚀保护，尤其适用于海洋运输中的

防腐蚀保护。

●  本品脂性强，与油漆不具有粘合性，喷漆前必须要冲洗。

应用介绍：

●  应用于酸洗后的金属表面的短时期内的防腐蚀保护，一般约2-4周左

右。

●  钝化处理后，可以直接喷漆，不需要用水冲洗。

规格：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28KGS 桶 -

环保钝化液
用于酸洗后的表面钝化处理（短效钝化）MT-PAS10

使用方法：

按照比例稀释后加入钝化槽，搅动约1-2分钟。

环保钝化液
用于酸洗后的表面钝化处理（长效钝化）MT-PAS70

规格：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1201 0022 28KGS 桶 -

使用方法：

按照比例稀释后加入钝化槽，搅动约1-2分钟。

22 23

金属表面钝化

适用场合 适用清洁方式

浸泡

金属表面钝化

适用场合 适用清洁方式

浸泡

技术参数：

稀释比：2%

pH：9.5，0% VOC，无色，无刺激性气味，不易燃的，不含硅成分。

技术参数：

稀释比：2%

pH：10.5， 0% VOC，无色，无刺激性气味，不易燃的，不含硅成分。



DD414  I  光亮剂 / 主要用于不锈钢表面清洁与防护

MT183  I  工业多用途溶剂 / 5合1，工业维护用

MT189  I  工业抗粘剂 / 主要用于焊接防飞溅和脱模剂使用

MT102 I  生态润滑松动剂 / 主要用于重度锈蚀机件的松解和润滑

MT191  I  工业环保脱漆剂

CC357  I  墙面保护剂

工业维护

24 25



应用介绍：

●  多功能清洁剂和光亮剂，具有高脱脂能力和快速蒸发。

●  清洁和光亮所有类型的表面，例如：窗户、镜子、塑料、金属、漆面等。

●  其含有的有机硅助剂可以使物体表面光滑，无粘性；

●  也可应用于塑料注塑成型，橡胶注射成型等等行业。

●  该产品还适合作为润滑剂，塑料切割加工中的冷却剂。

应用介绍：

●  基于植物油和植物添加剂的生态、多用途的强效松解剂和润滑剂，迅速

起效，高性能和持久性，具有优异的附着力和渗透性。N1-NSF食品级认

证，适用于食品行业

●  工业维护用的产品;适用于解锁和润滑齿轮、螺母、电缆、滑动机构、

传动装置、导轨、锁具、切割工具和精密工具。

●  尤其适用于重度锈蚀或锈死的螺栓、螺母、活动机构件的松解处理。

光亮剂
主要用于不锈钢表面清洁与防护DD414-LIM

应用介绍：

●  用于工业维护操作的多功能溶剂，如：松解、润滑、清洁、脱氧剂和防

腐蚀功能。5合1多功能设计。

●  松解：松解所有阻塞机械关节，如螺母、轴承、锁具及传动导轨等。

●  润滑：通常用于链条、轴承、皮带、齿轮等的润滑。

●  清洁：清洁和去除机器上的油脂、铁锈和污垢。

●  脱氧：易于消除金属中的氧化锈蚀。

●  防腐蚀：对金属零部件具有防腐蚀保护，避免短期内生锈。

规格：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1201 0006 650ML 喷瓶 12

1201 0072 10L 桶 -

工业多用途溶剂
5合1，工业维修及维护用MT183-IND

使用方法：

直接喷洒在待处理表面。

●  完全水基产品，在应用后的产品上形成抗粘附的保护膜，耐高温，且对

材料无影响。

●  金属焊接行业作为一种焊接防飞溅剂使用： 

    1、 避免焊缝两侧焊接飞溅物在金属表面的粘附。

    2、如应用在焊嘴上，具有对焊嘴优越的防堵塞保护作用。

●  塑料注塑和吸塑行业作为一种隔离剂和保护剂使用：

    1、 保证塑料材料和模具的完美分离，以及保护模具表面不受腐蚀。

    2、专门设计用于塑料制造和热塑性零配件制造行业，特别是聚（PE）、

聚丙烯（PP）、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ABS）、聚酰胺（PA）、聚丁烯

（PB）的材料产品的制造行业。

工业抗粘剂
主要用于焊接防飞溅和脱模剂使用MT189-IND

生态润滑松动剂
主要用于重度锈蚀机件的松解和润滑MT102-IND

工业维护系列产品

使用方法：

●  清洁剂和光亮剂：喷洒在表面上并用干布擦拭（使用不易掉纤维丝的

布），将产品喷洒去除污垢并一次性干燥。在使用前摇匀。

窗户清洁剂：用干净的水稀释产品， 用抹布，海绵或布在玻璃上涂抹。然

后，用干布或刮窗器擦拭。

注意：不要在即将喷漆的表面上应用。

规格：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1201 0016 750ML 喷瓶 12

1201 0062 10L 桶 -

规格：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1201 0003 10L 桶 -

使用方法：

直接喷洒在待处理表面。

规格：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1201 0006 650ML 喷瓶 12
1201 0072 10L 桶 -

使用方法：

直接喷洒在待处理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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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表面维护

玻璃表面清洁

木质及漆面维护

适用场合 适用清洁方式

表面指纹去除

轻度油污清洁

表面光亮

防静电吸附

适用污染类型

喷洒应用

机械维修

设备保养

适用场合 适用清洁方式

润滑

松解

清洁

脱氧

防锈

适用污染类型

喷洒应用

金属焊接领域

塑料注塑和吸塑

适用场合 适用清洁方式

焊接防飞溅

塑料注塑脱模

适用污染类型

喷洒应用

螺栓松动

运动件润滑

适用场合 适用清洁方式

松解

润滑

适用污染类型

喷洒应用

以上关于产品应用的信息系根据我们经验得出，实际的应用包含但不限于以上应
用，以实际为准；建议客户在使用前先测试；仅供工业及专业人员使用。

以上关于产品应用的信息系根据我们经验得出，实际的应用包含但不限于以上应
用，以实际为准；建议客户在使用前先测试；仅供工业及专业人员使用。

以上关于产品应用的信息系根据我们经验得出，实际的应用包含但不限于以上应
用，以实际为准；建议客户在使用前先测试；仅供工业及专业人员使用。

以上关于产品应用的信息系根据我们经验得出，实际的应用包含但不限于以上应
用，以实际为准；建议客户在使用前先测试；仅供工业及专业人员使用。

技术参数：

稀释比：直接使用，不需要稀释。

pH：7.5-8.5，VOC：96.04 g/L，奶白色，水果香味，闪点：

66℃，不易燃的。

技术参数：

稀释比：直接使用，不需要稀释。

pH：不适应，VOC：461.15 g/L，浅棕色，无刺激性气味，闪点：不易

燃的，不含硅。

技术参数：

稀释比：直接使用，不需要稀释。

pH：7-9，0% VOC，无色，无刺激性气味，闪点：不易燃

的，不含硅。

技术参数：

稀释比：直接使用，不需要稀释。

pH：不适应，VOC：386.22 g/L，无色，无刺激性气味，闪点：不易燃

的。



应用介绍：

●  是一种可以通过简单的喷洒或浸泡即可去除油漆或干燥了的表面涂层的

产品。

可以有效去除涂料和工业涂料，不含二氯甲烷，是传统脱漆剂的有效环保

型替代品。

●  工业应用：零件的油漆剥离和不干胶标签的消除。

●  维修维护应用：用来消除要修复的零件上的漆膜，油漆和涂层。

●  金属匠（铁、铝）或木匠：修复后金属或者非金属零件表面清漆或油漆

的剥离。

●  应用设备清洁，如：油漆喷枪，油漆压力罐等。

工业环保脱漆剂
主要用于金属表面脱漆MT191-IND

使用方法：

●  脱漆应用：使用刷子或滚筒将本产品涂在要脱漆的表面上或者将零件浸 

泡在本产品的溶液里，让其发生反应，直到涂层起皱，剥落并溶解。

有时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让其反应，或者需要配合其他机械手段。接下来，

使用非金属刮刀，刷子或者高压水去除清洁剂残留和油漆残留本产品可能

会损坏某些材料，因此强烈建议执行事先测试作为兼容性测试。

规格：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12010068 10L 桶 -

应用介绍：

●  高效的表面保护剂，用于垂直面及水平台面的高性能保护剂，在处理过

的表面上具有优越的防水、防油及防污染（如：墙面涂鸦）的功效。

●  保护天然石材，如：大理石、花岗岩、砂岩等及表面砖和混凝土面的表

面防水防护。

●  是一种可以使表面更加容易被清洁的产品，用以防油、咖啡、调味料、

着色剂等的痕迹，从而实现抑制污点的出现。

●  垂直表面上的放涂鸦保护。

●  基于产品的防水和耐盐特点，可以很好保护外墙并避免尿渍污染和损坏。

规格：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10L 桶 -

墙面保护剂
主要用于墙面防水、防盐渍、放涂鸦CC357-IND

使用方法：

 表面处理：表面必须清洁，干燥且无尘土粘附，地衣或白色矿物盐。 

如果需要，请根据表面情况使用酸性清洁剂或洗涤剂清洗。

应用方法：用低压喷雾器、刷子或滚筒将产品应用两层，覆盖整个表面。 

垂直方向涂一层，水平方向涂一层。 干燥时间为24小时，一周后可获得

最佳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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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表面

适用场合 适用清洁方式

油漆剥离

胶黏剂去除

适用污染类型

喷洒应用

浸泡

大理石面

花岗岩

水泥墙面

混凝土面

适用场合 适用清洁方式

墙面防水

防盐渍

防涂鸦

防油

适用污染类型

喷洒应用

以上关于产品应用的信息系根据我们经验得出，实际的应用包含但不限于以上
应用，以实际为准；建议客户在使用前先测试；仅供工业及专业人员使用。

以上关于产品应用的信息系根据我们经验得出，实际的应用包含但不限于以上应
用，以实际为准；建议客户在使用前先测试；仅供工业及专业人员使用。

技术参数：

稀释比：直接使用，不需要稀释。

pH：7-10，VOC：373.95 g/L，无色，无刺激性气味，闪

点：38℃。

技术参数：

稀释比：直接使用，不需要稀释。

pH：6-8，VOC：39.48 g/L，无色，无刺激性气味，闪点：

66℃，不易燃的



应用介绍：

●  采用高品质、化学性稳定的全合成基础油，配以严格挑选的添加剂调制

而成之全合成型润滑油。

●  工业中，主要用于轻至中等负荷滑轨及液压机床系统的润滑要求。

●  有超卓之防锈性能，防止滑轨生锈及产生斑点。

全合成滑轨润滑剂
适用于设备轨道润滑用

MT102
1701-68

规格：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20L 桶 -

200L 钢桶 -

特点：

●  包括抗乳化、防锈、防止积垢形成，并能有效地保护机床之滑台及导轨。

●  负重及润滑性能极好，确保滑台及导轨滑行畅顺，而无震颤之现象。

应用介绍：

●  高性能合成型高温链条润滑剂，用于环境温度最高可达250℃的轴承、

链条、滑轨及齿轮等的润滑。

●  纺织、印染行业的热定型机与拉伸拉幅机 。

●  建材行业高温烘房链条传动系统。

●  喷涂线干燥箱。

●  易拉罐的印刷版链条。

●  烤漆行业烘箱滚珠轴承传动链条。

●  其他高温场合

全合成高温链条润滑剂
适用于高温链条的润滑用

MT102
1402K

规格：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1201 0069 20L 桶 -

200L 钢桶 -

特点：

●  优异的高温稳定性和低蒸发损失：高温下积碳及结焦倾向较低并保持液

体膜润滑，润滑油消耗低；

●  节能：是清洁的流体膜润滑剂，具有优异的润滑性能，可以明显降低能

耗；

●  对设备提供更好的保护：含有特种润滑添加剂组合，具有良好的抗磨、

防锈和抗氧抗腐性能，可以大大延长设备寿命并降低维护费用；

●  理想的粘度：具有较高的粘度指数，在高温下粘附较好，提供良好的润

滑。

参数 结论

外观 清澈

运动粘度（mm2/s） 70@40℃；9.2@100℃

粘度指数 102

闪点（COC）°C 270℃

倾点 °C -30℃

防锈，ASTM D 665B √

铜片腐蚀，ASTM D 130C，3小时 1b

参数 结论

外观 淡黄色至黄色

运动粘度（mm2/s） 320@40℃；
27.3@100℃

粘度指数 ISO320

闪点（COC）°C >285℃

倾点 °C -25℃

总酸值(mgKOH) <0.1

锈蚀试验（蒸馏水） √

Noack蒸发损失，%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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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 1701-68  I  全合成滑轨润滑剂

MT1402K  I  合成高温链条润滑剂

MT2101  I  全氟聚醚脂

润滑油、润滑脂



应用介绍：

●  喷涂车间传动轴承、薄膜延伸机输送带滚动轴承。

●  纺织印染行业的烘缸、定型机的滚动轴承、热送风机、烘房输送带轴承。

●  半导体晶圆片的烘烤设备，影印机的负载滚轮。

●  瓦楞成型机烘缸轴承、玻璃厂和铝厂的传送系统。

●  电焊机、造纸机轴承。

润滑脂
全氟聚醚脂MT2101

特点：

●  优异的高温性能，在300℃高温环境中仍能提供长期有效防护。

●  可耐绝大多数有机溶剂、强酸碱。

●  优异的不可燃性、抗热氧化稳定性，极低的挥发性。

●  与绝大多数密封材料、塑料和涂料相容。

●  符合USDA HS 要求。

●  使用温度范围：-30℃~288℃，超过288℃时需配备良好的通风设施。

规格：

货号 规格 包装样式 装箱数

1kg 塑听 -

典型数据 结论 测试方法

基础油

运动粘度（mm2/s） 510@40℃；
47@100℃ ASTM D445

粘度指数 VI 135 ASTM D2270

闪点（COC）°C 不可燃 ASTM D92

倾点 °C -20℃

稠化剂 PTFE -

外观 白色光滑均质油
膏

密度 1.94 ASTM D891

针入度 0.1 ASTM D217

蒸发失重（204℃，22h） 0.5 ASTM 2595

四球磨损，
40kgs1200RPM，75℃, hr 0.6 ASTM D2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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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智能稀释和剂量系统

环保型化学品计量与稀释系统，可为专业卫生行业应用提供精确、安全和可靠的

化学品管理服务。

ECORANGE 是稀释比例调节器和手动定量供给系统的精选配置。

•  可实现同时分配多达6种化学清洗剂。

•  二种流速输出可选，满足对不同清洁程序的需求（高流速14L/min和低流速

4L/min。

• 适用于喷壶、水桶、水槽、洗地机及其他容器。 

•  ECOMIX 和 ECOMULTI 的稀释比例调节和计量系统为自主研发且具有专利技

术。

•  ECOSHOT提供的精确剂量使其成为消毒应用时推荐使用的计量系统。

此系统有什么实际应用价值？

•  对企业而言：

-   经济性：可解决因工人手动稀释的随意性而导致的产品浪费。

•  对工人而言：

-   便捷性：解决手动稀释的复杂和繁琐操作；

-   安全性：避免与化学品直接接触导致手部腐蚀的可能性及近距离接触刺激性

气味化学品导致的腐蚀性气体的呼入；

化学稀释与计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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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流速文丘里系统

多通道文丘里系统

货号 型号 配置

DXC4L-WK 低流速版 4L/分钟

DXC4H-WK 高流速版 14L/分钟

货号 型号 配置

DPC1L1H-WK 1高 + 1低

多通道组合文丘里系统

货号 型号 配置

DXC4L1H-WK 4低 + 1高

货号 型号 配置

MQ17 主要用于10L桶装清洗剂向喷瓶里分装用

货号 型号 配置

DPCLBB-WK 低流速文丘里系统 4L/分钟

DPCHB-WK 高流速文丘里系统 14L/分钟

文丘里系统

主要特点

专利设计：

l   灵活的配置使得可以从侧面或底部入口方便地提取

化学浓缩液。

l   文丘里计量系统

准确性：

l  专利的稀释技术可提供精确的稀释比例。

l  多种化学品分液器配有清晰的颜色环，以防化学品

的误选。

安全性：

l  可以在分液器的任一侧安装安全化学品箱，以控制对

危险化学品的访问并防止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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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化学品文丘里系统

塑料分装龙头

        ECOMIX 和 ECOMULTI智能分液器提供了一种可靠且具有低成本效益的浓缩化学品稀释的方法，可从一个分液器中同时稀释多种化学品。这些

分液器适用于高流量和低流量应用，将它们连接到水管上，并将预设定比例的化学浓缩液稀释成即用型稀释溶液。 

它灵活的设计使这些分液器成为清洁环境的理想解决方案。

采用专利技术和创新设计的理念，使得化学品定量及稀释分液系统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且具有最佳成本效益，满足您所有需求的功能。

稀释比设定系统 定量设定系统 灵活的设计 简单操作



文丘里系统

稀释率参照表

以下表格中的稀释率是基于水压40PSI（2.76Bar），稀释率数值会根据水压、温度、化学品浓度的不同而有少许变化，

建议安装时进行校准，校准时确保分液器始终处于充分灌装状态。

此产品工作范围30-70PSI（2-5Bar），最低流量需求，HF=8.5L/Min，LF=3.5L/Min。

低流速（黑色）稀释率

流速：4.5L/Min（1 US Gal/min）

高流速（白色）稀释率

流速：13L/Min（4 US Gal/min）

浓度百分比 稀释比 盎司/加仑
（OZ/Gal）

毫升/升
（ml/ltr） 浓度百分比 稀释比 盎司/加仑

（OZ/Gal）
毫升/升

（ml/ltr）

NONE 33.3% 2：1 42.7 333 14.3% 6：1 18.3 143

A 20% 4：1 25.6 200 7.7% 12：1 9.8 77

B 12.5% 7：1 16 125 5.0% 19：1 6.4 50

C 9.1% 10：1 11.6 91 3.2% 30：1 4.1 32

D 7.1% 13：1 9.1 71 2.4% 40：1 3.1 24

E 5.6% 17：1 7.1 56 2.0% 50：1 2.5 20

F 5% 19：1 6.4 50 1.6% 60：1 2.1 16

G 3.7% 26：1 4.7 37 1.3% 75：1 1.7 13

H 2.8% 35：1 3.6 28 1.0% 100：1 1.3 10

I 2.2% 45：1 2.8 22 0.8% 128：1 1.0 8

J 1.6% 60：1 2.1 16 0.6% 160：1 0.8 6

K 1.2% 84：1 1.5 12 0.4% 256：1 0.5 4

L 0.8% 128：1 1.0 8 0.3% 350：1 0.4 3

实际应用
案例

ECOMIX
稀释系统、定量计量

一袋浓缩液相当于75瓶稀释液我们为减少碳足迹而不懈努力。

B Gap Standard - 白色标准稀释拨盘

低流速（黑色）稀释率

流速：4.5L/Min（1 US Gal/min）

高流速（白色）稀释率

流速：13L/Min（4 US Gal/min）

浓度百分比 稀释比 盎司/加仑
（OZ/Gal）

毫升/升
（ml/ltr） 浓度百分比 稀释比 盎司/加仑

（OZ/Gal）
毫升/升

（ml/ltr）

NONE 33.3% 2：1 42.7 333 14.3% 6：1 18.3 143

A 14.3% 6：1 18.3 143 9.1% 10：1 11.6 91

B 10% 9：1 12.8 100 5.3% 18：1 6.8 53

C 7.7% 12：1 9.8 77 3.2% 30：1 4.1 32

D 6.3% 15：1 8 63 2.8% 35：1 3.6 28

E 4.8% 20：1 6.1 48 2.0% 50：1 2.5 20

F 3.8% 25：1 4.9 38 1.8% 55：1 2.3 18

G 3.2% 30：1 4.1 32 1.5% 65：1 1.9 15

H 2.4% 40：1 3.0 24 1.2% 80：1 1.5 12

I 1.2% 80：1 1.5 12 0.6% 160：1 0.8 6

J 0.8% 120：1 1.1 8 0.4% 250：1 0.5 4

K 0.6% 170：1 0.7 6 0.3% 350：1 0.4 3

L 0.4% 230：1 0.5 4 0.2% 570：1 0.3 2

B Gap Red -红色超细稀释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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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场合 推荐型号

一、清洁脱脂的应用

机器表面、工具车等日常维护性清洁 DD456

实验室、办公商务区等的日常表面清洁 DD456

工业地面清洁，不论手动清洁还是洗地机的应用 DD474 DD4116 DD484 DD4120

碳氢污染 DD484 DD4120

模具表面清洁 DD4126 DD4140

通用物表清洁脱脂 DD456 DD4116

可应用于超声波或者浸泡清洗 DD4107

可应用于压力喷洒清洗 DD4116 DD484 DD492 DD474 DD4119 DD4120 DD484

车身清洗 DD492

蚊虫尸体及沉积物清洗 DD492

发动机清洗 DD492

除蜡 DD492

洗手液 DD492

食品周转车辆清洗 44492

二、树脂类污染的清洁应用

油墨标记 DD4126

残漆 DD4126 DD486

轮胎印记 DD4126 DD486

胶黏剂 DD4126 DD486

锡膏 DD4126 DD486

松香 DD486

低温环氧树脂胶（湿态） DD486

三、除垢的应用

金属表面水垢印迹的清除 DD4129 DD4106

金属表面水垢的清除 DD4106

管道内循环除垢的应用 WA526

四、、除锈的应用

金属表面擦拭除锈 DD4106 DD410

金属零件超声波除锈 DD410-T4S

锈蚀转换，作为金属底漆使用的应用 MT120

工业清洗、消毒剂工业维护的快速应用检索

 应用场合 推荐型号

五、工业维护的应用

清洁、松解、润滑、防腐、防锈 MT183

焊接防飞溅的应用 MT189

吸塑及注塑行业的脱模应用 MT189

表面光亮维护 DD414

防滑 MT123

脱漆 MT191

油污吸附包裹及油水分离的应用 MT127

六、物表消毒的应用

物表消毒 DD465T DD476

七、其他应用

水泥的清除 DD4106

墙面保护（防水、放盐、放涂鸦） CC357

机修行业的零件清洗机的应用 DD488

食品过敏原（蛋白质）污染的清除 DD4146 DD4124

畜牧业及生活垃圾渗滤液的处理 MT123

以上应用为根据实际应用经验的总结，仅供参考。

产品功能包含但不限于以上的应用，具体以实际测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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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液体分配器
用于浓缩型清洗剂的自动稀释，分为慢速和快速。

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NSF）食品级认证产品列表

AE 601 DESBLOCANTE BASE LUBRICANTE VEGETAL(AEROSOL)AE601
松解润滑脂（气雾剂）

AE 614 GRASAPTFE AE614
特氟龙润滑脂

AE 618 DRY DEGREASER AE618 
快干型清洁脱脂剂

DD 404 DEGREASING DETERGENT DD404
浓缩型清洁脱脂剂

DD 4116 INDUSTRIAL ECO-DETERGENT DD4116
工业环保清洁剂

DD 474 MACHINE ECO-DETERGENT DD474
机用环保清洁剂

DD 475 FOOD INDUSTRIAL ECO-DETERGENT DD475
环保脱脂剂

AE 617 LUBRICANTECODEX AE617
多功能润滑剂 

MT 102 DESBLOCANTE BASE LUBRICANTE VEGETAL MT102 
松解润滑剂（非气雾剂）

MT 160 PNEUMATIC LUBRICANT MT160 
润滑剂

AE 616 MULTIFUNCIONAL SILICON AAE616  
多功能有机硅润滑剂

DD 456 MULTIUSOS ENZIá MTICO DD456
活性酶多功能清洁剂

更多NSF认证产品请咨询我司技术部门...

生态设计产品认证
该产品的开发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都有
做到环境保护和改善，以减少其对环境
的影响，依据ISO 14006

欧盟生态标签产品认证
产品已获得欧洲生态标签产品标准的认证

产品获得NSF认证
与食物意外接触方面的安全认证

欧洲环境贡献奖
获得欧洲商业环境特殊贡献奖的产品

不含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产品的所有组份均不含任何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含有生物成分的产品的标识

碳足迹跟踪，控制碳排放
碳排放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内被严格控制

完全水基产品的标识

食品安全认证
作为食品工业的清洁，消毒，具有食品安全批
准证书的产品

H1                          

H1

K1

A1

A1

A1

A1

H1

H1

H1

H1

A1

138546

135559

141165

150920

157877

157074

157075

139674

138658

140305

138111

14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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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F认证（National Sanitation Foundation）是于1944年成立一个独立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

NSF专致于公共卫生、安全、环境保护领域的标准制订、产品测试和认证服务工作，是公共卫生与安全领域的权威机构。

NSF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对美国以及国际标准的认证资格得到包括美国国家标准研究院（ANSI）、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行署、加拿大国家标准委员
会等13个国家或行业权威组织的批准与认证。

NSF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在食品安全与饮用水安全与处理方面的指定合作中心。经过NSF的检测并达到NSF标准的产品，被授权可以使用
NSF标志，因此凡经授权印有NSF标志的产品意味着该产品在如下方面得到确认：

1、可以达到该产品说明书中标注的祛除杂质的能力；
2、组成该产品的材料不会在处理水的过程中向水中添加污染成份；
3、符合设计与生产工艺要求；
4、产品不存在结构与功能性缺陷；
5、产品的广告、样本资料及标识所示的认证标准是真实准确的。

非危险品标识
不被归类于危险品的标识



国际认可

我们致力于让世界环境变得更美好而努力创新发展。
在 A＆B Laboratorios de Biotecnología，我们制定了明确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生态设计
方法下最大限度地减少能源和有害原材料的消耗以及提高产品在环境改善方面的表现。

•  西班牙化工行业的第一家公司获得Ecodesign认证。

•  巴斯克地区的第一家获得欧洲生态标签产品的公司。

•  西班牙第一家同时获得质量、环境、生态设计及研发和认证的公司。

在A&BLaboratoriosdeBiotecnología公司，我们建立了定期目标和挑战，并将研发管理和创新与生
态设计整合到我们每天生产中。

持续的创新发展

ISO 9001 质量认证

ISO 9001 Certifcate No. ER-1475/2001

ISO 14001 环境管理认证

ISO 14001, Certifcate No. GA-2005/0064

研发、管理和创新 R&D&I 认证

UNE 166002, Certificate No. IDI-0013/2005 

生态设计管理认证

ISO 14006, Certificate No. ED-0003/2007

我们的综合管理
系统包括AENOR
认证的所有流程

历史荣誉墙

A＆BLaboratoriosdeBiotecnología在欧洲商业环境贡献奖颁奖典礼上获得四次奖项，该奖项由欧盟环境总局（DGENV）每两年举办一次。
这些奖项旨在表彰和奖励那些通过管理创新、产品和服务、流程、国际合作或将企业与生物多样性相结合，为环境绩效和可持续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的公司。

对于A＆BLaboratoriosdeBiotecnología公司而言，获得来自多方面的认可的事实是公众对我们研发团队的工作和努力的认可，我们致力于始终采用创
新的解决方案并为绿色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好处。

2018

欧洲商业环境特殊贡献奖

可持续发展的管理理念

2016

巴斯克先进管理奖

银星奖章

欧洲商业环境特殊贡献奖

可持续发展的管理理念

2015

巴斯克先进管理奖

铜星奖章

年度质量创新奖

国际决赛

2014

欧洲商业环境特殊贡献奖

可持续发展的管理理念

2012

欧洲商业环境奖特别表彰

可持续发展的管理理念

圣普鲁登西奥劳工基金会颁发的奖项

社会责任奖

2010

欧洲商业环境奖特别表彰

可持续发展的管理理念

欧洲商业环境特殊贡献奖

可持续发展的管理理念

2009

比斯开清洁企业家协会颁发的奖项

2009 最洁净的产品

圣普鲁登西奥劳工基金会颁发的奖项

2009年环境良好实践方面的奖项

2008

欧洲商业环境特殊贡献奖

可持续发展的管理理念

2007

生态设计管理认证

欧洲生态标签认证

2005

环境管理认证

2004

欧洲商业环境奖特别表彰

与健康和环境相关的创新产品

2001
质量管理认证

西班牙君主，国王FelipeVI和QueenLetizia向A＆B首席执行官颁发了欧洲商业环境特殊贡献奖。

44 45

2001
●

欧洲企业环境奖
特别表彰
欧洲企业环境奖
用于表彰有关健康
和环境方面的创新
产品

欧洲企业环境奖可持续发
展管理

欧洲企业环境奖特别表彰
可持续发展的产品

比斯开清洁企业家
协会奖
2009 最清洁产品

圣普鲁登西奥劳工
基金会奖
2009 环境优化创新
实践

欧洲企业环境奖特别表
彰
可持续发展管理

欧洲企业环境奖特别表
彰
可持续发展的产品

欧洲企业环境奖特别表
彰
可持续发展管理

欧洲企业环境奖特别表
彰
可持续发展的产品

圣普鲁登西奥劳工基金
会社会责任奖
社会责任贡献

欧洲企业环境奖特
别表彰
可持续发展管理

巴斯克高级管理奖
银质勋章

年度质量创新奖
国际决赛入围者

欧洲企业环境奖特别
表彰
可持续发展管理

巴斯克高级管理奖
银质勋章

● ●● ●● ●● ●
2004 2008 2009 2010 2012 2014 2015 2018

●

2016

欧洲企业环境奖特别
表彰
可持续发展管理

巴斯克高级管理奖
银质勋章



全球统一客户服务渠道

我们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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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您的声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