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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润滑油研究开发中心主要研发的液压油和液力传动油：

液压油：

工程机械专用液压油

工程机械高端HSX液压油

HSVX超低温液压油

水-乙二醇难燃液压液

风电液压油

高性能无锌液压油

全合成液压油

稠化液压油

挖掘机专用液压油

液力传动油：

液力传动油10W

10号高级液压油

KO重负荷液力传动油

工程机械五用油KTO-5

企业之声

大连润滑油研究开发中心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曾经成功

研制出我国首例石油添加剂和润滑油功能添加剂，改写了我国不能

生产石油添加剂的历史。并入润滑油分公司后，以润滑油技术开发

和应用研究为主，同时注重相关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探索，形成集

产品研发、分析评定、技术信息调研、市场服务、润滑油及相关专

业培训于一体的大型综合科研实体。

昆仑润滑  创新驱动未来

——访大连润滑油研究开发中心院长  王长清

本刊记者  万磊（98）

企业之声 Voice  of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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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润滑  创新驱动未来

——访大连润滑油研究开发中心院长  王长清

本刊记者  万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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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润滑油分公司正式成立，推出“昆仑”润滑油品牌。大连润滑油

研究开发中心（以下简称大连研发中心）并入润滑油分公司，成为润滑油分公司旗下两大科研基地之一。

大连研发中心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曾经成功研制出我国首例石油添加剂和润滑油功能添加剂，改

写了我国不能生产石油添加剂的历史。并入润滑油分公司后，以润滑油技术开发和应用研究为主，同时注

重相关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探索，形成集产品研发、分析评定、技术信息调研、市场服务、润滑油及相关

专业培训于一体的大型综合科研实体。

经过多年的持续投入，大连研发中心拥有分析评定设备300余台（套），科研装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部分产品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为润滑油分公司的科研开发提供了有力保障，自主开发的液压油、液力传动

油、汽轮机油、船用油等产品取得了国内外主要主机厂商的认证，以扎实的技术实力引领着国产润滑技术

的升级与创新。

大连研发中心主要研发车用油、工业油、传动油、船用油、车辅产品等领域产品，其中隶属工业油的液

压油，是核心研究方向之一，已形成全系列液压油产品线。大连研发中心拥有国内最完备的液压油研发设

备、检测设备和测试手段，尤其是液压油测试台架在国内具有明显优势，已起草5项台架评定行业标准，取

得4项专利授权。近年来的典型研发成果——工程机械专用液压油，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与国内外知名工

程机械制造商，如卡特彼勒、三一重工、徐工、中联重科、临工等，均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

本刊特约专访大连研发中心院长王长清，一起了解昆仑润滑油产品和技术，国产润滑油的现状和发展瓶

颈，以及在当前环保政策下如何以创新驱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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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简要介绍一下大连研发中心的发展历程，2000年并入润滑油分公司后，科研方向

是否有改变？

请介绍一下大连研发中心主要的研究领域，特色产品和应用情况？

王长清：大连研发中心成立于

1955年，原为大连石化公司研究

院，是国内最早从事润滑油添加

剂研究的机构之一。20世纪50年

代，配合炼制二巴库原油和玉门原

油，研究开发出透平油、机械油、

发动机油等多种初级润滑油产品；

研制并投产了我国第一个石油添

加剂——烷基萘降凝剂；研制并投

产了我国第一个润滑油功能添加

剂——烷基酚钡清净分散剂。一系

列成果改写了我国不能生产石油添

加剂的历史。

2000年，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秉承“五统一、一集中”

的经营战略，将下属各炼油企业的

润滑油部门重组，组建为集生产、

研发、销售、服务于一体的润滑油

分公司，整合推出“昆仑”润滑油

品牌。大连石化公司研究院于当年

并入了润滑油分公司，更名为大连

润滑油研究开发中心，成为润滑油

分公司下属两大研发基地之一（另

一家为兰州润滑油研究开发中心，

研究领域各有侧重）。

大连研发中心仍以润滑油技术开

发和应用研究为主，同时注重相关基

础研究和高新技术探索，形成集产品

研发、分析评定、技术信息调研、市

场服务、润滑油及相关专业培训于一

体的大型综合科研实体。多年来，大

连研发中心从事车用油、工业油、

传动系统用油、船用油和车辅新产

品开发，同时开展相关添加剂及基

础油工艺研究，已经形成了液压及

液力传动油、船用油、汽轮机油、

重负荷柴油机油等具有技术优势的

产品系列，多种产品水平国内领

先，部分产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王长清：大连研发中心以润滑

技术开发和应用研究为核心，以基

础研究和高新技术探索为内驱力，

主要开展以下领域的研究和服务工

作：车用油、工业油、传动油、船

用油、基础油、车辅产品、添加剂

及其他、摩擦学、分析与油液监

测、信息研究、技术服务、润滑油

评定。

下面主要围绕工业油和传动

系统油介绍一些特色产品及应用

情况：

◆工业油——液压油

主要产品：入门产品有HM液压油

（经济型）、HM液压油，重要用户

有海螺水泥等；主流产品有HM（高

压）液压油和HML长寿命液压油，

重要用户有中联重科、宝钢等；高

端产品有HV低温液压油，重要用户

有玖龙、吉化等；顶级产品有HS超

低温液压油，重要用户有徐工、龙

工、雷沃重工、福田汽车等。

特色产品：

1.工程机械专用液压油

由高性能自主含锌液压油复合

剂和深度精制基础油组成，具有优

异的抗氧化性、抗磨性和高温清净

性，在装载机等工程机械上运行

8000小时以上。适用于高温条件下

运行的工程机械、建筑机械、矿山

机械等移动式液压设备中高压（大

于14MPa）液压系统。

2.工程机械高端HSX液压油

具有超高黏度指数、出色的

黏温性能、低温启动性以及稳定

抗剪切性能，适用于工作温度变

化大的液压循环系统，尤其是在

严寒地区工作的工程机械、运输

车辆，环卫车辆等移动式液压系

统，可以保证液压系统在-40℃条

件下顺利启动。

3.HVE挖掘机专用液压油

由高性能含锌液压油复合剂和深

度精制基础油组成，具有优异的黏温

性能、抗磨性和高温清净性。适用于

各类大中小型挖掘机、破碎机，已在

临工挖掘机等设备上应用。

4.高性能无锌液压油

以无锌液压油复合剂、深度加

氢基础油、抗泡剂、破乳剂为原

料。具有优异的抗磨性、高温清净

性和氧化稳定性，为大多数制造和

移动设备提供杰出的保护性能，有

效降低液压系统附着物的生成。适

用于冶金、工程机械、精密加工等

行业的大型高压液压设备和移动式

高压液压设备。

5.水-乙二醇难燃液压液

是一款高性能HFC类水-乙二醇

型难燃液压液，尤其适用于当前液

压设备高压、难燃的工况。具有优

异的气相防锈性能和润滑性能。适

用于冶金行业、机械制造、煤矿开

采、模具行业、化工行业等有抗燃

性需求的高压液压系统。

◆工业油——汽轮机油

主要产品：入门产品有L-TSA

企业之声 Voice  of  Enterprise



分析检测是技术研发、品质提升必不可少的手段，请介绍一下大连研发中心润滑油分析检

测和评价体系的实力水平？

王长清：大连研发中心的业务

部门包括：润滑油产品研究所，新

材料与添加剂研究所，船用油研究

所，基础油研究所，分析检测中

心，润滑油评定中心，技术信息研

究所，中试研究所，昆仑学校。前

四个部门是科研骨干部门，分析检

测中心和润滑油评定中心也是我们

的重要部门。

分析检测中心主要承担分析检

测、标准化和油液监测工作：为润

滑油分公司的生产、研发、销售和

技术服务样品做好日常分析检测；

跟进国内外先进标准，适时开展标

准制修订和开发工作；不断充实完

善现有的油液监测规范，系统开展

油液监测工作。

经过多年持续积累，大连研

（B级）汽轮机油，应用于水轮机、

蒸汽轮机（轴承温度小于80℃）；

主流产品有L-TSA（A级）、KTP汽

轮机油，应用于水轮机、蒸汽轮机

及部分离心式压缩机（轴承温度在

60℃～95℃）；高端产品有KTL长寿

命汽轮机油，应用于水轮机、蒸汽

轮机、燃气轮机及部分离心式压缩

机（轴承温度在65℃～110℃）；顶

级产品有KTG、KTGS联合循环汽轮机

油，应用于燃气-蒸汽联合机组（轴

承温度在70℃～125℃）。

特色产品：

1.KTL Plus汽轮机油

以优异抗氧剂、防锈剂等和精

制基础油为原料。可根据客户需要

提供其他黏度等级的产品。广泛应

用于蒸汽轮机、离心式压缩机等工

业企业设备。

2.KTM( EP )极压型低油泥汽

轮机油

以优异抗氧剂、极压剂、钝

化剂等添加剂以及精制基础油为

原料。适用于轴承温度65℃～ 

110℃，有齿轮变速装置的蒸汽轮

机、燃气轮机的润滑，尤其是三菱

涡轮机组。

◆传动油——液力传动油

主要产品：专属产品有8H通用液

力传动油，适用于汽车自动变速箱、

动力转向系统以及各类重型装备变

速箱；高端产品有工程机械变速箱

Caterpillar TO-4规格液力传动油，

矿山及油田设备变速箱Allison C-4

液力传动油，拖拉机液压传动刹车三

用系统油；主流产品：6号/8号液力

传动油，国产工程机械行星齿轮变速

箱，拖拉机液压传动两用系统油。

特色产品：

1.KO重负荷液力传动油

以高性能复合剂和精制基础

油为原料，具有优良的氧化安定

性、密封材料适应性、剪切稳定

性、泡沫控制性能和摩擦性能。已

通过Allison TES 439认证。适用

于矿山、油田等重型施工设备中

Allison 5000、6000、8000和9000

系列非公路变速箱。 

2.工程机械五用油KTO-5

由高性能复合剂和优质基础油

组成，具有优异的黏温性能、抗氧

抗腐抗摩性和高温清净性，以及良

好的摩擦特性、剪切安定性和防锈

性能。适用于大中型拖拉机和工程

机械的发动机-液压-传动-刹车-变

速等系统，如柴油发动机、液压/

传动、湿式刹车机构；动力牵引、

液压和动力转向机构；动力输出轴

（PTO）离合器。

发中心已具备国内领先的分析检

测设备和台架评定体系。分析检

测中心拥有分析评定设备300余台

（套），包括全尺寸瓦锡兰中速

机台架、欧美日各种OEM液压泵台

架、CEC轻负荷发动机台架及SAE 

No.2试验机、LVFA试验机、液质联

用、CP、GPC、MTM、UMT等模拟分

析设备、科研装备，为润滑油分公

司科研开发提供了有力保障。润滑

油评定中心已建立液压油台架、

OEM台架、欧洲轻负荷台架、船用

油台架、自动传动液等评定体系，

拥有39套台架设备，开展60项评定

测试，于2011年获得中国合格评定

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授予的认

可证书。液压油台架评定在国内

具有明显优势，已起草5项行业标

准，取得4项专利授权。建立了重

汽、一汽、上汽、济柴等台架及欧

洲轻负荷台架，配合专用油开发，

加强科研与市场的结合，起草了2

项行标，6项企标。

2010年，经过两年时间筹建的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润滑油

重点实验室”正式在大连研发中心

挂牌，其中“液压油、汽轮机油及

船用油研究室”就设置在此。瓦锡

兰4L20船用中速机油评定台架是该

研究室标志性设备，主要进行中速

机油添加剂配方的高温清净性、抗

磨性、碱值衰变等性能评定试验，

进行中速机油综合性能评价，支撑

船用发动机油的研究。依托“润滑

油重点实验室”，建立并完善了液

压油台架评价体系，汽轮机油台架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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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分别介绍一下大连研发中心承担的基础研究、信息研究、技术服务等工作？

王长清：我们一直在坚持基础

研究，在摩擦学研究方面取得了较

多成果，拥有No.2、LVFA、Wazau、

UMT、MTM、SRV、Cameron TE 77众

多摩擦模拟试验机，具有扫描电

镜、能谱、二次离子质谱，X射线

光电子能谱，俄歇电子能谱等高端

分析手段。研究成果“Ca-P-O型化

学摩擦膜的发现”的相关文章已在

国际摩擦学权威期刊《Tribology 

International》发表。

下一步我们将以摩擦学研究作

评价体系、船用油评价体系及实验

室常规评价手段，为高档润滑油产

品的开发奠定了基础。

基于高端齐备的测试设备和完善

的评价体系，大连研发中心出具的润

滑油检测报告具有很高的权威性。除

了为润滑油分公司的生产厂和客户

提供产品分析检测和评定服务，大

连研发中心还对外提供有偿服务。

为润滑油配方筛选的有效手段指导

配方优化；搭建与润滑油相关的摩

擦学研究平台，将指导各个油品的

深层次开发工作；通过在国际高水

平的英文期刊上连续发表阶段性的

实验结果，来建立大连研发中心在

国际润滑油界摩擦学的领先地位。

信息研究也是我们的研究工作

之一，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国内基

础油价格（出厂价、竞争产品成交

价等）、国际基础油价格（亚太地

区、俄罗斯、北美地区）；竞争产

品的监测，及活动、媒体监测等；

区域市场分析；润滑油相关行业研

究；为上级部门提供信息支持。

技术服务主要是为东北区域和

华北区域的工程机械、电力等行业

提供润滑知识培训及客户维护；润

滑油液相关技术交流；润滑油新品

推广及在用产品升级；润滑油客户

开发；润滑油客户抱怨与投诉处理

等。技术服务的同时，会把新需求

和新问题带回给研发，是新一代产

品的重要输入。

 自动传动液湿式摩擦性能测试台架-SAE NO2试验机

 船用中速机油综合性能评定台架-瓦锡兰4L20台架

 重负荷发动机油评定台架-OEM发动机油台架

 高压抗磨液压油评定台架-Denison T6H20C双泵试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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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研发中心在替代进口方面取得了哪些显著成绩，国产润滑油与国际先进技术相比仍

有哪些差距？

王长清：20多年来，我们的科

研工作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打破

了国外产品的垄断，解决了卡脖子

问题，以扎实的技术实力引领着国

产润滑技术的升级与创新，也取得

了一些典型成果，如：舰用长寿

命抗磨汽轮机油装备我国重要舰

船；舰船通用柴油机油替代11种油

料广泛应用于我国各种舰艇，是索

马里护航舰队的主要用油；地面装

备通用液力传动油在装配装甲车；

长寿命汽轮机油系列产品应用于大

亚湾、岭澳等核电站，彰显了“军

工品质，大国重器”的昆仑品牌形

象。自主开发的液力传动油、汽轮

机油、船用油等产品均取得了国内

外主要主机厂商的认证，能够满足

市场上各类设备的润滑需求。

一直以来，美孚、嘉实多、壳

牌等国际大品牌都在积极切入中国

润滑油市场，与国内品牌的竞争十

分激烈。要想取得进步，就要勇于

承认自己的不足，国产润滑油的不

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润滑油添加剂。添加剂

被称为润滑油中的芯片，国产添加

剂起步晚，高端油品、关键添加剂

等仍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添加剂

是复合剂，复合剂由单剂互配而

成，国产单剂的品质仍有短板，仍

有不少单剂被国外品牌垄断，而且

现在采购进口单剂还受到疫情、贸

易战等不定因素的影响。

其次是品牌实力。国际知名品

牌一般都具有几十甚至上百年的品

牌历史，品牌优势明显，同时国际

品牌利用全球布局的优势，与知名

主机厂商结合更为紧密，产品线也

更加丰富，高端产品一直世界领

先，在市场上具有较高的话语权。

再者是技术储备。很多润滑油的

国际标准都是由欧美国家制定，美

孚、嘉实多、壳牌等国际知名品牌不

但技术水平世界领先，对行业发展趋

势、环保法规导向等方面的研究更及

时，相对来说技术储备更强。

最后是全产业链攻关。现在大

家已经认识到了自主技术对国家

科技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国内润滑油制造厂商已经掌握了

一些自主技术，但全产业链仍需

攻关，不是只解决某几种添加剂

或基础油的问题，而是从添加

剂、基础油的化工原料开始实现

全产业链的自主可控。

虽然我们的发展速度比较快，

但从整体态势来看，国产润滑油的

技术研发、技术储备能力仍然相对

滞后，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全面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可以看到液压油是大连研发中心的重点研究方向，请介绍一下液压油的典型技术攻关成果？

王长清：至少在20年前，大连

研发中心就将工程机械液压油作为

主要研发方向之一，目前已经形成

全系列液压油产品线，研发成果丰

硕，尤其是研发的工程机械专用液

压油，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

内外知名的工程机械制造商，如卡

特彼勒、三一重工、徐工、中联重

科、临工等，均与我们有长期稳定

的战略合作。我们具有国内最完备

的液压油研发设备、检测设备和测

试手段，目前国内液压油的五个台

架（T6H20C、104C、35VQ25、P46

和非石油基104C）评定手段，均由

大连研发中心起草制定。

2015年某工程机械企业引入国

内首台A2F台架，该测试设备对液

压油氧化寿命要求极为苛刻，当

时，国内还没有一款液压油产品可

以顺利通过该项测试。为了解决此

难题，大连研发中心科研人员从液

压油核心功能剂开始攻关，深入研

究构效关系，通过核磁磷谱、ICP

等仪器确定规律，成功解决配方、

配伍性等难题。科研团队成员开发

了自主配方Kunlun 5012L液压油复

合剂，增强了油品的稳定性。基

于该项技术开发的昆仑工程机械专

用液压油不仅通过了最为苛刻的

A2F泵台架，而且超过规定的500小

时，达到了700小时，获得了客户

认可。在此基础上，先后通过了

Denison T6H20C、Vickers 104C

等国际主流液压油泵台架，获得

了日本工程机械JCMAS HK认证、

Denison HF0认证、Eaton-Vickers 

104C认证、辛辛那提认证等。产

品品质得到该工程机械企业的高

度认可。

2017年，应某工程机械企业提

出的产品超低温性能需求，开发了

昆仑工程机械HSX超低温液压油，

并得到成功应用，完成东北冬季、

南方夏季的严苛高低温使用试验，

油品四季通用，打破日本专用液压

油等进口产品的垄断。

未来我们将针对超高压、长寿

命等高性能液压油进行攻关，提

升设备可靠性；将开发食品级、

生物可降解类液压油产品，守护

绿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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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连研发中心与高校和用户企业建立了哪些联合实验室，主要开展哪些研发项目？

大连研发中心的“十四五”规划中有哪些重要研发方向？

王长清：大连研发中心坚持开

放合作的理念，与大连海事大学、

中国一汽、广汽、五羊本田、中国

重汽、石油济柴等高校和主机企业

建立了联合实验室，协同发挥各自

优势，合作开发润滑油产品，并与

徐工集团、临工集团、中联重科、

上汽、准柴等企业保持着长期稳定

的合作关系。

各联合实验室的主要研究工作

有：与大连海事大学联合研究船用

低速柴油机评价规范及船用气缸

油、系统油评价方法；与中国一汽

集团公司技术中心联合建立了道依

茨发动机台架；与五羊本田联合研

发满足国II、国III排放要求的摩

托车油产品；与石油济柴联合研发

济柴190发动机台架；与总后油料

研究所联合研发L-HV 46/D高压抗

王长清：大连研发中心作为央

企的研究机构，发展规划的制定不

仅仅是看市场前景和自身发展需

要，更多的是承担社会责任，与国

家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十四五”

期间，在“碳中和、碳达峰”、双

循环、新基建等规划部署下，大连

研发中心将加大新能源、节能、5G

等设备自主可控技术研究，为保障

国家安全做出努力。

同时，我们还结合润滑油分公司

给大连研发中心下达的效益指标制定

规划，提升创效能力。创效主要考核

降本创效，新特产品创效，分析检测

创效，技术咨询服务创效。

降本产品是我们未来的重要研

发方向，以帮助主机企业应对越来

越激烈的成本竞争。降本包括添加

剂降本和基础油降本。添加剂降本

磨液压油、L-HS 22/D高压抗磨液

压油、8H液力传动油；与海后技装

所联合研发舰用长寿命抗磨汽轮机

油等；与中国重汽联合研发重汽WD 

615发动机台架及重汽专用长寿命

重负荷柴油机油。

联合研发就是互通有无，各自

发挥各自的优势，比如汽车制造企

业润滑油开发的实力肯定不如我们

强，但是发动机方面的资源和设

备，肯定要比我们强。

联合研发的意义还在于，可以

提前参与到合作单位的产品研发当

中，同步进行润滑油研发，提高研

发效率。比如发动机的更新换代速

度很快，经常要研发新产品，联合

研发就可以实现在发动机定型前同

步进行润滑油的研发，发动机研发

出来后，配套的润滑油也同步研发

出来了。

与高校除了联合成立实验室、

合作研发项目和分析检测项目等，

还会为高校研究生、博士的毕业论

文设计提供试验设备，同时我们也

会派员去高校深造、培训，通过学

习交流了解前沿理论和发展趋势。

大连研发中心与军工企业合作有

很长的渊源，与很多军工企业建立了

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们的宣传语

之一就是“军工品质，大国重器”，

军工品质代表一个国家技术和工艺的

最高水准。军工企业选择合作单位

时，会更倾向于央企和国企。大连

研发中心作为央企中国石油集团的

下属研发机构，入围军工合作项目

有明显优势。所以，军工一直是我

们的重要研发方向，研发的产品主

要装备装甲车、舰船等。

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发现

可降空间不大，达不到主机企业的

要求。现在进一步考虑通过基础油

降本，其中优势较大的是再生油降

本。利用回收的基础油进行再生，不

仅可以实现降本，还能为环保降碳做

出贡献。再生油仍存在一些技术瓶

颈，因为回收的油源不同，不管采

用什么工艺流程，再生油的质量稳

定性都较难保证。为提高回收油源

的可控性，我们为客户提供了油品

回收服务，这样可以保证油品调制

工艺基本一致，提高了再生油质量

的稳定性。我们的再生油研发已初

见成果，已经推出了一款产品，目

前已在设备上试用，通过一段时间

的市场验证后将正式推向市场。

此外，具有资源优势的甲醇，

作为基础原料也是一个未来趋势，

在汽车、船舶领域有很大的应用空

间。我们正在研究适用于甲醇发动

机的船用油。

润滑油是工业基础件之一，部分

高端润滑油产品仍需依赖进口。国产

基础件替代进口是一条很艰苦的路，

但可喜的是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

就，甚至有些产品的性能已经超越了

进口产品，近年来随着主机企业国货

意识的不断提升，中高端产品的市

场占有率也在逐步提高。大连研发

中心将坚持润滑油分公司“提升客

户体验、为客户创造价值、守护青

山绿水”的发展理念，肩负更多使

命责任，依托有着深厚积累的科研

平台和勇于攻关的科研队伍，力推

国产润滑油产品逐步接近国际先进

水平，力求液压油等几类润滑油产

品率先取得突破，实现国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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