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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格森 PGO-W 系列全合成抗微点蚀风电齿轮油 
HITECSYN PGO-W Series 
Synthetic Resisting Micro-pitting Wind Turbine Oil 

 

产品简介 
 

HITECSYN PGO-W 系列全合成抗微点蚀风电齿轮油是由超高粘度指数聚醚型（PAG）合成基础油，

添加专利技术的功能添加剂，包括无灰非活性硫极压抗磨剂、高温抗氧剂、抗泡剂及防锈剂等调合

而成的最新一代长寿命风力发电齿轮箱油。具有更加优异的氧化安定性和热稳定性能，以满足矿物

油或合成齿轮油不能胜任的极端苛刻工况下的抗微点蚀（Micropitting）、龟裂、擦伤、不规则运转等

条件下的齿轮箱轴承润滑与防护， 

 

HITECSYN PGO-W 系列专为各种重负荷、超高温等苛刻工况条件工作的齿轮传动装置设计，独特

分子结构基础油和无灰非活性硫添加剂技术，使其广泛应用各种特殊工况润滑与防护。宽温操作范

围，使用温度-30~200℃，超长使用寿命，在 100℃闭式齿轮系统中运行超过 10,000 小时，在超过

200℃的工作温度下性能稳定，不需要季节性换油，更低的运行成本。 

 

 

主要性能与优点  
 

HITECSYN PGO-W 系列是最新一代全合成抗微点蚀风电齿轮油，具有以下性能特征： 
 

主要性能 优点与主要潜在效益 

优质独特分子结构合成基础油  超高粘度指数（>200），优异的低温冷启动性能 

 与矿物油和其它合成烃（PAO）型齿轮油相比，具有更低的

摩擦系数，更低能耗损失 

非活性硫极压添加剂专利技术  良好的金属材料相容性，尤其对青铜、黄铜、钢等材料起良

好保护作用 

 更低的磨损性能 

优异的极压、抗磨损与抗微点

蚀性能 

 

 通过 FZG 抗微点蚀测试（A/16.6/90），负荷等级大于 12 级 

 高承载性能，有效降低疲劳磨损 

 超强油膜强度，有效延长齿轮和轴承寿命 

良好的热稳定与氧化安定性能  有效延长换油间隔，降低维修与维护成本，特别适合于宽温

操作范围，有效降低齿轮间的滑动、滚动摩擦 

 有效抑制低温油泥和高温积碳等沉积物生成，比普通齿轮油

具有更长的使用寿命 

良好的防锈与防腐蚀保护  有效抑制系统部件锈蚀，尤其是在潮湿环境工况下，基础油

本身具有优异的溶水性能，在溶水量 2.5%下仍然具有良好

的防锈性能 

全天候四季通用全合成润滑剂  更低的运行和维护成本，便于库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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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可再生性能  生物可降解率大于 60%（OECD 301B） 

 

 

符合规格和标准 
 

HITECSYN PGO-W 系列符合或超过如下国际标准或 OEM 性能规格与标准： 

 

 DIN 51573 Part III 
 David Brown Type G  
 Flender AG 
 Hansen 
 Jahnel Kestermann 
 Eickhoff 
 Moventas 
 Winergy 

 大多数齿轮箱制造商规格，如：SEW、David Brown等 

 

 

典型数据 
 

HITECSYN PGO-W 系列 试验方法 220 320 

密度@15℃, kg/l ASTM D1298 1.057 1.062 

运动粘度@40℃, mm2/s ASTM D445 220 320 

运动粘度@100℃, mm2/s ASTM D445 41.2 55.2 

粘度指数 ASTM D2270 240 240 

闪点, ℃ ASTM D92 240 245 

倾点, ℃ ASTM D97 -42 -39 

铜片腐蚀@100℃/3hrs, 级 ASTM D130 1b 

防锈试验(A/B) ASTM D665 通过 

水含量，最大值，% ASTM D6304 0.05 

FZG 齿轮试验,失效负荷级别 

A/16.6/90 

ASTM D5182  
12+ 

FZG 微点蚀测试, 失效负荷级别 FVA Proc No.54, 90℃ 10+ 

四球极压试验，负荷磨损指数, kgf 

               焊接负荷, kg 

ASTM D2783 90 
250 

抗泡沫性能, 24℃, ml/ml ASTM D892 10/0 

  (典型数据为平均值, 仅供参考, 具体数值可能会因每次试验条件或 OEM 客户要求而有所变化) 

 

 

推荐应用  
 

HITECSYN PGO-W 系列特别设计用来满足极端苛刻操作工况下使用的抗微点蚀、抗疲劳磨损、长

寿命风力发电齿轮箱，辅助齿轮箱，如偏航和变桨等驱动装置。同时也用于各种钢-钢、钢-青铜合金

的重负荷蜗轮蜗杆传动器以及各种高速、冲击负荷、重载工况下的工业齿轮和某些油温达到 200℃

以内的轴承及循环系统的润滑使用。 

 

 

材料适应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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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品相容性能 

上述产品可以彼此混合使用，但不能和矿物油、合成烃和其它类型油品混合。 

 

油漆相容性 

通常工业油漆不能与这些润滑油相容，容易软化脱落。齿轮箱内表面应不上漆，或者涂上相容性好

的涂料，如，环氧树脂等。 

 

密封材料相容性 

优质的合成基础油使得本品与传统的密封材料有很好的相容性，不兼容的材料会收缩或膨胀，引起

油封的渗漏或滞塞。建议使用的密封材料：如，丁腈橡胶（NBR）、氟-硅橡胶（FVMQ）和乙烯基-

甲基聚硅橡胶（VMQ）等。避免使用聚氨酯材料生产的弹性体密封件、皮革、瓶塞、石棉、纸张等。 

 

 

不同基础油粘度指数曲线 

                   

 
 

 

不同类型基础油的性能对比 

 

主要性能 矿物油(MO) 聚 α–烯烃(PAO) 多元醇酯(POE) 聚醚(PAG) 

粘温特性 差 好 好 很好 

低温特性能 差 好 好 较好 

氧化安定性 差 好 好 较好 

PAO ISO VG 320 

矿物油 ISO VG 320 

PAG ISO VG 220 

PAG ISO VG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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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稳定性 差 一般 好 较好 

蒸发损失 差 好 很好 较好 

抗燃性能 差 较好 较好 较好 

抗腐蚀性能 很好 很好 一般 较好 

水解安定性能 很好 很好 一般 较好 

承载性能 差 较好 好 很好 

毒性/生物降解 一般/差 很好/差 好 好 

价格 1 5~8 4~10 4~8 
 

 

微点蚀、点蚀产生的机理 

 

齿轮、轴承等运转部件在接触应力反复作用下，会产生表面疲劳磨损，材料从表面剥落、脱落，最

开始的时候，产生深度约10um~20um非常微小的凹坑，被称为“微点蚀”。随着表面疲劳磨损的加

剧以及载荷的增加等原因，微点蚀小凹坑进一步扩展，成为肉眼能非常清楚地看到的凹坑，此称为

“点蚀”。微点蚀和点蚀长时间会在表层或次表层造成裂纹，导致齿根断裂、失效的后果。 

 

影响微点蚀、点蚀的因素 

 

➢ 接触应力 

    -负载（负荷重、低速重载、油膜厚度） 

    -接触频率 

    -接触表面的摩擦力 

➢ 材料性能 

    -表面硬度高，产生裂纹可能性小 

    -表面粗糙度：表面光滑，可提供材料的抗疲劳磨损的能力 

➢ 润滑油 

    -一定温度下，粘度大，可以提高抗疲劳磨损性能 

    -油品中含有水或腐蚀物，会显著降低抗疲劳磨损性能 

    -油品对金属表面的吸附能力（油膜强度） 

    -添加剂的表面保护 

 

 

国际风电齿轮油发展趋势 

风力发电机组尤其是齿轮箱的发展，对齿轮油提出了更多、更苛刻的性能要求： 

 

➢ 轴承测试 

    -满足DIN 51517 Part III的FAGFE8 一定温度下，粘度大，可以提高抗疲劳磨损性能 

➢ 静密封与动密封测试：要求相容性更好，寿命更长 

➢ 微点蚀测试：FVA 54/I-IV（90℃，60℃） 

➢ 长寿命 

-抗乳化性能（或水溶性PAG应付宽温操作工况下的冷凝水等） 

-更好的高温氧化安定性能  

-更好的清净性能 

➢ 防锈性能更好：不再使用活性极强的极压抗磨剂（如硫-磷型） 

➢ 更好的生物可降解性能（尤其是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多采用饱和多元醇酯或聚醚型齿轮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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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规格 200kg, OEM 规格 
                                                                                                                                              

                

产品储存 
 

任何润滑剂产品都应存放在室内或遮挡物下；当室外存放不可避免时，应首先考虑水平放置，以避

免雨水或潮湿空气侵入，防止油桶上的标记被侵蚀。  

 

产品不应储存在超过 60℃或严寒的环境中，更不应暴露在强光下。 

 

 

健康、安全和环保条款 
 

健康、安全和环保的资料在禾泰特种润滑系列产品的“材料安全数据表(MSDS)”中提供，它包括有

关潜在危险的提醒、适当的防灾和紧急救护措施，以及环境因素和废弃物的处理等。目前最新产品

的 MSDS 和产品的注册信息可与当地代表处或登录 www.hitecrun.com 取得。 

 

同时应该注意使用过的润滑油产品含有潜在的有害污染物，必须避免延长或反复地与任何类型和形

式的使用过的产品有皮肤接触。 

 

如果使用者不依照使用规范或注意事项，甚至不用在所规定的用途上，禾泰股份及其关联公司将不

承担任何责任。如果用户要将产品用于其他未经推荐的用途上，请事先与禾泰股份当地代表处、办

事处或公司、销售代表联络，我们将在第一时间给您恰当的建议。 

 
                                                                  

产品的应用、推荐及指导建议仅针对通常广义的场合且不带有任何承诺条款。诸多建议不代表禾泰股份的客户按照自身的

意图和操作流程进行测试。  

 

禾泰特种润滑剂不会假设其不可能控制的或存在使用风险的条件或应用在其产品中。用户需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应用该

产品，包括第三方知识产权。 

 

此产品典型数据所包含的内容在印刷时确保是准确的，在此版本的数据信息中没有针对其准确性或完整性的任何的承诺、

暗示或特指。 

 

由于持续不断的研发，产品的信息将相应地做出修订，而无需事先通知。 

 
其中禾泰股份为“海格森 HITECSYN”等中英文商标和图形的持有和使用人，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与保护。 

 

禾泰系列产品均通过英国皇家认可委员会（UKAS）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2004 国际环境体系认证

和 OHSAS 18001:2007 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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