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鋸片

油/氣混合
不間斷輸送

三個出口噴嘴
(蝙蝠形噴嘴)

三個出口噴嘴

潤滑鋸齒位置

可移動調整
固定法蘭

固定螺絲

微量薄膜

潤滑油

鋸床-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鋸床-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

單管-油/氣混合不間斷輸送

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

MQL微量泵浦輸送油量性能選擇

1. 每次輸出1滴油量  :  0 cc ~  0.0035 cc  流體黏度 ( 50~1,000 cs ) (標準型)

2. 每次輸出1滴油量  :  0 cc ~  0.045 cc    流體黏度 ( 30~1,300 cs ) (MV1) 

3. 每次輸出2滴油量  :  0 cc ~  0.1 cc         流體黏度 ( 30~500 cs )    (MV2)

4. 每次輸出3滴油量  :  0 cc ~  0.1 cc        流體黏度 ( 50~1,000 cs ) 

入口氣壓源壓力 : 6 ~ 7 Bar ( 使用壓力請以 5 ~ 6 bar最佳 )

適用流體 : ● 環保植物潤滑油   ● 一般潤滑油    ● 石油    ● 多脂酒精    ● 酒精和水混合      

                    ● 矽利康 silicon      ● 墨水和染料    ● 石墨    ● 水                 ● 其他沒有腐蝕性流體   

加工材質 :  ● 不鏽鋼   ● 鋁   ● 鋼    ● 銅   ● 鉛   ● 紙板   ● 木材   ● 墊木  

                  ● 輪胎切割          ● 橡膠 、尼龍、PU、PVC、ABS 、POM、壓克力     

18 19

解決傳統潤滑油的所有缺失和後續清理
問題，節省潤滑油達80%以上的浪費，
提升金錢收入效益

傳統太古油洪水切削液的髒亂工作環
境、油氣味、回收處理問題、浪費潤
滑油、低品質、低鋸帶壽命，後續清
潔高成本時間和人工浪費

環保加工技術讓他人羨慕 綠色環保加工享受高利益樂趣

MQL微量薄膜潤滑鋸帶加工是高效能
、節能、乾淨、環保、安全、高鋸帶
壽命、節省清潔時間和人工成本費用

傳統帶鋸太古油洪水切削液加工 使用MQL微量薄膜潤滑加工 使用MQL微量薄膜潤滑加工

圓鋸切割使用蝙蝠形噴嘴

Saw Blade Lube Systems  Cutting Edg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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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使用MQL微量泵浦和Coolube 純天然植物環保潤滑油時，

泵浦將得到永久的保修服務™。
(詳細請看30~33頁)

MQL微量泵浦+100%純植物油

Coolube系列2210 / 2210EP / 2210AL

18 19

鋸片的MQL微量潤滑技術

MQL精密微量潤滑泵浦同樣提供在圓形鋸台潤滑系統有
優越的微量潤滑效果，這單管的MQL微量潤滑設計運用在
圓形鋸片切割機或長型帶鋸機，持續不間斷的潤滑油薄膜
在鋸齒片上，讓鋸齒強力的吸著潤滑油薄膜，就會有更好
的切割性能，更節約潤滑油，乾淨的加工場所以及乾燥的
加工廢屑是主要的原因，客戶會很喜歡我們的MQL微量鋸
片潤滑系統設計和100%環保天然的Coolube®

 ™潤滑油。

如果你目前使用傳統切削液設備，願意改用Unist鋸片精
密MQL潤滑泵浦，就馬上可以改善傳統潤滑油或太古油切
削液在污染、安全、成本問題。

● 消除了傳統潤潤滑切削液的髒亂和麻煩

● 節省潤滑油用量，更省錢

● 延長鋸片壽命，減少清潔時間

● 更值錢-乾的回收廢棄屑

標準型-單管設計

輸送泵浦
油量調整

蓄油杯

微量泵浦

空氣過濾器

氣動脈衝器

氣源3/2控制閥

氣流量
大小調整

單管
油/氣混合

三個出口(蝙蝠形噴嘴)

保護鐵盒

經濟型-單管JR系列

環保加工技術讓他人羨慕 綠色環保加工享受高利益樂趣

MQL微量潤滑系統提供多項潤滑噴嘴配件選擇，以確保您的鋸片潤滑系統能更完美的應用，我們

將與您攜手確保您的鋸片系統是成功的。               完美的享受MQL微量潤滑的好處！

帶鋸用 圓鋸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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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Number Dimension A

Part Number

Saw Blade Lube Systems Cutting Edge Technology

1.75”
(44.5 mm)

1.75”
(44.5 mm)

1.19”
(30.2 mm)

.25”
(6.4 mm)

1.38”
(35.1 mm)

4”
(101.6 mm)

.50”
(12.7 mm)

1.79”
(45.5 mm)

.19”
(4.8 mm)

.19”
(4.8 mm)

.88”
(22.4 mm)

1.38”
(35.1 mm)

1”
(25.4 mm)

.75”
(19.1 mm)

1/4-20 Set Screw 

1/4-20 Set Screw 

ø 1” (25.4 mm) 

Adjustable

2 X ø .26” (6.5 mm)
Thru Mounting 
Hole Option

2 X ø .26” (6.5 mm)
Thru All Mounting 
Option

.34” (8.6 mm)
Approximate Spray Location

4 X ø .26” (6.5 mm)

2.40”
(61 mm)1.75”

(44.5 mm)

1.25”
(31.8 mm)

.25”
(6.4 mm)

1.75”
(44.5 mm)

A

型 號 尺寸 A

3S-1.63 41.4 mm

3S-3 76.2 mm

3S-7 117.8 mm

蝙蝠噴嘴-用在圓鋸和鋸床

蝙蝠形噴嘴設計很容易的可以裝置在各式各樣的圓
形鋸，水平帶鋸，垂直帶鋸機台運用。

該噴嘴設計有一個45mm法蘭固定架，只要在防護罩
上鑽孔25mm直徑就可以連接固定在鋸台上，噴嘴可
以很簡單的固定在刀鋸片的正中心。噴嘴位置的高
低是可以隨鋸台來調整到刀鋸片最佳的高度位置。

蝙蝠噴嘴設計有3個出口噴嘴會直接噴入鋸片齒槽，
確保MQL潤滑油用微量的將噴射在鋸片上，達到最

優越的切削效果。

蝙蝠噴嘴有不同的長度，以適應廣泛的鋸片機台。

輕鬆安裝蝙蝠噴嘴在圓形鋸或帶鋸加工設備

20 21

可移動的固定法蘭

調整固定螺絲
3個噴嘴出口

鋸齒刀刃

訂購型號: 3S3

蝙蝠噴嘴有3種不同的長度

蝙蝠噴嘴有3個出口噴嘴設計會直
接噴入鋸片齒槽，確保環保潤滑油
在MQL微量的噴射強固的黏在鋸片

上，達到最優越的乾式切削效果。

環保、品質、效能、潔淨、安全 無限利益在您使用之後

Saw Blade Lube Systems Cutting Edg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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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鋸 BSB噴嘴 帶鋸 BSG噴嘴其他噴嘴

MQL微量泵浦+100%純植物油+Coolube系列2210/2210EP/2210AL

100%純植物油Coolube系列
2210/2210EP/2210AL

當您使用

MQL微量泵浦和Coolube 

純天然植物環保潤滑油時，

泵浦將得到永久的保修服務™。

20 21

+

以上照片是使用我們公司MQL Pump +帶鋸噴嘴
和100%環保Coolube™潤滑劑產品，從照片可以很
明顯看到被切鋸的圓材表面平齊光滑和沒毛邊。
帶鋸刀片壽命大大增長和節省刀片成本， 客戶廠
房可以避免太古油的污染麻煩和15%成本損失。

MQL+Coolube
切割光滑表面

一般太古油
切割粗坑表面

使用Acelube MQL 改善帶鋸切割的結果

環保、品質、效能、潔淨、安全 無限利益在您使用之後

Coolant = Up to 15% of machining 
costs!
太古油 = 高達15%的加工成本

BSB噴嘴

帶鋸刀刃

刀片尺寸
標記

MQL精密微量潤滑泵浦

MQL精密微量潤滑泵浦
經濟型-單管JR系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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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號 帶鋸尺寸 尺寸 B

303710-1-A 25.4mm 48.3 mm

303710-2-A 50.8mm 73.7 mm

303710-3-A 76.2mm 99.1 mm

臥式帶鋸-BSB形噴嘴

安裝固定夾片

噴嘴固定孔
#10 或M5
1/4-20

刀刃底部

BSG

BSB

BSB 單固定調整高度 BSB 雙固定調整高度

22

BSB噴嘴為用戶提供了水平帶鋸提供理想的噴霧鋸片刀刃潤滑，精巧
較小的模組設計，更容易固定式安裝。 並且設計尺寸刻度數字，可
以調整噴嘴準確的噴射潤滑油到帶鋸的刀刃上，讓調整和安裝靈活
性簡單。

 BSB噴嘴有1"(25.4 mm)，2"(50.8 mm)，和3"(76.2)大小，以適應一般最
普通的帶鋸刀片寬度。

環保、品質、效能、潔淨兼顧利益

適用於：
•水平帶鋸條可達3“[76.2 mm]
•安裝在刀片導軌上
•從葉片頂部噴灑時優先選擇

BSB噴嘴潤滑油

帶鋸刀刃

刀片尺寸
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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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號 BSG尺寸

303710-G-A 32.4 mm

帶鋸導軌潤滑BSG噴嘴

安裝固定夾片

噴嘴固定孔
#10 或M5
1/4-20

32.4

BSG

BSB

BSB 單固定調整高度 BSB 雙固定調整高度

23

BSG帶鋸導軌潤滑噴嘴將潤滑帶鋸片的兩
側，幫助減少摩擦產生的過熱斷裂，這
將提供對刀刃和刀刃兩側都進行潤滑， 
BSG噴嘴安裝快速。

利益在於創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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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 1滴油量最多0.0035 cc (黏度50~1,000cs)

2噴嘴以上連座用 單獨或連座噴嘴底座用

A94D6811 A94y6821

氣/油-標準型 1滴 微量泵浦

標準 - 3滴油量最多0.1 cc (黏度50~1,000cs)

2噴嘴以上連座用 單獨或連座噴嘴底座用

A94D6813 A94y6823

氣/油-標準型 3滴 微量泵浦

MV-2滴油量最多0.1 cc (油黏度30~500cs)

2噴嘴以上連座用 單獨或連座噴嘴底座用

氣/油 MV-2滴 微量泵浦

A302D100 A302y101
2噴嘴以上連座用 單獨或連座噴嘴底座用

A302D098 A302y099

MV-1滴油量最多0.045 cc(油黏度30~1,300cs)

氣/油 MV-1滴 微量泵浦

"氣/油混合"MQL 精密微量潤滑泵浦提供精準的每次和每分鐘油量cc輸出，依您需要選擇最適

合的泵浦。精密MQL泵浦可以廣泛的輸送任何沒有腐蝕性的潤滑油和液體，在加工件切削、潤滑

系統或液體的油量控制多功能產品，我們設計的精密MQL微量泵浦有優越功能和效果，低成本、

高回收報酬率，在利益上有無限回收的驚喜。

適用流體 : 

● 環保植物潤滑油    ● 一般潤滑油     ● 石油        ● 多脂酒精     ● 酒精和水混合
● 矽利康 silicon       ● 墨水和染料     ● 石墨        ● 水                  ● 其他沒有腐蝕性流體   

氣/油-切削和潤滑兩用MQL泵浦 唯油-潤滑專用MQL泵浦

放電模具加工

雕刻機

車床鑽孔

CNC 車刀加工

CNC 鑽孔加工

鋸帶機自動攻牙傳統鑽孔

創新技術造福人類和地球 創新技術是能者之風範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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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1滴油量最多0.045 cc(油黏度30~1,300cs

2噴嘴以上連座用 單獨或連座噴嘴底座用

302D416 302y417

唯油 MV-1滴 微量泵浦

MV-2滴油量最多0.1 cc (油黏度30~500cs)

2噴嘴以上連座用 單獨或連座噴嘴底座用

302D418 302y419

唯油 MV-2滴 微量泵浦

標準 - 1滴油量最多0.0035 cc (黏度50~1,000cs)

2噴嘴以上連座用 單獨或連座噴嘴底座用

94D6811-1 94y6821-1

唯油-標準型 1滴 微量泵浦

標準 - 3滴油量最多0.1 cc (黏度50~1,000cs)

2噴嘴以上連座用 單獨或連座噴嘴底座用

94D6813-1 94y6823-1

唯油-標準型 3滴 微量泵浦

唯有"流體"的 MQL 精密微量潤滑泵浦提供精準的每次和每分鐘油量cc輸出，依您需要選擇最

適合機台的泵浦。精密MQL泵浦可以廣泛的輸送任何沒有腐蝕性的潤滑油和液體，可以精準的定

量控制每次輸出油量。我們設計的精密MQL微量泵浦有優越功能和效果，低成本、高回收報酬

率，在利益上有無限回收的驚喜。

唯有"油"的運用 MQL

可以廣泛的輸送任何沒有腐蝕性的

潤滑油和液體，更可以精準的控制

輸出潤滑油CC量和每分鐘輸出次數

5-200次。

2210潤滑油

可以用在所有需要

潤滑功能運用並且

防鏽、環保

、無污染、健康、

永久利益兼顧。

適用流體 : 
                                                       ●  環保植物潤滑油  ● 一般潤滑油   ● 石油   ● 多脂酒精   ● 酒精和水混合
                                                       ●  矽利康 silicon       ● 墨水和染料   ● 石墨   ● 水                ● 其他沒有腐蝕性流體

氣/油-切削和潤滑兩用MQL泵浦 唯油-潤滑專用MQL泵浦

氣缸

凸輪

螺桿

鏈條

軸承

齒輪

滑軌

滾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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