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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切削液 加工過程製造環境污染、職業病、成本增加的主要關鍵因素

=

傳統廣泛被使用的切削液，在加工
中無法消除高磨擦力的聚熱，而是
在加工後才冷卻

加工中無法消除刀具及加工件瞬間
接觸造成的高熱衝擊和高磨擦力

傳統冷卻潤滑劑造成高磨擦力，對
刀具和加工件造成更高的熱衝擊

含污油的廢屑料汙染環境，銷價低，
要付出多的人工、時間的清潔費用

傳統的金屬加工方法，產生高熱衝
擊，造成刀具高磨擦力的壞損

最貴、最沒有競爭力的金屬加工

裂痕

高磨擦力造成
刀具精度受損

較差的加工件表面光亮度

最貴
  1. 便宜的傳統礦物質潤滑油和太古油，事實精算後證實它最貴。

汙染
  2. 汙染設備、工作環境、加工件，人整天跟汙染在一起。

  3. 土地、河川、飲用水和更多嚴重問題。

  4. 廢屑中的廢油處理、二度汙染的工件和設備..等等問題。

疾病
  5. 髒、臭味、傳統潤滑油蒸發、是工作人員疾病的根源之一。

清洗  

  6. 清洗加工件、設備、環境...等等，時間和更高人工成本問題。

 損失
  7. 高度浪費80%以上潤滑油和設備佔更大空間的缺點。

  8. 無法消除高聚熱問題，刀具壽命短，增加刀具成本。  

  9. 加工精度要到最好，要更多次加工次數和時間浪費。 

10. 加工環境每一天圍繞著，汙染、健康、清洗工件、打掃機台

      和環境、維護、無法通過環評認證、投資更多時間廢棄潤滑油

      處理、刀具壽命短、較差的加工件品質和表面光亮度、另外增

      加人工成本...等等，金錢利益永遠的浪費和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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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效應和嚴重土壤、水、空氣的污染破壞

數不盡的環境汙染、疾病、浪費金錢 MQL微量潤滑是21世紀最熱門話題Acelube AcelubeAcelube Acel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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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綠色環保金屬加工、節能兼顧利益

便宜
  1. 比傳統循環油設備更便宜的MQL微量泵浦投資和極低故障率。

環保
  2. Coolube 獨特的+ －離子潤滑油性能，100%環保、無毒 ，

      極佳潤滑特性，是最便宜的天宮植物潤滑油，沒有任何汙染廢水

      排放土地、河川、飲用水、食物、毒害動物..等問題。

健康
  3. 潔淨、安全，絕對不會有任何影響人體健康職業疾病問題。

節能
  4. 比傳統潤滑油節省80%以上潤滑油使用量。

潔淨
  5. 加工件不需要再一次的清洗，就可直接做任何表面處理，不會

      影響表面處理品質。

  6. 沒有二度清潔殘餘黏油來增加時間和人工成本費用。

利益
 7. 精巧的一套MQL，可隨時彈性的馬上移到需要的機台使用。

  8.100%綠色環保工業、更優越的加工件品質、更長的刀具壽命、

     高效率的時間和人員運用、更潔淨、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

  9. Coolube 天然植物油符合 ISO 14000 環評認證使用油。

10. 所有傳統的缺點，MQL+Coolube 天然植物油都是取代它成為

      100%環保、安全、健康、潔淨、節能兼顧利潤的絕對優勢。

乾的廢屑料，能賣更高的回收價格

沒有髒亂不堪和很麻煩
腦人的汙染黏殘油

薄膜非常有效的減少摩擦力
和因摩擦力所產生的熱能

加工的碎屑被切斷時會將
大部分的高熱能一起帶走

提升50%的表面光潔亮度和精度極佳的微量潤滑提高刀具的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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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綠色環保無毒、高效能、節能兼顧利益

數不盡的環境汙染、疾病、浪費金錢 MQL微量潤滑是21世紀最熱門話題

MQL微量泵浦 + Coolube 純天然植物油的加工利益

=
潤滑油薄膜強力吸著工

件表面隔絕高摩擦熱能

潤滑油薄膜強力
吸著在刀具表面

Acelube AcelubeAcelube Acel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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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L泵浦的設計是能以 1. 最精準的輸送微量潤滑劑 2.可調潤滑劑油量的大小 3. 還含有氣動脈衝
計次器 4. 氣體流量大小，以微量和準確的次數來輸送潤滑劑，讓潤滑劑所形成的薄膜可以非常有
效的減少摩擦力和因摩擦力所產生的熱能，事實上，使用微量潤滑後熱量的產生大部分是來自於碎
屑的變形，而不是因為刀具和工件的摩擦，隨著MQL當碎屑被切斷時會把大部分的熱量都一起帶
走，來降低加工中所產生的高摩擦力，提升加工效率、品質和更長刀具壽命。

堅持天然、無毒、環保、安全、健康愛地球的綠色金屬加工工業理念，精密MQL微量潤滑不僅讓我們的客戶滿意，更

提供無與倫比的極佳潤滑品質和兼顧利益。

MQL 就是以精準的微量泵浦來輸送金屬加工切削潤滑油技術 它借由氣壓來操作泵浦，
泵浦的設計是來輸送可調微量的潤滑劑，另外還運用壓縮空氣和切削潤滑劑在出口混合，讓切削潤
滑劑薄膜很強力的吸著在刀具和工件接觸之間表面，以達到完美噴灑降低高摩擦力的聚集。不良的
潤滑方法會讓刀具和工件的接觸點產生極高的摩擦力和高熱的聚集，這將嚴重的造成刀具高磨損及
加工物不良的精度品質和表面光潔精度，精密MQL微量泵浦證實能有最高效率的解決這問題。

MQL潤滑技術使用已超過30年，並且已證明在廣泛的機械金屬加工上有很優越的潤滑和冷卻效果。

相反的，傳統切削液的潤滑劑在加工中並無法有效的降低高摩擦力產生高熱的聚集問題，它是在加
工高熱的聚集後才達到冷卻吸收熱量的效果，這不是金屬加工方法中理想的潤滑和冷卻方案。

MQL  Minimum Quantity Lubrication 是什麼 ?

MQL 讓您能得到基本的環保、健康、安全、是溫室效應的守護神

MQL的優點是解決傳統切削液(礦物油)所有造成的環境和成本浪費問題，在真實的研究顯示，解
決傳統切削液包括，設備的昂貴、更多油的浪費、清洗劑、人工、時間、等等...的浪費和高的金錢
管理成本.......等等的計算，將會佔到金屬加工總成本的15％以上。

此外，傳統切削液直接造成加工環境危險的濕滑地面、工作人員嚴重呼吸的健康問題和影響機器的
故障和可靠性。回收有害的切削液要更高的成本和人力，排放更造成河川、土壤食物種植、飲用水
、重金屬、疾病、環境破壞、溫室效應........等等污染問題，這是百害無一利的禍害自己和子孫。

創新MQL技術取代傳統切削液觀念

MQL + Coolube 100%純植物油........能讓您得到無限多的金錢利益

MQL+Coolube 100%優點在真實的研究顯示:
1. 便宜的MQL設備，接近零故障率。
2. 可調每次輸出超微油量最少在 0.000875 cc。
3. 可調每分鐘循環輸出最少油量在 0.0035 cc。
4. 可調氣流壓力。
5. 極少的時間和人力用在清潔設備和環境。
6. 100%天然、無毒、安全、潔淨、健康、效能。
7. 每日以最低的成本賺取最高的金錢利益。
8. 數不盡的 ....... 好處和利益如影隨行。

如果您能適當的調好泵浦次數和Coolube油量，將會比任何傳統切削油還便宜

MQL 優異性能最簡單的就是解決傳統潤滑液或太古油造成數不盡的環境和成本浪費問題。

創新金屬加工技術

MQL 微量潤滑+100%純植物油的利益

綠色環保工業理念愛護地球 利益在於觀念的實行Acelube AcelubeAcelube Acel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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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L微量潤滑泵浦  每次輸出油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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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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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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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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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 
MV

噴出不會間斷的微量潤滑劑MQL精密微量泵浦 噴嘴出口混合設計

=
切削潤滑油不間斷

滿油至噴嘴出口

氣壓

油/氣-出口
微量混合+

Coolube天然植物油

不會間斷的微量薄膜潤滑劑

      Coolube® 是100％純天然可生物分解的植物切削潤滑油，來自再
生蔬菜，它和MQL微量泵浦的技術結合能有極優異性能呈現。
Coolube 系列產品是不含任何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氯或矽膠.....等等有毒溶

劑，不造成人的呼吸健康安全和環境污染問題。(詳細請看30~33頁)

100% 純天然 Coolube植物切削油

能給您什麼好處和多少利益 ?

      Coolube® 不會刺激人體皮膚引起任何皮膚病問題，永遠不會氧化或留下粘性殘留黏
物在加工物表面。使用MQL微量泵浦和Coolube®環保切削潤滑油和傳統的冷卻液使用的比較，
MQL泵浦+Coolube 不只是愛護我們生長在這塊土地上保證100%環保，還能讓刀具有更長的壽
命、優越的品質和工件表面光潔度增加50％，還有更多好處.....等等®。Coolube植物潤滑油是業
主最佳環保兼顧利益的選擇，更具成本效益的金屬加工潤滑切削液。

如何提高刀具100倍壽命

最近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精密MQL 微量潤滑用在銑削316L不銹鋼材質，它降低了刀具高熱積

屑瘤問題，並且提高刀具的壽命高達100倍。(有影片可證實)

高熱積屑瘤

刀具

21世紀最熱門話題MQL微量薄膜潤滑

MQL 微量潤滑+100%純植物油的利益

綠色環保工業理念愛護地球 利益在於觀念的實行Acelube AcelubeAcelube Acel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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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銑削多軸加工最好是安裝
MQL雙噴嘴潤滑

多軸向加工建議用雙噴嘴，單噴

嘴最佳安裝135o (雙噴嘴看右圖)

雙噴嘴安裝角度不干擾排廢碎屑

，多軸向加工建議使用雙噴嘴

垂直角度刀具中心算起，

最佳安裝角度 60o~70o

噴灑潤滑油在不受排廢碎屑干擾

才能順利送入刀具和工件表面

135o是MQL噴嘴

最理想安裝角度

排廢削方向 最佳135o

最佳135o
最佳135o

最佳135
o
對面180

o

以下是流體吸著在加工物表面的測試分析，Coolube 天然植物油有最好的性能

水

測試水的附著面積
和吸著力是最差的

54 " , 52.1 " 26.4 " , 27.3 "

®Coolube 天然植物油

大的附著面積和超強固的吸
著力在工件的表面

傳統切削油

沒有®Coolube 植物油的
優越附著面積和吸著力

25.4 " , 26.26 "

油和水 1:15

混合油附著面積和附著力
比水好一點但還是差

35.1 " , 33.5 "

加工件

+–極性離子的排列，產生極為強
固的薄膜吸著力附著在工件表面

Coolube 它的獨特性是有相對的
+–極性離子極佳潤滑油

消除高熱量積聚黏屑，®能降低刀具
和工件的高摩擦力，提高加工效能

借由MQL將Coolube潤滑油薄膜完
美的送到刀具表面

加工刀具

®Coolube植物油比傳統切削油節省
80%以上，最節省成本效能

®極佳的潤滑效果，讓刀具壽命更長
，工件有更好的精度和光亮度

MQL微量噴嘴在銑削加工最佳裝置角度說明

加工件

刀具

獨特的+–極性離子 Coolube 純植物潤滑油特性

正確技術是利益之因 失之毫釐 差之千里

®Coolube

最節能

®傳統 汙染、浪費

Acelube AcelubeAcelube Acel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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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L的目標非常簡單：提供最少的液體和氣流到需要潤滑的加工
部位，同時盡可能減少多餘的氣和潤滑油，以保持加工物和刀具都
能達到最佳的潤滑。

以下是幾點需要被考慮的因素：
如果兩部位都需要被潤滑：刀具/加工物件的表面和接觸刀具的部
位，像是鑽鑿，較大的區域需要以相對小的削片刀具接觸。

氣和潤滑液速度 :太慢潤滑油無法到達刀具。太快潤滑油會反彈超
過預定目標，影響到整個加工間的環境。

噴嘴需要噴灑的距離越長，就需要越多和強的氣流來攜帶潤滑油
，這樣就可能產生不必要的霧氣，要處理霧氣問題需要裝置一個抽
氣系統來決解這問題。將噴嘴靠近加工物是有幫助的，這通常可以
藉由特殊的噴嘴來達到需要噴灑潤滑加工部位。

不同潤滑油黏度，需要以不同強度的氣流來輸送潤滑油，你必須去調整氣流的強弱位置。

刀具的轉速會影響到噴嘴噴灑潤滑油時間的長短，必須小心不當的氣流和壓力。潤滑油是需要有足
夠的氣流和壓力來噴出潤滑油才能強固的吸著在刀具的表面上。
MQL在加工中乳化穿透障礙上比水來的更有效，這也是MQL適合高速加工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

高速刀具周圍的氣流

噴嘴在銑刀加工最佳水平角度位置

在銑切中，噴嘴的定位牽涉到是單一噴嘴或多個噴嘴，在這裡我們

看到典型的順時鐘旋轉銑切應用和直線路徑的運作，噴嘴安裝最理

想水平角度是從切割方向的135o，其他45o不會有作用，這樣可以讓

潤滑劑在銑切刀具進入切割前吸著在其邊緣以免碎屑噴入加工區

域。(請看第4頁)

單噴嘴輸出死角

135°

60°~7
0°

子母管-潤滑噴嘴使用在較小的刀具

當加工物件非常小時，需要微型切割加工，想利用大氣流和
壓力擴散來吹走加工的削屑時，這會形成大的霧化，要決解
霧化的困擾問題時請裝置真空吸塵器做為排屑裝置。

將噴嘴安裝距離靠近加工件，可以降低氣流和壓力的需要。

要如何確保MQL泵浦不會發生沒有持續噴出潤滑油的問題，最
好的作法是將一張硬紙板放在噴嘴前，確認噴嘴輸出的潤滑
油大小是一致的，不應該發生噴出的潤滑油是較大滴或較少
噴液產生。

多軸向雙噴嘴安裝最佳角度位置

垂直切割建議從刀具為準60o~70o的方向設置噴嘴以確保在刀具進入

工件時能有優越的潤滑效果。在銑刀操作中刀具在工件中多軸向移

動，噴嘴跟切割的相對位置會改變，這可能會導致工件本身阻礙潤

滑劑輸送到切割區域，多個噴嘴可以確保切割緣能在進入切割工件

前優越的被潤滑。每個噴嘴應該各放置在切割方向135°的位置，或

彼此應成180o。(請看第4頁)

噴嘴安裝角度技術說明

正確技術是利益之因 失之毫釐 差之千里Acelube AcelubeAcelube Acel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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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範圍 :

●  鑽孔      ●  攻牙     ● 銑床    ● 車刀   ●  鉸孔     ● 衝孔     ● 圓鋸、帶鋸（木質、金屬） 

● 研磨（銑、削）     ●  鍊條潤滑         ●  高速軸承潤滑       ●  製罐設備材料輸送潤滑       

● 原子筆筆心微量矽利康    ●  CNC加工銅、不鏽鋼、鋁、鋼、塑膠、鉛....等、條狀抽管模具

   或其他冷卻潤滑加工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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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孔攻牙 銑刀加工

圓鋸 鋁、鋼、不銹鋼帶鋸

8 9

木材、紙材帶鋸

 沖孔  擠壓 沖床  切管  鏈條

鋁圓鋸

MQL 廣泛的加工運用 MQL 廣泛的加工運用

CNC加工機 車刀加工CNC加工機 CNC加工機

 鋸床

MQL微量潤滑是21世紀最熱門話題 愛地球很簡單並非高不可攀Acelube AcelubeAcelube Acel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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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QL 廣泛的加工運用 MQL 廣泛的加工運用

鋼或鋁板潤滑

沖床、擠壓 - 滾輪微量薄膜潤滑飲料、汽水鋁罐抽取設備 - 滾輪微量潤滑

滾輪微量薄膜潤滑

衝模鋼或鋁板潤滑銑刀加工

鋁板 - 滾輪微量薄膜潤滑 不銹鋼板 - 滾輪微量薄膜潤滑

MQL微量潤滑是21世紀最熱門話題 愛地球很簡單並非高不可攀

CNC攻牙

Acelube AcelubeAcelube Acel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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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母管-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子母管-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

切削潤滑油

滿油不間斷

至噴嘴出口

氣壓

噴嘴出口

油/氣混合

微量薄膜潤滑油

子母管-油/氣出口混合

MQL微量薄膜潤滑泵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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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lubricator   Continuous PrecisionTM

10 11

車刀加工的MQL微量薄膜潤滑加工
，環保、提高加工精度和效能

雕刻機MQL微量薄膜潤滑，更好的
雕刻精度和高刀具壽命3~5倍以及
潔淨的加工環境提升

沒有任何有害潤滑油汙染，乾的加
工廢屑料，具有較高的回收價格，
潔淨沒有健康問題的工作環境

極佳的微量薄膜潤滑特性 利益的回收不是投資Acelube AcelubeAcelube Acel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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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母管-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子母管-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

  精準MQL微量薄膜潤滑泵浦

            是加工刀具的最好朋友！

如果您有意願，我們提供30天免費試用

10 11極佳的微量薄膜潤滑特性 利益的回收不是投資

解決傳統切削油和太古油的回收處理

解決傳統切削油和太古油髒亂和油氣味問題

沒有傳統切削油設備的投資和維修以及清潔問題

乾的加工廢料，有高的價值和更潔淨的工作環境

解決高熱衝擊破壞到硬質合金刀具，延長刀具壽命

節省80%以上潤滑油浪費

提高加工表面光潔度和精度和生產率

沒有土地、水源、食物汙染問題

綠色環保工業、節能、低成本投資賺取更多的金錢

Acelube AcelubeAcelube Acel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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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母管-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 子母管-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子母管-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 子母管-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

精確的流體應用關鍵是在以最少潤滑劑量能發
揮最大效益，加工過程中使用過多潤滑劑是一
種浪費。相對的、潤滑油不足會降低刀具壽命

和加工件的精度品質以及更多的成本浪費。

精密微量潤滑輸送泵浦的完美設計

1. 調整循環次數5 ~ 200次/1分鐘

2. 泵浦能精準微調的輸送潤滑油量

每次輸出油量泵浦 :  
1滴輸出油量         : 0 cc ~ 0.0035 cc。 (標準型)                      
MV 1滴輸出油量  : 0.002 cc ~ 0.045 cc。
MV 2滴輸出油量 : 0 cc ~ 0.1 cc。
3滴輸出油量        : 0 cc ~ 0.1cc。       

創新的金屬切削潤滑應用

MQL微量精密潤滑泵浦 ™部位說明

A. 空氣過濾器

B. 氣源控制包括電磁閥，氣壓引導閥，手動閥

C. 泵浦可精準的調整輸出一次油量

D. 氣動脈衝記次器可以控制輸送浦泵，

    壽命達1,000萬次以上的循環次數

E. 可調噴出的氣壓流量大小旋鈕

F. 完美的調整油量的調節旋鈕

G. 多種油杯cc大小容量提供選擇

H. 鋼鐵外殼保護箱(可選鑰匙鎖）

傳統潤滑劑和太古油加工是是落後的加工方法，它無法正確

傳送潤滑功能到刀具和加工物表面，所以  並沒有多大的好

處。為了達到完美的潤滑效果，我們公司開發出多種MQL

噴嘴潤滑&冷卻系統，適用於金屬切削加工在鑽、銑、攻、

鋸、磨、車、衝、鉸.......等等廣泛加工切削的應用。

每分鐘5 ~ 200次
循環次數調整

氣壓流量
大小調整針

油量大小微調環

3. 可調氣壓噴出的流量大小

精確不間斷的微量潤滑油泵浦，精確一致的讓氣和油在噴嘴出口處混合以微量的極佳量噴出。

4. 入口氣壓源壓力 : 6 ~ 7 Bar ( 標準請以 5~6 bar )

Coolubricator   Continuous PrecisionTM

12 13歡迎到我們網站觀賞應用影片 完美的加工是利益兼顧環保Acelube AcelubeAcelube Acel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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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母管-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 子母管-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子母管-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 子母管-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

氣動脈衝計次器是以氣壓邏輯迴路控制泵浦，沒有任
何電的控制，就能連續操控MQL泵浦準確的往復動作
，讓泵浦精準的輸送任何流體，絕對達到100%不會間
斷的潤滑加工物和刀具，氣動脈衝計次器是可以調整
每分鐘5 ~ 200次的自動運作，絕對不誤動作。
(氣壓不可低於5Bar，以5~5.5bar最佳)

每一個加工刀具運用都有不同潤滑量大小的需求，調到“精準點”是極
必要的，過少或過多的潤滑都會影響加工物精度和品質及刀具壽命和潤
滑劑的浪費，這關係以最低成本賺取最大利潤的最重要關鍵。
設定到您設備所需要的潤滑量對微量精密潤滑泵浦是輕而易舉的事，子
母管設計的MQL微量精密潤滑泵浦將提供您完美的潤滑量，一次又一次
精準不誤動作，絕對不會有任何的誤差和間斷。

Coolube® 是100％來自可再生的天然植物和可生物分解的切削潤
滑油，這是金屬加工業無污染環境和無人體職業傷害的最優越產品。
如果應用得當，Coolube®

 ®在加工過程中會被完全消耗。汙染亂糟的傳
統潤滑油或太古油冷卻液運用觀念，是很容易就會被使用者淘汰。

(詳細請看30~33頁)

獨立的流體和空氣輸送

氣動脈衝計次器是連續不間斷的設計

潤滑油調到“精準點”

MQL微量泵浦+100%純植物油2210&2210AL/EP

100%出廠品質性能保證測試

氣壓(母管)

潤滑油
或

冷卻油
(子管)

子母管的獨立設計讓流體和空氣分開，提供一致不間斷的輸送，
直到噴嘴出口處才混合，以均衡最微量需求的噴出薄膜潤滑油，
將極佳的潤滑效果傳遞到刀具和加工物的表面，快速和極佳的降
低加工物件在鑽、銑、攻、鋸、磨、車、衝、鉸......等等切削表
面引起熱能的傳導和熱聚集，讓任何加工物能有給您驚訝的最佳
潤滑效果，這創新的運用技術能100%取代傳統金屬加工方法，
是適用在任何金屬材質的加工上。

精密MQL潤滑輸送泵浦在交貨給客戶的出廠檢驗品質是極其重要，
每個輸送泵浦都®經過3個測試過程。
1.氣動脈衝記次器是否正確動作     2. 氣壓的噴射大小調整是否穩定 
3. MQL泵浦動作和Coolube®

 潤滑油要精準的被輸送所設定的油量，
MQL微量泵浦都是100%的測試後才出廠的。我們引以自豪的保
證，客戶收到MQL泵浦保證是100%檢驗後的優良產品。"信譽保證"

噴嘴出口
油/氣混合

微量薄膜潤滑油

12 13

當您是使用MQL微量泵浦和Coolube純天然植物潤滑油時，

泵浦將得到永久的保修服務®。

5~200次/每分鐘調整旋鈕 

氣動脈衝記次器

歡迎到我們網站觀賞應用影片 完美的加工是利益兼顧環保Acelube AcelubeAcelube Acel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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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滴 間歇輸送-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油滴 間歇輸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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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O-Spray™  Repeatable Precision

油滴噴射-出口間歇輸送

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

氣壓(母管)

潤滑油或冷卻劑

母管(外管)

子管(內管)

MQL間歇性的讓潤滑油強固的附著
在加工物和刀具的表面，消除高熱
衝擊刀具的加工精度 ，延長刀具壽
命，這是最理想的加工過程。

MQL油滴-間歇性的讓潤滑油強固的
吸著在攻牙刀具上，提供很順暢的
攻牙和牙的光亮度以及精度。

14 15歡迎到我們網站觀賞應用影片 智慧是實行的認定

子母管-MQL讓潤滑油薄膜強固的吸
著在攻牙刀具上，提供很順暢的攻
牙和牙的光亮度以及精度，也借氣
體吹淨牙攻表面等待下次攻牙。

Acelube AcelubeAcelube Acel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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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滴 間歇輸送-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油滴 間歇輸送-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

(詳細請看30~33頁)

14 15

Serv-O 油滴間歇輸送-MQL微量泵浦內子管輸送滿的潤
滑油，母管輸送壓縮空氣，跟"子母管"設計一樣。

但是Serv-O MQL泵浦的設計不是用氣壓脈衝計次器控制所
以不會連續往復動作，控制方法是給一次信號MQL泵浦才
會動作，一次噴出一滴微量的潤滑油，它不是連續性不間
斷的提供氣/油。
Serv-O泵浦可依需要所需要控制噴射次數進行循環，每一
次的空氣供給，立即觸發泵浦動作一次。達到每分鐘最高
150次的使用，任何人員都可以很簡單的操作它。

氣體流量大小調整精密噴霧泵油量調整

Serv-O
泵浦可以依客戶的設計
需要控制運用，不同的
組合控制串聯在一起，
非常的簡單方便，成本
很低，極低的故障率，
無限長的泵浦壽命。

Coolube®
 是100％來自可再生的天然植物和可生物分解的極佳潤

滑油，不污染環境和無職業傷害最好的產品。如果應用得當，

Coolube®
 在加工過程中會被完全消耗，很容易就會淘汰傳統的礦物

質潤滑油和太古油切削液使用觀念。

MQL微量泵浦+100%純植物油Coolube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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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O ™的模組化
適合任何應用設計

歡迎到我們網站觀賞應用影片 智慧是實行的認定Acelube AcelubeAcelube Acel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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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油杯
493cc

P塑膠噴嘴管

SR銅噴嘴管

M:磁鐵座在泵浦下方

R :磁鐵座在泵浦後方

底座
MQL泵浦

連座
MQL泵浦

H1

H2

H
3/2手動閥

過濾+調壓

3/2電磁閥

FR

B:保護箱

Vi

V1

C&O單氣控     

噴嘴磁鐵座

氣動脈衝計次器

氣源入口

母管:氣 子管:油

H3

氣源前端控制

H    : 3/2手動滑動閥

H1  : 3/2手動切換閥

H2  : 3/2手動切換閥
H3  : 腳踏開關 
 

FR  : 1/4過濾調壓

FR1 : 1/4 過濾+調壓閥

特別需求請跟我們討論

❽   

C-1-2-M-1.5-P12-E5-HFR-K3
❶     ❷     ❸      ❹             ❺             ❻                ❼              ❽                ❾

客戶特別的需求設計使用條件，本公司一樣可以提供技術支援

MQL規格     請看第10頁

C :子母管-單氣控     

CP : 子母管-多氣控  

CE :子母管-單電控

CV :子母管-多電控

O :油滴-單氣控   請看第14頁

OP : 油滴-多氣控  

OE :油滴-單電控

OV :油滴-多電控

❶   

油杯

E5   : 473  cc (標準)

E10 : 946  cc

E18 : 1,893 cc

特別需求請跟我們討論

❼   

泵浦供油種類   請看第17頁

1 : 1滴 (氣/油 50~1,000黏度)

2 : 3滴 (氣/油 50~1,000黏度)

3 : 1滴MV (氣/油 30~1,300 黏度)

4 : 2滴MV (氣/油 30~500 黏度)

❷   

泵浦數量 1~6

1 :單組MQL泵浦

2 : 2 組MQL泵浦

3 : 3 組MQL泵浦

4 : 4 組MQL泵浦

5 : 5 組MQL泵浦

6 : 6 組MQL泵浦

❸   

電磁閥控制

Vi  : 3/2 Way外部引導

V1  : 3/2 Way電磁閥 AC110V

V2  : 3/2 Way電磁閥 AC220V

V3  : 3/2 Way電磁閥 DC24V

Ki  : 3/2 Way外部引導

K1 : 3/2 Way電磁閥 AC110V

K2 : 3/2 Way電磁閥 AC220V

K3 : 3/2 Way電磁閥 DC24V

❾   

泵浦固定方式

M : 磁鐵座在泵浦下方

 R : 磁鐵座在泵浦後方

 D : 架高磁鐵座在泵浦下方

 B : 保護箱

❹   

泵浦輸送氣/油管長的度

1.5 : 標準1.5米長度

C1.5 : 可伸縮管(蛇管)

客戶可以100mm長度無限加長

❺   

前端噴嘴材質和長度

P12M : P12"  單塑膠管+磁鐵

P18M : P18"單塑膠管+磁鐵

SR12M : SR12"單銅管+磁鐵

SR18M : SR18"單銅管+磁鐵

P12M: M 是磁鐵，沒有M就是不要磁鐵

特別管或長度請跟我們討論

❻  

16 17解決加工難題讓世界更好 能解決問題就能創造利益

純氣壓邏輯自動循環控制 - MQL微量潤滑泵浦

子母管MQL-微量潤滑系統訂購說明

Acelube AcelubeAcelube Acel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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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OP MQL泵浦規格控制

CP&OP是可以一個氣動脈衝計次器來控制一個或多個MQL微

量泵浦，在有加工的刀具單獨供應潤滑油，沒有加工的MQL微

量泵浦噴嘴不提供潤滑油，有效的節省潤滑油的浪費，這控制

可以連結多數MQL微量泵浦在一起節省空間。

提供每一個獨立氣源進入每一個氣動脈衝計次器，氣動脈衝計

次器就會自動循環您所設定的次數，當您不用其中一個泵浦就

關閉氣源，泵浦就馬上停止動作。

CE&OE MQL泵浦規格控制

CE&OE 是以電來控制微量泵浦的次數運作，一個電控氣閥

可以控制多個MQL微量泵浦同時動作ON/OFF，電控氣閥一次

ON/OFF，MQL微量泵浦就動作一次，MQL微量泵浦每分鐘要

多少次的動作，是以電控氣閥的次數來決定，很簡單的可以跟

設備電控連結在一起控制。

CV&OV MQL泵浦規格控制

CV&OV 是以一個電控氣閥來控制一個或是多個MQL微量泵

浦，在有加工的刀具單獨供應潤滑油，沒有加工的MQL微量泵

浦噴嘴不提供潤滑油，有效的節省潤滑油的浪費，這控制可以

連結多數MQL微量泵浦在一起節省空間。

電控氣閥一次ON/OFF，MQL微量泵浦就動作一次，MQL微量

泵浦每分鐘要多少次的動作，是以電控氣閥的次數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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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2滴油量最多0.1 cc (油黏度30~500cs)

氣/油 MV-2滴 微量泵浦

2噴嘴以上連座用

A302D100
單獨或連座噴嘴底座用

A302y101
2噴嘴以上連座用

A302D098
單獨或連座噴嘴底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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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 - 1滴油量最多0.0035 cc (黏度50~1,000cs)

2噴嘴以上連座用

A94D6811
單獨或連座噴嘴底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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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94D6813
單獨或連座噴嘴底座用

A94y6823

氣/油-標準型 3滴 微量泵浦

解決加工難題讓世界更好 能解決問題就能創造利益

子母管MQL-微量潤滑泵浦控制選擇

Acelube AcelubeAcelube Acel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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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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量潤滑油

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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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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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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鋸帶加工 MQL微量薄膜潤滑加工 MQL微量薄膜潤滑加工

Saw Blade Lube Systems  Cutting Edge Technology

Acelube AcelubeAcelube Acel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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鋸床-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鋸床-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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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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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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elube AcelubeAcelube Acelube

Fax :+886-2-2276 7390     ☎ :+886-2-2276 8200     www.danyao-ltd.com       E-mail :info@danyao-ltd.com    丹耀貿易有限公司 丹耀貿易有限公司     www.danyao-ltd.com     E-mail :info@danyao-ltd.com     ☎ :+886-2-2276 8200     Fax :+886-2-2276 7390 Fax :+886-2-2276 7390     ☎ :+886-2-2276 8200     www.danyao-ltd.com       E-mail :info@danyao-ltd.com    丹耀貿易有限公司 丹耀貿易有限公司     www.danyao-ltd.com     E-mail :info@danyao-ltd.com     ☎ :+886-2-2276 8200     Fax :+886-2-2276 7390



鋸床-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 鋸床-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鋸床-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 鋸床-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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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購型號: 3S3

尺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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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elube AcelubeAcelube Acelube

Fax :+886-2-2276 7390     ☎ :+886-2-2276 8200     www.danyao-ltd.com       E-mail :info@danyao-ltd.com    丹耀貿易有限公司 丹耀貿易有限公司     www.danyao-ltd.com     E-mail :info@danyao-ltd.com     ☎ :+886-2-2276 8200     Fax :+886-2-2276 7390 Fax :+886-2-2276 7390     ☎ :+886-2-2276 8200     www.danyao-ltd.com       E-mail :info@danyao-ltd.com    丹耀貿易有限公司 丹耀貿易有限公司     www.danyao-ltd.com     E-mail :info@danyao-ltd.com     ☎ :+886-2-2276 8200     Fax :+886-2-2276 7390



鋸床-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 鋸床-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鋸床-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 鋸床-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

20 21

型號 : 4S-3U

U型蝙蝠噴嘴一樣從中心延伸切口，設計來
應用在帶鋸刀片頂端和兩側的噴口噴灑在帶
鋸齒兩側的潤滑。

U型蝙蝠噴嘴可以從最上短端和帶鋸齒刀位
置都噴灑上潤滑油，在底部的噴嘴的大小為
16.9 mm。

U型噴嘴是設計用在來讓尺寸50.8 mm和以下
的刀片來使用，不過到76.2 mm之前的大小
也可以使用。

MQL+Coolube
切割光滑表面

一般太古油
切割粗坑表面

®

LIFETIME PUMP WARRANTY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The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lubricates the critical points 
on your saw blade including the teeth, gullet and sides. 

Nozzle on larger blades. It can be mounted to either side 

Mounting kit included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LubricantBlade Direction

Guide Nozzle

prior to entering the blade guide. It is designed to 
accompany the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on wide 
blades. The Guide Nozzle applies lubricant to the 
blade where it comes in contact with the guides 

Mounting kit included

Lubricant

Blade Direction

Guide Nozzle

U Nozzle

The main advantage over the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is it is less sensitive to chip build-up on the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position the nozzle so the blade is in position to be hit by the output spray. 

blade enters the cut.

Mounting Bracket
Blade Direction

U Nozzle

Lubricant

®

LIFETIME PUMP WARRANTY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The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lubricates the critical points 
on your saw blade including the teeth, gullet and sides. 

Nozzle on larger blades. It can be mounted to either side 

Mounting kit included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LubricantBlade Direction

Guide Nozzle

prior to entering the blade guide. It is designed to 
accompany the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on wide 
blades. The Guide Nozzle applies lubricant to the 
blade where it comes in contact with the guides 

Mounting kit included

Lubricant

Blade Direction

Guide Nozzle

U Nozzle

The main advantage over the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is it is less sensitive to chip build-up on the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position the nozzle so the blade is in position to be hit by the output spray. 

blade enters the cut.

Mounting Bracket
Blade Direction

U Nozzle

Lubricant

U型 
蝙蝠噴嘴

固定架

薄膜潤滑油

帶鋸移動方向

U型 蝙蝠噴嘴-臥式帶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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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孔

可調距離

固定孔

固定螺絲

固定螺絲

噴霧位置

環保、品質、效能、潔淨、安全 無限利益在您使用之後

帶鋸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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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螺絲

可移動的

固定法蘭

噴嘴

U型 蝙蝠噴嘴
型號 : 4S-3U

Acelube AcelubeAcelube Acel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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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TIME PUMP WARRANTY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The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lubricates the critical points 
on your saw blade including the teeth, gullet and sides. 

Nozzle on larger blades. It can be mounted to either side 

Mounting kit included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LubricantBlade Direction

Guide Nozzle

prior to entering the blade guide. It is designed to 
accompany the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on wide 
blades. The Guide Nozzle applies lubricant to the 
blade where it comes in contact with the guides 

Mounting kit included

Lubricant

Blade Direction

Guide Nozzle

U Nozzle

The main advantage over the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is it is less sensitive to chip build-up on the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position the nozzle so the blade is in position to be hit by the output spray. 

blade enters the cut.

Mounting Bracket
Blade Direction

U Nozzle

Lubricant

®

LIFETIME PUMP WARRANTY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The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lubricates the critical points 
on your saw blade including the teeth, gullet and sides. 

Nozzle on larger blades. It can be mounted to either side 

Mounting kit included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LubricantBlade Direction

Guide Nozzle

prior to entering the blade guide. It is designed to 
accompany the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on wide 
blades. The Guide Nozzle applies lubricant to the 
blade where it comes in contact with the guides 

Mounting kit included

Lubricant

Blade Direction

Guide Nozzle

U Nozzle

The main advantage over the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is it is less sensitive to chip build-up on the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position the nozzle so the blade is in position to be hit by the output spray. 

blade enters the cut.

Mounting Bracket
Blade Direction

U Nozzle

Lubricant

潤滑油
鋸片移動方向

U形噴嘴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Dimensions Guide Nozzle Dimensions

Recommended when blade width exceeds 1” (25.4 mm)

Blade Size

Recommended Nozzles For Your Blade Size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Part Number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Dimension A

Guide Nozzle 
Part Number

Not Required

.25”
(6.4 mm)

.25”
(6.4 mm)

1”
(25.4 mm)

1.50”
(38.1 mm)

1”
(25.4 mm) .25”

(6.4 mm)

.21”
(5.3 mm) .25”

(6.4 mm)

.39” (9.8 mm)

A

2.60”
(66 mm)

Slots For #10
Machine Screw

Saw Blade

Approx. Spray Location

.50”
(12.7 mm)

10-32 Tapped Hole
(2) Places For 

.125” (3.2 mm) 
O.D. Tube
Connection

.25”
(6.4 mm)

.25”
(6.4 mm)

.25”
(6.4 mm)

1”
(25.4 mm)

1.50”
(38.1 mm)

1”
(25.4 mm)

10-32 Tapped Hole
(2) Places For 
Optional Mounting

.50”
(12.7 mm)

Slots For #10
Machine Screw

2.60”
(66 mm)

1.10”
(27.9 mm)

.21”
(5.3 mm)

.12”
(2.9 mm)

.125” (3.2 mm) 
O.D. Tube
Connection

Saw Blade

800.253.5462 (US & CAN)  616.949.0853 (International)

Email salessupport@unist.com

30°噴射角度

固定孔長溝

1/8"管接頭

帶鋸

噴灑潤滑油區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Dimensions Guide Nozzle Dimensions
Recommended when blade width exceeds 1” (25.4 mm)

Blade Size

Recommended Nozzles For Your Blade Size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Part Number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Dimension A

Guide Nozzle 
Part Number

Not Required

.25”
(6.4 mm)

.25”
(6.4 mm)

1”
(25.4 mm)

1.50”
(38.1 mm)

1”
(25.4 mm) .25”

(6.4 mm)

.21”
(5.3 mm) .25”

(6.4 mm)

.39” (9.8 mm)

A

2.60”
(66 mm)

Slots For #10
Machine Screw

Saw Blade

Approx. Spray Location

.50”
(12.7 mm)

10-32 Tapped Hole
(2) Places For 

.125” (3.2 mm) 
O.D. Tube
Connection

.25”
(6.4 mm)

.25”
(6.4 mm)

.25”
(6.4 mm)

1”
(25.4 mm)

1.50”
(38.1 mm)

1”
(25.4 mm)

10-32 Tapped Hole
(2) Places For 
Optional Mounting

.50”
(12.7 mm)

Slots For #10
Machine Screw

2.60”
(66 mm)

1.10”
(27.9 mm)

.21”
(5.3 mm)

.12”
(2.9 mm)

.125” (3.2 mm) 
O.D. Tube
Connection

Saw Blade

800.253.5462 (US & CAN)  616.949.0853 (International)

Email salessupport@unist.com

2個固定內牙

鋸床-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 鋸床-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鋸床-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 鋸床-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

臥式帶鋸-U形噴嘴

U型噴嘴訂購型號 

帶鋸1~2" : 301183

帶鋸2~3" : 301497

     
        U型噴嘴

      U型噴嘴

      
V型噴嘴

V形噴嘴

 帶鋸

潤滑油

V形噴嘴

U形噴嘴

22

在一些臥式帶鋸床，沒有足夠的空間安裝蝙蝠噴嘴。對於這些問題情況，
Unist再提供U形和V形兩種噴嘴設計，讓臥式帶鋸有更好的運用和固定。

U形噴嘴-安裝在前鋸片潤滑和後面裝V形噴嘴橫跨在鋸齒的2邊，將潤滑油
直接噴到兩側的刀齒上。

U形噴嘴的噴嘴是可以調整的設計，能準確的調整到噴嘴對準鋸齒，以減
少摩擦和延長鋸齒壽命。

環保、品質、效能、潔淨兼顧利益Acelube AcelubeAcelube Acelube

Fax :+886-2-2276 7390     ☎ :+886-2-2276 8200     www.danyao-ltd.com       E-mail :info@danyao-ltd.com    丹耀貿易有限公司 丹耀貿易有限公司     www.danyao-ltd.com     E-mail :info@danyao-ltd.com     ☎ :+886-2-2276 8200     Fax :+886-2-2276 7390 Fax :+886-2-2276 7390     ☎ :+886-2-2276 8200     www.danyao-ltd.com       E-mail :info@danyao-ltd.com    丹耀貿易有限公司 丹耀貿易有限公司     www.danyao-ltd.com     E-mail :info@danyao-ltd.com     ☎ :+886-2-2276 8200     Fax :+886-2-2276 7390



®

LIFETIME PUMP WARRANTY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The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lubricates the critical points 
on your saw blade including the teeth, gullet and sides. 

Nozzle on larger blades. It can be mounted to either side 

Mounting kit included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LubricantBlade Direction

Guide Nozzle

prior to entering the blade guide. It is designed to 
accompany the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on wide 
blades. The Guide Nozzle applies lubricant to the 
blade where it comes in contact with the guides 

Mounting kit included

Lubricant

Blade Direction

Guide Nozzle

U Nozzle

The main advantage over the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is it is less sensitive to chip build-up on the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position the nozzle so the blade is in position to be hit by the output spray. 

blade enters the cut.

Mounting Bracket
Blade Direction

U Nozzle

Lubricant

潤滑油

鋸片移動方向

V型噴嘴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Dimensions Guide Nozzle Dimensions
Recommended when blade width exceeds 1” (25.4 mm)

Blade Size

Recommended Nozzles For Your Blade Size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Part Number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Dimension A

Guide Nozzle 
Part Number

Not Required

.25”
(6.4 mm)

.25”
(6.4 mm)

1”
(25.4 mm)

1.50”
(38.1 mm)

1”
(25.4 mm) .25”

(6.4 mm)

.21”
(5.3 mm) .25”

(6.4 mm)

.39” (9.8 mm)

A

2.60”
(66 mm)

Slots For #10
Machine Screw

Saw Blade

Approx. Spray Location

.50”
(12.7 mm)

10-32 Tapped Hole
(2) Places For 

.125” (3.2 mm) 
O.D. Tube
Connection

.25”
(6.4 mm)

.25”
(6.4 mm)

.25”
(6.4 mm)

1”
(25.4 mm)

1.50”
(38.1 mm)

1”
(25.4 mm)

10-32 Tapped Hole
(2) Places For 
Optional Mounting

.50”
(12.7 mm)

Slots For #10
Machine Screw

2.60”
(66 mm)

1.10”
(27.9 mm)

.21”
(5.3 mm)

.12”
(2.9 mm)

.125” (3.2 mm) 
O.D. Tube
Connection

Saw Blade

800.253.5462 (US & CAN)  616.949.0853 (International)

Email salessupport@unist.com

固定孔長溝

35°噴射角度

帶鋸

噴射距離

1/8"管接頭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Dimensions Guide Nozzle Dimensions
Recommended when blade width exceeds 1” (25.4 mm)

Blade Size

Recommended Nozzles For Your Blade Size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Part Number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Dimension A

Guide Nozzle 
Part Number

Not Required

.25”
(6.4 mm)

.25”
(6.4 mm)

1”
(25.4 mm)

1.50”
(38.1 mm)

1”
(25.4 mm) .25”

(6.4 mm)

.21”
(5.3 mm) .25”

(6.4 mm)

.39” (9.8 mm)

A

2.60”
(66 mm)

Slots For #10
Machine Screw

Saw Blade

Approx. Spray Location

.50”
(12.7 mm)

10-32 Tapped Hole
(2) Places For 

.125” (3.2 mm) 
O.D. Tube
Connection

.25”
(6.4 mm)

.25”
(6.4 mm)

.25”
(6.4 mm)

1”
(25.4 mm)

1.50”
(38.1 mm)

1”
(25.4 mm)

10-32 Tapped Hole
(2) Places For 
Optional Mounting

.50”
(12.7 mm)

Slots For #10
Machine Screw

2.60”
(66 mm)

1.10”
(27.9 mm)

.21”
(5.3 mm)

.12”
(2.9 mm)

.125” (3.2 mm) 
O.D. Tube
Connection

Saw Blade

800.253.5462 (US & CAN)  616.949.0853 (International)

Email salessupport@unist.com

2個固定內牙

鋸床-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 鋸床-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鋸床-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 鋸床-精密MQL微量潤滑泵浦

臥式帶鋸-V形噴嘴

V型噴嘴訂購型號

 帶鋸1~3" :  301264

      
V型噴嘴

      
V型噴嘴

U型噴嘴

®

LIFETIME PUMP WARRANTY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The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lubricates the critical points 
on your saw blade including the teeth, gullet and sides. 

Nozzle on larger blades. It can be mounted to either side 

Mounting kit included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LubricantBlade Direction

Guide Nozzle

prior to entering the blade guide. It is designed to 
accompany the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on wide 
blades. The Guide Nozzle applies lubricant to the 
blade where it comes in contact with the guides 

Mounting kit included

Lubricant

Blade Direction

Guide Nozzle

U Nozzle

The main advantage over the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is it is less sensitive to chip build-up on the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position the nozzle so the blade is in position to be hit by the output spray. 

blade enters the cut.

Mounting Bracket
Blade Direction

U Nozzle

Lubricant

®

LIFETIME PUMP WARRANTY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The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lubricates the critical points 
on your saw blade including the teeth, gullet and sides. 

Nozzle on larger blades. It can be mounted to either side 

Mounting kit included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LubricantBlade Direction

Guide Nozzle

prior to entering the blade guide. It is designed to 
accompany the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on wide 
blades. The Guide Nozzle applies lubricant to the 
blade where it comes in contact with the guides 

Mounting kit included

Lubricant

Blade Direction

Guide Nozzle

U Nozzle

The main advantage over the Collapsible Blade Nozzle is it is less sensitive to chip build-up on the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position the nozzle so the blade is in position to be hit by the output spray. 

blade enters the cut.

Mounting Bracket
Blade Direction

U Nozzle

Lubricant

23

其他噴嘴

Unist公司還生產多種不銹鋼，銅，

塑料噴嘴，提供在沒有防護罩和固

定的位置，這長管形的噴嘴能解決

任何潤滑問題，也提出快速供貨。

我們的噴嘴可在各種長度，各種樣

式來安裝選擇，也可以專門為您量

身打造。

細節請致電本公司。

 
圓形鋸片

     潤滑劑

     標準噴嘴 
帶形鋸片

    潤滑劑  標準噴嘴

V形噴嘴-安裝在帶鋸上端主要是在潤滑帶鋸
的上端，以減少摩擦和延長鋸齒壽命。

更清潔的設備和精亮平順的切割表面

利益在於創新技術Acelube AcelubeAcelube Acelube

Fax :+886-2-2276 7390     ☎ :+886-2-2276 8200     www.danyao-ltd.com       E-mail :info@danyao-ltd.com    丹耀貿易有限公司 丹耀貿易有限公司     www.danyao-ltd.com     E-mail :info@danyao-ltd.com     ☎ :+886-2-2276 8200     Fax :+886-2-2276 7390 Fax :+886-2-2276 7390     ☎ :+886-2-2276 8200     www.danyao-ltd.com       E-mail :info@danyao-ltd.com    丹耀貿易有限公司 丹耀貿易有限公司     www.danyao-ltd.com     E-mail :info@danyao-ltd.com     ☎ :+886-2-2276 8200     Fax :+886-2-2276 7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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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Acelube AcelubeAcelube Acelube

Acelube

Acelube

Acelube

Acelube

Acelube

Acelube

Acelube

Acelube

Acelube

Acelube

Fax :+886-2-2276 7390     ☎ :+886-2-2276 8200     www.danyao-ltd.com       E-mail :info@danyao-ltd.com    丹耀貿易有限公司 丹耀貿易有限公司     www.danyao-ltd.com     E-mail :info@danyao-ltd.com     ☎ :+886-2-2276 8200     Fax :+886-2-2276 7390 Fax :+886-2-2276 7390     ☎ :+886-2-2276 8200     www.danyao-ltd.com       E-mail :info@danyao-ltd.com    丹耀貿易有限公司 丹耀貿易有限公司     www.danyao-ltd.com     E-mail :info@danyao-ltd.com     ☎ :+886-2-2276 8200     Fax :+886-2-2276 7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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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技術造福人類和地球 創新技術是能者之風範24 25Acelube AcelubeAcelube Acelube

Acelube

Acelube

Acelube

Acelube

Acelube

Acelube

Acelube

Acelube

Acelube

Acel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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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攜帶型-微量潤滑噴嘴

26 27

M6x1固定內牙

1/4-20 固定內牙

58mm 43mm 31.75
mm

51
mm

通用性和控制

當您需要噴霧的精確控制下，LV低容量噴灑系統

提供了能一致性的噴灑形狀。空氣和流體體積是獨

立控制每個噴嘴採用精密針型閥，讓您微調噴到您

的特定需求。在噴嘴裝可調整大小的針閥，能有即

時開和關控制，從而消除延遲和防止亂流滴。

•閥門在噴嘴尖端能讓噴灑更均勻 

•即時開/關控制噴 

•精細控制的噴灑模式 

•單獨空氣和流體控制 

•空氣驅動設計

壓縮空氣控制
噴嘴與壓縮空氣的信號，其允許

將加壓流體流每當空氣信號存在

操作。在噴嘴前端可裝控制閥來

操作開/關動作。

精密流量控制
獨立的精密針形閥用於液體和空

氣讓你在一個微調噴嘴，以滿足

在應用過程和流體類型的需求。

•氣源壓力：2~7Bar壓縮空氣） 

•流體供應壓力：0.3~7 Bar 

•最大循環次數：200次/每分鐘 

•工作溫度範圍：4~65℃ 

•主體：陽極氧化鋁 

•針型閥：不銹鋼 

•配件：鍍鎳黃銅 

•流體密封材料：氟橡膠 Viton 

•氣體密封材質：丁®橡膠 Buna-N

潔淨、節能是賺錢 專業技術才值得信任

氣源

液體

氣源調整針

液體調整針

LV-低容量薄膜潤滑噴灑系統

Acelube AcelubeAcelube Acelube

Fax :+886-2-2276 7390     ☎ :+886-2-2276 8200     www.danyao-ltd.com       E-mail :info@danyao-ltd.com    丹耀貿易有限公司 丹耀貿易有限公司     www.danyao-ltd.com     E-mail :info@danyao-ltd.com     ☎ :+886-2-2276 8200     Fax :+886-2-2276 7390 Fax :+886-2-2276 7390     ☎ :+886-2-2276 8200     www.danyao-ltd.com       E-mail :info@danyao-ltd.com    丹耀貿易有限公司 丹耀貿易有限公司     www.danyao-ltd.com     E-mail :info@danyao-ltd.com     ☎ :+886-2-2276 8200     Fax :+886-2-2276 7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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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闊的圓錐形噴嘴

與錐形噴霧噴嘴的低壓系統提供潤滑點或塗層

的完美噴灑模式

廣闊的橢圓風扇型噴嘴
風扇噴嘴轉換低壓系統入一個精密塗敷機。多

個噴嘴可 夥同在一起，涵蓋廣泛的領域有重疊

的扇形噴灑。

狹窄的圓錐形噴嘴
LV系統可以被用來直接精確的直接輸送潤滑

劑，微調噴到刀具/工件 接口在金屬切削操作。

潔淨、節能是賺錢 專業技術才值得信任

Bar A B C

氣壓 液體 mm mm mm

0.42 0.35 203 279 330

0.55 0.69 228 304 406

0.55 1.38 279 355 457

1.03 1.38 279 330 431

1.38 1.38 254 304 406

1.03 2.07 279 355 482

1.38 0.69 304 381 508

Bar
角度

B

氣壓 液體 mm

0.83 0.69 13 304

1.65 1.38 13 330

2.48 2.07 13 355

3.03 2.75 14 406

4.27 4.13 15 457

橢圓風扇型噴嘴

廣闊圓形噴嘴

寬C
寬B

寬A

152 mm
228 mm

381 mm

LV-低容量薄膜潤滑噴灑系統

Acelube AcelubeAcelube Acel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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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正確選擇才是最便宜 廣泛和彈性的控制運用

客戶可以依您的需要選擇固定的方式

產品的功能和控制配件選擇

控制器  SPR2000

LV-低容量薄膜潤滑噴灑系統

Acelube AcelubeAcelube Acel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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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縮空氣

4種
LV噴嘴

氣體壓縮液體

28 29

低容量噴嘴可以使用很簡單手動控

制使用。操作時以手按一下手動閥

立即就噴出任何裝置的液體。

當需要自動化控制或多個噴嘴的運

用控制時，低容量噴灑系統可以裝

置1~12個單獨的電磁閥。

提供多種電壓電磁閥: AC110 V、220 

V和DC24 V。

專業可以滿足您任何獨特流體輸送需求。我們很樂意為您服務

正確選擇才是最便宜 廣泛和彈性的控制運用

按鈕手動閥

電磁閥

氣壓

液體

SPR-2000 控制器

控制每個噴嘴在需要使用時

才會噴出潤滑劑和氣壓。

LV-低容量薄膜潤滑噴灑系統

Acelube AcelubeAcelube Acel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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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純天然

植物潤滑油

100%純天然 Coolube 金屬切削潤滑油

100% 環保、無毒、不會氧化、自然分解 不會變黏和殘留任何膠黏油物

克制溫室效應
生物自然分解

清淨的空氣

不含有害的氯、矽
無重金屬污染
乾淨的飲用水

環評認證油
清淨的河川

健康的動植物

無毒、安全、潔淨、效能

Acelube AcelubeAcelube Acel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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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100%純天然 Coolube 金屬切削潤滑油

環保、節能、兼顧利益

現今“綠色環保”是工業生產和加工廠商必須要以實際行動來推動的最
理想目標，在先進國家MQL微量泵浦潤滑運用是這30年和當今切削加工
技術最引以熱門的話題。 
MQL是將Coolube®天然環保潤滑劑以最適當的潤滑量直接注入切削刀具和
加工物的表面，而不是傳統或水柱切削液的使用過程，因MQL微量的運
用減少切削液的浪費，Coolube®更直接改善傳統切削液對人體
、環境污染和清潔成本的增加問題。
Coolube®是100%環保天然植物潤滑油，將®它和MQL微量泵浦結合一起使
用，證實在金屬加工就更為明顯和完美。投資在新的創新技術觀念，使
用者將穫得意想不到的倍數再相乘的利益，您將有不可思議的驚訝。

Coolube® 獨特性是具有(＋－)極性離子潤滑油，有極佳結實耐用的潤滑薄膜，它能非常完美牢固
的強力吸著在刀具和工具的表面上，產生極佳的潤滑特性，能極有效的降低切削刀具和工件在瞬間
接觸時所造成的高磨擦力和消除聚熱造成刀具嚴重黏屑，提升加工精度和刀具壽命問題。
Coolube®®潤滑油在運用精密MQL微量泵浦來輸送是非常重要的。事實研究說明它具有獨特優異的潤
滑性能，是現今降低高磨擦力和消除聚熱問題，選擇上最為理想的加工切削潤滑油。 

Coolube's®®  100％純天然植物油、無毒、乾淨並可再生和自然分解，加工物表面更不會殘留任何膠黏油物和

變黏，它是為解決成本並兼顧環境污染最理想的選擇。

 Coolube®®不含任何石化原料如氯、矽和有害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經OSHA、IARC或NIP所認定沒
有任何危險®原料。在加工環境沒有任何為害廢水排放污染疑慮，更不會產生有害的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對設備操作人員和環境100%安全、健康。油的品質是沒有保存期限的，保證不會變質，
Coolube®®也符合企業 ISO 14000 環評認證使用油。

Coolube®  2210、2210EP、2210AL、H1 是所有加工流體切削潤滑液中，有極佳潤滑特性和最低加工
成本的切削油。環保、節能、提高生產效率、降低設備和環境的清潔維修費用，比礦物質切削油提
高加工物件50％的品質精度和表面光潔亮度，更防止加工過程中最腦人的高熱量累積的嚴重問題，
Coolube® 讓刀具能有更長壽命和卓越的加工品質精度。

Coolube®®配合精密MQL微量泵浦的使用，如果能調整到最佳的供應潤滑油量，它是所有潤滑切削液中(包含礦物

油)，是能有最便宜和極佳潤滑效果的加工潤滑切削液。

100% 環保、無毒、不會氧化、自然分解 不會變黏和殘留任何膠黏油物

如何選擇最好的
金屬切削潤滑油

Coolube&MQL未來金屬切削潤滑的潮流和趨勢

Coolube有什麼獨特之處?

利益的思考

在得到利益的同時也兼顧愛地球，留給子孫一遍乾淨、無污染無毒的生活環境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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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味：幾乎無味           油顏色：透明                  水溶解性：不溶於水 

燃點：>93®℃                 氧化/聚合：無                保存：沒有期限不會變質

絕不會造成空氣、排水和任何環境污染破壞問題。

沒有任何石油和化學添加物，不會引起皮膚炎，眼或喉任何人體危害疾病。

殘留在工件的薄膜油在沒有完全分解前具有防銹功能。

加工物上的殘油不需要清洗，可直接表面處理，不會影響品質。

21天後會生物自然分解98.6％，加工物表面更不會殘留任何膠黏殘留物和變黏。

該產品材料不含已知任何會觸犯加州65號提案會導致癌症,新生兒缺陷及其他

生殖傷害的加利福尼亞州化學物質警告要求濃度，被認為不具危險性以及美

國OSHA、IARC或NIP認定不含任何的危險原料。

過量殘油留在工件、機台上的可以用鹼性洗滌劑(小蘇打粉)或溫水清洗。

包裝：  1公升、 1加侖 、55加侖桶。(照片是一加侖裝)。

氣味：溫和                    油顏色：透明                  水溶解性：不溶於水 

燃點：>200®℃               氧化/聚合：無                保存：沒有期限不會變質

絕不會造成空氣、排水和任何環境污染破壞問題。

沒有任何石油和化學添加物，不會引起皮膚炎，眼或喉任何人體危害疾病。

殘留在工件的薄膜油在沒有完全分解前具有防銹功能。

加工物上的殘油不需要清洗，可直接表面處理，不會影響品質。

21天後會生物自然分解98.6％，加工物表面更不會殘留任何膠黏殘留物和變黏。

該產品材料不含已知任何會觸犯加州65號提案會導致癌症,新生兒缺陷及其他

生殖傷害的加利福尼亞州化學物質警告要求濃度，被認為不具危險性以及美

國OSHA、IARC或NIP認定不含任何的危險原料。

過量殘油留在工件、機台上的可以用鹼性洗滌劑(小蘇打粉)或溫水清洗。

包裝：  1公升、 1加侖 、55加侖桶。(照片是一加侖裝)。

32 33

100%純天然 Coolube 金屬切削潤滑油

成本精打細算 當您購買MQL微量泵浦®和Coolube® 潤滑油結合使用，就以每次0.0035cc/24次每

分鐘用油量計算，連續10小時不中斷的使用，每天只要NT$40元。如能將Coolube調整在加工中完

全被消化時，Coolube 潤滑油消耗將會降低，它的成本會比任何種類的切削潤滑油都便宜，MQL+ 

Coolube將是每位老闆最佳利益的伙伴。 (所有植物油符合 ISO 14000 環評認證油)

Coolube® 2210 有獨特＋－離子100％純天然植物切削潤滑油

通過美國農業
認證產品

應用場所：任何加工刀具在、鑽、切、削、鉸、磨、銑、抽管模具、沖等切

削潤滑，也適用在傳動的潤滑使用。

強固的吸著力和極佳潤滑性能 21天完全生物自然分解98.6%

適用鋁、銅、鋼、所有含鐵、非含鐵材料、包含塑膠以及複合材料...等等，輕、中度加工 (符合WPA & TSCA 規範)

專用於鋁、塑膠材質 (符合WPA & TSCA 規範)

Coolube® 2210AL 獨特＋－離子100％純天然植物切削潤滑油

應用場所：鑽、切、削、鉸、磨、銑、模具、沖等切削潤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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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味：輕微的硫味          油顏色：琥珀色         水溶解性：不溶於水 

燃點：>93®℃                    氧化/聚合：無            保存：沒有期限不會變質

絕不會造成空氣、排水和任何環境污染破壞問題。

沒有任何石油和化學添加物，不會引起皮膚炎，眼或喉任何人體危害疾病。

殘留在工件的薄膜油在沒有完全分解前具有防銹功能。

加工物上的殘油不需要清洗，可直接表面處理，不會影響品質。

21天會生物自然分解98.6％，加工物表面更不會殘留任何膠黏殘留物和變黏。

該產品材料不含已知任何會觸犯加州65號提案會導致癌症,新生兒缺陷及其他

生殖傷害的加利福尼亞州化學物質警告要求濃度，被認為不具危險性以及美

國OSHA、IARC或NIP認定不含任何的危險原料。

過量殘油留在工件、機台上的可以用鹼性洗滌劑(小蘇打粉)或溫水清洗。

包裝：  1公升、 1加侖 、55加侖桶。(照片是一加侖裝)。

氣味：無味                   油顏色：無色                 水溶解性：不溶於水 

燃點：>200®℃               氧化/聚合：無                保存：沒有期限不會變質

絕不會造成空氣、排水和任何環境污染破壞問題。

沒有任何石油和化學添加物，不會引起皮膚炎，眼或喉任何人體危害疾病。

殘留在工件的薄膜油在沒有完全分解前具有防銹功能。

加工物上的殘油不需要清洗，可直接表面處理，不會影響品質。

21天後會生物自然分解98.6％，加工物表面更不會殘留任何膠黏殘留物和變黏。

該產品材料不含已知任何會觸犯加州65號提案會導致癌症,新生兒缺陷及其他

生殖傷害的加利福尼亞州化學物質警告要求濃度，被認為不具危險性以及美

國OSHA、IARC或NIP認定不含任何的危險原料。

過量殘油留在工件、機台上的可以用鹼性洗滌劑(小蘇打粉)或溫水清洗。

包裝：  1公升、 1加侖 、55加侖桶。(照片是一加侖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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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純天然 Coolube 金屬切削潤滑油

強固的吸著力和極佳潤滑性能 21天完全生物自然分解98.6%

Coolube® 2210EP 有獨特＋－離子100％純天然植物切削潤滑油  

應用場所：任何加工刀具在、鑽、切、削、鉸、磨、銑、抽管模具、沖......等

切削潤滑。

通過美國農業認證產品

食品級 Coolube® H-1 有獨特＋－離子100%純天然植物切削潤滑油

應用場所：任何加工刀具在、鑽、切、削、鉸、磨、銑、抽管模具、沖等切削

潤滑，也適用在傳動的潤滑使用。

提高刀具壽命                      

減少污染管理                       

不會氧化（粘性）          

無員工健康疑慮            

提高刀具芯片的價值 

硬質合金刀具無熱衝擊問題

增加生產效能     

沒有潤滑劑污染的處理       

適用於重度加工 :  不鏽鋼、所有含鐵材料，塑膠以及特殊材質(符合WPA & TSCA 規範)

適用於食品工業所有含鐵 & 非含鐵材料，包含不鏽鋼以及特殊材質 (符合FDA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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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精準、簡單、快速、彈性 環保、節能兼顧利益快速回收

MQL 安裝、操作使用說明

嚴禁裝置"給油器"，

因為供油會造成氣動

脈衝計次器故障

氣源入口只需要裝

FR(兩點組合)

過濾器和調壓閥

開/關需裝大流量

3/2Way電磁閥，

2/2Way較不適合。

油量調整環 (4等份刻度)

隨設備的需要，可調整油量的大小來節省供油
量，以利潤滑加工件和刀具沒有瞬間的熱衝擊
，達到最佳的工件精度和刀具壽命。

最小流體流量 0.0 cc

❼ 油量調整環   隨客戶的運用需要調整

最大流體流量 0.0035cc

0.0035cc/4=0.000875cc

4等份刻度

判斷油量

氣動脈衝計次器可依客戶的需求，調整 5~200次/每分鐘，刻度有4.8.12.24.72.200次。

底座泵浦

連座泵浦

調整的刻度不可以

超過200數字
流體氣泡排放螺絲

氣源流量

調整閥

脈衝計次器

 5~200次
❹ ❻

❺

噴嘴

氣源入口

10mm管

大流量

3/2Way電磁閥

過濾器

❶

❷ ❸
調壓閥

壓力設定 : 

5 ~ 6 Bar

(5.5bar最好)

❶ 氣管10mm，氣源入口壓力請保持 6~7 Bar ❷ 大流量3/2Way電磁閥

❸ 調壓閥壓力設定 : 5 ~ 6 Bar  ( 5.5bar最好，不可以低於 5Bar )

油杯 500 cc

脈衝計次器 MQL 微量泵浦

氣源入脈衝計次器

Acelube AcelubeAcelube Acel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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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罐、鋼片、鋁片輸送潤滑

獲得專利的UNIST SPR-2000 ®可設定流體控制器是可靠和精

確控制的製罐潤滑油應用的關鍵組成部分。這精確和方便使用

的控制器是廠商的最佳賺錢好友。 

能滿足決策者的嚴格需求，並在製罐行業的成功記錄證明標準

的特點，SPR-2000®保證是製罐業最佳輸送和潤滑最成功的一個

關鍵。

Uni-Roller  滾輪微量薄膜潤滑

•橫跨頂部和線圈的底部

    完全控制流體的應用 

•減少消耗潤滑油 

•低維護，減少停機時間

•提高生產率 

•運用多種流體

•流體的體積低至12-15毫克/杯

（包括後潤滑油） 

自1999年以來領先業界的解決方案，目前在世界各地超過300套製罐生產線

鋁、鋼片表面薄膜潤滑系統

•旋轉軋輥的應用最後證明，明

    顯優於毛氈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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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壓自動控制
ISO氣壓

膜片氣缸

滑軌氣缸

三點組合

精密過濾器

精密調壓閥

精密流量控制器

3/2 Way電磁閥

5/2 Way電磁閥

5/3 Way電磁閥

集塵閥&PLC控制器

氣壓振動器

氣動敲擊槌

2/2 流體電磁閥

2/2 高壓流體電磁閥

3/2 高壓流體電磁閥

定量流體控制閥

2/2、3/2 壓力控制閥

2/2、3/2 電動閥

真空發生器

接頭&調速器

氣、油、電 自動化設備控制元件

創新品質、技術、服務、信譽保證 Grivory GV-6H含有60％玻璃纖維,重量輕，比金屬更經濟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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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免維護的洩漏測量傳感器，精確的流量測量控制能源成本浪費，微調的流速和準確的消

耗測量成為決定性的因素，這是提高工業能源效率和節省成本的系統。

KDDM-2產品正在展示一種新的免維護流量傳感，用於壓縮空氣和中性氣體，這引人注目技術產

品，發揮無可挑剔的準確性品質和性能。安裝方便，氣體洩漏的最低要求，主要消除氣體洩漏的成

本控制為目的。應用 : 空氣軸承和配料應用監控（如:用於噴塗機器人），更多用在自動化領域，這

預防性該突出的精確的流量測量的重要性。

只有最好的才適合您
你需要聰明的解決問題嗎?我們會”管理”它! 身為空壓調整系統和過濾技術的主要領導製造

商，在先進氣壓系統模組化設計已經超過40年。絕對滿足您對空壓控制的問題-不只提供你專業

的競爭優勢，更是環保、節能兼顧利益的趨勢。

專利的模組化和創新材質概念、輕和強度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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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精密穩速控制器創新品質與技術標竿

自動化工業生產設備、醫療、航空、鐵路、軍事設備、船舶...等等運用
氣壓棒 & 鎖定式氣壓棒、標準型、特殊、高溫、客戶設計

油壓增壓器
低壓56Bar轉換超高壓4,000bar 9種系列、

36種規格提供選擇

快速氣/油 壓增壓器
6Bar-10KN ~ 10Bar-130KN

鎖定式氮氣棒

穩速控制阻尼器

不鏽鋼氮氣棒

氮氣棒

穩速、增壓、伸縮與定位控制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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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強力平行夾爪

電子迴轉缸 電子三指夾爪電子平行夾爪

精密高扭拒迴轉缸強力中空4指夾爪 精密強力中空3指夾爪

模組化滑軌精密導軌

機械人模組化換模系統-多管氣壓多線電氣迴轉接頭

精密電子控制夾爪

精密強力三爪、四爪平行夾爪

精密滑軌或伺服傳動模組化

機械人抓取自動控制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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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anyao-ltd.com丹耀貿易有限公司
E-mail: info@danyao-ltd.com         TEL:02-2276 8200           FAX:02-2276 7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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