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ERUFORM KFP –冷成型油
BERUFORM MF –多功能用油



用於冷實心成型加工的產品

金屬材質的冷實心成型加工中（如鋼鐵、非鐵金屬、鋁），

最好是在必須沖壓之工件進入到確定成型之相當大的變形力

前預先處理。根據成品零件和材質的幾何形狀，幾個成型步

驟可能是必要的。

介於工具和工件之間的極端表面壓力需要高性能成型劑來

建立加工過程中的抗壓層，以防止過早磨損、微動、甚至

工具的破損。

數十年來，成型產品的不斷開發和改善，與用戶、機械和

工具製造商之密切合作，奠定了用於最嚴苛的冷成型油之

標準。

BECHEM 提供各個成型技術領域的量身定制產品：

■ 標準螺釘、實心、空心和半中空鉚釘之生產

■ 所有類型的成型加工，如擠壓、杯抽加工

■ 回火和高質量鋼材之嚴苛成型加工產品

■ 添加劑組合和成型加工添加劑

金屬材質的冷實心成型加工中（如鋼鐵、非鐵

金屬、鋁），最好是在必須沖壓之工件進入到

確定成型之相當大的變形力前預先處理。根據

成品零件和材質的幾何形狀，幾個成型步驟可

能是必要的。

介於工具和工件之間的極端表面壓力需要高性

能成型劑來建立加工過程中的抗壓層，以防止

過早磨損、微動、甚至工具的破損。

數十年來，成型產品的不斷開發和改善，與用

戶、機械和工具製造商之密切合作，奠定了用

於最嚴苛的冷成型油脂標準。

BECHEM提供各個成型技術領域的量身定
製產品:

 標準螺釘、實心、空心和半中空鉚釘之

生產

 所有類型的成型加工，如擠壓、杯抽加

工。

 回火和高質量鋼材之嚴苛成型加工產品

 添加劑組合和和成型加工添加劑



產品 粘度

(mm2/s)
at °C

閃火點°C 加工材質 極性物質 * EP-添加劑 * 特性

BERUFORM
KFP 49

36 > 170 鋼 + ++ 用於輕度至中度之單和多段式壓力機成型加工之冷成型油，可以延長刀具壽命，冷卻液槽的使用壽命長。

BERUFORM
KFP 10

BERUFORM
KFP 13 R

64 > 180 鋼 ++ ++++ 高要求型冷成型油，例如很深的杯抽加工及很長的高合金鋼減少，以浸泡和噴霧潤滑使用之。

103 > 180 鋼 ++ +++ 要求型低/高合金鋼之冷實心的成型加工用油油，以浸泡和噴霧潤滑使用，高性能的 AW/EP添加劑，可延長刀具壽命。

回火鋼和不銹鋼的成型加工

BERUFORM
KFP 95

BERUFORM
KFP 96

90 > 135 鋼、不銹鋼 +++ +++ 不含氯之非常要求嚴苛冷成型油，高強度之碳鋼和合金鋼多用途成型，延長刀具壽命，冷卻液槽之使用壽命長。

91 > 170 鋼、不銹鋼 +++ ++++ 參見BERUFORM KFP-95，但具有更高的性能

回火和高質量鋼材之嚴苛成型加工產品

BERUFORM
KFP 96 HC
BERUFORM
KFP 95 HP

BERUFORM
KFP PP-Z

80 > 180 鋼、不銹鋼 ++++ ++++ 具高添加劑含量極端要求的冷成型油，特別適用於高回火鋼和不銹鋼，可大大減少成型零件的裂紋形成。

120 > 160 鋼、不銹鋼 ++++ ++++ 具高添加劑含量極端要求的冷成型油, 含有極性物質、活性硫化合物和特殊的 AW添加劑，也適合最少量之噴霧系統。

115 > 180 鋼、不銹鋼 +++++ +++++ 含極高的添加劑和固體潤滑劑之冷成型油，具優良的刀具壽命及表面品質，也適用於取代含氯之產品。

多功能油

BERUFORM
MF 105-68

BERUFORM
MF 105-100

68 > 210 鋼、鋁、銅、黃銅 + + 用於輕度至中度之鋼和黃銅成型加工，也適合當作機械和滑道潤滑油及低刀具磨損之成型油使用。

100 > 240 鋼、鋁、銅、黃銅 + + 參見 BERUFORM MF 105-68, 然而，黏度等級 100

BERUFORM
MF 148 NEU 110 > 200 鋼、不銹鋼、鋁、銅、黃銅 +++ +++ 不含氯之冷成型油，添加劑含量高用於多段式壓力機之冷實心成型加工，多功能機械和成型用油，添加劑和黏度等級穩

定不變。

BERUFORM
MF 148-68

BERUFORM
MF 85

68 > 185 鋼、鋁、銅、黃銅 +++ +++ 參見 BERUFORM MF 148 NEU,然而，黏度等級 68

110 > 200 鋼、鋁、銅、黃銅 ++ ++ 不含氯之高添加劑含量多功能油，用於多段式壓力機的冷實心成型加工，極耐老化，提高沖洗性能和優化的潤滑性能。

BERUFORM
MF 155 110 > 200 鋼、不銹鋼、鋁、銅、黃銅 +++ +++ 參見 BERUFORM MF 85, 但具有更好的性能

添加劑組合和成型加工添加劑

BERUFORM
KFP PP\

BERUFORM
KFP 22

BERUFORM
KFP 22 P

69 > 160 鋼、不銹鋼 ++++ ++++ 高性能冷成型油和添加劑組合以增加傳統的成型油的性能，具優良的表面品質及卓越的刀具壽命。

n. m. n. m. 鋼、不銹鋼 +++++ +++++ 最嚴苛成型加工用冷成型油，具極高之添加劑含量，適用於複雜工件，或作為添加劑組合使用，以改善傳統成型油的性能。

pasty n. m. 鋼、不銹鋼 +++++ +++++ 活性成分的濃縮膏，用於最嚴苛冷實心成型加工，也適合當伸線膏使用在預拉伸機之冷鍛線抽線加工

* + =低... ++++ =非常高

標準螺釘、實心、空心和半中空鉚釘之生產

擠壓和杯抽加工

用於輕度至中度之單和多段式壓力機成型加工之冷成型油，可以延長刀具壽命，冷卻液槽的使用壽命長。

高要求冷成型油，例如很深的杯抽加工及很長的高合金鋼減少，以浸泡和噴霧潤滑使用之。

要求低/高合金鋼之冷實心的成型加工用油，以浸泡和噴霧潤滑使用，高性能的 AW/EP添加劑，可延長刀具壽命。

參見 BERUFORM KFP-95，但具有更高的性能。

具高添加劑含量極端要求的冷成型油，特別適用於高回火鋼和不銹鋼，可大大減少成型零件的裂紋形成。

用於輕度至中度之鋼和黃銅成型加工，也適合當作機械和滑道潤滑油及低刀具磨損之成型油使用。

參見 BERUFORM 105-68，黏度等級 100

高性能冷成型油和添加劑組合以增加傳統的成型油的性能，具優良的表面品質及卓越的刀具壽命。



冷實心成型加工之多功能用油

從潤滑油製造商的角度，現代的多段式壓力機在形成加工上

出現兩個問題：某些類型的壓力機，由於其特殊的構造不允

許冷成型油和機械油之間分離使用，傳統的機械油由於高壓

添加劑的含量低，用於冷實心成型加工將導致大幅度增加刀

具磨損。

然而，即使壓力機之機器、滑道和冷成型油之間可能分離使

用，也因滲漏造成油之混合可從未被完全排除。這個問題，

尤其是發生在老舊機器。冷成型油添加劑含量將因稀釋（混

合）而大大減少，反而黏度增加（增加拖動損失）。因性能

損失而導致提前更換潤滑油。

BECHEM多功能油提供了一個最佳且公認的解決方法。
BECHEM多功能產品可在理想情況下支援成型加工和機器
潤滑。使用本產品，可免除不受歡迎的油混合問題。得以保

證持續不變的高添加劑含量和黏度的一致性。在四、五段式

壓力機的各種實際測試（1000小時及以上），可達到比傳
統的潤滑劑之相同或甚至更長的刀具壽命，BECHEM多功
能油具極高的添加劑含量。在任何情況下，由於其良好的添

加劑含量平衡性，用油之更換間隔大幅延長（50 - 100％）。
BECHEM多功能用油，也適合非鐵金屬之成型加工。

BECHEM 多功能用油為耐高溫型，這意味著將不會有因殘留

物裂解而造成清潔性的問題。

產品的範圍廣泛，能夠涵蓋您的所有潤滑要求：

 冷成形和成型油

 齒輪和液壓油

 多功能用油

 水溶性冷卻液

 切削和滾軋用油

 抽線加工潤滑:油性、乳化型和皂型

 清潔劑

 防腐蝕油

 機械清潔和其他服務，完整的潤滑管理要素

從潤滑油製造商的角度，現代的多段式壓力機

在形成加工上出現兩個問題：某些類型的壓力

機，由於其特殊的構造不允許冷成型油和機械

油之間分離使用，傳統的機械油由於高壓添加

劑的含量低，用於冷實心成型加工將導致大幅

度增加刀具磨損。

然而，即使壓力機之機器、滑道和冷成型之間

可能分離使用，也因滲漏造成油之混合可從未

被完全排除。這個問題，尤其是發生在老舊機

器。冷成型油添加劑含量將因稀釋(混合)而大大

減少，反而黏度增加(增加拖動損失)。因性能損

失而導致提前更換潤滑油。

BECHEM 多功能油提供了一個最佳且公認的解

決方法。BECHEM 多功能產品可在理想情況下

支援成型加工和機器潤滑。使用本產品，可免

除不受歡迎的油混合問題。得以保證持續不變

的高添加劑含量和黏度的一致性。在四、五段

式壓力機的各種實際測試（1000小時及以

上），可達到比傳統的潤滑劑之相同或甚至更

長的刀具壽命，BECHEM 多功能油具極高的添

加劑含量。在任何情況下，由於其良好的添加

劑含量平衡性，用油之更換間隔大幅延長（50 -

100％）。BECHEM 多功能用油，也適合非鐵

金屬之成型加工。

BECHEM多功能用油為耐高溫型，這意味著將不

會有因殘留物裂解而造成清潔性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