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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CONDITIONER CLEANER （空调清洗剂） 
本产品可用于清洗汽车空调系统， 杀灭产生臭味的细菌和
真菌， 使车内空气自然清新。 
•	 	清爽提神的去异味泡沫清洗剂。 
•	 	让汽车空调再次散发如 “瀑布” 般的馨香， 持续时间长达
一周。 

包装规格： 300ml气雾罐。 

ATF BOOSTER （自动变速箱保护剂） 
为旧的自动变速箱油 （ATF） 补充添加剂， 以延长其使用时间， 
并确保变速箱操作顺畅， 发挥出最佳性能。 
•	 	优异的抗磨性， 为各个部件提供额外保护； 改善摩擦性能， 
提高驾驶舒适性。  
•	 	与所有自动变速箱油相容。 
包装规格： 250ml罐装。 

ATF FLUSH （自动变速箱清洗剂） 
在加入新油之前， 变速箱必须清洗干净。 本产品可有效去
除系统中的油泥和清漆沉积物， 完成对自动变速箱的清洁
和处理， 以便注入新油。  
•  确保新的变速箱油发挥最佳性能。  
•  与所有自动变速箱油 （ATF） 相容， 对所有密封件无影响。 
包装规格： 250ml罐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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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TERY TERMINAL PROTECTOR  
（电池接头保护剂） 

本产品在干燥后形成持久的耐酸腐蚀丙烯酸涂层， 适合
用于清洁蓄电池接头。 
•	 	防止蓄电池接头和所有金属表面被腐蚀。 
包装规格： 200ml气雾罐 （透明、 红色或蓝色） 。 

BELT DRESSING （皮带防滑保护剂） 
本产品可提高各种类型和形状的皮带传动装置的牵引
力。 快速干燥后形成合成薄膜， 可延长旧皮带和光滑皮
带的寿命， 防止皮带硬化、 破裂或沾污。 
•	 	能附着于各种皮带材料， 不会吸引灰尘或污垢。 
•	 	适用于三角皮带、 平皮带和传送带。  
•	 	防止打滑， 延长皮带使用寿命。 
•	 	不适合用于正时皮带。 
包装规格： 400ml气雾罐。 

BICYCLE CHAIN & LINKAGE SPRAY  
（自行车链条及连杆喷剂） 

本产品具有渗透和润滑作用， 可保护链条、 连杆和线缆。 
具有如油一般的渗透性和油脂般的润滑性。 
•	 	快速、 深入地渗透至链条连杆内部， 形成牢固的防甩脱、 
耐水润滑膜。 
•	 	含有机钼， 能减少磨损。 
•	 	在严苛的条件下提供持久保护。 
•	 	适用于各种类型的链条。 
包装规格： 200ml气雾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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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UMEN PRIMER （沥青底漆） 
一款液态沥青溶液， 用于渗透和密封多孔表面、 防止裸
露的金属表面被腐蚀； 可用作防水剂。 
•	 	防止汽车的车架、 底盘、 车轮拱罩内部受到腐蚀或石
屑的损坏。  
•	 	适用于汽车、 卡车、 拖车和房车。 

包装规格： 500ml气雾罐和 1升罐装。 

BICYCLE CLEANER & PROTECTOR  
（自行车清洗与保护剂） 

本产品具有润滑、 清洗和防腐蚀功能。 
•	 	出色的润滑效果， 消除 “吱嘎声” 。 
•	 	排水、 防潮。 
•	 	具有渗透松锈作用， 便于松动卡死或锈蚀的螺母、 螺
栓和连杆。 
•	 	本品所形成的保护膜与油脂相容， 且不会影响精公差。 
包装规格： 200ml气雾罐。

BRAKE CLEANER （刹车系统清洗剂） 
一款重载刹车系统清洁喷剂， 用于清洗鼓式和盘式刹车
组件、 刹车线缆、 转子和垫片 / 鼓式刹车衬套的表面， 无
需拆卸。 
•	 	降低盘式刹车发出的刺耳声。 
•	 	干燥迅速， 无任何残留。 
•	 	去除刹车片上的酚醛树脂、 灰尘以及其它降解物。 
包装规格： 500ml和 840ml气雾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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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 CLEANER （化油器清洗剂） 
用于化油器的内外清洗， 在连杆和杆端关节轴承表面形
成润滑膜。 
•	 	去除化油器内外部的胶质、 积碳和清漆沉积物， 无需
拆卸。 
•	 	清洗连杆、 自动阻风门、 PCV阀 （曲轴箱强制通风阀） 和
喷嘴。 
•	 	干净的化油器可提高燃烧性能、 节约燃油、 减少排放。 
包装规格： 350ml和 500ml气雾罐。 

CARBURETTOR & FUEL SYSTEM CLEANER  
（化油器和燃油系统清洗剂） 

本产品用作汽油添加剂， 在汽车行驶过程中完成化油器
和燃油系统的内部清洗。 
•	 	干净的燃油系统可提高燃烧性能、 节约燃油、 减少排放。  
•	 	每瓶可处理多达 75升燃油。  
•	 	为了实现最佳效果， 建议每箱燃油都添加。  
•	 	建议用于反应迟缓的发动机。 
包装规格： 375ml瓶装。 

CATALYTIC CONVERTOR CLEANER  
（三元催化器清洗剂）  

本产品在汽车行驶过程中完成三元催化器的清洗， 从而
恢复燃油效率， 提高燃烧性能。 
•	 	显著减少燃烧室、 进气阀和进气道喷油器中的沉积物。 
•	 	延长三元催化器的寿命， 减少排放。 
•	 	减少冲击、 熄火和怠速不稳的状况， 提高驾驶性能。 
•	 	具有除湿和防腐蚀功能。 
•	 	每瓶可处理多达 75升燃油。 
•	 	为了实现最佳效果， 建议每 5000km （或按需要） 使用
一次。 

包装规格： 375ml罐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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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N & LINKAGE SPRAY  
（链条及连杆喷剂）  

高质量、 无污染、 耐水型链条及连杆喷剂。 本产品拥有如油
一般的渗透性和油脂般的润滑性， 适用于链条、 连杆和线缆。 
含有机钼， 能减少磨损。 
•	 	高性能润滑剂， 适用于摩托车链条、 线缆、 座椅滑槽、 车
门铰链、 锁、 车窗机构、 轮式千斤顶。 
•	 	作为家用润滑剂， 用于润滑门窗合页、 电动车库门和大门
链条、 齿轮和滑槽、 手推车和割草机轮子。  
•	 	凭借 360°气雾阀技术， 可从任何角度 （包括上下颠倒） 喷涂。 
•	 	适用于各种类型的链条。 
包装规格： 200ml和 400ml气雾罐。 

CHAIN WAX （链条蜡） 
这是一款由蜡和极压添加剂组成的高质量混合物， 不沾染污垢， 
适用于所有摩托车 （尤其是越野摩托车） 链条。 
•	 	防磨损、 防水、 防腐蚀， 延长链条的使用寿命。 
•	 	深入渗透至连杆内部。 
•	 	紧紧附着在链条上， 有效防止甩脱。 
包装规格： 200ml和 400ml气雾罐。 

COCKPIT （驾驶室保养剂） 
具有清洁和保护作用的防静电喷剂， 适用于所有塑料、 聚氯
乙烯和橡胶表面。 
•	 	建议用于仪表盘、 内饰板、 装饰件、 保险杠、 扰流板、 轮胎、 
车门窗橡胶密封件等等。 
•	 	让褪色的旧塑料部件重新焕发光泽。 
•	 	防静电， 可最大程度减少积尘。 
包装规格： 300ml气雾罐， 提供不同香型： 
野樱桃：   红盖
野薰衣草：   紫盖
清凉秘密：   蓝盖
青苹果：   绿盖 
麝香：    粉盖
新车：    黄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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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KPIT EXTREME （高级驾驶室保养剂） 
本产品的硅油含量较高， 能让暗淡或褪色的塑料、 聚氯
乙烯和橡胶表面恢复如初， 重新焕发光泽。 
•	 	快速清洁并保护仪表盘、 内饰板、 装饰件、 保险杠、 扰
流板、 轮胎、 车门窗橡胶密封件等部件， 使其恢复如初。 
•	 	让褪色的旧塑料部件重新焕发光泽。 
•	 	防静电， 可最大程度减少积尘。 
包装规格： 500ml气雾罐， 提供不同香型：  
野樱桃：   红盖
薰衣草：   紫盖
青苹果：   绿盖

COPPER COMPOUND （铜基防卡膏） 
本产品不仅可防止螺母和螺栓在高达 1100°C 或腐蚀性
条件下卡死， 还能消除盘式刹车片发出的刺耳声。 
•	 	让高温和 /或腐蚀性条件下的螺纹接头 （例如车轮螺栓、 
火花塞螺纹、 汽缸盖螺栓和排气系统的螺母） 更紧固， 
也更易松动。 
•	 	不适合用于不锈钢。 
•	 	不锈钢可使用镍基防卡膏或铬基防卡膏。 
•	 	符合美国军用标准 （MIL-A-907E） 。 
包装规格： 100g管装、 500g罐装、 500g罐装 （顶盖带刷） 以及
400ml气雾罐。 

COPPER GASKET SEALER  
（铜基垫片密封剂） 

本产品可确保垫片在装配前就位， 并修整不规则表面。 
此外， 本品还具有出色的导热性， 且必须配合垫片使用。 
•	 	垫片密封和定位喷剂， 使用后约两分钟变粘。 
•	 	一小时内垫片可调整。 
•	 	所含金属铜基成分作为填充剂， 可使不规则表面变得
平整， 确保垫片紧固时受力更均匀， 并实现防漏、 密封
效果。 

包装规格： 400ml气雾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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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 JOINT GREASE （等速万向节润滑脂） 
本产品具有优异的耐水性和附着性， 即便橡胶护套破损， 也
极少甩脱。 此外， 本品还具有出色的减震性。 
•	 	用于润滑前轮驱动车辆的等速万向节、 低速与高速滑动轴
承以及抗磨轴承。 
•	 	含二硫化钼， 可延长等速万向节的使用寿命。 
包装规格： 90g管装。 

DIESEL INJECTOR CLEANER & FUEL CONDITIONER  
（柴油喷嘴清洁剂及燃油调节剂） 

本产品在汽车行驶过程中清洁和保护整个燃油系统。 
•	 	干净的燃油系统可提高燃烧性能、 节约燃油、 减少排放。 
•	 	溶解清漆和罩光漆沉积物， 减少积碳。 
•	 	将十六烷值提高 2-3个单位。   
•	 	每瓶可处理多达 75升柴油。  
•	 	在加油前添加， 以减少泡沫生成、 提高加油速度。 
•	 	为了实现最佳效果， 建议每箱柴油都添加。 
包装规格： 375ml瓶装。 

DPF CLEANER （柴油颗粒过滤器清洗剂） 
一款再生催化剂， 用于堵塞的柴油颗粒过滤器。 本品可显著
降低碳烟烧除温度， 特别是在城市中行驶时， 由于无法达到
所需再生温度， 这一优势非常有用。 
•	 	减少碳烟在传感器和颗粒过滤器上堆积。  
•	 	在汽车行驶过程中进行清洁。  
•	 	无需拆卸。 
•	 	每瓶可处理多达 75升柴油。  
•	 	为了实现最佳效果， 建议每箱柴油都添加。  
包装规格： 375ml瓶装。 



8

ENGINE CLEANER & DEGREASER RED  
（红色溶剂型发动机外部清洗剂和除
脂剂）  
适合重载应用的溶剂型乳液除脂剂， 可有效地去除油脂
和其它污垢。 
•	 	用于清除发动机部件、 混凝土地面以及其它表面的 
油脂。 
•	 	不会损坏涂层、 橡胶或塑料。 
包装规格： 500ml瓶装、 350ml气雾罐、 5升罐装以及 20升桶装。  

ENGINE CLEANER & DEGREASER BLUE  
（蓝色水基发动机外部清洗剂和除 
脂剂）  
一款可生物降解的环保型水基除脂剂， 能有效去除油脂
和其它污垢。 
•	 	用于清除发动机部件、 混凝土地面以及其它表面的 
油脂。 
•	 	强力除脂效果。 
包装规格： 500ml瓶装、 5升和 20升塑料桶。 

ENGINE FLUSH （发动机内部清洗剂） 
在加入新机油之前， 发动机必须清洗干净。 本产品可从
内部清除积碳和胶质沉淀物， 无需拆卸发动机。  
•	 	每瓶可处理 5升机油 （汽油和柴油发动机均可） 。 
•	 	不推荐用于此前从未清洗过的高里程发动机。 
包装规格： 375ml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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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AUST & MANIFOLD PAINT  
（排气管高温喷漆） 

用于排气管和歧管的耐久型高温喷漆。 
•	 	可耐受最高温度： 650°C
•	 	在室温下快速干燥并完全硬化。  
•	 	形成耐磨、 抗石击涂层。 
•	 	同样适用于其它高温应用， 例如壁炉和烧烤架。 
包装规格： 哑黑或银色 300ml气雾罐。 

EXTREME KLEEN （多用途强力清洗剂） 
这是一款环保型多用途强力去污清洗剂， 适用于车间、 家庭和
工业设备， 可轻松消灭一切污渍！
•	 	不含磨料、 氨或漂白剂。 
•	 	本品属于消毒清洗剂， 可去除顽渍、 油脂、 砂砾和积垢。 
•	 	家庭清洁： 家用电器、 厨房、 地板、 浴室、 水槽、 镜子、 窗户、 
瓷砖、 织物、 除渍剂。 
•	 	户外清洁： 汽车、 发动机、 工作坊和园艺工具。 
包装规格： 750ml喷瓶和补充装、 5升和 20升塑料桶。 

FISHING TACKLE PROTECTOR （钓具保护剂） 
本产品具有出色的排水、 除湿功效， 既可用作高性能钓具保护剂， 
还可作为多用途润滑剂和清洁剂， 用于各种休闲装备。 
•	 	可在单丝、 EVA手柄、 鱼竿、 密封圈等部件上安全使用。 
•	 	形成排水、 防腐蚀的长效保护膜。 
•	 	具有清洁、 润滑、 渗透和防腐蚀性能。 
•	 	用于舷外发动机、 越野 /四轮摩托车的点火系统除湿。 
•	 	同样适用于其它户外探险装备， 例如摩托艇、 拖车、 房车、 
自行车、 摩托车、 四轮摩托车等。 

包装规格： 200ml气雾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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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KET CLEANER （垫圈清除剂） 
本产品由多种强力溶剂复配而成， 可方便快速地去除金
属表面上残留的旧密封件和垫圈胶、 涂料和清漆、 胶粘剂、 
积碳、 烘焙油污以及油脂。 
•	 	通过将材料软化， 使之轻松刮掉。 
•	 	产品稠度类似凝胶， 不会从所需位置流走， 确保实现
有效清洁。 
•	 	特别适合用于去除铝材和其它软金属表面的涂层， 因
为过度刮擦可能会损坏金属表面。 
•	 	不含二氯甲烷或 N- 甲基吡咯烷酮。 
包装规格： 400ml气雾罐。 

FLAW & CRACK DETECTOR SYSTEM  
（金属探伤剂） 

3 罐为一套， 用于探测金属表面的裂纹和瑕疵。 1 号清
洗剂 /2 号渗透剂 /3 号显影剂。 
•	 	快速、 经济、 可靠的目检方法， 用于检测金属表面的
缺陷。 
•	 	适用于各种类型的金属 （包括铝、 镍、 不锈钢和钛） ， 
裂纹处会出现红线， 多孔区域会显示红色针点。
•	 	查验工具或来料是否有瑕疵和细如发丝的裂缝。 
•	 	在维护保养时， 检查承受高应力的部件中是否有潜在
的疲劳裂纹或瑕疵。 
•	 	对不许任何瑕疵存在的焊接区域进行检查。 
包装规格： 1号和 3号为 350ml气雾罐、 2号为 300ml气雾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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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ARBOX & DIFFERENTIAL LUBRICANT SUPPLEMENT  
（变速箱及差速器润滑增强剂） 

这是一款专业的机油增强剂， 用于手动变速箱和差速器系统。 
本产品会在齿轮表面形成二硫化钼镀层， 为所有元件提供额外
保护， 从而延长齿轮寿命， 降低摩擦和噪声， 确保换挡更平滑、 
过渡更平稳。 
•	 	出色的润滑增强效果， 确保乘用车、 运输车辆以及土方机械
等车辆中的齿轮箱、 转向器和差速器发挥最佳性能。 
•	 	提高齿轮箱和差速器的可靠性。 
•	 	不会明显改变之前加注的机油的性能。 
•	 	不适合用于自动变速箱和限滑差速器。 
包装规格： 100ml管装。 

HAND CLEANER ORIGINAL & CITRUS  
（洗手膏 – 原味 /柑橘味） 

高品质洗手膏。 其中， Original （原味） 洗手膏含磨砂、 羊毛脂和
抗菌剂， 具有清洁、 保湿和护肤效果； Citrus （柑橘味） 洗手膏
含去污剂、 保湿剂和磨砂， 可轻松去除陈垢。 
•	 	含消毒剂和去污剂， 可有效清洁双手。 
•	 	具有护肤效果， 使双手柔软滋润。 
•	 	柑橘味洗手膏中还添加了柠檬烯， 清洁能力更强。 
•	 	无论手是干的还是湿的， 污垢都能一洗而净。 
包装规格： 500g塑料罐、 5kg塑料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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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 COMPENSATOR （铅补偿剂） 
针对低铅或无铅燃油 （不具备铅防护作用） ， 本产品不
仅可以提供铅防护， 还能清洁化油器、 喷油嘴和燃油 
系统。 
•	 	在低铅或无铅燃油燃烧时形成的高应力工作条件下， 
为了避免气门沉陷， 必须润滑阀座。 
•	 	每瓶可处理多达 75升燃油。  
包装规格： 250ml瓶装。 

LEAK DOCTOR （机油止漏剂） 
一款多用途机油添加剂， 特别适合用于高里程或旧车辆。 
这款特殊的添加剂适用于所有机油， 可防止因密封件老
化而导致的漏油， 让车辆性能 “ 恢复如新 ”。 
•	 	在高温下可改善机油粘度； 含有机钼， 可减少发动机磨
损。 
•	 	软化密封件并使之膨胀， 以减少漏油。  
•	 	减少老旧汽车的机油消耗和排气烟度。 
•	 	提高发动机的压缩比和润滑性。 
•	 	缓冲经常受到冲击的区域， 例如挺杆、 凸轮和齿轮。 
包装规格： 250ml罐装。 

LEATHER TREATMENT （皮革处理剂） 
一款水基乳液， 含羊毛脂、 巴西棕榈蜡和皮革香精， 用
于清洁、 保护及修复精美的皮革和塑料， 例如真皮汽车
座椅、 休息室真皮沙发、 皮箱、 手提包、 皮鞋和其它皮
革制品。 
•	 	适用于所有皮革表面 （小山羊皮除外） 。 
•	 	防止皮革制品因紫外线辐射而开裂、 褪色、 变暗。 
•	 	清洁并修复皮革， 使之恢复原有的天然色泽。 
•	 	具有疏水性。 
包装规格： 500ml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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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TRO KLEEN （精密接点清洁剂） 
这款电子行业用精密接点清洁剂干燥迅速， 无任何残留， 
不会破坏塑料。 本品具有出色的清洁性能， 适合以下应
用领域： 
•	 	电子设备： 计算机、 印刷电路板、 继电器、 车载传感器。 
•	 	电气设备： 开关、 机电装置。 
•	 	电信设备： 电视、 无线电收发机、 连接器。 
•	 	航空电子设备： 雷达、 导航设备。 
•	 	家用设备： DVD和蓝光播放器、 音响设备、 电视机。 
•	 	办公设备： 电话、 总机、 计算器、 计算机键盘、 收银机。 
包装规格： 200ml和 400ml气雾罐。 

LIQUID GREASE （液体润滑脂） 
一款高质量、 多用途重载润滑脂喷剂， 含二硫化钼。 本
产品拥有如油一般的渗透性和油脂般的润滑性， 适用于
链条、 连杆和线缆。 本品具有出色的润滑性能， 适合以
下应用领域： 
•	 	运输车辆： 线缆、 连杆、 弹簧、 铰链、 锁和轮式千斤顶。 
•	 	家用设备： 手动 /自动车库门和大门 （轨道、 合页、 链
条、 滚轮和齿轮） 。 
•	 	手推车和割草机轮子。 
包装规格： 400ml气雾罐。 

LUBRICATING SWITCH CLEANER  
（开关润滑清洁剂） 

这是一款高性能清洁润滑剂， 适用于所有开关设备， 包
括照明开关、 仪表盘柄开关、 继电器、 电刷、 断路器、 变
阻器、 滑动开关以及所有类型的开关接点。 
•	 	可冲走污垢、 油脂和其它污染物。 
•	 	迅速蒸发后形成保护性润滑膜， 使接点恢复如初， 防
止金属部件被腐蚀。 
•	 	增加接触面积， 降低电阻， 防止电弧放电。 
包装规格： 200ml和 400ml气雾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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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 WHEEL & TYRE CLEANER  
（镁合金轮毂及轮胎清洗剂） 

这款合金轮毂和轮胎用强力清洗剂采用独特配方， 由多
种清洁去污剂复配而成， 可方便、 安全地去除灰尘和污垢。 
•	 	高效清洁所有类型的合金轮毂。 
•	 	迅速破裂的清洗泡沫能够强力去除污垢和刹车残留
物， 但对轮毂却很温和。 
•	 	在轮毂表面形成保护层， 防止污垢附着， 使下一次清
洁更容易。 
•	 	深入清洁轮胎侧壁。 
包装规格： 400ml气雾罐。 

MECHANIC BLUE （蓝色标示剂） 
一款蓝色的工程用高点位置标示剂， 用于显示轴承和轴
等部件配合面上的高点。 当轴在轴承中转动时， 高点就
会以高亮条纹形式呈现。 
•	 	齿轮啮合与校准。 
•	 	校正阀座。 
•	 	用作区别磨痕位置标示剂。 
•	 	用于关键接触区域。 
包装规格： 30g管装。  

NON-MELT GREASE （不熔化润滑脂） 
一款高质量、 多用途不熔化润滑脂， 适合汽车、 家庭和
工业应用。 本产品含二硫化钼， 可有效减少磨损， 并能
承受最苛刻条件下的高负荷。 
•	 	适合高温和高负荷条件下的应用。 
•	 	卓越的耐水性和耐腐蚀性。 
•	 	适合的工作温度高达 160°C， 可耐受 200°C的间歇峰
值温度。 

包装规格： 100g管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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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L TREATMENT （机油精） 
这款机油添加剂可提高机油粘度、 降低机油消耗、 减少
排气烟度。  
•	 	用于汽油和柴油发动机。 
•	 	含有机钼抗磨剂， 可减少金属部件之间的摩擦。 
•	 	非常适合用于老旧的发动机。 
•	 	缓冲经常受到冲击的区域， 例如挺杆、 凸轮和齿轮。 
包装规格： 375ml瓶装。 

PENETRATING SPRAY （渗透喷剂） 
含有机钼的高质量渗透喷剂。 本产品为非黑色， 使用起
来很干净。 具有出色的润滑性能。 
•	 	快速渗透并松动卡死的锈蚀螺母、 螺栓、 生锈的锁、 
门合页及把手、 粘住的化油器、 油门连杆及配件等。 
•	 	松动锈斑、 焦油、 油脂、 污垢、 积碳等。 
包装规格： 200ml和 350ml气雾罐。 

PETROL INJECTOR CLEANER  
（汽油喷嘴清洗剂） 

本产品可确保燃油系统发挥最佳性能， 用于清洁堵塞的
喷油嘴， 并延长其使用寿命。 
•	 	干净的燃油系统可提高燃烧性能、 节约燃油、 减少排放。 
•	 	每瓶可处理多达 75升燃油。  
•	 	为了实现最佳效果， 建议每箱燃油都添加。  
包装规格： 375ml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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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STEERING BOOSTER  
（动力转向系统保护剂） 

本产品作为动力转向油的功能增强剂， 可为旧的动力转
向油补充添加剂， 以延长其使用时间， 并确保动力转向
系统操作顺畅， 发挥出最佳性能。 
•	 	卓越的抗磨性能， 为各个部件提供额外保护。 
•	 	改善摩擦性能， 提高驾驶舒适性。 
•	 	与所有动力转向油相容。 
包装规格： 250ml罐装。 

POWER STEERING FLUSH  
（动力转向系统清洗剂） 

在加入新油之前， 动力转向系统必须清洗干净。 本产品
可有效去除系统中的油泥和清漆沉积物， 完成对动力转
向系统的清洁和处理， 以便注入新油。 
•	 	确保新的变速箱油发挥最佳性能。 
•	 	与所有动力转向油相容。 
•	 	不含有害溶剂， 对所有密封件无影响。 
包装规格： 250ml罐装。 

QUICK START （快速启动剂） 
这是一款发动机快速启动助剂， 适合在寒冷、 潮湿天气
中使用， 内含汽缸上部润滑剂， 适用于所有发动机。 
•  专门针对寒冷、 潮湿的天气而开发， 有助于燃油气化， 
确保发动机即刻启动。 

•  适用于所有汽油、 柴油和煤油发动机。 
包装规格： 350ml气雾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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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ATOR FLUSH （冷却系统清洗剂） 
本产品可高效去除冷却系统中的积锈、 水垢和淤泥。 
•	 	不会损害软管和垫片。 
•	 	对铝制发动机缸体和汽缸盖无影响。 
包装规格： 375ml瓶装。 

RADIATOR LONG LIFE （冷却系统保护剂） 
本产品可防止冷却系统中滋生锈斑和水垢， 以延长其使用
寿命。  
•	 	含高性能防锈防蚀剂。 
•	 	保护冷却系统。 
•	 	与防冻液相容。 
•	 	对所有冷却系统材料无影响。 
包装规格： 375ml瓶装。 

RADIATOR SEALER & CONDITIONER  
（冷却系统止漏保护剂） 

本产品可密封微小漏隙， 减少或消除汽缸垫渗液， 防止冷
却系统被腐蚀。 
•	 	对铝制发动机缸体和汽缸盖无影响。 
•	 	与防冻液相容。 
•	 	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冷却系统； 每瓶可处理 10升冷却液。 
包装规格： 375ml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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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BER GREASE （橡胶润滑脂） 
适用于橡胶和塑料的润滑解决方案： 属于植物油基润滑脂， 
并采用防腐蚀极压添加剂增强润滑性能。 
•	 	与所有塑料、 天然与合成橡胶相容。 
•	 	耐水。 
•	 	与其它润滑脂不相容。 
包装规格： 500g塑料罐。  

SILICONE PASTE & SPRAY  
（硅脂和硅油喷剂） 

无色清洁型食品级润滑剂， 可修复暗淡、 褪色的塑料和橡
胶部件 （例如保险杆、 内饰、 门窗橡胶条等） ， 使其恢复如新。 
此外， 本产品还具有润滑除湿功效， 适用于车间、 家用设
备以及运动器材。 
•	 	硅脂： 用于润滑冰箱密封条、 车门密封条和座椅滑轨、 
泳池橡胶和密封条、 塑料齿轮和塑料机械结构、 电缆导
线管等。 
•	 	硅脂： 作为防水防蚀剂， 不仅可以密封电气设备以防受潮， 
还能防止户外电气配件、 螺纹和汽车蓄电池接头被腐蚀。 
•	 	硅油喷剂： 无色、 无味、 无臭的多用途清洁型橡胶及塑
料润滑保护剂。 
•	 	通过 NSF H1类认证。 
包装规格： 100g管装和 500g罐装硅脂、 200ml和 400ml气雾罐。 

SMOKE DOCTOR （黑烟抑制剂）  
本产品可降低老旧发动机的机油消耗， 减少排气烟度。  
•  提高机油粘度。 
•  提高润滑性能、 减少金属部件之间的摩擦和磨损。  
•  缓冲经常受到冲击的区域， 例如挺杆、 凸轮和齿轮。 
•  让密封件保持弹性。 
•  用于汽油和柴油发动机。 
包装规格： 500ml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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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K (MULTI-PURPOSE LUBRICANT)  
（SPARK多用途润滑剂） 

本产品具有除湿、 清洁、 防腐蚀等多种功效， 还可用作渗透松
锈剂， 松动卡死和锈蚀的部件。 
•	 	润滑： 锁、 插销、 合页、 百叶窗、 窗帘导轨、 链条、 自行车、 
婴儿车、 办公椅、 窗户机构等。 
•	 	排水除湿： 发动机、 舷外发动机、 电机、 启动电机、 点火系统、 
配电器、 火花塞等。 
•	 	渗透和松锈： 松动卡死或锈蚀的螺母、 螺栓、 锁和连杆等。 
•	 	清洁和防腐蚀： 枪械、 工具、 钓具、 自行车、 办公用具、 家用设备等。 
•	 	击穿电压高达 38,000伏。 
•	 	凭借 360°气雾阀技术， 可从任何角度 （包括上下颠倒） 喷涂。 
•	 	不含有机硅。 
包装规格： 150ml气雾罐 （标准喷嘴） 和 300ml气雾罐 （双向喷嘴） 。  

START UP （快速启动剂） 
这是一款发动机快速启动助剂， 适合在寒冷、 潮湿天气中使用， 
内含汽缸上部润滑剂， 适用于所有发动机。 
•	 	专门针对寒冷、 潮湿的天气而开发， 有助于燃油气化， 确保
发动机即刻启动。 
•	 	适用于所有汽油、 柴油和煤油发动机。 
包装规格： 350ml气雾罐。 

SYNTHETIC ULTRA OIL TREATMENT  
（高效合成机油精） 

一款合成机油精， 用于处理自动变速箱和差速器油。 本产品有
助于形成超高效润滑膜， 即便在超高温、 极压条件下， 也能保
持出色的润滑效果。  
•	 	用于发动机： 提高润滑性， 减少活塞环、 汽缸和阀门的磨损， 
降低养车成本。 适用于处理合成油和矿物油 （汽油和柴油发
动机均可） 。 
•	 	用于自动变速箱和差速器： 极大地降低摩擦力， 且不会造成
离合器打滑。 传统差速器和限滑差速器均适用。 使机油保持
最高粘度指数， 延长机油使用时间。 减少磨损和噪音。 

包装规格： 250ml罐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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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RE FIX and TYRE FIX 4x4  
（轮胎修补剂和轮胎修补剂 4x4） 

本产品可有效密封各种穿孔， 让内外胎重新充气， 属于应
急用品。 作为穿孔修补套件， 本产品可助您迅速修复轮胎， 
无需更换。 
•	 	每罐 （340ml） 修补剂足以修复 1个汽车轮胎或摩托车轮胎。  
如果是尺寸较大的 4x4轮胎， 每个轮胎使用 1罐 600ml
装的修补剂。 
•	 	不适合用于大孔修补、 轮圈漏气、 轮胎侧壁损坏或阀门
故障等情况。 
•	 	有内胎轮胎或无内胎轮胎均适用。  
•	 	还可用于有内胎的摩托车轮胎。  
•	 	不适合用于自行车胎。 
包装规格： 340ml和 600ml (4x4) 气雾罐。 

VALVE & COMBUSTION CHAMBER CLEANER  
（气门和燃烧室清洁剂） 

本产品用于清洁气门和燃烧室内的积碳， 在汽车行驶过程
中进行清洁， 确保燃油系统发挥最佳性能。 
•	 	干净的燃油系统可提高燃烧性能、 节约燃油、 减少排放。 
•	 	每瓶可处理多达 75升燃油。  
•	 	为了实现最佳效果， 建议每箱燃油都添加。 
包装规格： 375ml瓶装。  

WINDSCREEN CLEANER （玻璃水） 
去除挡风玻璃上的油脂、 灰尘、 污垢以及昆虫残留物。 
•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 都能确保视野清晰， 无一丝污迹， 
最大限度地提高驾驶时的能见度。 
•	 	先将本品添加至玻璃水箱， 然后加满水。 
•	 	每瓶 500ml装的清洁剂可使用 4次。 
•	 	每瓶 50ml装的浓缩液可使用 1次。 
包装规格： 500ml瓶装、 50ml装 （浓缩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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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DER WASH （二合一洗车液） 
独特的配方， 由洗车液和车蜡复配而成， 专为改善车漆性
能而开发。 
•	 	清洁各种漆面， 让其焕发光泽。 
•	 	二合一洗车液， 使用方便。 
•	 	洗车打蜡同时进行， 有效抵御环境影响。 
•	 	本品为浓缩液， 每瓶最多可用 10次。 
包装规格： 500ml瓶装和 5升塑料桶。 

WONDER WAX （神奇车蜡）  
这款适用于所有漆面的高质量液体上光剂， 由聚合物和车
蜡复配而成， 可确保车漆具有最佳的耐久性和完美外观。 
•	 	适用于各种漆面。 
•	 	去除细微划痕、 旋涡痕、 氧化层和污垢。 
•	 	轻松恢复漆面光泽。 
包装规格： 500ml瓶装和 5升塑料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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