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班哲公司的食品級產品系列專為食品飲料加工行
業而配製，可滿足食品健康和安全方面的苛刻要求，
並通過了 NSF International（原名為“美國國家衛生
基金會”）認證。如今，食品飲料加工廠的運行比
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快，也更具挑戰性。為了採取積
極措施打造高效、安全、衛生的加工設備，選擇高
端食品級潤滑劑至關重要。
無論是烘焙設備、罐裝設備、裝瓶設備、包裝設備，
還是肉類、家禽類等眾多食品加工廠，潤滑劑對確

保活動部件保持最佳性能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這
類部件或裝置包括攪拌機、泵、烤箱、研磨機、電
動機、氣動工具、傳送帶、壓縮機、液壓系統以及
其他常用的機械設備。這些產品也可用於醫藥生產
設備和其它無塵室環境中。
史班哲食品級產品系列滿足 NSF International制定
的最嚴格的國際食品安全標準，具備極高的質量、
可靠性和性能。

史班哲食品級產品系列



NSF International（原名為“美國國家衛生基金會”）
制定的公共衛生標準和認證方案能夠幫助保護全球
的食品、水、消費品和環境的安全。NSF是一個獨
立的、具有公信力的機構，NSF標志代表某產品通
過了最受推崇的獨立認證機構的檢測。NSF標志得
到了全球消費者、制造商、零售商以及監管機構的
高度認可。產品上的 NSF認證標志意味著該產品通
過了國際公認的認證方案。

NSF International獲得了美國國家標準協會（ANSI）
的認可，可根據 FDA認可的第三方認證方案，針對
供應商是否滿足美國食品安全法規進行認證。
NSF非食品類化合物注冊項目於 1999年啟動，是對
美國農業部（USDA）產品批准和列入方案的延續，
其根據是滿足相關監管要求，包括符合美國食品藥
品管理局（FDA）聯邦法規第 21章（FDA 21 CFR）關
於合理使用、成分及標簽審查的要求。通過 NSF認

證的非食品類化合物和專有物質也可以幫助制造商
滿足最嚴格的安全標準和危害分析和關鍵控制點
（HACCP）的要求。 

史班哲食品級產品系列均為通過 NSF認證的非食品
類化合物，並已列入“NSF白皮書”中。

NSF-H1類潤滑劑
史班哲大部分食品級潤滑劑都通過了 NSF-H1類認證。NSF-H1類認證適用於偶爾接觸食品的應用場合，獲得
該認證的產品可用於食品加工區域或周邊區域。在滿足待潤滑設備要求，實現所需科技效果的前提下，該產
品的用量應盡可能少。 

史班哲的 NSF-H1類食品級潤滑劑包括：
•	 皮帶防滑保護劑（400ml氣霧罐裝）
• FMG-X潤滑脂噴劑（400ml氣霧罐裝）
• FMG-X潤滑脂（400g筒裝）
• FMG-X潤滑脂（500g罐裝）
• HTS矽脂（500g罐裝）
•	 矽脂（500g罐裝）
•	 矽油噴劑（400ml氣霧罐裝）
•	 SPARK多用途潤滑劑（400ml氣霧罐裝）
•	 合成高溫鏈條潤滑劑（400ml氣霧罐裝）
•	 合成耐水鏈條潤滑劑（400ml氣霧罐裝）

NSF-H2類潤滑劑 

NSF-H2類認證適用於食品機械中潤滑劑或被潤滑部件不可能與食用產品接觸的部位。
史班哲的 NSF-H2類食品級潤滑劑包括：
•	 皮帶防滑保護劑（400ml氣霧罐裝） 
• FMG-X潤滑脂噴劑（400ml氣霧罐裝）

NSF-K2類產品
通過 NSF-K2類認證的產品可作為溶劑型清潔劑，專門用於清潔其最初用途並非是直接接觸食品的食品加工
區域內或周圍的電子儀器和設備，這些儀器和設備不能使用水性清洗溶液清洗。在使用這類產品前，必須將
待清潔區域內的食品和包裝材料移開，或做好保護工作。而在使用這些產品時，必須採用合適的方式，以確
保在將食品或包裝材料移回清潔後的區域之前，產品散發出的所有氣味能夠完全消散。
Spanjaard Lectro Kleen K2（史班哲阻燃型精密接點 K2清潔劑）通過了 NSF-K2類認證，可以很方便地清潔各
種電子和電氣設備。

關於 NSF International



Spanjaard Belt Dressing (Food Grade)（史班哲食品級
皮帶防滑保護劑）是一款粘性防滑保護劑，能
附著在各種皮帶材料上，可提高各種類型和形
狀的皮帶的牽引力，並減少皮帶打滑現象。本
品不溶於水，因此適合用於潮濕工況。
史班哲食品級皮帶防滑保護劑專門用於食品加
工行業中偶爾接觸食品的應用場合。本氣霧劑
產品在生產過程中使用的所有原材料均符合美
國食品藥品管理局聯邦法規第 21章（21 CFR 
178.3570）的要求，並且已通過 NSF H1和 H2類
潤滑劑認證。本產品也可用於包裝、醫藥和其
它無塵室環境中。本產品通過清真和猶太潔食
認證。

應用範圍：
•	 提高鬆馳皮帶的牽引力
•	 減少皮帶打滑現象
•	 消除因皮帶打滑產生的刺耳聲
•	 可從任何角度噴塗，方便使用
使用說明：使用前將氣霧罐充分搖勻。在皮帶
運行過程中，將本品隨意噴於皮帶的內側和外
側。如有需要，可重復噴塗。

外觀 無色、有粘性
密度（25ºC，ASTM D792） 0.75g/ml

工作溫度（°C） -20°C至 110°C

健康與安全：如有需要，史班哲可提供產品《物
質安全資料表》，在使用本品前，請務必仔細
閱讀該資料表。
包裝規格：400ml氣霧罐（產品編碼：50310404）	
（2 x 6收縮包裝 /箱）。

Spanjaard FMG-X White Multi-Purpose Grease Spray (Food 
Grade)（史班哲 FMG-X食品級白色多用途潤滑脂
噴劑）是一款可噴塗的高品質耐水潤滑脂，含
有聚合物添加劑，適用於輕度到中度潤滑應用。 
史班哲 FMG-X食品級白色多用途潤滑脂噴劑專
門用於食品加工行業中偶爾接觸食品的應用場
合。本氣霧劑產品在生產過程中使用的所有原
材料均符合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聯邦法規第 21
章（21 CFR 178.3570）的要求，並且已通過 NSF 
H1和 H2類潤滑劑認證。本產品也可用於包裝、
醫藥和其它無塵室環境中。本產品通過清真和
猶太潔食認證。 

應用範圍：
適合使用氣霧劑的部位，例如滑槽、導軌、鏈條、
連桿以及其它難以接觸的區域。防止金屬之間

接觸，從而延長機械壽命，提高生產效率。出
色的防腐蝕性和附著性，有效防止金屬在濕工
況下被鏽蝕。 

使用說明：使用前將氣霧罐充分搖勻。將本品
隨意噴於待處理區域。將多餘噴劑用抹布擦拭
乾淨。如有需要，可重復噴塗。

外觀 柔軟、白色、	
粘性潤滑脂

增稠劑 膨潤土
工作溫度（°C） -20°C至 160°C

滴點（°C） 無滴點
防鏽試驗（D1743） 合格

健康與安全：如有需要，史班哲可提供產品《物
質安全資料表》，在使用本品前，請務必仔細
閱讀該資料表。
包裝規格：400ml氣霧罐（產品編碼：51181400）	
（2 x 6收縮包裝 /箱）。



Spanjaard FMG-X White Multi-Purpose Grease (Food Grade) 
（史班哲 FMG-X食品級白色多用途潤滑脂）是一
款高性能潤滑脂，適用於偶爾接觸食品的極壓
和高溫環境。本品含聚合物添加劑，耐水性能
出色。本產品在生產過程中使用的所有原材料
均符合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聯邦法規第 21章	
（21 CFR 178.3570）的要求，並且已通過 NSF H1
類潤滑劑認證。本產品也可用於包裝、醫藥和
其它無塵室環境中。本產品通過清真和猶太潔
食認證。
應用範圍：史班哲 FMG-X食品級白色多用途潤
滑脂適合用於潤滑食品和飲料加工廠的設備，
包括軸套、軸承及其它機械部件。雖然本產品
專為潤滑偶爾接觸食品的應用而開發，但憑借
出色的潤滑性能，本品也同樣適合其它各種應
用場合，以實現潤滑劑的合理配置。本品具有
出色的耐水性能，有助於防止設備生鏽，尤其
是在工廠季節性停運期間防止設備在潮濕環境
下被鏽蝕。含抗磨添加劑，可防止金屬之間接
觸，從而延長機械壽命，提高生產效率。

使用說明：可採用手塗或使用潤滑脂槍。如果
要替換非膨潤土潤滑脂，在更換潤滑脂時，應
當先徹底沖洗掉舊的潤滑脂。為此，可在短時
間內多次塗抹本潤滑脂。

NLGI稠度等級 1.5

工作錐入度（25°C，1/10mm） 285 - 325

顏色 白色
增稠劑 膨潤土
工作溫度（°C） -20°C至 160°C

滴點（°C） 無滴點
防鏽試驗（D1743） 合格
銅片腐蝕 1b

四球焊接負荷（kgf） 500kgf

鋼網分油率（100°C，30小時，%）3%

健康與安全：如有需要，史班哲可提供產品《物
質安全資料表》，在使用本品前，請務必仔細
閱讀該資料表。
包裝規格：400g筒裝（產品編碼：51180400）	
（2 x 6收縮包裝 /箱）。

500g罐裝（產品編碼：51170500）（12罐 /箱）。

Spanjaard HTS Silicone Grease (Food Grade)（史班哲食
品級 HTS矽脂）是一款採用無機增稠劑科技的
有機矽潤滑劑，低溫或高溫環境下均可使用。
史班哲 HTS矽脂具有耐水性、化學惰性、出色
的絕緣性以及很長的使用壽命，適用於傳統潤
滑脂無法勝任的應用場合。史班哲食品級 HTS
矽脂無臭無味、不導電、無汙染。
史班哲食品級 HTS矽脂專門用於食品加工行業
中偶爾接觸食品的應用場合。本產品在生產過
程中使用的所有原材料均符合美國食品藥品管
理局聯邦法規第 21章（21 CFR 178.3570）的要
求，並且已通過 NSF H1類潤滑劑認證。本產品
也可用於包裝、醫藥和其它無塵室環境中。本
產品通過清真和猶太潔食認證。 

應用範圍：
•	 潤滑劑：用於潤滑 O型密封圈、墊片、閥門
和密封件等橡膠和塑料元件，以及要求在潤
滑後很長時間內都具備良好潤滑性能且不會
乾燥的表面

•	 出色的裝配潤滑劑，適用於彈性體和塑料材
料與金屬發生摩擦的部位

•	 用於潤滑塑料齒輪和塑料機械結構
耐水和防腐蝕處理：密封電氣設備以防受潮，
防止金屬部件被腐蝕。具體應用如下： 

•	 密封戶外電氣配件
•	 保護鍍鉻表面
•	 密封螺紋和蓄電池接頭
絕緣材料：不導電，可有效防止漏電和短路。
具體應用如下：
•	 電氣與電子元件的密封和灌封
•	 防止絕緣子發生漏電起痕
•	 保護汽車點火系統
•	 防止電氣設備發生電離、產生火花
脫模劑：在橡膠和塑料行業可用作脫模劑。具
體應用如下：
•	 作為脫模劑，用於聚苯乙烯、聚氯乙烯、酚
醛樹脂及其它樹脂

•	 當線圈絕緣漆在高溫下固化後，可防止元件
彼此粘結

•	 用作橡膠脫模劑、潤滑劑和防腐劑
•	 如使用了環氧樹脂和其它膠粘劑，本品可防
止樹脂堆積

•	 防止冷凍櫃結冰
使用說明：可採用手塗或使用潤滑脂槍。
健康與安全：如有需要，史班哲可提供產品《物
質安全資料表》，在使用本品前，請務必仔細
閱讀該資料表。
包裝規格：500g罐裝（產品編碼：51520501）	
（12罐 /箱）。

NLGI稠度等級 2
工作錐入度（25°C，1/10mm） 275
顏色 白色、半透明
增稠劑 二氧化矽
滴點（°C） 無滴點
蒸發損失（30小時，200°C，%） 2.0
低溫穩定性（-50ºC） 符合
動態防鏽試驗 <1
銅片腐蝕（24小時 /100°C） 合格
鋼網分油率（30小時，200°C，%） 4.0
抗水淋性（93°C，%） 1
梯姆肯 OK負荷值（kg） 1
抗氧化性（D942，%） 1
介電強度（kV/mm） 15
工作溫度（°C） -40°C至 200°C



Spanjaard Lectro Kleen K2（史班哲阻燃型精密接點
K2清潔劑）適合用於清潔各種電子和電氣設備，
確保清洗過程安全、方便。
應用範圍：
史班哲阻燃型精密接點 K2清潔劑是一款溶劑型
清潔劑，專門用於清潔其最初用途並非是直接
接觸食品的食品加工區域內或周圍的電子儀器
和設備。本品已通過 NSF K2類溶劑型清潔劑認
證。本產品通過清真和猶太潔食認證。 
為了確保高效運行，電子設備必須保持絕對乾
淨。即使沾染少量汙染物，開關、控制器和繼
電器等設備的電阻就會升高，從而干擾電流。
史班哲阻燃型精密接點 K2清潔劑含有精選的高
純度溶劑，特別適合用於清潔電氣和電子元件。 
常見用途包括去除以下各類設備中的油脂、灰
塵和汙垢：
•	 電子設備：控制板、線路板、繼電器
•	 電氣設備：開關、機電裝置、電器、計算機
•	 電信設備：電視、無線電收發機、連接器
•	 航空電子設備：雷達、導航設備
注意：由於塑料和彈性體種類繁多，在使用本
產品前應該進行測試，以檢查二者之間的相	
容性。

ABS、聚苯乙烯、聚甲基丙烯酸甲脂（PMMA）以
及部分尼龍材料與史班哲精密接點 K2清潔劑不
相容。
產品特徵：史班哲阻燃型精密接點 K2清潔劑是
一種無毒、不導電的阻燃型清潔劑，可噴於帶
電設備，其揮發速度快，且不會留下任何薄膜
或殘留物。可現場清潔元件，無需提前拆卸，
從而有效降低成本；可避免手工清潔對元件造
成損壞。
使用說明：在使用本品前，將待清潔區域內的
食品和包裝移開，或者將其保護好。待氣味完
全散開後，再重新放入食品和包裝材料。
將史班哲阻燃型精密接點 K2清潔劑直接噴於待
清潔元件表面。本溶劑可有效溶解油脂、鬆動
汙垢，並將其沖走。通過加長噴嘴，清潔劑可
直接噴在需要清潔的部位，避免造成過度浪費。
如有需要，可重復噴塗。

外觀 透明
密度 1.29 g/ml

閃點（°C） 無

健康與安全：如有需要，史班哲可提供產品《物
質安全資料表》，在使用本品前，請務必仔細
閱讀該資料表。
包裝規格：400g阻燃型氣霧罐（產品編碼：
52340402）（2 x 6收縮包裝 /箱）。

Spanjaard Silicone Paste (Food Grade)（史班哲食品級
矽脂）是一款高效的不乾型有機矽潤滑劑和保
護劑。本品無色、無汙染，具有耐水和不導電
的特點。
應用範圍：
史班哲食品級矽脂專門用於食品加工行業中偶
爾接觸食品的應用場合。本產品在生產過程中
使用的所有原材料均符合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
聯邦法規第 21章（21 CFR 178.3570）的要求，並
且已通過 NSF H1類潤滑劑認證。本產品也可用
於包裝、醫藥和其它無塵室環境中。本產品通
過清真和猶太潔食認證。 

•	 多用途矽脂：非常適合用於潤滑塑料齒輪、
機械結構、滑槽、軌道、O型密封圈、密封件、
閥門和墊片

•	 高性能潤滑劑、保護劑和增強劑：適用於大
多數橡膠和塑料元件

•	 讓冷凍櫃、冷藏室和冰箱門上的密封件保持
柔韌性，確保在關門後具有出色的密封效果，
延長門密封條的使用壽命，並減少耗電量 

•	 塑料脫模劑：在食品和醫藥用塑料包裝的生
產過程中用於聚苯乙烯及其它樹脂 

•	 電絕緣材料：具有不導電性和出色的排水 /
除濕功效，可有效防止電路受到水分 /濕氣
的影響，例如防止電機在換班期間因工廠清
洗而損壞

使用說明：可採用手塗或使用潤滑脂槍。
健康與安全：如有需要，史班哲可提供產品《物
質安全資料表》，在使用本品前，請務必仔細
閱讀該資料表。
包裝規格：500g罐裝（產品編碼：53740501）	
（12罐 /箱）。

NLGI稠度等級 3
工作錐入度（25°C，1/10mm） 220
顏色 白色、半透明
增稠劑 二氧化矽
滴點（°C） 無滴點
蒸發損失（30小時，175°C，%） 1
動態防鏽試驗 <1
銅片腐蝕（24小時 /100°C） 合格
滲油率（30小時，175ºC，%） 0.2
抗水淋性（93°C，%） 1
梯姆肯 OK負荷值（kg） 1
抗氧化性（D942，%） 1
介電強度（kV/mm） 15 
工作溫度（°C） -40°C至 200°C



Spanjaard Spark (Food Grade)（史班哲食品級 SPARK
多用途潤滑劑）是一款具有排水、滲透、潤滑、
清潔和防腐蝕等多種功效。
應用範圍：
史班哲食品級 SPARK多用途潤滑劑專門用於食
品加工行業中偶爾接觸食品的應用場合。本產
品在生產過程中使用的所有原材料均符合美國
食品藥品管理局聯邦法規第 21 章（21 CFR 
178.3570）的要求，並且已通過 NSF H1類潤滑劑
認證。史班哲食品級 SPARK多用途潤滑劑也可
用於包裝、醫藥和其它無塵室環境中。
•	 排水除濕：有助於防止電氣設備因受潮、冷
凝水或潮濕環境而發生故障，尤其適用於食
品飲料行業中在輪班期間或換班時需要用水
清洗的電機

•	 可防止各類金屬表面被腐蝕，也可用於清除
少量的汙垢

•	 潤滑鏈條、齒輪、鉸鏈、鎖和插銷等活動	
部件

•	 滲透和鬆鏽：鬆動卡死的螺母、螺栓、鎖和
連桿等

使用說明：將本品隨意噴於待處理區域。將多
餘噴劑用抹布擦拭乾淨。如有需要，可重復	
噴塗。

顏色 淡褐色
密度（25°C，ASTM D792） 0.76

工作溫度（°C） -20°C至 110°C

閃點（氣霧劑，°C） -60

濕度箱試驗（ASTM B-117），
鏽蝕百分比（%）

<1%

健康與安全：如有需要，史班哲可提供產品《物
質安全資料表》，在使用本品前，請務必仔細
閱讀該資料表。
包裝規格：400ml氣霧罐（產品編碼：53780400）	
（2 x 6收縮包裝 /箱）。

Spanjaard Silicone Spray (Food Grade)（史班哲食品級
矽油噴劑）是一款高效的矽油氣霧劑。
應用範圍：
史班哲食品級矽油噴劑專門用於食品加工行業
中偶爾接觸食品的應用場合。本產品在生產過
程中使用的所有原材料均符合美國食品藥品管
理局聯邦法規第 21章（21 CFR 178.3570）的要
求，並且已通過 NSF H1類潤滑劑認證。本產品
也可用於包裝、醫藥和其它無塵室環境中。本
產品通過清真和猶太潔食認證。 

•	 無色、無汙染的多用途耐水矽油噴劑，非常
適合用於潤滑塑料齒輪、機械結構、滑槽、
軌道、O型密封圈、密封件、閥門、墊片、鎖、
插銷、鉸鏈和鏈條

•	 高性能潤滑劑、保護劑和增強劑：適用於大
多數橡膠和塑料元件

•	 讓冷凍櫃、冷藏室和冰箱門上的密封件保持
柔韌性，確保在關門後具有出色的密封效果，
延長門密封條的使用壽命，並減少耗電量

•	 在輸送機和料槽上使用本品，不僅可以避免
沾染油脂和粘性物質，還能有效減少摩擦

•	 塑料脫模劑：在食品和醫藥用塑料包裝的生
產過程中用於聚苯乙烯及其它樹脂

•	 本品還能讓烘箱和廚房用具更便於清潔
使用說明：使用前將氣霧罐充分搖勻。將本品
隨意噴於待處理區域。將多餘噴劑用抹布擦拭
乾淨。如有需要，可重復噴塗。
典型特性：

顏色 無色透明
粘度（cSt，25ºC，布氏法） 500

閃點（ºC，ASTM D56） 315

傾點（°C） -50

密度（g/cm3，ASTM D792） 0.97

熱導率（WK-1m-1，ASTM D2717） 0.15

揮發性（%，230ºC，2小時 ) <2.0

折射率（ASTM 1218） 1.4035

介電常數（25ºC/100hz） 2.74

表面張力（25°C，mNm-1） 21.1

工作溫度（°C） -40°C至 200°C

健康與安全：如有需要，史班哲可提供產品《物
質安全資料表》，在使用本品前，請務必仔細
閱讀該資料表。
包裝規格：400ml氣霧罐（產品編碼：53750405）	
（2 x 6收縮包裝 /箱）。



Spanjaard Synthetic Chain Lube HT (Food Grade)（史班哲
食品級合成高溫鏈條潤滑劑）是一款合成酯潤
滑劑，可用於潤滑和保護鏈條系統，尤其是在
需要考慮食品安全的領域。其先進的熱穩定添
加劑體系可在高溫下最大程度減少摩擦和磨
損，同時防止潤滑油發生熱降解。 

應用範圍：
史班哲食品級合成高溫鏈條潤滑劑專門用於食
品加工行業中偶爾接觸食品的應用場合。本產
品在生產過程中使用的所有原材料均符合美國
食品藥品管理局聯邦法規第 21 章（21 CFR 
178.3570）的要求，並且已通過 NSF H1類潤滑劑
認證。史班哲食品級合成高溫鏈條潤滑劑也可
用於包裝、醫藥和其它無塵室環境中。本產品
通過清真和猶太潔食認證。
•	 高熱氧化穩定性，減少積碳形成
•	 適用於大多數類型的烤箱鏈條系統

•	 非常適合用於烘焙烤箱鏈條以及在高達 280°C 
的高溫下工作的鏈條

•	 確保鏈條和傳動系統順暢運行
•	 減少摩擦，防止腐蝕
•	 憑借 360°氣霧閥科技，可從任何角度（包括
上下顛倒）噴塗

使用說明：使用前將氣霧罐充分搖勻。將待噴
塗區域所有汙垢清除乾淨。在距離 15-25cm處，
將本品快速噴於待處理區域。將多餘噴劑用抹
布擦拭乾淨。如有需要，可重復噴塗。

顏色 透明黃色至橙色
密度（g/cm3） 0.97

運動粘度（40°C，cSt） 220

工作溫度（°C） -20°C至 280°C

閃點（°C） 無

健康與安全：如有需要，史班哲可提供產品《物
質安全資料表》，在使用本品前，請務必仔細
閱讀該資料表。
包裝規格：400ml氣霧罐（產品編碼：50500200）	
（2 x 6收縮包裝 /箱）。

Spanjaard Synthetic Chain Lube WR (Food Grade)（史班
哲食品級合成耐水鏈條潤滑劑）是一款基於聚
亞烷基二醇（PAG）的鏈條潤滑劑，可用於潤滑
和保護鏈條系統，尤其是在需要考慮食品安全
的領域。其耐水性配方能形成附著力強、具有
長效保護作用的潤滑膜，非常適合用於需要經
常清洗的食品傳送帶以及在濕工況下運行的	
鏈條。
應用範圍： 

史班哲食品級合成耐水鏈條潤滑劑專門用於食
品加工行業中偶爾接觸食品的應用場合。本產
品在生產過程中使用的所有原材料均符合美國
食品藥品管理局聯邦法規第 21 章（21 CFR 
178.3570）的要求，並且已通過 NSF H1類潤滑劑
認證。史班哲食品級合成耐水鏈條潤滑劑也可
用於包裝、醫藥和其它無塵室環境中。本產品
通過清真和猶太潔食認證。 

•	 卓越的抗磨性、極壓性和防腐蝕性
•	 耐水性配方，適用於潮濕工況
•	 確保鏈條和傳動系統順暢運行 
•	 憑借 360°氣霧閥科技，可從任何角度（包括
上下顛倒）噴塗

使用說明：使用前將氣霧罐充分搖勻。將待噴
塗區域所有汙垢清除乾淨。在距離 15-25cm處，
將本品快速噴於待處理區域。將多餘噴劑用抹
布擦拭乾淨。如有需要，可重復噴塗。

顏色 無色至淡黃色
密度（g/cm3） 0.94

基礎油粘度（40°C，cSt） 220

工作溫度（°C） -20°C至 180°C

健康與安全：如有需要，史班哲可提供產品《物
質安全資料表》，在使用本品前，請務必仔細
閱讀該資料表。
包裝規格：400ml氣霧罐（產品編碼：50500201）	
（2 x 6收縮包裝 /箱）。



產品 名稱 產品編碼 單位 /收縮包裝 /箱 NSF-H1 NSF-H2 NSF-K2 清真 猶太潔食

50310404 2 x 6收縮包裝 /箱

51181400 2 x 6收縮包裝 /箱

51180400 2 x 6收縮包裝 /箱

51170500 12罐 /箱

51520501 12罐 /箱

52340402 2 x 6收縮包裝 /箱

53740501 12罐 /箱

53750405 2 x 6收縮包裝 /箱

53780400 2 x 6收縮包裝 /箱

50500200 2 x 6收縮包裝 /箱

50500201 2 x 6收縮包裝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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