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sterex™ NP343
Synthetic Fluid

典型数值：此等典型数值不应被解释为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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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说明
Esterex™ Polyol Esters are API category Group V fluids. Esterex™ Polyol Esters have excellent lower-temperature properties, good
lubricating properties and low volatilities. Esterex™ Polyol Esters can be used as sole basestocks or blendstocks with other synthetic fluids in
many automotive and industrial lubricant applications. These esters are ideal for use in highly loaded, high-speed lubricant applications
where energy e fficiency is desired.

总体
供货地区 1 • 北美洲

• 南美洲
• 亚太地区
• 中美洲

基础 典型数值 (英制 ) 典型数值 (公制 ) 测试依据
比重 (60.1°F (15.6°C)) 0.945   0.945   ASTM D4052
外观 (0°F (-18°C)) 光亮透明   光亮透明   Visual
颜色 0.5   0.5   ASTM D1500
运动粘度 ASTM D445
212°F (100°C) 4.3 cSt 4.3 mm²/s  
104°F (40°C) 19.0 cSt 19.0 mm²/s  
-40°F (-40°C) 2 2540 cSt 2540 mm²/s  

粘度指数 136   136   ASTM D2270
倾点 -54 °F -48 °C ASTM D5950/D97
闪点（COC） 495 °F 257 °C ASTM D92
Noack 挥发率 2 4.6 wt% 4.6 wt% ASTM D5800/DIN

51581
水含量 < 350 ppm < 350 ppm ASTM E1064
折射率 2 (77°F (25°C)) 1.4521   1.4521   ASTM D1218
总酸值 0.02 mg KOH/g 0.02 mg KOH/g ASTM D974

(mod)
水解稳定性，总酸值变化 2 0.20 mg KOH/g 0.20 mg KOH/g ASTM D2619

热性能 典型数值 (英制 ) 典型数值 (公制 ) 测试依据
密度修正系数 2 0.000702 (g/cm³)/°C 0.000702 (g/cm³)/°C ASTM D1250

燃点（COC） 2 556 °F 291 °C ASTM D92

闪点（PMCC） 2 473 °F 245 °C ASTM D93

蒸发损失 2 (401°F (205°C), 6.5 hr) 5.0 wt% 5.0 wt% ASTM D972
(mod)

性能 典型数值 (英制 ) 典型数值 (公制 ) 测试依据
RPVOT 2 (纯量) 120 min 120 min ASTM D2272

生物降解 2 76.4 % 76.4 % OECD 301B

溶解度 典型数值 (英制 ) 典型数值 (公制 ) 测试依据
苯胺点 2 < 68.0 °F < 20.0 °C ASTM D611

Kauri-Butanol 值 2 62.5   62.5   ASTM D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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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体相容性，含氟弹性体 典型数值 (英制 ) 典型数值 (公制 ) 测试依据
体积变化 2 4.7 % 4.7 % ASTM D471

硬度变化 2 -2   -2   ASTM D471

拉伸强度变化 2 -3.7 % -3.7 % ASTM D471

伸长率变化 2 -5.6 % -5.6 % ASTM D471

弹性体相容性，腈 典型数值 (英制 ) 典型数值 (公制 ) 测试依据
体积变化 2 16.9 % 16.9 % ASTM D471

硬度变化 2 -9   -9   ASTM D471

拉伸强度变化 2 -46.0 % -46.0 % ASTM D471

伸长率变化 2 -34.0 % -34.0 % ASTM D471

弹性体相容性，聚丙烯酸酯 典型数值 (英制 ) 典型数值 (公制 ) 测试依据
体积变化 2 27.4 % 27.4 % ASTM D471

硬度变化 2 -10   -10   ASTM D471

拉伸强度变化 2 -27.2 % -27.2 % ASTM D471

伸长率变化 2 -29.6 % -29.6 % ASTM D471

法律声明
有关详细的产品监管信息，请联系客户服务。

备注
1 在所标识的可供应区域的一个或多个国家/地区中可能无法供应此产品。请联系您的销售代表以获取完整的可供应国家/地区列表
2 由单一样品或两份样品的平均值确定

标准免责声明中文译文
全球和美洲地区
ExxonMobil Chemical Company
13501 Katy Freeway
Houston, TX 77079-1398
USA
1-281-870-6050

亚太地区
ExxonMobil Chemical Singapore Pte. Ltd.
1 HarbourFront Place
#06-00 HarbourFront Tower One
Singapore 098633
86 21 240-75380

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
ExxonMobil Chemical Europe
Hermeslaan 2
1831 Machelen, Belgium
420-239-016-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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