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0多种用途一览表
这些用途均未经WD-40公司测试。本网站中说明的WD-40用途由该产品的终端用
户向WD-40公司提供，不代表WD-40公司对WD-40的使用建议或意见。消费者使用

WD-40时应运用常识。请务必遵照说明，并注意WD-40包装上印刷的警告信息。

家庭/园艺 ·清除皮革上的墨渍 ·松动割草机轮胎上的阀杆

·用于松动生锈的螺母和螺钉，清洁园艺工具 ·防止喷水器铜部件腐蚀 ·清除铝墙板上的口香糖

·清洁钢琴键 ·润滑烫衣板的折叠部件 ·清除乙烯基表面的蜡

·防止藤椅吱吱作响 ·清除椅脚上的锈迹 ·润滑搅拌机齿轮

·润滑小型滚动玩具 ·清洁并擦亮金灯和铜灯 ·清除厨房地板上的滚轮刀片痕迹

·防止园林工具生锈 ·清除粘在鞋底上的价格标签 ·增加象牙制品和骨制品中的水分，以实施保护

·清洁庭院门滑动条 ·防止喷胶枪扳机粘滞 ·防止割草机化油器出现泥状物质

·清除干衣机中的蜡笔（务必首先拔掉干衣机电源） ·清洁床架 ·清除魔术贴纸

·清除瓷砖地板上的擦痕 ·防止淋浴喷头生锈 ·擦掉台面上的划痕

·防止金属风铃生锈 ·防止银器变黑 ·润滑真空吸尘器滚刷

·清除墙壁上的蜡笔 ·润滑割草机的外部枢轴 ·清除马桶基座上的泥状物质

·有助于连接塑料货架，使拆卸更容易 ·防止园林犁上的刀片生锈 ·润滑门廊秋千椅上的承辊

·清除镜子上的水渍 ·清洁硬木地板上的黑条 ·清洁圆形锯片上的顶部焦油

·润滑修枝剪的合页 ·防止厕所内的机械设备出现腐蚀 ·保护吹雪机上外露的金属部件

·润滑草坪家具上的螺钉 ·清除瓷砖地板上的油漆 ·清洁衣服上的贴纸残留物

·润滑第5个轮子滑出轨道上的液压顶杆 ·防止镘刀腐蚀 ·清除旗杆上的口香糖

·清洁玻璃纤维浴缸 ·清洁并保护长柄叉 ·防止泥土粘在铲子上

·清洁油箱外部并防止生锈 ·安装橡胶轮缘后润滑网通道 ·防止耙子生锈

·清洁并保护手推车底盘 ·清除浴室浴缸中的锈渍 ·清除洗衣机上的洗衣粉渍

·防止沼泽冷却器螺母生锈 ·清洁金属雕像 ·擦亮防溅罩

·清除台面上的茶渍 ·擦亮浴室门 ·清洁岩壁上的蜡笔

·清除壁纸上的蜡笔 ·防止庭院门受到阳光伤害 ·润滑自动喷水灭火装置上的球阀手柄

·润滑门锁 ·清洁冰箱门封上的霉菌 ·润滑坐骑式割草机上的回位弹簧

·清除地毯上的蜡笔 ·有助于清除置物架上的锈迹 ·防止猫粪便粘在电动猫盒耙上

·清除胶压木家具上的蜡笔 ·清洁桌子上的报纸油墨 ·清除干牙膏渍

·松动割草机上的生锈零件 ·擦完地板后清除地板上的锈渍 ·清除家具上的橡皮泥

·润滑难以开合的抽屉 ·清洁并保护电视天线 ·清除马桶中的石灰渍

·清除悬挂海报的墙壁上的胶带标记 ·清除壁纸上的口香糖 ·喷在木制餐桌底部6英寸上，防止霉菌积聚

·擦亮人工室内植物的叶子 ·渗透并松开卡住的厕所截流阀 ·清除冰箱上的胶水

·防止积雪粘在铲子上 ·喷在旋耕机叶片上可防止叶片在农闲时生锈 ·有助于清洁淋浴器

·清除地板砖上的咖啡渍 ·清洁地毯上融化的真空带 ·清洁修边机上的积聚物

·防止软管端腐蚀 ·清除电视屏幕上的蜡笔 ·润滑园艺剪

·润滑游乐设备上的运动部件 ·润滑割草机集草器袋上的拉链 ·清洁拉门滚轮上的狗毛

·清除塑料上的蜡笔 ·清洁链锯上的泥状物质 ·清除很多物品上的商标油墨

·清除浴缸上的贴花 ·防止金属庭院椅生锈 ·清除饼干罐上的锈迹

·清除旧的透明胶带 ·清除玻璃上的蜡笔痕迹 ·防止花盆在堆放储存时粘在一起

·清除鞋上的蜡笔 ·掩饰人造大理石上的划痕 ·清除烘干机棉绒滤网上的口香糖

·清洁烟灰缸 ·清除庭院家具上的浆果渍 ·清洁输水胶管上的焦油

·清除玩具上的蜡笔 ·清除粘在混凝土上的口香糖 ·清除草坪设备上的擦痕

·清洁并保护铸铁锅内侧 ·清除铲子上的重污垢 ·清除瓷砖地板上的锈渍

·清除地毯上的油墨 ·清洁扬声器金属外壳上的锈迹 ·润滑剃刀手柄

·保持园林植物笼明亮无锈 ·冬季涂敷在外部管道上可防止冻害或管道爆裂 ·清除织物上的唇膏

·清洁割草机刀片 ·清除油毡中的胶水沉淀 ·清洁和润滑立体声超重低音扬声器上的橡胶悬边

·清洁并保护老旧的厨房用具 ·润滑老旧烟架上的合页 ·喷在排水管上清除浮渣

·防止喷水器上滋生霉菌 ·清除油毡中的胶带残留物 ·清除餐垫上的蜡笔

·清除椅脚在地板上留下的痕迹 ·清洁门把手上累积的泥状物质 ·清除浴室防滑垫上身体护理油和洗发水的顽固残留物

·清除黑板上的蜡笔 ·清除信用卡上的贴纸 ·喷在垃圾桶底部周围，防止动物进入

·消除音量和调谐控制旋钮上的静电 ·清除烟渍 ·清除铝合金窗框上的氧化物

·清洁蜡烛烟灰 ·清除地毯上的唇膏 ·擦亮并保护黄铜烛台

·清除蓝色牛仔裤上的墨水 ·润滑金属防护网上的金属闩锁 ·清洁乐谱架

·清洁行李箱手柄上的残留物 ·清除餐桌上融化的透明胶带 ·清洁鞋带上的花生酱

·清洁老旧的松饼罐 ·清除咖啡杯上的污渍 ·清洁并保护修枝剪的刀片

·清洁并保护修枝剪 ·清除纱门上的蜡笔 ·清洁木制花盆底盘

·清洁镀金水龙头 ·清除塑料桌上的蜡笔 ·清洁橡胶手套上的泡沫

·清除衣服上的汽油渍 ·清除尼龙上的油渍 ·擦亮银首饰

·防止缝纫针生锈 ·喷在呼啦锄枢轴上进行清洁并预防腐蚀 ·润滑冰箱门

·清除地毯和织物上的饮料渍 ·将手动气筒喷嘴插入轮胎前润滑通气孔 ·清除葡萄汁渍

·清除塑料餐具晾干架上的泥状物质 ·保持割草机轮子流畅转动 ·清洁衣柜中由衣架产生的痕迹

·润滑厨房水槽手持喷嘴 ·防止植物支架生锈 ·擦亮铝合金洗涤盒

·清除窗帘杆上的锈迹 ·清除亚麻地板上的口香糖 ·擦亮手推车轮胎

·清除名贵瓷器上的粘合剂 ·清除台面上的草莓渍 ·清洁门锁周围的锁紧螺母

·清洁炊事用具的底部 ·清除铲子上的焦油 ·掩饰油毡上的划痕

·有助于防止一键隐藏容器生锈 ·防止植物吊架生锈 ·掩饰瓷砖上的划痕

·清洁塑胶车库门 ·清除瓷砖地板上的睫毛膏 ·防止泥土粘在锄头上

·清洁网球鞋上的小狗粪便 ·擦掉椅背在墙壁踏脚板上造成的痕迹 ·防止泥土粘在耙子上

·清除更换老旧水龙头时的泥状物质 ·银器不用时喷在上面防止失去光泽 ·防止搅拌机刀片在储存期间生锈

·清洁并保护药品门闩 ·清除鞋在地板上留下的黑色痕迹 ·喷在垃圾桶盖上，防止粘上脏东西

·防止熟铁生锈 ·清除药瓶上的标签 ·保护坐骑式割草机铸铁制动鼓外部

·清除衣服上的番茄渍 ·清除鞋上的蜡 ·清除浴室地板灰浆上的污垢

·防止洗衣机上出现锈迹 ·清洁椅轮 ·清除假花上的灰尘

·防止金属筛网生锈 ·清洁窗台 ·清除铁底板上的淀粉渣

·清除聚丙烯窗户上的蓝色烘烤聚丙烯护罩 ·防止雪铲受到盐的腐蚀 ·清洁吸尘器标度盘

·对烹饪灶头进行预防性维护 ·清洁并保护洗衣机盖 ·清除凸窗上的指纹

·清除皮革上的咖啡渍 ·防止室外灯具腐蚀 ·清洁铁底板

·保护电动泵和电炉 ·清除地板上的毡笔痕迹 ·有助于清除雪松镶板上的洪水水印

·擦亮珍珠母饰品 ·清洁燃油炉部件 ·清除玻璃制品上的记号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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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户外电气继电器触点 ·润滑扫雪机上的锁闩机构 ·润滑丙烷烧烤架上的旋钮

·润滑真空马达的移动部件 ·润滑滑锁 ·清除老旧熨斗上的锈迹并实施保护

·擦亮户外雕塑 ·渗透并松开电动牙刷手柄中卡住的机构 ·松动农场开饭钟上生锈的部件

·有助于清除设备导轨上的结块灰尘和污垢 ·清除地毯上的胶水 ·消除庭院门的响声

·清除除湿器中的钙沉积 ·喷在灯臂上，方便旋转 ·有助于拆卸枝形吊灯

·清除硬木地板上的指甲油 ·防止VCR磁带粘在VCR上 ·润滑室外吊扇上的降噪轴承

·有助于清除冰箱格栅里的矿物沉淀 ·润滑浴室风扇的桨叶轴 ·松开卡住的乐高积木块

·清除烤盘底部的结块食物 ·润滑电视柜门上的合页 ·有助于松动花园风车上生锈的部件

·清除溅在火炉上的油脂 ·防止马桶下的阀门出现腐蚀 ·有助于松动生锈的马桶座圈螺栓

·清洁银托盘 ·润滑烤箱滑板 ·润滑床架上的金属接头

·清洁炒锅--清洗后 ·润滑竖向百叶窗旋转驱动器 ·润滑捕鼠器

·清除胶木上的条纹 ·松动除草喷雾器上的塑料泵手柄 ·让弹子门锁更好用

·清洁发黑的煎锅--清洗后 ·防止丝线缠在修边机阀芯上 ·润滑风扇

·有助于防止园林工具木制手柄开裂 ·润滑旧式双推拉窗 ·润滑老旧桌子上的脚轮

·有助于清除卫生间清洁材料上的皂垢 ·润滑并保护空调叶片 ·消除连接在炉子上的加湿器的响声

·有助于清除浴缸排水系统的钙沉积 ·润滑软木拔塞器 ·防止垃圾处理装置在闲置期间粘附

·防止室外淋浴器灰浆滋生霉菌 ·清洁炉嘴 ·润滑婴儿秋千

·清除玻璃纤维淋浴器上的硬化蜡 ·消除垃圾压实机的响声 ·润滑手柄

·有助于清除袜子上的鞋油渍 ·有助于解开吸尘器上的清洁棒 ·润滑箱包锁

·清洁并保护使用后的肥料撒施机 ·润滑沙发床的伸缩机构 ·消除婴儿床的响声

·防止斧刃生锈 ·割草机拉绳卡住时喷在其上 ·松开卡住的老旧抽屉式烧烤器

·喷在浴室镜子上防止起雾 ·松开卡住的公寓安防系统对讲按钮 ·润滑椅子上的滚珠轴承

·润滑浴室门滚轮 ·松开火灾报警箱上生锈的合页 ·喷在喂鸟器顶部使松鼠滑落下来

·渗透冻住的邮箱门 ·清洁遥控器 ·擦亮邮箱

·防止庭院家具螺钉生锈 ·涂在马桶或浴缸上可分解硅树脂 ·润滑老旧留声机上的齿轮

·润滑狗窝的锁 ·清除剪枝器上的树液 ·松动很难打开的扭转陀螺

·排出门槛条中的湿气 ·润滑厨房抽屉的滑轨 ·润滑鞋扣

·防止自来水源的截流阀生锈 ·润滑躺椅上的滑条 ·润滑狗窝门

·润滑垃圾桶脚踏板上的弹簧 ·润滑覆盖干燥机上的覆盖通风口 ·润滑屋顶通风涡轮机

·排出进水手机中的水分 ·润滑老旧的对开式铁心 ·润滑仓鼠转轮

·有助于清除汽车锁上的道路用盐 ·润滑制冰机的齿轮 ·防止钥匙生锈

·排出户外锁中的水分 ·润滑金属折凳 ·防止水果和蔬菜罐头的罐盖生锈和变色。

·排出清洗后的电动首饰盒移动部件中的水分 ·润滑狗窝门 ·润滑婴儿床的轮子

·排出家居布线中的水分 ·润滑电动搅拌机打浆机受体 ·润滑鸟舍合页

·排出运动园林工具中的水分，有助于防腐 ·解冻天井门锁 ·在门把手上涂漆前涂在其上，防止粘上油漆

·排出割草机电触头中的水分 ·渗透并松动可调节椅上粘滞的旋钮 ·润滑网滑条

·排出浴室门滚轮轮轴轴承中的水分。 ·清洁并保护除草机刀片 ·消除金属摇椅的响声

·润滑热记录器通风口手柄 ·润滑马桶上的浮球阀 ·防止冰箱门密封垫粘附

·涂在药箱上防止粘附 ·润滑洗碗机架上的轮子 ·润滑厨房烘焙柜上的轮子

·润滑洗碗机喷射臂 ·润滑割草机刀片的驱动轮 ·疏通淋浴头

·润滑法式门的滑轨 ·润滑烤箱门合页 ·润滑旋耕机刀片

·润滑编织机的编织针 ·有助于打开家里受热膨胀的锁箱 ·消除浴缸旋钮的响声

·松动喷漆的散热器阀 ·润滑烧烤架上烧烤高度调节手柄的齿轮 ·清除工具上的塑胶

·润滑开罐器 ·清除卡住的三轨网 ·消除手枪腰带上薄片齿轮在军队演习期间的响声

·润滑庭院门液压自动关闭合页 ·松动卡住的照明开关 ·润滑拉杆书包的轮子

·清理堵塞的喷墨喷嘴 ·防止电卷发器粘在塑料物品上 ·润滑洗衣机门

·防止垃圾处理装置生锈 ·清除新型无蜡地板上的粘合剂 ·喷在植物保持架上防止刮风时尖叫

·防止煤气关闭阀卡住 ·松开电炉上卡住的按钮 ·润滑转门上的合页轴承

·润滑橡胶软管触发喷嘴 ·松开搅拌机上卡住的打浆机释放开关 ·润滑旋转式化妆镜

·喷在粘在一起的玻璃制品上将其分开，而不破坏玻璃制品 ·松开电动咖啡研磨机上冻住的部件 ·润滑狗链子上的转环

·解开金链 ·清除浴缸玻璃纤维上的硬化蜡 ·润滑琴盖合页

·润滑烧烤架丙烷罐固定链的锁 ·易于分离双层床 ·清洁并保护座钟电缆

·润滑老旧布谷鸟钟钟摆 ·清除仓库门滚轮上的锈迹 ·润滑冰箱门上的合页

·润滑冰箱上卡住的温度调节器 ·有助于拧下草坪设备上生锈的钉子 ·润滑婴儿床围栏防止其粘住

·渗透缝纫机上卡住的压脚 ·松动马桶座圈上的螺钉 ·消除炉门的响声

·喷在真空手柄上，以便于拆装 ·松动草坪撒播机上生锈的轮子 ·润滑风标旋转接头

·润滑紧身衣上的金属紧固件 ·润滑吱吱作响的火炉旋钮 ·消除婴儿门锁的响声

·润滑法式门门锁 ·润滑遮阳棚的支杆 ·清除垃圾压实机轮子上的干燥垃圾

·有助于拆卸吊床支架 ·清除水龙头上积累的矿物和锈迹 ·润滑手推车的轮子

·润滑金属档案分类箱上的合页 ·清除大腹取暖炉上的锈迹 ·润滑炉底部的储物抽屉

·润滑防风暴门周围的橡皮绝缘 ·防止分支切割工具生锈 ·润滑承料板上的接头

·渗透卡住的门把手，以便流畅操作 ·松动户外烧烤架上生锈的螺钉 ·清除锁的响声

·润滑马桶手柄连杆机构 ·润滑旋转摇杆支腿 ·润滑滚轮式梳妆台的轮子

·润滑行李箱拉链 ·松开割草机刀片上的锁紧螺母 ·润滑床垫的移动接头

·润滑邮箱上的标志 ·润滑旋耕机轴 ·润滑滑出式单杠梯

·清除吸尘器上的锈迹 ·有助于恢复生锈的管道疏通器 ·润滑滚动乒乓桌上的轮子

·润滑微波炉门 ·润滑桌子活动面板 ·消除全长旋转镜的响声

·润滑老式炉上的连接器，以便装配 ·清除地毯上的化妆品 ·润滑电视柜轮上的轴承

·润滑国产单轨系统的轮子 ·润滑污水泵上的滑轮 ·润滑防风暴门长铰链

·清洁卡在冰箱内部和周围的食物 ·渗透并松动浴缸旋钮上卡住的螺钉 ·润滑晾衣绳拉钩

·渗透并松动窗户上的锁杆 ·润滑吹雪机上的反冲启动器 ·润滑草坪车轴

·喷在浴室门上，防止其生锈 ·松动邮箱上卡住的螺栓 ·擦亮黑色橡胶垫板

·润滑吸尘器轮接头和搅拌器的搅拌杆接头 ·喷在垃圾箱把手上防止生锈和腐蚀 ·润滑花园风车

·润滑坐骑式割草机上的转向机构 ·润滑丙烷罐合页 ·润滑手提箱上的闩锁

·润滑行李箱的拔出手柄 ·松动顽固的窗帘杆 ·润滑吱吱作响的风向标

·润滑台式搅拌机上的接头 ·松动剪枝器上生锈的接头 ·润滑窗帘杆以更顺畅地滑动



2000多种用途一览表
这些用途均未经WD-40公司测试。本网站中说明的WD-40用途由该产品的终端用
户向WD-40公司提供，不代表WD-40公司对WD-40的使用建议或意见。消费者使用

WD-40时应运用常识。请务必遵照说明，并注意WD-40包装上印刷的警告信息。

·消除旋转发出的响声 ·保护泳池设备以便冬季储存 ·清洁白壁轮胎

·润滑烟盒合页 ·圣诞装饰品入库前的预防性维护 ·清洁木饰上的累积物

·松动室外电视天线上生锈的螺栓 ·保护防风窗密封条 ·清除工具上的沥青

·润滑缝纫机手柄 ·防止圣诞树架生锈 ·润滑轮胎气旋钮

·润滑旋耕机的油门线 ·排出鸟浴加热器中的水分 ·清除皮革上的胶水

·清除塑料上的油墨 ·有助于铲除湿粘的雪 ·润滑消防车的阀门

·润滑草坪肥料撒施机的齿轮 ·润滑圣诞驯鹿装备 ·清理小轿车上的鸽粪

·润滑并消除折叠式动物笼的响声 ·润滑圣诞礼物上的移动部件 ·润滑生锈的紧固件

·润滑图片旋转吊架 ·润滑烧烤架脚轮 ·保护大多数塑胶表面

·润滑割草机上的驱动皮带轮轴承 ·防止积雪粘在庭院门上 ·润滑牌照螺栓和螺钉

·润滑钢琴凳合页 ·润滑假圣诞树的树枝 ·使聚氨酯光泽柔和

·润滑电视柜旋转机构 ·清洁圣诞树架上的污渍 ·润滑机油滤清器衬垫

·消除通卡卡车的响声 ·清洁庭院门转轮上的沙子 ·使千斤顶顺利运行

·润滑圆柱销以便更轻松地缝制厚重织物（粗斜纹布） ·有助于清除圣诞节时卡住的装饰品 ·清洁可重复使用的空气过滤器部件

·润滑旋转的调味品架 ·润滑吹雪机的螺旋叶片和卸料槽 ·维护仪表板

·润滑冰淇淋机上的手柄 ·润滑圣诞树架上的螺钉 ·清除车内装饰上融化的蜡笔

·润滑动力割草机上的速度控制电缆 ·防止积雪粘在卫星反射器上 ·清洁并保护前轮驱动式车辆驱动轴的橡胶套

·松动窗户上的曲柄臂 ·清除圣诞老人雪橇滑板上的锈迹 ·保持橡胶门耐候垫片柔软易弯曲

·润滑软管绕线机 ·清除节日后窗户上的人造雪 ·清洁PVC阀

·润滑旋转式烤肉机的齿轮 ·清除乳胶栅栏上的涂鸦 ·防止风挡刮水器生锈

·润滑竖向百叶窗的旋转轮 ·润滑窗插销上的双层玻璃机构 ·安装货箱衬前涂在车厢上以便拆卸

·润滑风动阁楼涡轮通风口 ·润滑紫燕（鸟）鸟舍的提升装置 ·清除侧视镜上的锈迹

·防止户外伞套的拉链粘住 ·用轻便笔圣诞树清除装饰品上的圣诞树树液 ·清除橡胶软管上的油脂

·消除摆动地址标志的响声 ·松动空调上的涂胶按钮 ·擦亮并保护货箱衬

·将按钮中会引发生锈的水分排出 ·清洁木工颗粒炉的外门 ·清洁旅行挂车壁板上的泥状物质

·松动马桶水箱浮子轴上的污垢 ·润滑铝制窗帘止卡，以防窗帘粘住 ·润滑天窗曲柄

·润滑板架合页 ·恢复褪色塑料百叶窗的颜色 ·清洁并保护后视球面反射镜和插座

·润滑球囊泵的气嘴 ·使用轻便笔松动电话按钮 ·润滑儿童安全座椅安全带扣

·润滑纺车 ·清洁并擦亮老旧立体声收音机上的拉丝铝面板 ·润滑套筒扳手

·润滑手杖上的调节按钮 ·润滑/消除小型厨房柜门合页响声 ·清洁蓄电池充电器

·润滑婴儿车车轮 ·快速清洁和擦亮浴室胶木地砖和夹具 ·润滑车门门锁和气帽

·润滑食品搅拌机中的叶片式搅拌器组件 ·润滑炉上的排气扇，使其保持良好运转状态 ·排出火花塞线中的湿气

·润滑割草机油门线 ·使用轻便笔润滑缝纫机挂钩下的区域 ·清洁并保护发动机舱

·润滑滚动播种机上生锈的脚轮 ·喷在粘住的厕纸辊上，使其便于更换。 ·让手套箱锁正常工作

·润滑遮阳板接头 ·每周在搅拌机刀片上涂一次防止腐蚀 ·有助于清除破旧运货车裂缝和孔洞中的污物

·消除浴室窗帘挂钩的响声 ·有助于清除陶瓷罐中去除钙化（由矿泉水造成）后的残留 ·清除汽车发动机罩盖卡锁中的灰尘

·有助于防止摆头式植物吊钩吱吱作响 ·润滑（桌用）伞杆上的螺纹 ·清除车内饰上的焦油和油脂

·消除温度控制旋钮的响声 小轿车/卡车 ·保持拖车挂钩接收器和插头历久如新

·喷在缝纫线上以防其断开 ·润滑歧管热控制阀 ·防止房车车子车门滑轨不生锈

·喷在树上防止海狸咀嚼 ·帮助清洁轮胎侧壁 ·防止橡胶颗粒粘在拉力赛赛车的四开板上

·易于去除马桶水箱中的黄铜 ·清除底盘上的焦油 ·磨去保险杠上的擦痕

·喷在人行道和煤渣墙之间的裂缝中以防滋生杂草 ·清除车窗和保险杠上的贴花 ·润滑紧急刹车线

·涂在铁丝西红柿植物笼上防止昆虫进入 ·清除前格栅上的昆虫 ·消除钢板弹簧的响声

·轻轻地喷在花坛上防止猫靠近 ·清洁摩托车链条 ·有助于清除水泥上的制动滑行痕迹

·喷在储藏容器底部防止其粘在架子上 ·清除衣物上的油污 ·润滑手推车齿轮

·清除毛巾上染发剂留下的污渍 ·在不破坏工厂喷漆的情况下清除胶带 ·清除方向盘上的泥状物质

·清除橡皮泥 ·有助于擦亮汽缸外壁 ·清除牌照上的道路碎片

·用一整罐作为漂亮的压纸器 ·保护小轿车的腐蚀敏感区域 ·清除玻璃上的手机天线胶水

·喷在旧皮鞋上，皮革会变得柔软易弯曲 ·防止火花塞电缆腐蚀 ·易于装配塑胶围栏

·保护施肥机 ·擦亮摩托车面漆 ·清洁方向盘上的胶质累积物

·清除沙发上的蜡笔 ·清除外部发动机组上的污泥 ·有助于清除新车的保护层

·清除烤箱中熔化的塑料 ·清除卡车上的沥青 ·清除仪表板中融化的口香糖

·预润滑木螺钉上的螺纹 ·清除发动机上的污垢 ·有助于清除塑胶货箱垫

·喷在录像带上清除标签，以便重新贴标签 ·清洁并保护小轿车上的镀铬件 ·清除购物车在小轿车上留下的擦痕

·清除水晶上的贴纸 ·有助于清除车轮上的刹车灰尘 ·排出汽车配线中的湿气

·恢复加法机墨轮上干缩的墨汁 ·恢复古典汽车的光泽 ·喷在悬挂垫片上防止磨损

·喷在一次性刀片上延长其使用寿命 ·防止拖车锁生锈 ·清除马丁靴底的盐浸渍冰

·清洁大理石窗台 ·清洁车门槛板上的铺路沥青 ·喷在抹布上擦拭方向盘和换挡手柄，使其无油脂并可握紧

·喷在花园周围的铁丝网围栏底部，防止兔子和啮齿动物进入 ·清洁并保护铝合金轮圈 ·润滑橡胶衬套

·清除金属上的水泥 ·擦亮小轿车轮胎 ·清除电气触点上的粘附物质

·浇注前喷在踏脚石模具中，以便轻松从模具中取下 ·清除橡胶面上的痕迹 ·清除火花塞上的残炭

·有助于清除地毯下卡住底垫的顽固部件 ·清洁生锈的螺栓 ·清除车顶蜂窝天线上的虫子

·清除地毯上融化的胶质软糖 ·保持摩托车上的制动杆洁净 ·清除车底板垫上的口香糖

·清除顽固的临时纹身 ·清除小轿车内饰上的油腻指纹 ·清除蜂窝天线上的污垢，提高接收效果

·清除镶板上的胶水 ·润滑钥匙孔 ·清洁小轿车上的针状胶带

·清洁地板砖上的胶粘剂 ·清除粘在小轿车座位上的橡皮泥 ·清洁点火线

·用整罐作为书挡 ·润滑后备箱插锁 ·松开生锈的手套箱门

·清除新石板上的条纹和痕迹并擦亮 ·喷在防滑链上以防生锈 ·清除地板上的口香糖

·润滑钢琴腿脚轮 ·清除工具上的屋面胶泥 ·润滑紧急松开制动器上的连杆

·清除床单上的口香糖 ·清除树液 ·清除门槛上的口香糖

·有助于分离双层投影电视屏幕，从而在不损坏内屏幕 ·保持车用蓄电池端子洁净 ·清除仪表板上的蜡笔

的情况下更换外屏幕 ·清洁闸阀周围的锁紧螺母 ·清除车门接缝中的沙子

·有助于隐藏玻璃皿上的划痕 ·拉开寒冷天气下的小轿车车门 ·清洁货箱下方的备胎支架

·有助于清除地毯上的番茄酱污渍 ·润滑汽车用天线 ·清除粘在门锁上的口香糖

·有助于清除玻璃容器中的蜡烛烟灰 ·有助于清除拖车球上的顽固锈迹 ·在沼泽冷却器上使用，以防烧坏或粘附

·防止喷泉和池塘中的园林装饰品生锈 ·清洁并保护自动伸缩式天线 ·喷在转速表电缆上以确保读数准确



2000多种用途一览表
这些用途均未经WD-40公司测试。本网站中说明的WD-40用途由该产品的终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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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滑空调上的旋钮 ·渗透卡住的雾灯螺母 ·清洁窗户嵌缝

·清除防滑链上的泥状物质 ·安装蓄电池螺栓前喷在其上，以便拆卸 ·清洁叉车并防止其生锈

·清除排气管上融化的橡胶 ·松动汽车排气管中生锈的氧传感器 ·润滑办公椅的调整机构

·润滑曲柄把手 ·消除汽车减压盖的响声 ·润滑电梯吊索

·清除塑胶表面的蜡笔 ·防止车门内部生锈 ·清洁高射投影仪

·清除粘在车底板垫上的碎片 ·防止侧饰板生锈 ·润滑导线剪切钳

·防止蓄电池连接处氧化 ·有助于清除卡车车身上的手印 ·润滑木螺钉，以便安装

·清除卡车车厢盖上的松焦油 ·消除车门的响声 ·擦亮自动点唱机上的塑胶

·保养车内饰 ·润滑车门铰链 ·清洁并润滑自动家禽喂饲器

·喷在抹布上擦拭车窗把手，使其无油脂并可握紧 ·润滑摩托车链条 ·将齿科用具放入高压灭菌器之前涂在其上，防止过度氧化

·清除将拖车外壳固定到车辆上的胶带留下的残余胶粘物质 ·润滑摩托车的传动链 ·清除标价枪上的泥状物质

·清除刹车线上的薄膜 ·润滑节流联动装置 ·润滑卡住的垫圈

·存放车辆时保护铸铁刹车片 ·有助于在排气系统上安装橡胶排气吊架 ·渗透并帮助打开粘住的油漆罐盖

·防止门板外部生锈 ·润滑汽车发动机罩盖卡锁 ·清除缝纫机上的粘合剂

·排出后备箱锁中的湿气 ·消除尾管吊架的响声 ·修复作物田间喷雾器喷嘴上的黄铜尖

·雾化冬季储存时的老式摩托车消声器 ·消除汽车皮带噪声 ·对金属网板涂漆前涂在其上，以便去除干漆

·防止车锁在冬季冻结 ·消除制动踏板的响声 ·保护胶版印刷机上的钢刮片

·有助于保护后备箱橡胶成形 ·润滑遮阳板 ·保护金属水表免于生锈或腐蚀

·防止风挡玻璃喷洗器的喷嘴出现冻结 ·消除交流发电机皮带轮的响声 ·润滑碎纸机上的齿轮

·排出DC汽车蓄电池内的水分 ·消除风挡刮水器的响声 ·防止直升机螺旋桨腐蚀

·排出小轿车电气线路中的水分 ·喷在老化的橡胶垫圈上消除响声 ·清除吉他上的贴纸

·保护小轿车/卡车发动机中的电气连接 ·润滑交流发电机的装配架 ·清洁脏的电源线

·排出前支柱中的水分 ·消除刹车线摩擦底盘发出的响声 ·清除海军舰船甲板上的靴子印

·排出敞篷车顶铰中的水分 ·润滑密码锁 ·清洁并润滑商业硬币辊/计数器

·润滑座椅安全带带扣 ·清除电机上的蜡 ·防止用于安装电视天线和卫星反射器的连接器腐蚀

·润滑烟灰缸以便滑动 ·喷在拖车挂钩上，防止拖车时发出响声 ·清除手上的液体指甲油

·润滑4轮驱动轮毂，以便锁定程序 ·消除自动滑动安全带的响声 ·清洁不锈钢烟灰缸

·防止车窗轨发出噪音 ·消除方向盘的响声 ·M16A2 步枪等军事武器的PMCS（预防性维护检查和检修）

·松开粘滞的化油器连杆 ·润滑燃油管路远程开启工具 ·清洁传送带上的锈迹

·松动松紧调整器锁 ·喷在散热器或燃油管路内，使其在安装时更易滑动 ·清除邮件分拣设备皮带轮上的贴纸

·防止天线在冬季冻结 ·保护天窗周围的橡胶垫圈 ·清洁拖拉机快速联接器上的液压头

·清除车辆仪表板和座椅上的狗口水 ·润滑风挡刮水器连杆 ·润滑卷笔刀齿轮

·清除车门锁中的污垢 ·消除离合器踏板的响声 ·润滑安全辊

·喷在制动踏板下的制动按钮上，松动粘滞的制动灯 ·润滑通过导管拉的线 ·使用强力粘合剂前喷在手上，以防粘住

·有助于清除锁中断裂的钥匙 ·润滑液压后挡板升降机 ·润滑钉子，以便拆卸托盘

·润滑手动车窗的齿轮 ·润滑自动侧视镜 ·清洁卫生便盆

·防止车箱锚生锈 ·消除风扇皮带的响声 ·有助于保护洗矿槽

·润滑敞篷车顶部拉链 ·润滑旅行车上的气动车门升降机 ·有助于清除测径仪上的锈迹

·润滑自动座椅安全带轨道 ·松开卡住的蝶阀 ·清除衣物上的橡胶胶水

·润滑并清洁跳灯上的止回阀 ·解冻车门 ·润滑机械钢笔和铅笔

·润滑拖车支撑曲柄 ·清除赛车上的黑姆接头 ·清洁并保护下水道清洁线

·渗透卡住的刹车排气阀 ·润滑并清洁绞车钢丝绳 ·松开热焦油管

·润滑汽车点火装置 ·润滑不锈钢发动机罩盖卡锁 ·清除窗户上的油漆

·清除风挡刮水器上的沙粒 ·润滑敞篷车高速挡 ·喷在费托立克管夹内部，以便涂覆防粘剂

·润滑发动机罩脱开机构电缆 ·润滑摩托车升降机 ·清除胶木上的蜡笔

·润滑阻风门连杆 ·润滑扭杆 ·清除干擦板上的磁带标记

·防止备胎架上的缆绳卡住 ·喷在橡胶进气管上，易于安装燃油喷射发动机 ·清洁并保护风挡玻璃清洗器喷嘴上的注塑机衬板

·清洁并保护刹车片机构 ·润滑球形接头 ·清除电磁阀活塞上的泥状物质和压缩机油

·润滑里程表线 ·润滑后减震器 ·清除办公家具上的胶带

·润滑车载自行车架的锁 ·溶解油脂 ·润滑转录机

·渗透卡住的汽车发动机罩 ·排出进水发动机中的水分 ·清洁并擦亮磁带

·清除活塞中的泥状物质 ·喷在铝合金汽缸盖上，防止磨损和错扣 ·清除电话按钮上的泥状物质

·润滑气帽锁和手柄 ·清除橡胶缓冲器上多余的蜡 ·清洁并保护美容店的修指甲工具

·防止气喇叭赛璐珞粘住 ·防止沥青粘在自卸卡车车厢上 ·清除书皮上的污垢

·润滑小型货车的转椅 ·润滑拖船车轮子上的轴承 ·清除音频/视频电缆上的残留胶带

·松开粘住的遥控镜机构 ·清除卡汽车发动机舱中的王蛇 ·清除鸡毛上的口香糖

·润滑轮胎上的气门嘴帽 ·清除从另一辆车上擦来的油漆 ·清除铁路线上的焊口油脂

·松开车上的电动座椅 ·清洁并保护刮水片 ·方便更换花园浇水软管或橡胶软管中的管接头

·让跳灯正常工作 ·有助于将电缆插入电缆接线头 ·清除瓷砖上的油脂铅笔

·有助于去除车窗防晒贴膜 ·润滑小轿车前悬架或后悬架上的控制臂衬套 ·保护桨轮汽船上的老旧蒸汽设备

·润滑卡车车厢盖上的液压升降机 ·润滑橡胶布线环，方便安装到挡泥板/防火墙中 ·提高钻头的切削寿命

·渗透卡住的散热器手柄 ·拆卸闲置期的赛车发动机时，喷在部件上并用保鲜膜包好， ·防止遥控车辆(ROV)上的水下连接器腐蚀

·清除散热器中的死虫子 使其良好润滑并防止生锈。 ·清除X光机上的透明胶带

·润滑拉链式车窗的拉链 ·润滑汽车前照灯固定螺母的塑料连接 ·清洁修蹄钳

·清洁杯架 ·清除无光黑色车漆上的蜡，以消除“云状”外观 ·蚀刻传动齿轮后涂在其上以防其生锈

·润滑手动车窗摇柄 ·夏初时喷在风挡刮水器上，防止刮水片开裂或干透 ·清洁瓷砖地板上的压载油

·润滑吸气阀杆 ·使用轻便笔润滑风挡刮水器上的铰链，而不会不产生 ·清除杂志光泽封面和书皮上的手印

·让变速箱连杆机构正常工作 脏乱的情况 ·清除干擦板上的永久性标记

·松开卡住的油箱门线 工作中 ·防止不锈钢洗衣投币箱表面出现锈迹

·清洁并保护安全带带扣 ·清洁雕刻机 ·防止施工升降机受到粉刷工作的污染

·有助于清除轴上生锈的钢丝轮圈 ·润滑重型卡车上的加固带 ·清除行李箱上的擦痕

·润滑生锈的油盘插头 ·润滑擦洗机上的链条 ·保护钟琴上的金属条

·有助于松开端子上卡住的蓄电池缆线 ·保护粉末镀层金属 ·清洁美工刀的刀片

·有助于从旧活塞上拆下小齿轮轴 ·防止摆动链生锈 ·清洁医院患者病床上手动控制器的按钮开关

·修复旧门锁 ·清洁有机玻璃 ·清除金属桌腿上的锈迹

·有助于取下卡在发动机上的火花塞 ·清洁 AK-47弹夹 ·清洁手机



2000多种用途一览表
这些用途均未经WD-40公司测试。本网站中说明的WD-40用途由该产品的终端用
户向WD-40公司提供，不代表WD-40公司对WD-40的使用建议或意见。消费者使用

WD-40时应运用常识。请务必遵照说明，并注意WD-40包装上印刷的警告信息。

·润滑围栏拉条 ·排出重型钻床中的水分 ·润滑喉镜上的电池手柄

·润滑图像均衡器上的调谐机构 ·排出点火线圈中的湿气 ·润滑叉车上的提升臂

·清除手上的干嵌缝 ·排出点火分电器中的湿气 ·润滑印刷机上的叼纸牙排，以正确释放纸张

·润滑拖拉机上的脚踏加油器 ·排出坦克火花塞中的湿气 ·清除冷却器门上的泥状物质

·保护调制解调器上的同轴接头 ·排出电缆中的湿气 ·润滑文件柜上的金属构件

·防止削片机/碎纸机辊生锈 ·对烟囱清洁工具进行防水保护 ·松开计算器上卡住的按钮

·有助于将粘在管上的手取下 ·去除粘有肥料的轴承上的泥状物质 ·松开重型卡车上卡住的车轮螺母

·清除套鞋上的沥青 ·松开卡在机件上的钥匙 ·松开卡住的电机轴

·清除工作靴靴底上的盐浸渍冰 ·用作攻丝润滑剂 ·清除砂带上的沉积物

·用作研磨操作中的冷却剂和抛光剂 ·清洁来自有害区域的打印机墨粉 ·清除舞台灯具上的C形夹

·清洁手机电池连接 ·润滑35吨格罗夫起重机的枢轴 ·润滑台车车轮

·清洁斧刃 ·润滑自动售货机锁 ·松开并渗透生锈或卡住的管道接头

·润滑虎钳 ·松开手表带上的螺钉，以拆卸连接 ·润滑高广播塔上的天线部件

·润滑谷仓门锁 ·清除淋浴轮椅上的锈迹 ·松开生锈灯光柱上卡住的接头

·清洁显微镜座和设备上的胶带和胶水 ·渗透到办公椅的拉杆上以便调节 ·润滑进纸器碎纸机

·防止控制板开关腐蚀 ·润滑吸烟车的齿轮 ·润滑水池泵过滤器系统的齿轮

·清洁并保护黑色机架式终端盒 ·松开卡在锁箱上的锁 ·松开医院挂杆上冻结的输液泵

·清洁并保护喷气压缩机叶片 ·润滑器械台，以在手术期间流畅地上下移动 ·润滑轮椅上的制动杆

·有助于清洁舱底区域 ·润滑钉枪 ·松开热水加热系统上生锈的循环器螺栓

·保护连接到泵上的电机，防止填料压盖故障 ·润滑铆钉枪装置 ·润滑冰柜锁

·清洁并保护船上机器和手工工具 ·润滑散装填缝枪 ·清除浴室装置上的铜水管线路污渍

·清洁并保护舷窗夹扣 ·润滑环粘合剂上的环 ·松动邮车上生锈的铰链

·清洁并保护雷达装置 ·润滑路由器夹头 ·润滑厕纸辊

·清洁并保护自动武器 ·润滑商用搅拌机中的大型混料罐 ·有助于清除平板液压缸的椅座

·清洁并保护电缆和连接器 ·清除停车计时器投币孔中的口香糖 ·松开耕机上的阀螺栓

·清洁并保护履带式车辆的履带 ·松开被油漆堵住的可伸缩油漆滚筒 ·有助于清除泳池泵电动机上生锈/钙化短轴中的键控轴叶轮

·清洁并保护鼓风机 ·松开卡住的传送带辊 ·松动无线电天线夹上生锈的螺栓

·清洁并保护控制板 ·润滑高射投影机车轮 ·渗透中耕机松土铲上卡住的螺栓

·清洁并保护炮架 ·润滑精密工具的测微计 ·松开停车计时器上卡住的锁

·清洁并保护炮连杆 ·松开卡住的铁皮剪 ·松开医院旧担架上的曲柄

·清洁并保护货物放行系统 ·润滑卡在高射投影机上的螺钉 ·松动干草打捆机上的传动链

·清洁并保护量规 ·润滑Genie升降机上卡住的制动器 ·松动船上生锈的撇缆头结

·清洁并保护重型切削头 ·润滑切肉机旋钮 ·松开可调绘图桌上的旋钮

·清洁并保护铰刀 ·润滑医院房间里的窗帘轨道 ·润滑窑盖铰链

·防止存放的钻头腐蚀 ·防止牢房门发出响声 ·松开控制浴缸放水塞的内部管道设备

·防止伸缩式轮井腐蚀 ·润滑动力驱动枪 ·防止船舶接缝区域生锈

·防止高压电路腐蚀 ·润滑电脑车轮 ·松开船上生锈的螺钉

·防止机翼内部腐蚀 ·润滑切纸机刀片 ·清洁并保护受到机械双金属条件和拆卸影响的区域

·防止直升机M/R叶片生锈 ·润滑无气喷漆枪 ·防止室外空调生锈

·清洁冷王制冷机组 ·润滑轮床 ·防止野外使用的枪生锈

·清洁并保护叉车制动硬件 ·松开线缆操作式推土机上的滑轮 ·防止试棒生锈

·清洁焊接粉尘 ·润滑切番茄机手柄 ·防止便携式电子设备生锈

·清洁折边模 ·润滑轮椅上的摆腿底座 ·防止野战武器腐蚀

·清洁GM装配厂的密封设备 ·润滑垃圾箱轮 ·防止机翼接缝区域生锈

·喷在AC过滤器上过滤灰尘 ·润滑衣柜门合页 ·松开鼓风机叶轮上生锈的鼓风电动机

·更换钥匙的锁时清洁锁芯销和插头 ·润滑美元换钞机驱动系统 ·有助于溶解玉米脱粒机上的锈迹

·为特氟龙加热条提供保护涂层 ·松开飞机入口门底部卡住的逃生滑梯 ·有助于溶解苹果装袋机上的锈迹

·清洁挤奶机脉动器 ·消除计算器磁带寄存器的响声 ·有助于溶解修枝剪上的锈迹

·有助于保持农业机械上油漆的光泽并防止出现裂缝 ·润滑滑动电池盖，以便拆卸 ·有助于溶解叉车部件上的锈迹

·清洁修鞋设备 ·润滑伺服电机上的齿轮传动链 ·有助于溶解生猪设备上的锈迹

·清洁并保护旧印刷机的移动部件 ·润滑收银机上的抽屉 ·松动水泵上的螺纹接头

·有助于清洁青铜墓碑上的氧化 ·润滑转椅上的倾斜机构 ·有助于清除蒸汽机活塞上的锈迹

·有助于防止外露的钉头生锈 ·润滑邮政信件分拣机的分拣臂 ·通过辊轧成型机前对金属进行润滑

·喷在一盒钉子上，保持其光亮无锈 ·润滑城市公交车上发出响声的票务杆 ·润滑弹簧支承办公椅

·喷在配电盘箱上去除湿气 ·润滑有轨电车的车厢门 ·消除涡轮通风机的噪声

·清洁修蹄槽 ·润滑火车闷罐车的牵杆 ·使办公椅轮子流畅滚动

·防止珠宝锻造块生锈 ·松开人体工学座椅的机构 ·润滑机械摇椅部件

·防止大坪刀生锈 ·润滑气相色谱电机 ·消除支撑物的响声

·清除旧钥匙上的锈迹 ·润滑日期邮戳 ·润滑扫描设备上的调谐机构

·防止圆周尺生锈 ·松开压片机上的加工工具 ·润滑摆臂灯

·润滑排气扇上的铰链枢轴 ·润滑拖车后门 ·润滑液压理发椅

·保护干墙工具 ·再润泽画笔刚毛 ·润滑池塘泵电机皮带

·润滑卷尺 ·润滑气量计排气罩中的挡板 ·防止地板砂光机生锈

·排出铲子手柄中的水分 ·润滑X射线胶片冲洗机滚轴上的嵌齿 ·润滑低音鼓和高帽踏板

·润滑矫正鞋内部，以便拆卸铸件/模具 ·润滑旧打字机上的粘滞机构 ·润滑悬挂的四杆台轮

·喷在沥青上的粉笔线上防止被雨水冲走 ·润滑并保护电动钉书机 ·润滑卡住的自动售货机旋钮

·防止湿气损坏有线电视场强计 ·润滑插孔齿轮 ·作为钻铜时的切削液

·排出地震电缆连接器中的湿气 ·方便去除固化纸团 ·润滑旋转杂志架

·润滑清洁时使用的高性能容积式真空泵地毯 ·有助于拆下救生衣上的反光带 ·清洁并润滑气泵触发器

·有助于维护电话接头盒里的防水密封 ·润滑警车用排灯上的齿轮，让灯自由旋转 ·润滑射孔枪的导火索和孔塞

·排出发电机中的湿气 ·清除工作靴上的残留管道胶带 ·消除牙科治疗椅的响声

·喷在池塘水泵的主阀上检查密封是否紧密 ·润滑视频拖放插槽上的锁紧机构 ·减小结晶油脂机的响声

·排出露水的咖啡壶底部的水分 ·润滑龙虾船雷达天线的轴承 ·消除裁纸器的响声

·排出直升机象限仪中的水分 ·润滑重型配料搅拌机的手柄 ·喷在橡胶垫圈上，方便安装窗玻璃

·排出雷达装置中的湿气 ·润滑赌桌钱盒的锁(21) ·消除图书馆金属书车的响声

·排出精密工具中的湿气 ·保持心脏监护除颤器旋钮洁净 ·润滑拖拉机的转向联动装置



2000多种用途一览表
这些用途均未经WD-40公司测试。本网站中说明的WD-40用途由该产品的终端用
户向WD-40公司提供，不代表WD-40公司对WD-40的使用建议或意见。消费者使用

WD-40时应运用常识。请务必遵照说明，并注意WD-40包装上印刷的警告信息。

·消除新工作皮靴发出的响声 ·消除屋顶通风机合页的响声 ·清洁生锈的锯

·用在椅子配件上减少噪声 ·维修锁芯时进行润滑 ·清除台锯锯条上的松焦油沥青

·润滑并清洁影院悬吊系统的张力惰轮 ·润滑摆臂轴以检查轴承是否损坏 ·防止夹具上生锈

·对通过狭窄管道的光缆进行润滑 ·车窗车削操作期间进行润滑 ·防止金属锉具被铅或锌锉坏

·松动服装的接头 ·润滑精密磨锯 ·点燃蜡烛前喷在烛台内部，使蜡烛更容易滑出

·润滑医院消毒器的门 ·润滑气压缸 ·清除铣床和其它车间工具的Cos meline涂层

·消除X射线胶片暗盒发出的噪声 ·润滑气动离合器 ·保护草坪和园艺喷洒器上的橡胶密封环

·溶解丁基填缝 ·润滑压缩空气起动机 ·清除安全眼镜/护目镜上的泥状物质

·润滑悬挂在心导管实验室天花板上的功率注入装置 ·润滑平板印刷机上的印刷头挡块 ·软化并溶解工作靴上的干粪

·保护存放期间的枪支部件 ·润滑平板印刷机的侧导板 ·喷在钻孔器上，使污垢更容易滑落

·防止管道导轮绳被熔铅烧毁 ·润滑采金船上的耐压软管 ·防止桶和金属容器生锈和腐蚀

·润滑卷笔刀上的曲柄机构 ·润滑采银船上的耐压软管 ·排出手电筒中的湿气

·润滑液压车的轮子 ·润滑名片盒轴承 ·喷在工作台上防止胶水粘住

·防止DJ组件生锈 ·润滑保龄球场的装瓶器 ·润滑并保护架锯锯条

·润滑谷仓门导轮 ·方便去除电脑机箱中的旧ID贴纸 ·喷在摆动刀片上使切割更顺畅

·润滑铜管材切割机上的辊 ·方便去除建筑施工中所用立方体试块上的混凝土浆 ·润滑旋臂锯上的滚轮

·润滑养鸡场鸡舍中的蜗轮 ·防止胶带粘在砌墙工具上 ·润滑美工刀的滑片

·润滑咖啡厅转椅 ·润滑课桌锁 ·清洁大力钳上的杂物

·消除音响架的响声 ·用作切削油 ·清洁索斗挖掘机大齿轮的重润滑油

·排出网络接口盒中电话线上的水分 ·清除不锈钢金库门上的锈迹 ·润滑台锯脚轮

·调整合成橡胶，以便更易分切 ·防止粘合剂在弦切模具上积聚 ·清洁金属车床床身

·润滑绞肉机/罐肠机上的齿轮 ·清洁塑料桌子保护器 ·清洁重装模

·清洁并保护刺刀 ·掩饰电梯金属门上的划痕 ·润滑工具箱上的钢琴铰链

·润滑现金抽屉锁 ·在铜线上用胶水涂覆橡胶绝缘前喷在其上，使线路更易滑动 ·润滑保险丝盒铰链

·润滑臭鼬赛车箱上的合页 ·喷在下水道口盖上防止其被冻结 ·清洁荧光灯的反光板

·润滑实验室骷髅的骨关节 ·保持油井上的锁定板洁净 ·润滑吸尘器轮

·润滑拖拉机油门线 ·切割挤压铝制品时进行润滑 ·润滑汽车修理厂门导轮

·喷在挂板的挂钉上，以便调整 ·承包商使用罐底画出完美的圆形，在野外使用式用罐盖画出 ·润滑粉笔枪

·润滑Rubbermaid推车上的脚轮 更小的圆形 ·去除旋耕机钻头上的杂物

·润滑比萨饼烤箱里的链环输送带 ·清除陶瓷制品上的蜡笔 ·润滑滑动电锯导向装置

·润滑软管倒钩，以便将其插入新的合成橡胶软管 ·清除医院病床轨道上的医用胶带 ·防止油漆粘在漆刷上

·润滑旋转擦鞋机的轴 ·清除里尔喷气机上的液压油 ·润滑并保护雪地车悬架

·润滑绿化道钉，使其更易敲进景观木材中 ·清除彩色玻璃生产期间铜箔上的胶水 ·清除外置马达上的水渍

·润滑挖掘机吊杆上的导辊 ·有助于掩饰塑料护目镜上的划痕 ·渗透并松开电话上卡住的按钮

·润滑金刚石刀片石材切割机上的滑动滚轮 ·用作表面和密封剂之间的脱模剂 ·防止插针和支架在更换时破损荧光灯泡

·喷在机架衬板上防止钢筋粘附 ·润滑自动信封机 ·清除瓷砖地板上焦痕上的碳

·重新装配油泵时润滑O型圈 ·清除铲子上的混凝土 ·防止手锯生锈

·润滑电动卷笔刀 ·修复传真机中的滚轴 ·润滑斜切锯锯条

·润滑高架式显示器支架的枢轴 ·清除印刷机辊上的油墨 ·清洁传动阀阀体路径

·喷在音响线材上防止其在通过自动防火墙时被粘住 ·可以很好地溶解螺纹防松剂 ·润滑炉子上的油散热器电动机

·消除警用枪带外接附件的响声 ·安装座架时喷在座套上以便使用 ·润滑劈木机

·润滑移动比萨制作桌上的脚轮 ·处理完证据磁带中的证据后清除磁带上的胶水 ·作为车削加工木制笔的抛光剂

·润滑 HET（重型设备运输车）的支柱，以便滑动 ·清洁并擦亮不锈钢冷冻酸奶机的外部 ·保护线焊机上的驱动器

·清洁并保护户外爆米花摊位 ·有助于检测焊缝的裂纹 ·润滑汽车修理厂门滚轮

·润滑电气柜上的锁 ·掩饰木制品上的小划痕 ·润滑发电机上的手拉绳启动器

·润滑用于切割金属的钢锯条 ·清除干透的皮手套的刚性 ·润滑割草机控制电缆上的锁

·润滑洋葱圈面包机 ·刮涂前喷在油漆上，更容易去除油漆 ·消除汽车修理厂脚轮的响声

·润滑船液压系统上的滑阀手柄 ·喷在橡胶靴上使其更易穿上 ·清除木材加工工具上的木屑

·润滑打孔机 ·有助于密封垫片 ·渗透并松开家具钳上的螺钉

·润滑收银机金属抽屉上的滚轮 ·增加高速牙科手持工具的寿命 ·润滑飞球盒触发机构

·消除胶粘带切断机的响声 ·盖屋顶时有助于提供无尘表面 ·涂在钻床主轴上防止生锈

·润滑扫雪机线束的可移动部件 ·使聚乙烯挠性管置于直径大致相同的玻璃管上方 ·润滑车间吸尘器的脚轮

·润滑直升飞机的旋翼毂，以防止弹性阻尼器发出响声 ·清除午餐托盘上的口香糖 ·清洁并保护电钻夹头上的钳口

·润滑离心式制动装置压头和连杆 ·防止牡蛎刀生锈 ·松开卡住的吹雪机油门线

·润滑 ·松开电动羊毛剪 ·润滑锯片

·润滑船舶上的铰链轴承 ·保护并润滑解冻后的浮船码头 ·松开割草机轮上的高度调节器

·润滑船舶上的轮罩 ·润滑污水泵的提升轴 ·润滑玻璃刀上的金刚石切割轮

·润滑控制滑轮 ·清除工作服上的油漆 ·防止缝翼上的滚轮粘合

·润滑螺丝扣 ·润滑碎纸机的滚轮，防止纸张卡住 ·渗透并松开水压阀上卡住的填料压盖

·润滑回转罗盘 ·有助于清除重型输送机系统中的重油垢沉积物 ·润滑虎钳手柄

·润滑枪架辊道 ·使用轻便笔-在旧钉书机内部使用少量-使其装载钉书钉时 ·防止马蹄铁生锈

·润滑跟踪调节螺钉 更易滑动 ·松开卡住的拖车挂钩

·润滑坦克点火系统 汽车修理厂/车间 ·松开卫星反射器上粘附的接头

·润滑精密枪配件 ·松动梯子上的锁闭机构 ·清洁T型插座

·润滑重型机器螺钉 ·清洁树脂包覆的台锯锯条 ·松动割草机上卡住的气帽

·润滑舰船厨房门锁 ·清除手上的油 ·润滑手电筒开关

·润滑溢流阀 ·清除手上的焦油 ·防止喷水头上出现钙沉积

·润滑座位上的放倒液压锁 ·磨快接合器和刨刀前后对其进行清洁 ·润滑拖把桶脚轮

·润滑驾驶员座椅轨道上的放倒液压锁 ·防止工具腐蚀 ·松动湿润/干燥真空吸尘器的旧喷嘴

·润滑海尔霍尔微动开关 ·保护带锯轴承 ·润滑跳水板上卡住的螺栓

·润滑海尔霍尔滚轮开关 ·清洁喷漆喷嘴 ·保持变速杆的润滑

·需要轻油时便于装配复杂设备 ·帮助修理手表 ·润滑生锈的螺钉

·润滑喷气发动机，以便检修和拆卸 ·防止树叶粘在修枝剪上 ·防止台锯的心轴脱胶和粘住

·消除液压椅齿轮发出的响声 ·帮助清洁金属表面 ·润滑钉书钉

·装配前润滑O型圈 ·擦亮钢材 ·润滑台锯导轮

·润滑窗式空调上的电机风扇 ·润滑手电筒电池仓，方便取下卡住的电池 ·松动拉紧的折叠椅铰链



2000多种用途一览表
这些用途均未经WD-40公司测试。本网站中说明的WD-40用途由该产品的终端用
户向WD-40公司提供，不代表WD-40公司对WD-40的使用建议或意见。消费者使用

WD-40时应运用常识。请务必遵照说明，并注意WD-40包装上印刷的警告信息。

·软化橡胶O型圈 ·清洁高尔夫球杆杆面 ·清洁并保护吊艇滑车

·喷在凿刀上使切割更顺畅 ·清洁船舶 ·清洁并保护舷窗夹扣

·润滑汽车修理厂开门装置的磨损齿轮 ·用于润滑曲棍球球门并防止其生锈 ·防止雷达装置腐蚀

·喷在橡胶软管上使切割更容易 ·清除链轮上的锈迹 ·清洁并保护船上的五金构件

·润滑摇篮车轮 ·清除枪上的伪装胶带 ·清洁并保护船上的黄铜配件

·润滑吹雪机连杆 ·润滑野营装备储物袋的钢拉链 ·防止水上摩托艇发动机舱腐蚀

·润滑电动工具台上的脚轮 ·清洁并保护船上的潜水仪表 ·清洁并保护自行车座上的调整螺钉

·防止三脚架生锈 ·帮助拆卸秋千上卡住的部件 ·清洁镀铬自行车架

·润滑折叠锯木架的接头 ·清洁野营拖车稳定器插孔中的污垢 ·清除自行车链条上的油污

·润滑流体升降门活塞的活动 ·防止拖船轴腐蚀 ·清除自行车架上的油污

·擦拭重层压板使切割更容易 ·清除篮球上的深色污渍 ·清洁模型火车上的镀锡部件

·润滑老旧点唱机装置 ·防止高尔夫球杆生锈和腐蚀 ·清除炮筒中的火药残留和炮管碎片

·润滑遥控车的齿轮 ·清除单座赛车玻璃纤维车身上的轮胎痕迹 ·防止炮筒内腔和外部腐蚀

·消除金属破碎机的响声并加以保护 ·清洁鼓外部 ·防止便携式炉具上的油脂和污垢积聚

·松动硬质合金刀片的胶质残余 ·雨天使用防滑鞋前喷在其上防止粘上污泥 ·清理堵塞的丙烷喷嘴

·清洁使用后的喷枪 ·防止钓鱼用蝇钩生锈 ·防止箭头腐蚀

·清除锉刀上的锈迹 ·解冻冻结的雪鞋拉链 ·防止油脂和污垢积聚在手提灯笼上

·清洁压缩机的阀门 ·清洁高尔夫球 ·防止船上的黄铜配件生锈

·分离塑料叠层 ·防止小艇上的座椅钩环生锈 ·排出猎鸭枪中的水分和污泥

·清除强力棉质胶带 ·防止船的变速缆线松动和生锈 ·喷在湿跑鞋底部排出水分

·润滑吸尘器的电枢 ·擦亮并保护船上的栏杆 ·有助于取下数字记分牌上的灯泡

·防止橡胶吹雪机刀片出现雪堆积 ·清洁并润滑电动剪马毛机 ·润滑自行车U形锁

·便于缠绕电线 ·擦亮并保护水翼船的叶片 ·防止盐损坏小艇的铝制外部组件

·对割草机进行防冻处理，防止存放期间出现冻结和生锈 ·保护闲置期间的棒球手套 ·排出斯库巴潜水带卡扣中的水分

·喷在汽车修理厂门底部防止其冬季时粘在混凝土上 ·重新抓握高尔夫球杆时帮助清除握带 ·排出使用后的钓鱼鞋中的水分

·存放链锯锯条前对其进行保护 ·清除船两侧条纹和图形上的胶水和胶粘底布 ·防止船系泊用配件

运动/娱乐 ·擦亮鱼饵 ·润滑拖船上的板簧

·保持拖船锁洁净和正常使用 ·清除地板上的脱毛蜡 ·清除高尔夫铁杆手柄和球杆之间的水分

·润滑滑板车的折叠部件 ·防止冰鞋冰刀生锈 ·喷在高尔夫球鞋鞋钉螺纹上，防止插孔中生锈

·喷在沙滩椅铰链上防止粘合和生锈 ·清洁并保护小型高尔夫用具 ·润滑航模连动装置

·润滑小雪橇和平底雪橇 ·软化并清洁长曲棍球棒上的网状物 ·清洁并保护沙丘越野车转子罩

·润滑潜水服上卡住的拉链 ·润滑船上的舱底泵 ·排出湿自行车链条中的水分

·清洁并保护雪地起落架上的金属扣 ·清洁刀片 ·排出钓具中的水分

·防止雨棚支柱生锈 ·清除高尔夫球车上的死虫子 ·涂在船的橡胶接头上，防止橡胶干透

·润滑船上的推拉窗轨道 ·清除船挡风玻璃上的死虫子 ·喷在高尔夫手套上，防止其干透

·润滑生锈的雨伞 ·恢复软塑料鱼饵 ·保护风筝线

·清洁并润滑旧雪橇上的铃铛 ·清除铝制球棒上的胶带 ·润滑艺术画架的接头

·防止积雪粘在叶轮上 ·防止池盖螺栓生锈 ·在冰上钓鱼时，防止鱼竿的齿顶线导向器冻结

·清除船上的氧化层 ·清除船防滑表面上的蜡 ·防止航模的控制电缆过湿和腐蚀

·清洁并调整乒乓球拍上的橡胶 ·清除车道上的自行车制动滑行痕迹 ·排出救生衣螺丝扣中的水分

·防止钓杆上的卷线盘生锈 ·防止HAM无线电天线受潮 ·排出回转罗盘中的水分

·防止模型火车生锈 ·清洁船挡风玻璃上的树液 ·排出自行车换挡软索中的水分

·防止鱼饵腐蚀 ·润滑马拖车上的窗铰链 ·排出清洗后的自行车链条中的水分

·清洁骰子 ·润滑高尔夫球车的轴 ·排出自行车轴承中的水分

·保护自行车链条 ·清除曲棍球球棒上的胶带 ·排出清洗后的轮胎气门嘴中的水分

·清洁自行车链条 ·清洁金属探测器线圈底部 ·喷在箭羽毛上使其防水

·清除脚踝上的透气胶带 ·清洁并润滑马螺杆填缝中的填缝孔 ·排出复合弓运动部件中的水分

·擦亮高尔夫球杆 ·润滑塑料冷藏箱的铰链 ·润滑游泳池清洗杆的延长部分

·清除枪表面的泥状物质 ·防止刺刀在鞘中储存时生锈 ·润滑地秤滑轮

·帮助清洗舷外发动机 ·重新擦亮旧鱼饵 ·松动卡住的高尔夫球车部件

·润滑划船健身器上的滚轴 ·清除登山鞋鞋底的泥状物质 ·松开舵柄上锁紧销

·防止船发动机部件生锈 ·清洁高尔夫球车座椅 ·润滑桨船轴

·润滑船上的绞盘 ·清除旱冰鞋轴承上的泥状物质 ·松动高尔夫球车棚上的锁

·防止金属棒球棒生锈 ·清除吊钩上的鱼粘液 ·防止绞车缆索生锈

·清洁保龄球指孔 ·清除滑板和鞋钉上的擦痕 ·清洁乒乓球拍

·清除船体上的柏油 ·清洁并润滑遥控模型直升机 ·松开钓具箱上生锈的锁

·清除船体上的河道淤泥 ·清洁玻璃纤维上的湖泥 ·润滑立式高尔夫球袋的可伸缩支撑

·润滑并保护独轮座杆 ·清洁并保护靴扣 ·润滑彩弹枪的自动斜撑

·润滑高尔夫球带拉链 ·清除棒球棒上的松焦油 ·喷在船舵上防止腐蚀并松动卡住的部件

·润滑散弹枪 ·清除垒球上的草渍 ·清除独木舟上的藻类

·防止高尔夫鞋钉生锈 ·保护滑板支架 ·润滑运动包拉链

·清洗枪后排出其中的水分 ·清洁并擦亮烹饪水壶 ·润滑帆板齿轮

·作为枪弹夹的防锈剂和润滑剂 ·喷在锚链上以防其生锈 ·方便在家庭健身器材上安装橡胶手柄

·方便握紧壁球球拍 ·清洁台球杆 ·有助于润滑橄榄球头盔上的下巴皮带锁扣

·清洁排球 ·清除铝制棒球棒上的球痕 ·松动橄榄球鞋，以便脱下

·润滑吱吱作响的船桅杆 ·清除滑板轴上的口香糖 ·清除雪橇滑板上的锈迹

·渗透并清洁马具上僵硬的皮带扣 ·清洁自动玩具车的导轮 ·防止固定自行车踏板发出响声

·润滑飞镖枪 ·清洁船垫上的污垢 ·消除椭圆机的响声

·防止自行车车架受盐水腐蚀 ·保护金属击剑剑刃 ·清除箭上的贴纸

·去除岩石样品中难以清除的杂物 ·清除制服上的运动胶带 ·清除旧枪上的污垢

·清洁船上外露的塑胶 ·润滑帆船滑轮 ·有助于穿上新轮滑鞋

·清洁高尔夫球杆杆身 ·清洁越野自行车上的摇臂 ·润滑鱼饵上的转体

·防止金属野餐杯上出现锈迹 ·清除帐篷上的口香糖 ·排出拖船灯中的水分

·防止帆船滑轮上出现腐蚀 ·擦亮自行车轮胎 ·润滑桌上足球轴，使玩偶移动更灵活

·清洁并保护拖车挂钩锁紧机构 ·清除网球鞋橡胶边上的擦痕 ·润滑帐篷支柱扭转锁

·防止冰球鞋冰刀上出现锈迹 ·润滑滑雪板的皮靴固定装置 ·润滑旧船上的传输按钮



2000多种用途一览表
这些用途均未经WD-40公司测试。本网站中说明的WD-40用途由该产品的终端用
户向WD-40公司提供，不代表WD-40公司对WD-40的使用建议或意见。消费者使用

WD-40时应运用常识。请务必遵照说明，并注意WD-40包装上印刷的警告信息。

·松开卡住的船喇叭 ·润滑钓具卷线器旋钮 ·安装壁球球拍握把前对其进行润滑

·润滑健身房“旋转”周期上的飞轮 ·松动钉鞋鞋钉 ·溶解船水泵中的污垢

·润滑彩弹枪枪管 ·喷在棒球鞋上以便更易滑动 ·清除船底部的藤壶

·润滑射击场上的靶转向器 ·润滑复合打猎弓凸轮机构 ·防止骑马时马掌结冰

·润滑起船台上的曲柄 ·消除船轮胎的响声并保持润滑 ·喷在漆刷上以便清洁遥控车

·保持踢踏舞鞋使用流畅 ·润滑复合弓的轮 其他

·润滑用于将舷外支架以垂直位置固定在船上的尖头销 ·便于取下靶上的箭 ·清除鸟笼上陈年结成的泥状物质

·松动拖船的螺母 ·润滑便携式击球练习挡网的轮子 ·润滑旧木制玩具的金属接头

·松动睡袋上的拉链 ·润滑科尔曼炉的皮垫 ·清除鞋上的屋顶焦油

·润滑打孔机 ·防止船的蓄电池端子腐蚀 ·涂在电吉他拾音器上防止生锈

·润滑内胎，以便滑动更快 ·消除旱冰鞋的响声 ·清除鞋底的口香糖

·润滑学步车连杆 ·润滑固定自行车 ·用于防锈科学项目

·润滑船上的锚索滑轮 ·润滑锁点使其更容易装在船顶 ·清洁并保护牛仔靴

·润滑船用发动机上的吸气阀杆 ·使航模的油门线运行顺畅 ·清洁并保护手铐

·润滑羽毛球网的金属部件 ·润滑高尔夫球车的折叠机构 ·清洁合成器的键

·防止塑料鱼饵粘在一起 ·润滑自行车减震器 ·清除旧香水瓶瓶塞周围的污垢

·润滑弦乐器的“微调”螺钉 ·消除电动气泵的响声 ·防止狗项圈发出响声

·清除自行车架上不必要的贴花 ·润滑跳水板上的导轮，使支点移动 ·清洁生锈的珠宝

·帮助取下卡住的飞轮 ·清除船架上的树液 ·清除蒸汽熨斗上的锈迹

·解冻煤气炉上的泵手柄 ·便于拆卸自行车辅助轮 ·清除皮革上的油漆

·松动旧自行车铃上的螺钉 ·清除运动鞋上的草渍 ·清洁并改善模型火车轨道上的电触点

·清洁并润滑BB枪 ·润滑船舱盖上的铰链 ·清除卷发器上的锈迹

·润滑异动能锻炼机 ·使用高尔夫球杆头前喷在其上，减少其产生的阻力 ·清除狗牌上的锈迹

·松动排球网中生锈的螺母 ·润滑船垫套上的拉链 ·存放收藏的金属玩具前涂在其上，防止其锈蚀和腐蚀

·防止杠铃生锈 ·消除护腿的响声 ·松动拧紧的丙烷罐手柄

·有助于清除举重器材轴销上的锈迹 ·润滑高尔夫伸缩捞球器的部件 ·擦亮塑胶运动鞋

·喷在猎枪的推拉枪栓式装置上，防止在寒冷天气中冻结 ·润滑秋千的转环 ·擦亮青铜雕塑

·防止野营装备生锈 ·润滑棒球投球机并防止生锈 ·清除鞋子上的污点

·松动锤锁和田径运动会发令枪的弹膛 ·帮助帆柱固定在风筝的帆上 ·润滑助步车，以便折叠

·便于安装和拆卸帐篷支柱 ·润滑辅助轮 ·保护考古工具

·松动冻结的船部件 ·清洁机械绞车装置 ·保护暗码锁

·消除雪鞋鞋底钉上紧固机构的响声 ·消除辅助轮的响声 ·清洁车道上的动力转向液

·松开生锈的拖车挂钩销 ·润滑放大器旋钮 ·保护并维护盔甲装

·润滑生锈的弹簧单高跷 ·润滑吊艇绞车 ·溶解胶水

·润滑雪地车系紧条上生锈的部件 ·排出船用移动螺钉中的水分 ·松动炉子上的结块食物

·保护橄榄球头盔 ·润滑帆船滑轮钩环 ·保护并擦亮青铜墓碑

·润滑桨船的踏板 ·润滑夜间刮风导致噪声的码头支柱 ·防止旧贮奶罐生锈

·松动自行车车把上的枢轴 ·润滑自行车刹车片铰链 ·防止健身房更衣室被蒸汽/水损坏

·防止自行车辐条生锈 ·润滑山地自行车变速器 ·清除彩条喷罐上的污渍

·防止自行车制动踏板生锈 ·润滑旋转举重座椅 ·恢复塑料鞋的透明度

·防止自行车架生锈 ·润滑握柄内部，以便安装 ·防止武士刀生锈并对其进行清洁

·防止自行车闸线生锈 ·消除自行车座线圈的响声 ·润滑眼镜铰链

·清除枪上的铅累积物 ·润滑旋转CD天线的运动部件 ·润滑并保护旧武器以便进行历史重现

·清洁并保护金属击剑服部件 ·润滑折叠帐篷杆的接头 ·喷在马刺上防止其生锈

·消除举重床发出响声 ·润滑复合弓的凸轮 ·清洁狗美容店的剪刀刀片

·润滑健身自行车上的齿轮 ·消除滑雪靴的响声 ·清除鞋上的泥

·松动链锯触发器 ·润滑越野滑雪板的运动部件 ·清除钢琴键上的贴纸

·有助于戴上棒球手套 ·消除自行车座支柱的响声 ·清除CD盒上的贴纸

·润滑土豆枪 ·润滑折叠式高尔夫球杆的折叠部分 ·清洁眼镜上的金属框

·润滑山地自行车的齿轮链轮 ·润滑船上的放油塞 ·保护旧玩具

·润滑高尔夫球拉车上的接头 ·防止螺旋桨轴粘附在舷外水上飞机的螺旋桨上 ·清洁吉他音箱的电位计

·润滑帆槽 ·有助于清除高尔夫球杆上的锈迹 ·清洁旧油壶上的干油

·消除秋千的响声 ·触摸鱼饵或诱饵前用力擦在手上，掩盖人体气味 ·清洁并保护收藏罐

·润滑小型赛车的轴 ·喷在磨石上，帮助磨快速滑冰鞋 ·喷在扭扭乐上，获得更多乐趣

·防止高尔夫球车车轮生锈 ·喷在高尔夫球球座，渗透坚硬的地面区域 ·清洁并抛光游客观赏的阿拉斯加石油管道

·喷在手指上，使自由式飞盘运动员的手指旋转更灵活 ·清除鱼饵上的油漆 ·清除旧瓶子上的胶水

·喷在橄榄球游戏部件上，便于组装 ·清洁并润滑运动降落伞组件上的主降落伞松开线 ·清洁并保护音乐盒上的机构

·润滑帆船的舵柄臂 ·喷在渔线上防止渔线变硬 ·防止兔笼生锈

·润滑船上的转向控制 ·对船发动机部件进行防冻处理，防止其生锈和腐蚀 ·润滑旧玩具火车

·有助于戴上垒球手套 ·防止鱼饵被睡莲和湖草缠住 ·清除鞋底的焦油和沥青

·防止冰钓螺丝钻生锈 ·清洁铜五金配件上的涂漆 ·清洁并保护鞋带孔眼

·松动划艇上的桨锁 ·防止滑雪板固定装置上生锈 ·清除船篷布上的焦油

·有助于戴上手枪皮套 ·润滑箭头插入件，以便更换 ·清除鞋上的口香糖

·润滑保龄球包上的拉链 ·润滑曲棍塑料球棒刀片 ·清洁并保护弹药罐

·消除船上座位的响声 ·喷在滑条和滑片上，以便进行棒球室内滑动练习 ·润滑瑞士军刀的运动部件

·使球道上的保龄球“剧烈动作更少” ·清除沙滩和沙子玩具上的焦油 ·防止存放的Kaiser刀片生锈

·润滑枪带上的金属构件 ·润滑高尔夫球车上的皮带传动装置，以消除启动时的颤动 ·清洁保龄球

·消除背包的响声 ·清洁狐狸捕获器 ·在栓系绳上负重前喷在其上，防止其划掉卡车漆

·润滑猎枪枪绳 ·润滑浣熊捕获器 ·清洁发夹

·防止贝类耙生锈 ·清洁船上电台的am/fm调谐器控制，以消除调谐时的静电 ·防止导弹发射井门自由摆动

·清除滑翔机的响声 ·清除冲浪板上的贴纸 ·喷在抹布上擦拭，帮助清洁CPR人体模型

·消除狩鹿架的响声 ·清除单滑雪座椅上的残留布基胶带 ·清洁剃须刀的刀片

·润滑手持陶土飞靶发射器 ·保护并润滑船螺旋桨的尾轴 ·清洁旧硬币

·喷在金属帐篷支柱的接头上，消除风吹发出的响声 ·喷在自行车划痕上防止其生锈 ·润滑塑胶唱片，防止跳过

·润滑赛艇的桨接头 ·软化僵硬的冰球溜冰靴 ·清洁喷枪

·排出摩托艇火花塞的水分 ·润滑划船练习器 ·清除饭盒上的油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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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反光路牌上的喷漆 ·擦亮旧灯的灯杆 ·润滑自动售货机硬币接收器的轴

·清洁放大镜手柄 ·松动生锈的安全门铰链 ·润滑按钮计算器上卡住的按钮

·清洁汽水机内部 ·防止链条生锈 ·防止树脂套件模型制作时细屑粘在模型材料上

·清洁租用后的麦克风电缆 ·排出天线连接器中的水分 ·擦亮图片库的平面

·清洁并保护低音吉他上的镀铬 ·清洁旧枪 ·润滑底座轮，以便在床赛车时速度更快

·清除手上的墨水 ·松动卡住的折刀刀片 ·清除鞋上的油漆

·清除对讲机上的擦痕 ·清洁并保护CB无线电天线 ·防止油漆粘在玻璃上

·清洁轨槽电动赛车的电触点 ·清除马掌上的焦油 ·清除布基胶带

·清洁旧啤酒罐并防止其生锈 ·润滑旧的黄铜轮 ·在艺术项目中使用——化学品和油与油漆反应的方式很独特

·擦亮娃娃鞋 ·使生锈的钢琴弦恢复柔顺 ·清洁并保护铜壶

·清洁水管上的树脂 ·润滑轮椅轴 ·防止在冰上钓鱼时钓具冻结

·擦亮阿特拉斯导弹 ·松开卡住的钱包锁 ·清除蜂蜡

·清洁并保护保险箱 ·润滑小龙虾捕获器上的铰链 ·松动转台主轴上的旧 LP

·清除热水浴缸上的污渍 ·松开电视遥控器上卡住的键 ·有助于对石头进行研磨

·清洁金属阶梯上的木染料 ·润滑特技（折叠）高尔夫球杆的铰链 ·用铁罐撑开窗户

·清洁并保护玩具卡车 ·润滑口香糖机 ·润滑笔记本活页夹

·对弩进行润滑 ·喷在金属相框上，便于组装 ·润滑卡在孔中的手指

·清除书包上的泥状物质 ·润滑木牛头刨 ·润滑凤冠阀

·清除牛仔裤上的胶水渍 ·消除行走管型石膏的响声 ·帮助修复旧的咖啡研磨机

·清除脚上的焦油 ·喷在表带上，防止其拉出手臂汗毛 ·清除船上玻璃纤维区域的擦痕

·清除摩托车排气管上的煅油 ·润滑儿童自制玩具车车轮轴承和主轴 ·清除太阳镜上的粘合剂

·清除马掌上的口香糖 ·润滑车辆的升降椅 ·喷在电缆和电话线上防止小狗撕咬

·擦亮钻石 ·清洁生锈的门把手 ·润滑轮椅轴承

·清除龟壳上的口香糖 ·润滑钢琴琴锤装置 ·松开卡在狭窄栅栏（楼梯井）中的手

·防止马鞍生锈 ·润滑康尼岛游乐园Black Spider Ride的运动部件 ·润滑圆号上的阀门

·防止电灯插座生锈 ·飓风后松动捆扎的胶带 ·防止吊坠粘在项链扣上

·润滑垃圾处理装置刀片 ·擦亮贝壳 ·安装电子电视电路板前喷在其上防止氧化

·排出怀表中的水分 ·消除婴儿车的响声 ·在空水族箱上使用，形成美丽的彩虹

·润滑弹珠台 ·润滑滚动猫玩具 ·清除校车座椅上的口香糖

·排出助听器中的水分并清洁电池仓 ·润滑玩具的运动部件 ·润滑旧的油壶手柄

·清除贴纸 ·消除购物车车轮的响声 ·喷在猫锅底部，便于拆卸塑料内衬和更换锅

·润滑学校更衣室的锁 ·润滑吉他箱的锁 ·清除镶板上的洪水痕迹

·防止狗绳生锈 ·有助于润滑吉他指板 ·清洁皂碟上的脏物

·消除钢琴踏板的响声 ·润滑生锈的金属线圈盒弹簧 ·清除鸟翅膀上的粘合剂

·润滑大提琴上的尾销 ·润滑长笛接头和螺钉 ·有助于穿上难穿的高帮鞋

·松开卡住的加速器 ·润滑Piper Aztec的安全齿轮手柄 ·清除皮艇上的粘合剂

·润滑小货车上的残疾人专用电梯 ·减少迷你曲棍球比赛中纸箱的摩擦 ·清洁并保护定音鼓

·在“卡死”的圆珠笔尖上喷一点进行清洁 ·润滑玩具车的铰链和车轮 ·抛光和擦亮贝壳

·防止插孔粘在C波段卫星系统上 ·润滑护踝 ·松动粘在桌底的口香糖

·润滑靴子的拉链 ·润滑圆号的转子 ·清除狗毛上的花生酱

·有助于清除唱片播放器中的转盘板 ·润滑腿部支架铰链 ·清洁工艺用途的鸵鸟蛋

·松动老式8毫米电影放映机上卡住的部件 ·润滑座钟 ·润滑狐狸捕获器

·润滑化妆镜铰链 ·润滑低音号箱子上的滚轮 ·清洁浣熊捕获器

·润滑啤酒杯上的铰链 ·防止犀牛（一种森林防火用的挖掘工具）生锈 ·清除粘在腿上的顽固蜡

·润滑Flowbee剪发系统的刀片 ·润滑双折叠门锁 ·在玻璃瓶上钻孔（制作灯）前喷在其上

·松开钢琴键 ·消除拐杖的响声 ·喷在海报板上并让其干燥后呈现有趣的艺术纹理和底纹

·润滑高架投影仪的调节旋钮 ·润滑购物车上的儿童安全座椅锁 ·清洁自动售货机电机

·润滑彩色玻璃磨光机上的磨床刀头 ·防止电动猫厕所发出响声 ·轻轻地喷在死水上，防止蚊卵孵化

·防止针织机粘合 ·润滑旅客列车上的拉门 ·帮助清除卡住的假肢

·润滑狗指甲钳 ·润滑助听器上的音量控制器 ·清除头发上的接发胶

·松开卡住的超轻型飞行器（滑翔机）上的升运机用索 ·润滑轮椅的脚踏板 ·润滑橡胶轮

·喷在便携式防火保险箱的锁止杆上使其自由运转 ·清洁并润滑转刀 ·帮助清除卡住的假肢

·润滑马厩上的门闩 ·润滑通卡卡车的车轮 ·润滑听诊器

·恢复旧钟表的齿轮 ·防止铝制喂鸟器杆生锈 ·消除滑动键盘支架的响声

·喷在旧收音机的扬声器线圈上消除咔嗒咔嗒声 ·润滑低音号气门 ·用在立体声放大器上防止扬声器连接成拱形

·润滑钢琴转椅 ·润滑轮椅齿轮 ·清洁虚拟岩石

·润滑萨克斯箱上的锁 ·润滑屋顶蒸发冷却器 ·软化变硬的皮质狗项圈

·松动笛子的端接 ·使模型飞机的飞行控制系统运转良好 ·喷在阳台上防止鸽子靠近（它们讨厌这种气味）

·清除双面假发胶带上的残留物 ·使望远镜枢轴自由运动 ·清除户外双位开关的腐蚀

·清除工作靴穿孔带上的泥状物质 ·润滑鸟笼门的铰链 ·喷在扫雪机的刀片上；有助于使雪立即“滚动起来”

·润滑浅色灯罩/灯上的旋钮 ·松开铜管乐器上卡住的滑片 ·使用WD-40清洁DVD后，用肥皂水进行清洗，保持其良好音质

·润滑凉鞋的橡胶部分，以便维修（将塑料放回到指定的孔中）·润滑可调手杖的手柄并消除响声 ·使用轻便笔清除武术剑上的指纹和污迹

·修复沙漠金矿中运送的旧采矿工具 ·软化变硬的皮凉鞋 ·润滑业余无线电天线上同轴电缆/天线连接器的螺纹

·润滑旧机械留声机上的曲柄电机 ·润滑霰弹枪 ·保持蛇和蛇皮动物标本柔韧

·润滑低音鼓鼓架 ·清除塑料手推车轮上的口香糖 ·洗衣服前预先处理待洗的衣服，以去除屋顶焦油渍

·清洁喇叭和低音喇叭上的活塞阀 ·润滑模型飞机上的起落架 ·润滑电动轮椅的轮子

·防止制作过程中泥土粘在模具上 ·润滑并清洁假肢 ·喷在不锈钢台面（用于收集/包装鱼）上，防止“坑”生锈

·润滑发条玩具上的发条 ·润滑台球杆上的金属接头 ·清除头发上的干燥万能胶

·润滑推土机的移动键 ·清除喝水杯底部的浮渣 ·防止BO105 直升机的液压装置出现故障；日常检查时每天

·松开中音喇叭上的键 ·然后用肥皂和水清洗 早晨涂抹WD-40。

·清除头发上的面团 ·润滑吉他上的调谐机构 ·使剃须刀正常运转并无噪声

·润滑加油站价格牌上的交换数字 ·润滑旗杆滑轮 ·本网站中说明的WD-40用途由该产品的终端用户向WD-40公司

·浸泡单簧管接头，松动销，以便拆卸 ·润滑狗指甲钳 提供，不代表WD-40公司对WD-40的使用建议或意见。

·清除Hummel玩偶上的贴纸 ·润滑机器人关节 ·这些用途均未经WD-40公司测试。

·清除小牛犊尾巴上的粘合剂 ·松动瓷娃娃的手臂和腿部关节 ·消费者使用WD-40时应运用常识。请务必遵照说明，并注意

·清除马毛和鬃毛上的缠结 ·润滑履带式运土拖拉机上的齿轮 WD-40包装上印刷的警告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