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D-40 品牌传奇 



主要内容 

1. WD-40产品是什么？

2. WD-40品牌发展

3. WD-40公司在中国



WD-40产品是什么? 



WD-40除湿防锈润滑剂 

防锈 

解锈 

清洁 

除湿 

润滑 

电导 



WD-40——从天空到家庭   妙用无穷 
航空业 74% 食品 81% 

建筑业 88% 纺织 83% 

载货业 85% 制衣 93% 

暖气通风空调 92% 储藏 88% 

汽车业 81% 制纸 91% 

航海 88% 化学 76% 

农业 95% 石油 87% 

配件 91% 橡胶 84% 

公共事业 89% 金属冶炼 82% 

制造业 85% 金属粗加工 88% 

运输 84% 机械 85% 

电子 89% 

1994年调查显示：WD-40产品在美国各行业工作场所使用的比率很高。 



WD-40品牌的由来 

    WD —— Water Displacement 
formulation  

    40 —— formulation perfected 
on 40th attempt  

  WD意指排水配方  

  40意指配方在第40个 

 （配方）时被完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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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40品牌诞生 

• 1953年，美国圣地亚哥

• 火箭化学品公司，研发人员为航天工业创
造了防锈配方——WD-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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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40发展史（1）

• 1958年，喷射压缩罐WD-40产品
诞生

• 1959年，美国航空航天局使用
WD-40产品保护导弹外壳免受腐
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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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40发展史（2）

• 1960年，WD-40产品第一次被卡车装载着来
到被飓风Carla带来水灾的佛罗里达州，为
被浸水而受到损坏的设备和车辆提供保养

• 1969年，火箭化学品公司以它唯一产品改
名为 WD-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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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40发展史（3）

• 1973年，WD-40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

• 1983年，WD-40公司年销售额超出了5千万美元

• 1993年，40周年庆时，WD-40公司年销售额突破1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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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40发展史（4）

• 1995年，从Reckitt 和Coleman
收购了100 年历史的“3合一”
品牌

• 1999年，在美国我们收购了100
年历史的超级除污净手剂品牌
——“L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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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40发展史（5）

• 2000年，收购了澳洲的耐用手擦净剂的
领导品牌—— “Solvol” 。寻找WD-40的
2000种用法，我们收到了30万个建议

• 2001年，收购了全球性家庭品牌“X-
14” 和“2000”清洗剂及地毯清洁产品

• 2002年，从 Heartland Corporation 收
购了Spot Shot地毯去污剂 。在美国，
WD-40 被列出为前5名的品牌



WD-40品牌    享誉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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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40公司现状 

• 公司总部在美国圣地亚哥，全球业务分为在3 个
区域——美洲，欧洲& 亚太

• 2011年财政年度，公司全球员工只有326人，创造
了3亿多美元销售额

• 全球170多个国家都在销售WD-40产品

• 在全球27个国家设有生产厂，生产全部采取外包
方式

• 在工业及家庭维护& 清洁产品类别中是全球领导
品牌



WD-40全球品牌产品 

Created the drip oil 
Market in the US.  
#1 brand. 

Created  
Australian  
heavy-duty  
hand cleaner 

market. #1 brand in Grocery. 

Created the 
long-duration 
ATBC market. 
#1 brand. 

Created the 
mildew stain 
remover 
market. 

Created rug 
deodorizer mkt.  
#2 brand, #1 in 
aerosol.   

Created the 

US heavy-duty 
hand cleaner market.  #1 
brand in Grocery. 

Created the 
spray lubricant 
market. 80% 
share of US 
consumer 

market. #1 
brand. 

Created the 
aerosol carpet 
stain remover 
market. 50% 
share of US 
consumer 

market. #1 
brand. 

Created the 
UK carpet 

stain remover 
market. 40% 
share of UK 
consumer 

market. #1 
brand. 



WD-40公司荣誉 
• 2003年，WD-40公司入选美国《商业周刊》评为美国100

增长最快小企业排行榜

• 2002年、2003年、2006年、2008年、2009年，WD-40公司
入选美国《福布斯》美国200最佳小企业排行榜

• WD-40产品被英国泰晤士报誉为“金属制品的万能保姆”

• WD-40产品被美国先锋论坛报誉为“从太空到家庭，妙用
无穷”



WD-40品牌在中国的状况 

• 目前，WD-40产品在中国大陆销售已经有30多年了

• 1996年，WD-40产品正式通过代理商进口到国内销售

• 2006年7月，WD-40中国公司——上海武迪贸易有限公司正
式注册，2007年3月,WD-40中国公司正式运营，开始了WD-
40事业在中国的新篇章

• 2010年至2011年，我们开始在国内包装WD-40桶装及罐装产
品，为用户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 我们经销商遍布全国各个省市，我们提供WD-40除湿防锈润
滑剂及3-IN-ONE专业系列产品

• WD-40除湿防锈润滑剂在香港地区几乎达到100%家庭拥有率



WD-40新品    耀世而出 

航天级金属保养剂 



光学防伪标签辨别点1---透镜移动效果 

  罐子中部贴有光学防伪标签，
移动罐子时，可见到标签右侧
齿轮圆圈中的光斑在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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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防伪标签辨别点2---隐藏齿轮 

 上下移动罐子时，在标签上WD-40 
LOGO下层会出现隐藏的齿轮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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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40气雾罐新品的瓶颈浮雕 

 在300ml及以上容量气雾罐的瓶颈上，
都刻有两个“WD-40”浮雕。方便消
费者识别，并增加造假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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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w4002-4182339364.13.EQ7qQa&id=24316848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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