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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油液监测技术概述

设备状态监测（也称预知性维护）是现代设备管理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监测

设备的各种关键状态参数，判定并优化设备的维护、维修周期，有效提高设备的可靠性，降

低设备的维护、维修费用。关键用油设备的状态监测一般通过油液监测实现，通过监测工业

油液的各种特征参数（如:污染度、理化成分及粘度等），分析判断设备的磨损状态、油液

的污染状态及其润滑状态，判定设备的运行状态和潜在风险。因此，通过油液监测技术可以

提高设备的可利用率及生产效率、降低维护成本和总拥有成本、减少故障停机次数、优化设

备运行性能及提高安全系数。

2、冶金行业液压设备油液监测特点

液压设备是一种最常用的动力传递与控制装置，其系统中油箱、泵、滤器、阀、执行机

构对油品都有不同的性能要求。液压设备的故障除了与液压元件、液压机械和电气等方面有

关外，液压油的影响也是极大的。根据数据统计、液压设备 70%的故障来自于液压油的问题。

由于液压系统的特殊性，液压油除了作为工作介质传递能量外，还起着液压元件的润滑、

抗磨、防锈、防腐等方面作用。液压系统长期处于高温、露天的环境，起很容易受到粉尘、

腐蚀的影响。液压系统常见的问题主要是污染和氧化以及液压油氧化之后可能引起的磨损

等。污染主要来源于水和固体污染物（主要是纤维、灰尘等），纤维可能来自于非金属油泥，

也可能来着线圈；在污染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可通过相关的过滤设备进行处理；如果污染程

度很高，过滤设备无法进行处理，那就需要通过换油的方式进行处理。液压油的氧化也会对

系统有很大的影响，液压油的添加剂元素主要是锌和磷，发生氧化之后，添加剂元素的含量

会发生变化，会导致液压油的酸值发生变化，最终影响润滑效果。在工作过程中，对于液压

油的氧化一般会设置一个临界值，如果其指标参数过了临界值，但是还没有到换油指标，可

以通过补新油的方式进行处理；如果液压油的氧化程度达到了换油标油，那就是要通过换新

油的方式来进行处理。液压系统的用油量是非常大的，少则几吨，多则几十吨，所以如果换

油，其代价是非常大的。液压油在发生氧化之后，添加剂会发生损耗，还会出现磨损问题。

液压系统作为生产线中的关键传动设备，一旦发生故障会迫使全线停工，造成巨大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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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损失，甚至危及人身安全，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对设备的性能、安全可靠性要求很

高。

3、油液监测主要目标

通过油液监测，期望达到以下效果：

3.1 优化换油周期，降低能耗，节约资源

3.2 预知隐患，避免事故发生

3.3 设备润滑磨损故障的分析诊断

3.4 通过开展油液监测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4、油液监测的主要内容

4.1 新润滑油的入库管理及其换油管理

液压系统用的油品主要是液压油，液压油在运输、储藏过程中，如果油桶密封不好（特

别是未用完的油桶），会被空气中的水分及其粉尘污染，被污染的液压油加注到设备中同样

会对其产生巨大危害；同时，有效控制油液中的水分及其固体污染物（监控其污染程度，超

标时采用离线过滤系统过滤）可有效降低其对设备造成的腐蚀、磨损等伤害，并有效提高液

压油的使用寿命。

通过对液压设备在用润滑油主要理化指标的定期跟踪监测，及时发现设备用油的劣化程

度及污染原因，指导其采用合理的润滑方式和换油周期。各种设备用油的理化检测项目有数

十项，但从企业的现状来考虑，以下项目是需要进行定期监测的。

4.2 磨损故障的诊断(磨损溯源分析)

冶金行业液压设备由于装配、使用和设备质量问题，不时会发生有关部件的异常磨损，

分析异常磨损的原因对于企业的运行管理是很重要的。通过对液压设备在用油中磨损金属颗

粒的定量和定性分析，能有效诊断设备主要摩擦副的磨损失效状态及原因，指导企业及时采

取视情维修措施，保证设备安全运行。找到润滑磨损故障的根源，避免事故的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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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油液监测项目的确定

制定油品规格、化验要求、检验项目、换油周期、检查周期等详细而严格的设备润滑保

养要求，按照相关规程，对设备油液进行采集、分析，给出监测报告，指导设备检修和油液

更换。上述措施，有效改善不同设备各部件的润滑状态，减少了磨损，延长使用寿命，确保

设备的运用安全。

5.1 油品规格

润滑设备 润滑油 牌号

液压系统 液压油
抗磨液压油 L-HM

抗氧防锈液压油 L-HL

5.2 液压油的监测项目

检测内容 检测设备 说明

黏度 便携式运动粘度仪 40℃运动粘度

水分 便携式红外油液状态分析仪 ppm

酸值 便携式红外油液状态分析仪 mgKOH/g

氧化度 便携式红外油液状态分析仪 abs/mm2

元素分析 油料光谱仪

污染度分析 多功能磨粒分析仪 ISO 清洁等级 23/20/17

磨损分析 多功能磨粒分析仪 定性半定量

铁量分析 多功能磨粒分析仪

6、设备选择

6.1 设备选型考虑的问题

根据液压系统油液监测的实际情况，还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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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盖所有液压设备的关键油液监测指标。

 辅助诊断的系统。

 检测结果量化。

 设备结实耐用。

6.2 设备的组成

综合以上要求，斯派超科技 Minilab153 工业现场油液监测系统是最好的选择，这套系

统是由以下几种设备组成的：

（1）SpectrOil 120C：油料光谱分析仪

 磨损位置、磨损程度、磨损趋势快速定位

（2）LNF-Q230：多功能磨粒分析仪

 油液的污染度检测

 智能铁谱检测（磨损溯源分析）

 铁磁性颗粒的数量及尺寸分布

（3）FluidScan-Q1000：便携式油液状态监测仪

 水分、酸值、氧化度

（4）MiniVisc-Q3000：便携式运动粘度计

 运动粘度@40℃（实际检测结果）

（5）TruVu 智能油液监测平台

 TruVu 360TM 服务器软件系统 – 基于网络技术的软件平台；

 检测硬件系统、控制及检测数据上传软件（TDC）。

6.3 设备的特点

6.3.1 检测参数全面，涵盖所有用油设备的关键检测指标

 老化：氧化度、总酸值、运动粘度；

 污染：颗粒计数、污染物元素、水分、纤维、非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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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损：溶解及小于 10 微米的磨损元素含量（ppm）、微米至毫米级铁磁颗粒总含量（ppm）、

智能铁谱半定量结果。

6.3.2 模块式操作，简单快速

 总体检测时间，小于 15 分钟；

 操作简单，不需专业实验人员；

 一个软件控制所有设备，便于统一操作和管理

6.3.3 智能诊断系统，帮助用户做出有效决策

油样经 TruVu360
TM
企业级油液监测智能化平台检测，可直接给出中文彩色检测报告，包

含检测设备信息，检测结果，诊断意见，历史数据，趋势分析。

1）三向量图——油液和设备状态一目了然。

TruVu360
TM
平台采用“三向量”法，将 30 几个参数（与型号有关）自动划分为设备磨

损、油液污染和油液老化三块，根据数值高低显示不同的颜色，绿色为正常值，黄色为预警

值，红色为报警值，通过三向量图很容易看出油液和设备状况。

2）检测数据——全面、简单、醒目

TruVu360
TM
平台检测报告不仅包括本次检测结果，而且可自动抓取该取样点的历史检测

结果（最多 4 次油样），并自动对异常结果以醒目颜色进行标识。用户还可选择关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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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检测，可自动进行趋势分析。

3）智能诊断——指导用户维护保养工作

TruVu360
TM
平台内置专家系统，可自动生成维护诊断建议。此专家系统为开放系统，支

持用户修改系统报警值，支持用户在发布油液监测报告之前人工复核和编辑。

6.3.4 简化、流程化油液监测过程

TruVu360
TM
平台可帮助用户规划整个检测流程，如图 3 所示 ，用户可合理安排取样、

检测任务，智能化安排，最小化人为误差。

1）润滑计划制定———自动规划采样周期（监测流程规划）

2）油样检测——快速简单

3）分析诊断

4）检测报告发布———将监测报告转化为实际的维护保养措施

5）数据归档———建立设备资产信息档案

6.3.5 设备资产管理

设备管理的根本目标是不断提高设备的可利用率，基于监测数据制定设备养护方案，不

断提高投资回报率。用户可以在 TruVu360TM油液监测智能化平台内置设备资产管理模块，用

户可以创建自己的设备资产数据库，将所有受控设备及采样点录入到平台。

平台可对所得到的检测数据进行处理，将所得的海量数据转化为设备运行和故障图标，

以及图形化的设备监测报告，管理人员对关键资产的性能指标（KPI）一目了然。

1) 表征每台设备的状态（以饼图和表格形式表现）：

2) 表征整体设备的状态（以饼图和表格形式表现）：

6.3.6 可选 Pro 网络版，适合集团化多地、分散式管理

TruVu360
TM
可以安装在公司网络服务器上，它允多级用户使用，包括站点用户，操作员

和只读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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