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控制
解决方案

液压系统流体维护及保养

流体
系统内污染物将会影响流体的性能，添加剂的损耗，导致流体润滑性降低和摩
擦力增加，随
后则会导致温度升高，系统效率降低，系统部件磨损。

与污染相关的常见故障：
• 机械磨耗
• 喷嘴、孔口和阀门堵塞
• 腐蚀
• 流体温度升高
• 流体可压缩率变化
• 部件防护涂层损坏
• 内部泄露

流体清洁度
清洁的流体对于提高系统性能和稳定性至关重要！

液压系统清洁度已有相关国际标准规范定义，最常见的是用 ISO4406 标准进行报告。

仅需要 10 克试验粉尘 (MTD),
可使 10,000 升完全清洁的流体 (0/0/0)
的清洁度达到 ISO 19/17/14
(该清洁度水平可能会导致故障发生)

I’S market leading Contamination Monitoring Products (CMP) will help you de
tion of the operating fluids and accurately predict when maintenance should
提高生产率及降低成本
d. Our CMP range enables customers to manage an Oil Analysis programme
ng the我们可以帮助您
condition and performarce of the operating fluid online and reeceiving
为了延长系统使用寿命，必须采用清洁控制程序。
of possible
mechanical problems.
MP Filtri 可提供恰当的主动维护策略，从而确保系统的可靠性。

预防性维护
nclude:
这包括检查呼吸器盖、呼吸器，检查所有过滤器指示器或压差指示器，以及检查油箱中是
否有充气迹象。

t savings
预见性维护
uced downtime
er breakdowns
ibility in supply

✔ Competitive prices
✔ Increased life of system components
✔ Local technical specialist
✔ Onsite analysis & full status report w
使用我们技术的客户能 customised corrective/preventive ac
利用 MP Filtri 市场领先的污染监测产品，我们能够帮助您确定工作流体的状况，从而预测何时应该进行
维护。
我们的 CMP 系列能让客户时刻拥有油液分析程序。这样，可以安全地在线监测工作流体的状态/性能，
并对可能出现的机械问题提供“早期预警”。

够获得以下好处：

• 具竞争力的价格

s proven
track record for delivering
complete contamination control solut
• 延长系统部件的寿命
• 成本节约
• 减少停机
• 当地技术专家
ed it as
a global manifacturing leader
in the hydraulic market.
使用定制的纠正/预防措施计划进行
ing in• 减少故障
Particle Counters and •Filtrations,
MP Filtri provides bespoke eng
• 供货灵活
现场分析和全面状态报告
for your filtration applications.
pplication oriented to meet your requirements.
MP Filtri 提供完整的污染控制解决方案，在液压市场中被公认为全球生产领导者。
MP Filtri 专注于颗粒计数器和过滤，为您的过滤应用提供定制的工程解决方案。

我们以应用为导向，满足您的要求。

LEAVE
IT UNTIL IT’S TOO LATE!!
不要把问题搁置太久了，否则后悔莫及！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或致电我们的专家。我们拥有
50 多年的液压系统清洁控制和过滤方面的
website
or call one of our experts
today. We’ve got over 50 years of experie
经验和专业知识！
in hydraulic systems cleanliness control and filtrations!

...because
contaminations costs!
因为污染的代价很大！

提高生产率及降低成本

特点与优势I

• 提高生产率
• 减少维修费用
• 减少系统故障

80% 的液压系统故障是由于污染造成的，这已

不是什么秘密。
液压系统污染物通常是由固体颗粒组成，这些
固体颗粒来自于系统元件的磨损，给系统添加
的“新油”或者装配清洁度水平没有按照规范验
证的系统。

• 备件的优化处理
• 降低与停机时间相关的成本
• 值得信赖
• 易于使用

液压系统流体维护及保养
液压系统
液压系统是以油液为介质，利用液体的不可压缩性来实现动力和运动的传输。
液压油是液压系统的“血液”，在系统中实现了润滑、动力传输、润滑、热传递和表面清洁的功能。

为了保持流体的清洁，使用过滤器清除系统中可能留下的任何污染至关重要！

当污染成为问题时... MP Filtri 有解决方案！

LPA3

便携式颗粒计数仪
• 完全可编程，以满足最终用户的应用
• 更大和可变的样品体积（最多100毫升)，以获得最佳的准确性
• 通过全彩色，高分辨率10.1“触摸屏显示器提供实时趋势分析
• 更大的存储容量 - 可存储多达4000个测试结果
• 通过USB连接自动下载测试结果
• 增强型长寿命可充电锂离子电池
• 坚固耐用的高分子聚合物机身外壳

LPA2 - 航空版
双激光颗粒分析仪

• 全便携式 + 轻便
• 全尺寸 QWERTY 键盘 + 机载热敏打印机
• 按照相关的国际ISO标准进行校准
• 与各种液压流体兼容
• 与 Windows 兼容的免费 LPA View 软件

CML2

紧凑型激光颗粒分析仪
• 结构紧凑，重量轻
• 按照相关的国际ISO标准进行校准
• 与各种液压流体兼容

• 包括全附件套件

ICM 2.0

在线污染监测仪
• 现场实时监控
• 按照相关的国际ISO标准进行校准
• 手动、自动和远程控制灵活性
• 多种标准通信协议可选
• 存储器可存储4000个测试

ICM 4.0

在线污染监测器
• 利用最新的WiFi技术
• 杰出的连接性
• 现场实时监测
• 完整的八通道测量按照相关的国际ISO标准进行校准
• 预测性维护技术

AZ2

防爆型在线污染监测仪
• 现场实时监控
• 按照相关的国际ISO标准进行校准
• 手动、自动和远程控制灵活性
• 多种标准通信协议可选
• Atex Zone II 3G

ICU

在线污染监测单元
• 在线污染监测器
• 板式安装
• 坚固耐磨的结构
• 3个通道的污染监测
• 是安装空间有限的地方进行持续分析的理想选择
• 4-20mA模拟输出为标准配置

ACMU

辅助污染监测仪
• 通过集成泵和模块设计进行自吸颗粒计数
• 适用于润滑油/齿轮箱应用的无压/加压系统
• 抑制气泡，提高污染检测的准确性
• 现场实时监控

BS110 & BS500
采样瓶

• 流体脱气能力
• 与所有污染检测产品配合使用
• BS110: 专为便携式现场测试仪设计
• BS500: 用于实验室应用

UFM

移动式过滤装置
• 种类繁多的高性能离线过滤和流体输送装置
• ICM2.0 选项可选
• 有多种流速可供选择
• 多种过滤精度可选

补丁成像套件

补丁采样和数字成像套件
• 对油液进行全面的样品检测
• 污染物的全数字分析
• 电脑直接记录和存储结果

应用实例

装载机—维护区域

液压油箱配置 LMD431 在线
双联过滤器

带 ICM 颗粒计数器的控制箱

LMP210 在线过滤器和 MPS

旋转过滤器，适用于柴油、机
油、尿素溶液等流体

移动式破碎和筛分—维护区域

LMD 951 系列安装在散装油

罐入口处 - 供应商提供的
油通过双联过滤器进行单次
过滤。

带有 ICM 和控制箱的大容量储
罐过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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