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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览

• 用于流体脱气的真空功能
• 与所有便携式的 MP Filtri 污染监测产品兼容
• 能够极大美化实验室
• 透明外壳，直观展示
• 包含完整的配件包
• 包含手提箱（仅限 BS110）
• 如需使用非所述的流体，请联系 MP Filtri

110 ml 和 500 ml 瓶式采样器适用于离线或实验室应用，因为这些使用点无法进行流体采样。标配流体脱气设备。

BS110 - 110 ml 瓶式采样器和 BS500 - 500 ml 瓶式采样器BS110 - 110 ml 瓶式采样器和 BS500 - 500 ml 瓶式采样器

特点与优点特点与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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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产品介绍

瓶式采样器是一种离线装置，旨在配合 LPA2、LPA3 和 CML2 进行精确的污染监测，它适用于各种实验室
应用。
根据所使用的版本，该产品与各种液压油类型兼容（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5 节）。该产品也与各种
不同粘度的流体兼容。

高粘度流体高粘度流体
BS500 的高压版本适用于粘度等级为 ISOVG 68 (68 cSt @40C) 的流体。  
此特点用于缩减此类流体的脱气和冲洗时间。

优点优点
• 易于使用
• 脱气装置
• 大量样品采样，瓶容量高达 50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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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110 供货范围BS110 供货范围

- 1 个 110 ml 瓶式采样装置
- 1 个压力盖
- 1 个真空盖
- 1 条 M16x2 微内径压力软管，长度为 600 mm
- 1 个 1 L 废物容器
- 1 个 12 V、2 A 电源适配器，配有 UK/EU/US/AUS/CN 适配头
- 1 包一次性汲取管
- 1 个手动泵
- 3 个塑料瓶
- 3 m 手动泵软管
- 流体状况手册
- 支撑外壳
- 用户指南/软件/驱动程序的数字拷贝

BS500 供货范围BS500 供货范围

- 1 个 500 ml 瓶式采样基座 (*)
- 1 个顶盖，压力/真空室 (*)
- 1 条 M16x2 微内径压力软管，长度为 600 mm
- 1 个电源适配器
- 一套UK/EU/US/AUS/CN电源适配头
- 3 个 210 ml 透明玻璃瓶
- 2 个 500 ml 透明玻璃瓶
- 1 份用户指南/软件/驱动程序的数字拷贝

(*) 具体型号以订单项目为准

产品概览

重要提示： 重要提示： 
请勿将污染监测产品电源与 500 ml 瓶式采样装置配合使用，因为该电源的额定功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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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声明

  EC 符合性声明EC 符合性声明

本声明中包含的产品为以下产品项目的变体：

• 标准 (2.5 bar) 或高压 (4.5 bar)

• 与矿物油/合成流体、近海流体、磷酸酯（包括航空航天版）相容

• 玻璃或丙烯酸室 

• 所有电源选项

如需获取零件代码，请参见“名称和订购代码”（第 18-19 页上的第 4.7 节）

产品制造商：

MP Filtri UK

Bourton Industrial Estate

Bourton on the Water 

Cheltenham

Gloucestershire

GL54 2HQ

01451 822522

sales@mpfiltri.co.uk

所述产品符合以下指令要求：

2014/30/EU 电磁兼容性

已执行的认证测试符合：

• DEF STAN 00-35 第 3 部分第 4 期环境试验方法

• BS EN 60068 涵盖各种环境条件的标准范围

• BS EN 60529: 1992 + A2:2013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 BS EN 62262:2002 抗外部机械冲击的电气设备外壳的防护等级（IK 代码）

• BS EN 60721-3-4: 1995 第 3 部分：环境参数组分类及其严酷程度分级，第 3.4 节

日期： 2018 年 7 月 13 日

签名

MP Filtri UK Ltd 代表 Phil Keep（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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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的目的本指南的目的

本指南将带您浏览安装步骤及操作说明，使您能够充分使用瓶式采样装置。
本指南中包含的详细信息让您能够掌握装置的全部功能以及关于安全、保修、维护和配件的关键信息。

在 MP Filtri，我们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卓越的服务，希望本手册将有助于您全面掌握瓶式采样装置。

免责声明免责声明

作为一项持续改进政策，MP Filtri 保留随时更改规格而不另行通知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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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示，如果未遵守相关的安全法规，则可能会造成轻度损伤或设备损坏。这表示，如果未遵守相关的安全法规，则可能会造成轻度损伤或设备损坏。

如果有关本产品的重要信息影响了本产品的使用或者本文件的部分内容， 如果有关本产品的重要信息影响了本产品的使用或者本文件的部分内容， 
请务必特别予以考虑。请务必特别予以考虑。

这表示，如果未遵守相关的安全法规，则可能会造成死亡、重度损伤或严重的设备损坏。这表示，如果未遵守相关的安全法规，则可能会造成死亡、重度损伤或严重的设备损坏。

小心

注意

危险

！

1 1 一般性的操作警告与信息一般性的操作警告与信息

1.1 一般安全警告1.1 一般安全警告

UFM 系列移动过滤装置的设计和制造符合有关电动机的机械指令和低压指令的要求。
本手册中包含 EC 符合性声明。 
保修期为十二个月，起始日期为提货单上所示日期。  
请查阅本《使用和维护手册》的“一般保修条件”章节。

在装置上或使用装置进行调试、维护或其他活动之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每名操作移动过滤装置的操作员
必须穿戴以下个人防护装备：

在机器上和/或使用机器执行任何安装活动或工作任务之前，务必严格按照本手册所列出的各项说明行事。此
外，还务必遵守有关工作场所中的事故预防和安全措施的现行规定。
本文件突出显示了旨在预防对机器包干人员造成健康危害的警告并使用了信号词予以告知：

护目镜 安全鞋 手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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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警告

为了快速确定哪些员工必须阅读本手册，我们在本文件中使用了具有以下含义的定义：

负责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人员。操作员了解机器制造商为了排除工作事故风险源
而采取的措施并遵守作业限制。

负责机器维修的人员。维修技术员了解在其工作期间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危险情
况，并会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避免发生工伤事故的风险。

负责机器电气系统维护的人员。电工了解在其工作期间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危险情
况，并会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避免发生工伤事故的风险。

负责装卸机器或其部件的人员。吊装工了解有关在安全条件下运输机器或其部件
的问题；为此，他们会按照机器制造商所提供的说明，使用合适的起重设备。

负责为机器正常运行作准备工作的人员。机器安装员了解机器制造商为了排除工
作事故风险源而采取的措施并遵守作业限制。机器安装员会采取必要的预防措
施，在最安全的条件下实施干预。

操作员

维修技术员

电工

参与吊装和 
起重作业的人员

机器安装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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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操作位置和危险区域1.2 操作位置和危险区域

瓶式采样装置所产生的内部压力为 2.5 或 4.5 bar，因此使用此设备时应采取预防措施，而且操作员应密切
注意周围环境。

1.3 无法排除的危险和危害1.3 无法排除的危险和危害

- 电动机一旦发生故障，会存在电击风险；
- 因高温而存在灼伤风险
- 意外漏油会造成滑倒的风险
- 软管破损，继而损耗润滑油
- 在油温超过 40/45 °C 的情况下，在连接便携式粒子计数器和移动装置时，务必十分小心

所有设备均应在使用后进行冷却，然后才能进行搬运

1.4 个人防护装备1.4 个人防护装备

操作装置时，相关人员必须穿戴安全鞋、手套和护目镜。下方表格中列出了机器的不同作业通常需要使用的
个人防护装备 (PPE)：

活动

普通操作

计划维护

鞋、手套、护目镜、工装服

鞋、手套、护目镜、工装服

PPE

应根据机器安装所在国家/地区的现行法规要求予以停用和/或拆除应根据机器安装所在国家/地区的现行法规要求予以停用和/或拆除

机器不适合在户外使用，所有电气设备的防护等级从 IP 55 开始，向上升级。机器不适合在户外使用，所有电气设备的防护等级从 IP 55 开始，向上升级。

注意

小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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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储存

2 运输和储存2 运输和储存

2.1 运输和装卸条件2.1 运输和装卸条件

使用聚氨酯泡沫塑料包裹装置，并将其置于纸板箱中进行运输。

BS110 装置及配件的包装重量为 10 kg。 
BS500 装置及配件的包装重量为 13 kg。 
包装尺寸为 60 x 50 x 40 cm。

2.2 储存2.2 储存

装置不使用时，应将其存放在远离生产区域的合适位置。存放该装置时，应使用港口提供的盖子。此存放位
置不应妨碍任何其他生产或人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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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修、限制和免责声明3 保修、限制和免责声明

MP Filtri 保证其制造和销售的产品在材料、工艺和性能方面不存在任何缺陷，保修期为自装船之日起 12 个月。

硬件/固件硬件/固件
如果保修期内证明硬件存在缺陷，则 MP Filtri 将会酌情修理瑕疵品或者使用同等产品调换该瑕疵装置，而
不会收取部件、人工、运输和保险的费用。

软件软件
MP Filtri 保证软件在自装船之日起的 12 个月内基本上会按照其功能规格正常运行，前提条件是操作环
境的完整性不会因产品使用不当、处理不当、异常操作条件、疏忽或损坏（非故意或其他）或者采用与 MP 
Filtri 产品存在任何冲突的第三方产品（软件或硬件）而受到损害。

资格资格
本保修条款仅适用于原购买者或者 MP Filtri 授权的附属机构的终端客户。

如何获取服务？如何获取服务？
客户如需获取本保修条款下的服务，则需要在保修期到期前通知 MP Filtri ，并按照 MP Filtri 的产品退换
货政策退回产品。任何在保修期内退回进行维修的产品必须附带一份完整的故障报告，其中具体说明故障发
生的征兆和条件。如果 MP Filtri 因未能完成相关的文书工作而产生额外的费用，则可能会收取行政费用。

除外条款除外条款
本保修条款不适用于因使用不当或者保养不当或不充分而造成任何缺陷、故障或损坏的情况。出现以下情况
时，MP Filtri 没有义务提供本保修条款下的服务： 

a) 装船后初次收到产品时，因未能对产品进行全面且正确的检查（如在装船时随附产品所提供的文件所述）
而造成的损坏； 

b) 因除 MP Filtri 工作人员之外的其他人员尝试修理或检修产品而造成的损坏； 

c) 因使用不当或者与不兼容的设备或产品（包括软件应用程序）连接而造成的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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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

费用费用

如果属于本保修条款的保修范围，MP Filtri 将会支付将瑕疵品运回至生产地以及将其运回至客户的原发货
地的运输和保险费用，但是以下情况除外： 
a) 未遵守 MP Filtri 产品退换货政策。 

b) 产品故障因上述除外条款中的任何情况而造成，在此情况下，客户将有义务承担全部维修（部件和人工）
费用以及在客户与 MP Filtri 公司之间往返运送相关产品的全部运输和保险费用。 

c) 产品在运输中受损，其原因是包装不当。客户有责任确保将设备退回至 MP Filtri 时所使用的包装与最
初将产品运送给客户时所使用的包装相同或者具有同等的保护效果。因使用不当的包装而造成的任何损坏将
使 MP Filtri 无需承担本维修条款下的义务。如果客户的产品经 MP Filtri 工厂维修后在运输过程中受损，
则客户必须取得有关受损的完整照相记录（包装和产品），以便为任何赔偿要求提供依据。如果未能出示此
类证据，则可能会减少 MP Filtri 所要承担的此保修条款下的义务。

MP FILTRI 所提供的此项保证旨在代替任何其他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包括但不限于对适销性、非侵权或适用
于某种特定用途的任何默示保证。MP FILTRI LTD 不会对任何特殊、间接、偶然或相应的损坏或损失（包括
数据丢失）负责，我们明确放弃对客户的客户的任何及所有保证。对任何违反保证的情况，客户所能采取的
唯一补救措施就为修理或更换瑕疵品，具体事宜由 MP FILTRI 酌情决定。

MP Filtri Ltd 维持产品改进政策，并保留随时修改技术规格而不另行通知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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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技术规格4.技术规格

4.1 性能4.1 性能

指示器 Visiwink 压力指示器（仅适用于 BS500 版本）

压力输出 标准版本 2.5 bar
高压版本 4.5 bar（仅适用于 BS500 版本）

真空输出（压强表） 18 inHg

4.2 电气接口4.2 电气接口

电源电压 12V DC

电源电流 BS110
BS500

2.5 bar 版本：2.0A 最大电流
2.5 bar 版本：5.0A 最大电流
4.5 bar 版本：8.5A 最大电流

4.3 物理属性4.3 物理属性

尺寸 BS110
BS500

212 mm（高） x 130 mm（宽） x 163 mm（深）
340 mm（高） x 264 mm（宽） x 350 mm（深）

重量 BS110
BS500

1.8 kg - 如需查明包装重量，请参见第 2.1 节
7 kg - 如需查明包装重量，请参见第 2.1 节

连接 M16x2 液压连接

软管 600 mm M16x2 液压软管

密封材料 M/N 版本
Viton®（如需了解任何与 Viton® 密封件不相容的流体，请联系 MP Filtri）
S 版本 - 氟橡胶（仅适用于 BS500 版本） 
E 版本 - EPDM（仅适用于 BS500 版本）

4.4 流体特性4.4 流体特性

流体相容性 V 版本 - 矿物油、合成流体和柴油
E 版本 – 航空航天用磷酸酯，Skydrols®

S 版本 – 航空航天用磷酸酯，Skydrols® 和 V 版本流体。

粘度 400 cSt

工作温度 0 °C 至 +40 °C

4.5 环境4.5 环境

环境工作温度 -10 °C 至 8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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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4.6 与颗粒分析仪连接使用4.6 与颗粒分析仪连接使用

废油管连接器

高压管连接器

真空盖（图中未显示）

压力盖（如图所示）

连接至废液瓶

一次性汲取管

瓶式采样 
装置

颗粒分析仪

样品瓶

BS500

BS110

样品瓶

软管连接至分析仪

操作模式选择器

顶部手柄
顶部阀门

Visiwink

打开/关闭开关

DC 电源输入

开关

基
座

汲取管

可拆卸式顶部装置

卡口锁止机构

操作指南17



4.7 尺寸和订购代码4.7 尺寸和订购代码

瓶式采样器 BS110

 系列

BS110

 流体相容性

 压力额定值

 压力缸选项

0

0

M

2 bar

丙烯酸缸总成

矿物油和合成流体

配置示例： BS110 OM O

名称和订购代码

110 ml 流体体积

瓶式采样装置

BS110

15
7 21

2

87
13
0

163

Ø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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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281

33
3

14
5

341

26
4

64

(*) = 仅限在 BS500 V 版本中提供 H 版本
(**) = 仅限在 BS500 E 和 S 版本中提供玻璃版本

 系列

BS500

 流体相容性

 压力额定值

 压力缸选项

 电源适配器选项

0

0

UK

US

V

S

H

S

EU

AU/CN

E

2 bar，标准选项

丙烯酸缸总成

英标电源适配器

美标电源适配器

矿物油和合成流体、深海和水基流体

4 bar，高压选项 (*)

玻璃缸总成 (**)

欧标电源适配器

澳标电源适配器

磷酸酯和侵蚀性流体

磷酸酯和侵蚀性流体、 
矿物油和合成流体、 
深海和水基流体

配置示例： BS500 O UKV O

瓶式采样器 BS500

名称和订购代码

500 ml 流体体积

BS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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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5.产品安装和一般操作5.产品安装和一般操作

5.1 初步操作5.1 初步操作

5.1.1 内部清洁5.1.1 内部清洁

清洁透明缸、密封件周围区域以及周围的金属工件时，请务必小心。
请勿使用丙酮或者与密封件不相容的类似溶剂来清洁瓶式采样器。网站上已列出了建议用于内部冲洗的清洗
液。

5.1.2 加压和打开5.1.2 加压和打开

开启产品之前，一定要确保顶部腔室已完全接合。
开启或重启泵之前，一定要确保排出产品内的压力（检查 Visiwink 是否显示为绿色）

在装置加压时开泵可能会降低产品的性能和（或）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坏在装置加压时开泵可能会降低产品的性能和（或）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坏
小心

5.1.3 瓶子清洁度和验证5.1.3 瓶子清洁度和验证

为了降低您的样品容器影响您的流体样品污染读数的风险，应尽可能尝试使用已按照相关 ISO 标准清洁并验
证的瓶子，这些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DIN ISO 3722DIN ISO 3722 液压油液取样容器净化方法的鉴定和控制
DIN ISO 5884DIN ISO 5884 流体系统和部件 - 系统采样和测量液压油固体颗粒污染的方法
US FED STD 209EUS FED STD 209E 洁净室标准，最低标准 100.000 级
ISO 14644-1ISO 14644-1 洁净室标准，最低标准 ISO 8

如何清洁并重新使用您自己的瓶子如何清洁并重新使用您自己的瓶子

如需获取有关玻璃器皿清洁和验证的明确指导，请参见 ISO3722 和 ISO5884。
下面内容是根据上述标准制定的一些步骤。 
用于碳氢化合物/合成物/酯类流体采样：
1. 在容器中注入 50 ml 丙酮，盖上盖子，剧烈摇晃，然后将其排放至废物容器中。
2. 将 0.4 μm 滤过的异丙醇注入至容器容量的 50%。盖上盖子，剧烈摇晃，然后将其排放至废物容器中。
3. 将 0.4 μm 滤过的石油醚注入至容器容量的 50%。盖上盖子，剧烈摇晃，然后将其排放至废物容器中。
4. 轻轻盖上盖子，请勿在准备好下一次采样前将其取下。（这样可以让任何微量的石油醚从瓶子中 
 蒸发出来，减少任何空中游离微粒进入容器的风险。）
5. 在操作完成后，应根据当地和国际法规的要求以正确且负责任的方式处置流体样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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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水基/近海流体采样：
1. 在容器中注入 50 ml 异丙醇，盖上盖子，剧烈摇晃，然后将其排放至废物容器中。
2. 将 0.4 μm 滤过的去离子水注入至容器容量的 50%。盖上盖子，剧烈摇晃，然后将其排放至废物容器中。
3. 将 0.4 μm 滤过的去离子水注入至容器容量的 50%。盖上盖子，剧烈摇晃，然后将其排放至废物容器中。
4. 轻轻盖上盖子，请勿在准备好下一次采样前将其取下。（这样可以减少任何空中游离微粒进入容器的风险。）
5. 在操作完成后，应根据当地和国际法规的要求以正确且负责任的方式处置流体样品。 

5.1.4 流体采样/手动泵5.1.4 流体采样/手动泵

我们始终建议使用我们的手动泵、清洁瓶和软管操作方法，这样可以限制污染物的侵入。使用手动泵,意味着
在两次采样之间可以清洁或更换样品管，而且瓶子始终保持与周围环境隔绝。
手动泵和软管是 MP Filtri 的备件产品。请注意，目前这仅适用于尺寸为 100 ml 或 200 ml 的瓶子。

5.2.一般操作5.2.一般操作

选配设备：
粗网式过滤器，用于保护污染监测产品不受高污染流体的影响，否则此类流体可能会堵塞流道

5.2.1 实物检查5.2.1 实物检查

• 装置及其周围有无漏油
• 软管是否老化，软管在系统压力下可能会发生泄漏
• 任何部件有误受损
•  所有配件是否完好,齐备
• 操作员是否已通读本手册

5.2.2 冲洗和冲洗流体5.2.2 冲洗和冲洗流体

使用瓶式采样器测试污染监测产品之前和，应使用合适的流体连续冲洗两个装置，以去除先前样品的任何痕量。
如需获取有关冲洗流体的指导，请参见随附污染监测产品提供的 U 盘上的文件。

请勿使用丙酮或者与密封件不相容的类似溶剂来清洁瓶式采样器。  请勿使用丙酮或者与密封件不相容的类似溶剂来清洁瓶式采样器。  
网站 www.mpfiltri.com 上列出了建议用于内部冲洗的清洗液网站 www.mpfiltri.com 上列出了建议用于内部冲洗的清洗液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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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安装

1 将废液软管插入至原配的废物瓶中。 
2 将废液软管连接至污染监测产品（废物连接器）。 
3 将微孔压力软管 (600 mm) 连接至污染监测产品。 
4 将微孔压力软管 (600 mm) 连接至瓶式采样器连接处。 
5 使用原配的电源适配器，将电源连接至瓶式采样器。 
6 开启污染监测产品。 
7 选择“快速测试采样”选项。 
8 输入测试详细信息，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污染监测产品用户指南。 
9 逆时针旋转压力盖直至其松脱，然后将它提起并取下。 
10 将一个最少装有 80 ml 冲洗流体的瓶子放置于基座上。 
11 盖上压力盖。 
12 将选择器手柄转至“加压”（样品）处。 
13 开启 BS110。 
14 腔室内部压力将会缓慢升高至大约 2.5 bar。 
15  BS110 进入稳定状态（这需要 30 秒左右）之后，按下污染监测产品上的“冲洗”按钮。 
 这大约为开启装置后 30 秒。 
16 瓶中流体大约一半一经冲洗，按下污染监测产品上的“开始”按钮。 
 这将开启一次简短的污染监测产品清洗测试。 
17 该测试一经完成，按下“冲洗”按钮直至所有流体均已冲洗，如果废物中的流体清澈， 
 则污染监测产品和瓶式采样器已做好测试准备。如果流体并不清澈，则重复冲洗过程。
18 关闭瓶式采样器。 
19 在污染监测产品上，选择“三次”或“瓶式采样测试”选项。 
20 从系统中抽取油样（最少 80 ml）并将其注入原配的瓶子中。如果这没有可操作性，则应使用原配的手动
泵、清洁瓶和软管取出流体样品。  

注意

采样之前，请确保已使用适当的滤过溶剂（即异丙醇）清洗泵和软管。采样之前，请确保已使用适当的滤过溶剂（即异丙醇）清洗泵和软管。
请按照第 6.1.3 节中的说明清洁样品瓶及相关产品。请按照第 6.1.3 节中的说明清洁样品瓶及相关产品。

BS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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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废液软管插入至所原配的废物瓶中。
2. 将废液软管连接至污染监测产品（废物连接器）。
3. 将微孔压力软管 (600 mm) 连接至污染监测产品。
4. 将微孔压力软管 (600 mm) 连接至瓶式采样器连接处。
5. 使用原配的电源适配器将电源连接至瓶式采样器。
6. 开启污染监测产品。
7. 选择“快速测试采样”选项。
8. 输入测试详细信息，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污染监测产品用户指南。
9. 逆时针旋转顶部腔室直至其松脱，然后将它提起并取下。
10. 将一个最少装有 200 ml 冲洗流体的瓶子放置于基座上。
11. 将顶部腔室放回原处。顶部腔室上的银点应与最小凹槽的中心对齐。 
 然后可以移低顶部腔室，顶部应与基座上的两条线之间的银线对齐。
12. 将选择器手柄转至“加压”处，朝向红色圆盘 P。
13. 逆时针旋转顶部阀门至打开位置，朝向 P。
14. 开启 BS500。
15. 腔室内部压力将会缓慢升高，Visiwink 将会变为红色。
16.  BS500 进入稳定状态（这需要 30 秒左右）之后，按下污染监测产品上的“冲洗”按钮。 
 这大约为开启装置后 30 秒。
17. 瓶中流体大约一半一经冲洗，按下污染监测产品上的“开始”按钮。 
 这将开启一次简短的污染监测产品清洗测试。
18. 该测试一经完成，按下“冲洗”按钮直至所有流体均已冲洗，如果废物中的流体清澈， 
 则污染监测产品和瓶式采样器已做好测试准备。如果流体并不清澈，则重复冲洗过程。
19. 关闭瓶式采样器。
20. 将选择器手柄转至“真空”处，朝向带有 V 的黄色圆盘。这将会释放腔室的压力。
21. 在污染监测产品上，选择“三次”或“瓶式采样测试”选项。
22. 从系统中抽取油样（最少 150 ml）并将其注入原配的瓶子中。 
 如果这没有可操作性，则应使用原配的手动泵、清洁瓶和软管取出流体样品。

BS500

注意

采样之前，请确保已使用适当的滤过溶剂（即异丙醇）清洗泵和软管。采样之前，请确保已使用适当的滤过溶剂（即异丙醇）清洗泵和软管。
请按照第 6.1.3 节中的说明清洁样品瓶及相关产品。请按照第 6.1.3 节中的说明清洁样品瓶及相关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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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安装

5.2.3 脱气5.2.3 脱气

分析颗粒样品时，重要的是使颗粒均匀地分布在取样体积内。这可
以通过搅动样品得以实现。
这可以提高污染监测产品读数的准确性，因为颗粒不会因重力作用
而沉淀至瓶底。  
这也会引起样品中通气，从而可能会干扰监测仪的灵敏度。瓶式采
样器会在腔室中形成一个小型真空环境。 
根据粘度的不同，气泡会在短时间内从样品中排出。

1. 最少搅动样品 60 秒，我们始终建议。 
 使用油漆搅拌器以最高频率搅动样品。 
 如果没有油液搅拌器，则我们建议用手以随机方向。 
 摇动 2 至 3 分钟。
2. 从瓶式采样器上取下压力盖。
3. 将样品瓶放入瓶式采样器中。
 

4. 将真空盖安装到瓶式采样器上。
5. 转动右侧拨盘，以便选择“真空”。
 注意：真空和样品之间的中间位置没有任何功能。
6. 通过将拨盘转至“开启”处，可以开启瓶式采样装置。
7. 运行装置几分钟，直至去除流体样品中的所有气泡。
8. 关闭瓶式采样器 - 此操作将自动从腔室向大气中排气。

转动真空/采样拨盘之前，一定要关闭瓶式采样器装置。

1. 最少搅动样品 3 分钟，我们始终建议使用油液搅拌器,以最高频率搅动样品。如果没有油液搅拌器
 则我们建议以随机方向手动进行搅拌4至5分钟。
2. 从瓶式采样器的基座上取下顶部腔室。
3. 将样品瓶放入瓶式采样器中。
 

4. 将顶部腔室放回原处。顶部腔室上的银点应与最小凹槽的中心对齐。
 然后可以移低顶部腔室，顶部应与基座上的两条线之间的银线对齐。
5. 顺时针旋拧顶部阀门直至感到微小阻力，这样可以关闭阀门。
6. 将选择器手柄转至“真空”处，即距离标有 V 的黄色圆盘最近的位置。
7. 开启瓶式采样装置并运行装置几分钟，直至去除流体样品中的所有气泡。

通过将选择器手柄转至“加压”处，即距离标有 P 的红色圆盘最近的位置，即可以完成此操作。

请勿将流体样品直接倒入腔室中。请勿将流体样品直接倒入腔室中。

请勿将流体样品直接倒入腔室中。请勿将流体样品直接倒入腔室中。

偶尔可能需要从腔室向外排气，以防因起泡现象而发生外溢。偶尔可能需要从腔室向外排气，以防因起泡现象而发生外溢。

BS110

BS500

样品中的污染物分布

同质性 异质性

                                                         

16 As a policy of continual improvement, MP Filtri reserves the right to alter the specification without prior notice. 

201.010 REV X DCR0X  Date of Issue:  18 April 2018 

18 Once the test is complete press the flush button until all the fluid has flushed through, if the fluid coming 
from the waste is clear the contamination monitoring product and bottle sampler are ready for testing. If 
the fluid is not clear repeat the flushing process. 

19 Turn off the bottle sampler. 
20 Turn the selector handle to Vacuum, towards the yellow disc with V. This will release the pressure in the 

chamber. 
21 Select Triple or Bottle Test Sampling option on the contamination monitoring product. 
22 Draw off a sample of oil (150 ml. minimum) from the system into the bottle provided. If this is impractical 

then use the hand pump, clean bottle and hose provided to draw off a sample of fluid. 
 
Note: Please ensure that the pump and hose are cleaned with an appropriate filtered solvent (i.e. Iso-
propyl alcohol) prior to the sample being taken. 
 
Sample bottles and associated products are to be clea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s in section 
6.1.3. 

 

6.2.3 De-aeration 
It is important when analysing samples for the particles to be evenly distributed within the sample volume. This is 
achieved by agitating the sample.  
This improves the accuracy of readings from the contamination monitoring products as particles do not settle in 
the bottom of the bottle due to gravity. This also causes aeration in the sample which can interfere with the 
sensitivity of the monitor.  
The bottle sampler creates a small vacuum within the chamber. Ove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depending on the 
viscosity, the air bubbles work their way out of the sample. 
 

 
Figure 6.2 Contamination distribution in a sample 

 
For full compliance please refer to standard BS11500:200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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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操作污染监测产品5.2.4 操作污染监测产品

1. 将一次性汲取管安装在压力盖上，然后将此压力盖安装在瓶式采样器上。
2. 将测试软管 (0.6 m) 连接至瓶式采样器连接处。
3. 将测试软管的另一端连接至颗粒分析仪。
4. 开启颗粒分析仪，并选择“三次”或“瓶式采样”选项。
5. 输入测试详细信息。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颗粒分析仪用户指南。
6. 将功能拨盘旋转至相同位置。
7. 开启瓶式采样器。
8. 最少冲洗分析仪 10 秒。
9. 开始测试。
10. 如污染监测产品用户指南所述，瓶式采样测试采用三次测试分析方法。
11. 测试一经完成（排空周期完成之后），关闭瓶式采样器，这样会自动使加压室向大气中排气。

1. 关闭瓶式采样器,并将操作模式选择器转至距离标有 P 的红色圆盘最近的位置。

2. 逆时针旋拧瓶式采样器上的顶部阀门，将其打开。
3. 开启瓶式采样器。
4. 如 Visiwink 上所示，腔室内部压力将会缓慢升高。
4a. 等待大约 45 秒,直至可以听到音调的变化（此时，压力达到调节器设定值 2.5 bar）。
5. 使用大约 50% 的采样器流体冲洗 CMP。
6. 按照 CMP 操作指南所述, 使用所需的测试设置和方法。
7. 如污染监测产品用户指南所述，瓶式采样测试采用三次测试分析方法。
8. 测试一经完成（排空周期完成之后），关闭瓶式采样器。
9. 将操作模式选择器缓慢地转至“真空”处（即距离标有 V 的黄色圆盘最近的位置）。  
 这样会使加压室向大气中排气。取下顶部腔室之前，确保 Visiwink 指示器显示为绿色。
10. 取下顶部腔室并取出样品瓶。

11. 如果有其他样品需要分析，只要流体规格相同，就可以重复执行上述步骤，而无需进行冲洗程序。
 不过，如果流体规格不同的话，建议进行进一步测试之前完成冲洗程序。
12. 关闭污染监测产品。

将操作模式选择器转至位置 P 之前，不得打开顶部阀门。否则可能会使流体反向流回样品瓶并污染样品。将操作模式选择器转至位置 P 之前，不得打开顶部阀门。否则可能会使流体反向流回样品瓶并污染样品。

请勿使流体从汲取管滴落至压力/真空口上。压力/真空口是一个垂直小孔, 取下顶部腔室之后就可以在基座上看到。请勿使流体从汲取管滴落至压力/真空口上。压力/真空口是一个垂直小孔, 取下顶部腔室之后就可以在基座上看到。

BS110

BS5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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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安装

5.3 废弃处置5.3 废弃处置

所有瓶式采样器产品均装在一个内有泡沫的纸板箱中进行运输，这些材料均应进行相应地回收。
瓶式采样器所使用的流体应完全排空并按照 EU 废物框架指令和 ISO44001 环境管理体系的要求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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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相关产品6 相关产品

压力软管压力软管

按长度划分的 M16x2 微孔压力软管（可提供各种长度的软管） 
电镀钢（有替代材料可供选择）

压力软管能够将 MP Filtri 产品直接 
连接至您的液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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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产品

启动泵会使瓶内形成真
空，从而会从容器中虹吸
式抽取流体。

泵的这种设计仅限软管与
流体接触，从而可以保护
样品的质量。

样品的液位应始终低于软
管的高度。此时可以取出
瓶子并盖上盖子。

对于无法实际接触测试点的系统，可能需要从未
加压的容器中采样。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提供一个简易手动泵装置以
及两种离线采样产品，它们可以实现清洁而高效
的采样。
这种设计确保仅限软管与样品流体接触，从而使
分析更令人放心，而且我们还提供一系列的接头
适合，以我们的各种瓶子尺寸的需求。 
此泵可以完全拆卸，以便于清洁，样品管及主密
封件可以更换，以便进一步改善清洁效果。

- 按照 DIN/ISO 5884 标准清洁超净瓶。
- 超净瓶清洁度已通过 ISO 3722 验证。
- NAS 1638 清洁度认证介于 00 级至 0 级之间。

100 ml - 超净瓶（已认证）

100 ml - 标准瓶（棕色玻璃）

100 ml - 透明塑料瓶

100 ml - 标准瓶托盘（72 个瓶子）

210 ml - 超净瓶（已认证）

210 ml - 标准瓶

500 ml - 标准瓶

P.02

BS0016

7.111

BS0072

P.03

8.054

8.328

Ø 50x92

Ø 50x91

Ø 51x92

不适用

Ø 65x130

Ø 65x122

Ø 82x152

描述 零件代码 尺寸 (mm)

手动泵装置手动泵装置

工作原理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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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疑难解答/常见问题7 疑难解答/常见问题

7.1 产品的不当使用7.1 产品的不当使用

- 产品应该与符合其额定值要求的电源，而不是直接与主电源连接。
- 确保将正确的产品版本与正确的流体配合使用，并非所有版本的产品均与所有流体相容。
- 操作员应遵守先前在操作地点制定的所有标准操作程序以及制造商要求的程序。
- 瓶式采样器不适合在爆炸环境或 ATEX 区域中使用。

疑难解答/常见问题

7.2 发现故障7.2 发现故障

故障 检查

从样品中获得的意外结果 确保微孔压力软管已与瓶式采样器和 CMP 完全连接。通过操作冲洗
阀并观察流向废物的流体，确认流体是否可以自由流向 CMP。  
检查 BS500 是否达到足够的压力，即 2 至 2.5 bar。

瓶式采样器未达到所需压力 使用合适的润滑脂，对瓶式采样器基座上的 O 型环进行重新润滑，
这里建议使用硅润滑脂。

偶发性结果 - 
使用三重和瓶式采样测试时尤其如此

开始测试之前，瓶式采样器就已达到既定压力。 
而且，瓶式采样器在整个测试期间始终连接电源。

冲洗/测试期间，流体液位没有变化 开始测试/冲洗之前，瓶式采样器已达到最高压力。 

流体的粘度低于 400cSt BS110 - 已插入汲取管而且仍然附着其上。
微孔软管的两端已充分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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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出版物中所含数据和信息仅供参考。
MP Filtri 保留随时出于技术和商业原因对所述产品的型号和版本 

进行修改的权利。 
产品的颜色和照片纯属指示性质。 
严禁部分或全部复制本文件。

保留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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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过滤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Moscow
Russia 
mpfi ltrirussia@yahoo.com

摩裴过滤设备加拿大股份有限
公司
Concord, Ontario
Canada
sales@mpfi ltricanada.com

摩裴过滤设备法国有限公司 
Lyon
AURA
France
sales@mpfi ltrifrance.com     

摩裴过滤设备德国有限公司
St. Ingbert
Germany
sales@mpfi ltri.de

摩裴过滤设备印度私人有限公司
Bangalore
India
sales@mpfi ltri.co.in

摩裴过滤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Shanghai
P.R. China
sales@mpfi ltrishanghai.com

摩裴过滤设备东南亚私人有限公司
Singapore
sales-sea@mpfi ltri.com

摩裴过滤设备英国有限公司
Bourton on the Water
Gloucestershire
United Kingdom
sales@mpfi ltri.co.uk

摩裴过滤设备美国股份有限公司
Quakertown, PA
U.S.A.
sales@mpfi ltriusa.com

mp� ltri.com

总部

分支机构

摩裴过滤设备股份公司
Pessano con Bornago
Milano
Italy
sales@mpfi ltri.com

遍及世界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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