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持续不断地监测滑油

MAN Fluid
Monitor

for lube oil
曼恩液体监测仪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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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所有工业
应用
柴油机，辅助设备，发电机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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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智能并持续不断的监测润滑油降级和受污染的
装置

简单的解决方案

为监测滑油系统中的异常而精心设计，曼
恩流体监测仪通过持续不断的监测润滑油
的质量和成分来保护您的工业设备

不仅是一个操作工具，也是作为一个真正
实现根据状态进行预防性维护保养的手
段，曼恩流体监测仪为您的维护保养政策
提供一个全新的维度



润滑油性能恶
化综合指数

31%

0%

铁和非铁金属
颗粒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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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不断 
地进行润 

滑油监测
报警并提供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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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恩滑油监测仪持续不断地监测滑油。使用真正的独立智
能，分析滑油，检测退化并警告操作员出现的任何偏差。它
提供了所有运行润滑油参数的全视图

描述

曼恩滑油监测仪持续监测缓慢或是迅速
的滑油性能恶化，被污染和污染物

集成

该解决方案是集成在设备的主润滑油系统
中

持续诊断

得益于创新科技和最先进的部件，该人工
智能系统安装了特别开发的软件程序，设
立润滑油性能恶化指数和诊断，或是详细
提供被污染情况、污染物和润滑油性能恶
化

报警

该系统通过报警立即通知操作者如有任何
异常，这样操作者通过执行必要的操作以
避免重大损坏

曼恩能源方案产品 
曼恩滑油监测仪是所有工业应用的组
成部分，可以用于新建造或是升级改
造。它完美结合自动控制和润滑油化验
分析补充

其他柴油机 解决方案 
PrimeServ实验室分析
柴油机多功能监控系统

数据记录

该解决方案保存2年的历史数据以供使用，
如专家分析。这样允许操作者优化柴油机
设置，辅助设备和其他设备

润滑油种类

所有型式柴油机和工业润滑油

可应用设备

所有型式2冲程和4冲程柴油机（曼恩和其
他品牌），柴油机辅助设备，发电机，所有
透平设备和透平压缩机。以及带润滑油系
统的所有工业设备

致力于未来

曼恩能源方案正在研发曼恩流体监测仪的
新功能特性。曼恩设计，专有技术和专家基
于高科技来保证原厂质量。

https://primeserv.man-es.com/service-solutions/products-solutions/services/primeserv-lab
https://primeserv.man-es.com/service-solutions/products-solutions/upgrades/primeserv-green/sacosone-m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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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机应用 
2冲程和4冲程柴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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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不断监测柴油机和它的辅助设备的润滑油性能
恶化和污染

一套稳健的系统

柴油机的运行考验它的机械零部件，燃
烧、爆炸、压力和机械运动等

润滑油扮演重要角色。如果没有它，将产
生机械咬死和故障。它顺着各个活动部件
循环于管路系统，顺应于柴油机运行残酷
的节奏条件

曼恩滑油监测仪的部件是最先进的。它们
被设计在绝大多数要求的条件下可持续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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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滑油，  
柴油机

的血液

润滑油在柴油机内部的作用是多样性的
它主要确保柴油机运动部件正常工作，如轴承、连杆、凸轮轴等等。
除了润滑功能外，它同时也作用于散热、冷却、柴油机部件清洁、防腐蚀等等。润滑
油的构成和它的工作性能恶化决定了它的功能质量并首先影响柴油机的可靠性

润滑油，  
一个必须被监控的
重要要素

70 %  
的柴油机重大损坏可以追溯于润 
滑油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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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滑油，  
柴油机

的血液

70 %  
的柴油机重大损坏可以追溯于润 
滑油的污染

柴油机的运行必然系统性的恶化和污染润滑油系统：燃烧烟灰、燃油混合物和磨损颗粒
均出现在润滑油中
 
早期检测到任何偏差是防止柴油机和它的辅助设备损坏的必要手段
 
这恰恰需要曼恩滑油监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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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机润滑油 
不断发展                          

50% 
的柴油机损坏发生在柴
油机维护保养后再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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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于我们作为原始设备制造商的经验反馈、综合可靠性各个方面、耐久性试验、工作性能、安全性，现场经验反馈有助于通过他们
系统性分析解决运行中发生的故障。数据编撰来自超过30,000起的事件

滑油中没有 
异常现象

滑油中有 
异常现象

50% 
的损坏由滑油污染或滑油 
恶化引起

未经污染 
的滑油

污染的 
滑油

对一柴油机推荐监测的举例说明

特定的实验室检测分析 
专家异常分析报告

持续不断监测 
迅速检测到异常

70% 
的柴油机故障能在滑油中观察到

曼恩流体监测仪监测

柴油机起动运行 500小时 1500小时100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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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损坏发生时尽可能近地检测到损坏的危险

重大磨损 机器失灵微小磨损起始

曼恩流体监测保护

传统保护

异常的 
发展

异常可见性

机器故
障停机

报警 报警 报警并推荐停机

预测维护
保养需求 

早期确定维修需求，减少机器不可用的风险



13

轴瓦咬死
需要停机
- 显示颗粒物

维保团队诊断
- 检测到金属颗粒含量迅速升高

维保措施
- 更换轴瓦
- 润滑油整体过滤处理

优点
- 保护曲轴
- 减少发动机不可用性

水污染
需要停机
- 检测到水

维保团队诊断
- 水通过橡胶O-ring泄漏

维保措施
- 更换橡胶O-ring
- 通过离心分离机处理整体润滑油

优点
-  润滑油整体不会出现严重性能恶化
-  没有重大轴承咬死损坏，如轴瓦、曲柄销
- 减少发动机不可用性

缸套拉缸
需要停机
-  当柴油机在重新起动后检测到颗粒物增

加

维保团队诊断
-  观察到缸套拉缸，识别缸套珩磨的问题

维保措施
- 通过缸套珩磨修复缸套  
- 润滑油整体过滤处理

优点
-  保护所有重大零部件（活塞、活塞环和 

缸套）
- 减少发动机不可用性

燃油污染
维保报警
- 检测到燃油

维保团队诊断
- 高压油泵出现问题：油封故障

维保措施
-  更换高压油泵磨损零部件
- 更换部分润滑油

优点
-  提前预测维护保养 
-  润滑油整体不会出现严重恶化
-  没有重大轴承咬死损坏，如轴瓦、曲柄销
- 减少发动机不可用性

泵浦磨损
维保报警
-  颗粒物数量异常升高

维保团队诊断
- 某些泵浦的零部件磨损

维保措施
-  更换泵浦的磨损零部件

优点
- 无需更换整体泵浦
-  不会造成润滑油整体性能恶化

烟灰污染
维保报警
-  检测到大量燃烧烟灰

维保团队诊断
- 燃油喷射调整问题
- 活塞环磨损

维保措施
-  更换磨损零部件
-  更换部分润滑油并使用离心分离机处理

整体润滑油

优点
- 提前预测维护保养
-  润滑油整体不会出现严重恶化
- 最小化发动机部件的脏污
-  没有重大轴承咬死损坏，如轴瓦、曲柄销
- 减少发动机不可用性

预测维护
保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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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平涡轮机械和透平涡轮压
缩机等

其他工业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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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不断监控任何工业设备和它的附属设备的润
滑油性能恶化和污染

简单解决方案，标准解决方案

已在热能发动机的严酷运行条件下验证
曼恩流体监测仪是所有工业应用理想的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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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并符 
 合人体工程学

柴油机

远程监控

曼恩流体监测仪

透平涡轮机械

所有的其他工业应用设备

透平增压器

滤器 分支管路

泵浦

检测面板 监控面板

Circuit d’huile principal

Circuit et sysstème MAN Fluid Monitor for lube oil 

Connexion électrique

Connexion Ethernet 

L’huile est orientée, avant filtration, vers le boitier de mesure, au travers d’un piquage.

L’huile est mesurée en permanence par des capteurs.

Les données sont instantanément transférées au boitier de monitoring. 

L’écran d’information indique en permanence le niveau de dégradation et de contamination de l’huile et alerte en cas de déviation.

L’huile est reversée dans le circuit d’huile principal de l’équipement.

润滑油在过滤前通过分支管路引导到测量面板

润滑油通过传感器永久测量

测量数据立即传送到监控面板

显示屏持续不断显示润滑油性能降低等级和污染并在达到一定偏差后报警

润滑油返回到设备的主滑油系统

主滑油系统

曼恩滑油监 
测仪系统

电气连接

以太网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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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并符 
 合人体工程学

柴油机

远程监控

曼恩流体监测仪

透平涡轮机械

所有的其他工业应用设备

透平增压器

滤器 分支管路

泵浦

检测面板 监控面板

Circuit d’huile principal

Circuit et sysstème MAN Fluid Monitor for lube oil 

Connexion électrique

Connexion Ethernet 

L’huile est orientée, avant filtration, vers le boitier de mesure, au travers d’un piquage.

L’huile est mesurée en permanence par des capteurs.

Les données sont instantanément transférées au boitier de monitoring. 

L’écran d’information indique en permanence le niveau de dégradation et de contamination de l’huile et alerte en cas de déviation.

L’huile est reversée dans le circuit d’huile principal de l’équipement.

紧凑

该系统包含2个小面板（长300，宽300，厚
200毫米）可以优化集成，甚至在最小的操
作空间

快速集成安装

该系统安装仅需要小设备，只有2个液压管
路连接，一个24伏电源供应和一根通信电
缆。取决于现场配置，该系统安装时不需
要停止柴油机或是设备。

即插即用

自动校准意味该系统可在几个小时内起动

轻松使用

读取显示简单。触摸屏提供直观的显示页
面引导

维护保养简单

该系统显示必须进行的维护保养，该项
工作解释在用户手册中。

售后服务 

备件，远程和现场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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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产厂
家标准 测试、 

验证、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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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恩滑油监控仪是经过3年特定软件的研发。该系
统在所有的运行条件下测试超过14000小时，使用
不同的燃料：柴油、重油、双燃料和燃气

曼恩滑油监控仪满足欧盟CE统一认证，目
前已经获得BV船级社认可并取得认证证
书。该产品有待批准应用专利申请。

36
个月的研发

14 000
小时试验场地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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