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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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行业油液监测特点

2.1 风电行业机组润滑特点

风力发电机组主要有双馈式和直驱式两种。

双馈式风力发电机需要润滑部位包括齿轮箱（有增速箱、偏航齿轮、变桨齿轮）、液压

刹车系统、叶片轴承、主轴承、发电机轴承、偏航系统轴承、变桨轴承等。

直驱式风力发电机润滑部位包括主轴承、发电机轴承、叶片轴承、液压刹车系统、偏航

系统轴承等。

风电机组多安装在偏远、空旷、多风的新疆、内蒙古及沿海地带，齿轮箱长期处于低温

变化大、高湿度等环境中，且承受较大扭矩、交变载荷、振动等，同时维修十分不便。风电

设备运转的好坏与油品有非常直接的关系，风电用油不同于常规油品，在性能要求上更为严

格，对油品的质量评价与现场实用性均有较高要求。

2.2 风电行业机组主要润滑点

2.2.1 增速齿轮箱

2.2.2 发电机轴承及主轴承

2.2.3 偏航系统与变桨系统的轴承和齿轮

2.2.4 液压刹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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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油液监测的必要性

引入油液监测法这一新技术,通过有针对性地监测对比油品的各方面的指标检测，就

能很快了解油品状况,确定是否需要换油或进行其他处理工作。先使用完好的仓储备品对

润滑油品性能指标进行标定,然后在检修现场采样,使用仪器检验,在短时间内分析得到

结果。这种技术在欧美的设备现场监测作业中应用广泛,有成熟的设备产品和操作经验。

粘度的变化或者油液老化会导致润滑状态（性能）的衰变；各种固体颗粒、渗漏或混

油污染是油液中污染物的主要来源；磨粒的成分、浓度及其形貌特征可以准确表征设备

的磨损状态、磨损趋势及磨损原因。因此，润滑状态、污染物及其磨粒并称为“油液监

测铁三角”，是油液监测内容的集中体现。

2.4 风电行业油液监测的独特性

2.4.1 在用油监测是保证风机运行的重要手段

2.4.2 风电企业对油液监测越来越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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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电行业所需的润滑油的数量是非常之大的。在传统润滑方案中，设备制造商和油品供

应商都会推荐油品牌号、制定换油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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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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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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润滑磨损状态监测

通过对风机在用润滑油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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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设备的润滑状态，指导企业采用合理的润滑方式和换油周期。

风电设备润滑油脂定期监测的项目主要包括：

油液类型 检测项目

齿轮油 运动粘度

水含量

总酸值（TAN）

氧化度

光谱元素分析

污染度分析

铁谱磨损分析（元素分析出现异常时使用）

铁磁性颗粒含量

液压油 运动粘度

水含量

总酸值（TAN）

氧化度

污染度分析

光谱元素分析

铁谱磨损分析（元素分析出现异常时使用）

铁磁性颗粒含量

润滑脂 铁量分析

元素分析

4.2 磨损故障的诊断(磨损溯源分析)

风电行业设备由于装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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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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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磨损的原因对于企业的运行管理是很重要的。

5、设备选择

5.1 设备选型考虑的问题

在设备选择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检测速度快

2）结果准确性

3）检测全面性

4）特异性

5.2 设备的组成

综合以上要求，以方案包含以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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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检测润滑油和润滑脂

 污染物来源、污染程度快速筛查

 油液老化、添加剂损失定量分析

（2）LNF-Q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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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生成检测报告

（3）FluidScan-Q1000：便携式油液状态分析仪

 水分、酸值、氧化度

（4）便携式粘度计 Minivisc-3000

 40℃运动粘度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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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设备的特点

5.3.1 SpectrOil 120C：油料光谱分析仪

120C 油料光谱分析仪采用的旋转盘电极技术（RDE），符合 ASTM D6595 及 NB/SH/T

0865-2013 标准，是设备状态监测行业中成熟的、被全球用户认可的用于在用油、冷却液、

燃油及润滑脂分析的专业解决方案。

油料光谱仪对溶解或悬浮于矿石或合成油液的产物中的细小颗粒元素作定性定量分析。

能满足转盘电极原子发射光谱法对在用润滑油或液压油中磨损颗粒和污染物进行测定的

ASTM D6595 的标准的规定。

对于在用油分析实验室来说，120C 是理想的分析仪。因为技术使其体积更小并添加了

创新的 CCD 光学系统，使其对特殊的在用油分析的应用也有良好的适用性。

5.3.2 LNF-Q220：多功能磨粒分析仪

LNF220 能通过直接捕获各种固体机械颗粒的形貌特征，自动计算磨粒尺寸及 磨粒数

量，按照 ISO、NAS 及国际主流污染度评价标准，自动计算油 液的污染度等级。LNF220 还

能实现磨粒自动分类（即铁谱分析功能，磨损溯源分析），自动将润滑油中的磨粒按照设备

的磨损原因进行自动分类为金属磨 粒与非金属磨粒，并将磨粒分为切削磨损、接触/滑动磨

损、疲劳磨 损等；非金属磨粒主要分为纤维、气泡、水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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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FluidScan-Q1000：便携式油液状态分析仪

Fluidscan1000 型便携式油液状态分析仪，基于直读红外光谱(DIR)专利技术，用来直

接定量分析润滑油液的各种关键状态指标，直接测定合成油或矿物质油的老化程度以及污染

程度。直接定量检测结果包括：总酸值 TAN、总碱值 TBN、氧化度、硝化度、硫化度、添加

剂损耗、混油污染、微水、烟炱、乙二醇（防冻液污染）、油液匹配度以及生物柴油中的脂

肪酸甲酯(FAME)等。

光波导管技术使天电干扰降到最小，提高了光谱仪的检测精度。

采用翻转(flip-top)载样池，测试过程仅需少量油样(1-2 滴，约 60ul)，无需任何溶剂。

内置用于对各种工业润滑油进行定量检测的数据及算法库，其定量分析及趋势分析方法

与最新标准(ASTM E1655)一致。

可设置及显示报警信息，直观显示润滑状态。

包含安装于控制计算机的 FluidScan® Manager 管理软件，自动将检测记录同步到计算

机中，同时包含趋势分析、设备资产管理、自动生成检测报告等功能。

锂电池供电，续航能力 6小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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