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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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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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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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表明，全球每年需要花费数十亿美元用以更换因润滑失效（油液老化、污染、油液

混/误用）导致的磨损失效零部件。为了有效降低这一损失，国内外各种军事及工业客户都

已经建立了完备的润滑管理体系。作为润滑管理体系的基础及技术支撑，油液监测技术可以

保证设备时刻处于良好的润滑状态，避免因润滑失效导致的设备磨损，有效提高设备的无故

障运行时间及其延长设备的运行寿命。于此同时，通过监测溶解或悬浮于油液中的、由设备

磨损或腐蚀产生的磨粒的成分、数量及其浓度，可以准确判定设备的磨损位置、磨损状态和

磨损原因。因此，油液监测技术可以对设备的重大故障进行早期预警，通过对监测数据的实

时分析及其趋势分析，提早发现设备的潜在故障隐患，优化设备维护保养计划，降低设备重

大故障的发生几率。

2、地铁行业油液监测特点

与国铁干线车辆复杂、外界环境条件复杂、高速重载的工况不同，地铁线路通常是在地

下，运行环境的条件相对单一，车辆的运行速度不高，最高时速一般不超过 80 km/h，但由

于运营的里程较短，一个区间长则 2 km，少则不到 1km，所以，在运行过程中需要频繁的

启动和制动，导致平均初始加速度较大，在 0~35 km/h时大于 0.9 m/3"，起动扭矩大且受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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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严重。地铁运输作为轨道交通的一种，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其正向着行车密度大、

行车间隔小、载客量大的方向发展，因此对车辆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的要求就非常的高。车辆

一旦在正常运营中发生故障，轻则延误本次列车、清客、救援等，重则列车颠覆以及影响整

条线路瘫痪，不但经济效益受损，还会造成极大的社会影响。车辆在使用过程中，其机械部

件会逐渐产生磨损、变形、腐蚀甚至断裂以及紧固件松动等；其电气部件会发生断线、接地、

烧损、绝缘老化或破损，接触器动作不良等。因此，日常的预防性润滑保养对地铁车辆来说

也就格外重要。

2.1 地铁行业维修现状

目前国内对地铁车辆的维修大致分为以下 5种：列检，月检，定修，架修和厂修。

列检也称为日检，就是每天都会进行的一项检查，主要检查轮对，弹簧，转向架，蓄电

池等容易出现危及行车安全的各主要部件外观情况，并对危及行车安全的故障及时进行修

理。

月检可以分为单月检和双月检，月检不仅要像列检那样对车辆主要部件的外观进行检

修，还需要对车辆的主要部件技术状态进行外观检查和进行必要的实验，并对可能出现危及

行车安全的一些部件进行提前更换。

定修主要是预防性的修理，有些时候需要进行架车作业，检修人员会对车辆各大部件的

技术状态和运作进行仔细的检修，车上装载的仪器和仪表进行效验，并对检查中发现的故障

和隐患进行针对性修理，经过定修的地铁列车需要通过静调和试车后才能上线载客。

架修是将编组列车解体后使用设备将地铁列车架高进行检修，主要是对列车走行部，牵

引电机等大型部件进行检测和修理，同时，经过架车，也会对车辆一些部件进行解体进行全

面检查，修理和实验，经过架修完的地铁车辆会进行重新油漆标记，在组装完成后也需要通

过严格的调试才可以进行载客。

厂修指的是全面恢复性修理，要求对车辆全面解体，检查，整行，修理和实验，完全恢

复其原始功能。经过组装后的车辆基本上要达到新车出厂的水平，当然这些车回到所在线路

后，也需要像新车一样进行全面的调试，待各个部件磨合好后才能再次投入到运营中去。

2.2 地铁行业润滑油脂使用现状

2.2.1 检测周期和换油周期固定

中国地铁车辆在出厂时，会根据车辆设备运行需求，给出对应的润滑油品牌和型号，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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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相应的润滑油更换周期。地铁公司根据车辆维保手册，结合实际运营需求编制地铁维保

规程，从而开展地铁车辆润滑运维工作。在地铁运维规程中，车辆润滑油的检查周期、更换

周期是确定的，主要参考运营里程和运营时间两个数据。例如地铁车辆齿轮箱润滑油更换周

期一般要求每一年更换 1 次，或者当运营里程达到 40 万公里时进行更换。

2.2.2 定期送检润滑油样品

目前地铁用的润滑油脂的检测，均是将润滑油定期送检，送到第三方实验室进行检测。

第三方实验室进行检测，一是检测周期长，二是不能结合设备的使用情况对油品做出正确的

判断，这样就对润滑油使用过程中异常情况导致的油品变质问题前瞻性不足。

2.3 现场油液监测的必要性

引入现场监测法这一新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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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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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铁行业车辆运行周期端，线路多，因此运行的车辆数很多，所需的润滑油的数量就很

大。在以往润滑方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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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设备使用过程的不可预知因素的存在，通常推荐使用的油品牌号、换油周期等都会相对保守，

大量的油品在状态还十分良好的情况下被换掉了，而少数设备出现异常状态时却又不能及时

得到处理。通过油液状态监测，了解设备用油的实时情况，实现视情换油。

3.2 预知隐患，避免事故发生

通过历史检测数据和当前数据的对比，给出变化趋势，提示作业人员追踪变化趋势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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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的监测，避免较大事故发生。油液监测可以帮助用户在故障发生初期，甚至故障没有发

生的时候，发现问题。

3.3 设备润滑磨损故障的分析诊断

油液状态监测通过铁谱磨粒分析和光谱元素分析，可以发现设备的早期磨损故障，通过

磨损金属元素含量的变化、对磨损颗粒的材质、形貌特征分析，判断设备磨损的程度、可能

磨损的部位。

3.4 通过开展油液监测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开展基于油液监测的设备状态维修，能有效的延长换油周期、提高设备的可靠性，减少

设备的事故停机，提高设备的完好率；将为开展设备油液监测的企业在降低设备使用成本、

降低能耗、提高设备生产效率方面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

据初步统计，仅仅变定期换油为视情换油一项，每年将会为公司节约相当可观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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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铁行业所用的的油品主要是齿轮油、压缩机油、润滑脂。齿轮、压缩机油在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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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地铁车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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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磨损故障的诊断(磨损溯源分析)

近年来，地铁车辆异常磨损的问题在我国部分城市出现的较为频繁，导致部分车辆车轮

寿命明显降低。据不完全统计，地铁车辆的车辆正常使用寿命可达 5——10 年，而由于车辆

异常磨耗问题，使得车轮寿命预计降低至 2-3 年，给地铁车辆维护保障的企业造成大量的经

济损失，增加其维修成本。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深圳等地铁公司都曾发生过异常磨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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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异常磨耗主要表现形式主要为包括车轮踏面出现沟槽、剥离、脱落以及踏面磨耗不均

匀，出现失圆的现象。一般车轮踏面磨损的主要原因：一是轮轨接触磨损；二是制动闸瓦与

踏面的滑动磨损。轮轨接触磨损又以在踏面的不同区域滑动程度分为滑动摩擦磨损和滚动疲

劳伤损。通过对地铁车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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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油液监测项目的确定

制定油品规格、检验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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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确定油品规格

润滑设备 类型 常用牌号

轴箱 润滑油、润滑脂 美孚 SHC100、美孚 SHC220

牵引电机 轴承润滑脂 美孚 SHC100、壳牌 Gadus S3V220

空气压缩机 往复式空气压缩机油 壳牌 Corena S2P100

齿轮箱 重负荷工业齿轮油 壳牌 Omala S2G320

5.2 确定监测项目

根据不同的油品确定具体的检测项目，如粘度、酸值、水分、光谱、铁谱等。

6、设备选择

6.1 设备选型考虑的问题

地铁润滑油的油液监测因为其独特性质，在建立油液监测实验室或者选取油液监测设备

的时候需要考虑以下方面：

（1）快速方便的达到检测目的。

（2）样品使用量少。

（3）必须覆盖所有关键油液监测指标，整体包含污染、老化和磨损。

（4）智能诊断。检测结果能够直接给出诊断意见，能将检测报告转化为有效决策，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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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对人员的依赖。

（5）检测结果必须量化，不选择非常依赖分析人员经验的定性检测设备，或者还需要

进行二次开发的设备，设备必须能够直接使用，直接出检测结果。

（6）设备结实耐用，因在用油样品复杂，使用人员缺乏相应经验，因此设备不能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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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铁量仪是最好的

选择，主要由几种设备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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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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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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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roCheck2100：便携式铁量仪

 铁磁性颗粒浓度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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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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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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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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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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 可选 Pro 网络版，适合集团化多地、分散式管理

TruVu360T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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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